
項次 抽驗日期 物品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 檢驗結果

1 108/07/30 冷凍草蝦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

明德店/臺北市北投區

明德路161號地下1樓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南港分公司/臺北市南

港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

B1-1

符合規定

2 108/07/30 義美BBQ燒烤醬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

明德店/臺北市北投區

明德路161號地下1樓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1

段11號

符合規定

3 108/07/30 原味香腸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

明德店/臺北市北投區

明德路161號地下1樓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市南區中華西

路1段103號

符合規定

4 108/07/30 調味雞腿排

鼎輯肉品店/臺北市北

投區致遠一路1段119號

1樓

欣達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

14號5樓

符合規定

5 108/07/30 米血糕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北投致遠分公司/臺北

市北投區致遠一路1段

94號

利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

3段5號22樓之3

符合規定

6 108/07/30 寧波年糕
保成切麵店/臺北市北

投區自強街125號之8

新德年糕店/新北市深

坑區北深路1段112巷5

弄10號

符合規定

7 108/07/30 麻豆文旦
天天買水果行/臺北市

北投區自強街109號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北投自強分公司(美廉

社)/臺北市北投區自強

街109號

符合規定

8 108/07/30 甜玉米
菜攤/臺北市北投區自

強街166巷133號

大台北農產運銷/新北

市三重區五華街331-

333號

符合規定

9 108/07/30
素之都百頁豆腐(全

素)

富美素菜行/臺北市北

投區自強街166巷133號

全廣食品有限公司/桃

園市桃園區大誠路4號
符合規定

10 108/07/30 左藤薄切麻糬

大葉高島屋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55號B1

京奇貿易有限公司/臺

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

28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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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8/07/30 Q米粗韓國年糕

大葉高島屋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55號B1

韓寶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

道6段401號2樓

符合規定

12 108/07/30 味榮萬用燒烤醬

大葉高島屋百貨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55號B1

味榮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中市豐原區西

勢路701號

符合規定

13 108/07/30 豬五花肉

貝克男孩國際有限公司

天母店(明月館)/臺北

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78

號B戶

統好興業有限公司中和

廠/新北市中和區中正

路818號1樓

符合規定

14 108/07/30 冷凍魚包蛋

詩凱有限公司(高島屋

韓鶴亭)/臺北市士林區

忠誠路2段55號

金利華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新大路5

號

符合規定

15 108/07/30 冷凍生白蝦

東京牛角股份有限公司

高島屋店(牛角)/臺北

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55

號12樓

參方達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

3段5號17樓之3

符合規定

16 108/07/30 懷舊經典鳳梨酥

三統好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315-5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7 108/07/30 紅豆粒餡(減糖)

三統好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315-5號

盛記食品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6

段13號

符合規定

18 108/07/30 文蛤(300g)真空包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興分公司/臺北市信

義區松隆路36號1、2樓

元麒股份有限公司/新

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14

號

符合規定

19 108/07/30
中華滷味百頁豆腐(全

素)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興分公司/臺北市信

義區松隆路36號1、2樓

中華食品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市大樹區龍

目路110之6號

符合規定

20 108/07/30 義美BBQ燒烤醬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東和平店/臺北市大

安區和平東路3段40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2

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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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8/07/30 義美大黑豆乾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東和平店/臺北市大

安區和平東路3段40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2

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22 108/07/30 味真好米血糕

好客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市府門市部/臺北市信

義區基隆路1段163號B1

味真好食品行/新北市

樹林區中華路403巷3號
符合規定

23 108/07/30 布袋文蛤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東光分公司/臺北市中

山區林森北路413號

B1、錦州街B1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臺

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

巷67號1樓

符合規定

24 108/07/30 米血糕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東光分公司/臺北市中

山區林森北路413號

B1、錦州街B1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屏

東縣竹田鄉糶糴村南進

路15號

符合規定

25 108/07/30 舞Q年糕片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東光分公司/臺北市中

山區林森北路413號

B1、錦州街B1

美藝有限公司/桃園市

楊梅區環東路295巷9號

3樓

符合規定

26 108/07/30 梅花肉

太子燒肉店(天外精緻

無煙燒肉)/臺北市中山

區民權東路1段67號1樓

裕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263巷5號1樓

符合規定

27 108/07/29 正品韓式年糕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南西分公司

(新光三越台北南西一

館自營超商)/臺北市中

山區南京西路12號B2

源廣興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1

段112巷5弄10號

符合規定

28 108/07/29 新鮮金針菇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建成分公司(頂好超市

重慶店)/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1段73號地下

室

三川農業園/臺中市霧

峰區豐正路57巷48號
符合規定

29 108/07/29 韓國美生菜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建成分公司(頂好超市

重慶店)/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1段73號地下

室

漢光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西螺鎮振安路

98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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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8/07/29 可口米血糕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建成分公司(頂好超市

重慶店)/臺北市大同區

重慶北路1段73號地下

室

元宜州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光華路52

號

符合規定

31 108/07/29 德式香腸

台灣西頭股份有限公司

(馬太郎)/臺北市中山

區中山北路1段81號

台灣農畜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市內湖區陽

光街321巷60號3樓

符合規定

32 108/07/29 去皮清肉(雞肉)

八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臺北市中山區民族

東路410巷23弄1號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南市永康區蔦

松二街3號

符合規定

33 108/07/29 魚丸

金仙魚丸店/臺北市中

山區建國北路3段81巷

22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34 108/07/29 咖哩肉平西

李亭香食品有限公司

(李亭香餅店)/臺北市

大同區迪化街1段309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5 108/07/29 和生鳳梨餅

李亭香食品有限公司

(李亭香餅店)/臺北市

大同區迪化街1段309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6 108/07/30 綠豆沙餡

盛記食品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6

段13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7 108/07/30 紅豆餡

盛記食品廠有限公司/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6

段13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8 108/07/30 三Q餅

貝諾有限公司萬隆營業

處(櫻桃爺爺)/臺北市

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204

號1樓

豐稷食品有限公司/新

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

3號4樓

符合規定

39 108/07/30 鳳梨酥

貝諾有限公司萬隆營業

處(櫻桃爺爺)/臺北市

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204

號1樓

布里王子的麵包廚房/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

段88巷33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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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08/07/30 白豆沙

世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博愛分公司/臺北市中

正區博愛路101.103號1

樓

自製 符合規定

41 108/07/30 滷肉綠豆凸

世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博愛分公司/臺北市中

正區博愛路101.103號1

樓

自製 符合規定

42 108/07/31 三Q餅

米泉食品行(米哥烘焙

坊)/臺北市北投區光明

路158號1樓

米哥食品有限公司/臺

北市士林區大東路82-1

號

符合規定

43 108/07/31 鳳梨酥

米泉食品行(米哥烘焙

坊)/臺北市北投區光明

路158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44 108/07/31 綠豆椪

兆順食品有限公司天母

分公司(順成蛋糕)/臺

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

142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45 108/07/31 芝麻餡

兆順食品有限公司天母

分公司(順成蛋糕)/臺

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

142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46 108/07/31 棗泥核桃(蛋素)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1

段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47 108/07/31 金色月亮(奶蛋素)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1

段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48 108/08/01 喜之坊綠豆椪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422號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

121巷17號1、2樓

符合規定

49 108/08/01
喜之坊爺爺奶奶酥(蛋

奶素)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422號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

121巷17號1、2樓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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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8/08/01 梅花肉

大圈韓食股份有限公司

(Meat  love  Korean

BBQ  restaurant)/臺

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

468號1.2F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縣屏東市

建國路480號

符合規定

51 108/08/01 雞里肌肉-冷藏肉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義嘉興分公司/臺北

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22

號地下一層

超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1063號

符合規定

52 108/08/01 光州年糕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義嘉興分公司/臺北

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22

號地下一層

元植有限公司/桃園市

楊梅區里環東路295巷7

號(1樓)

符合規定

53 108/08/01 萬家香醃烤肉醬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信義嘉興分公司/臺北

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22

號地下一層

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

司/屏東縣內埔鄉中林

村大同路5段88號

符合規定

54 108/08/01
非基改傳統大溪黑豆

干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

限公司光復門市/臺北

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

之2號

萬里香食品廠/桃園市

大溪區中央路123號
符合規定

55 108/08/01 有機甜玉米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

限公司光復門市/臺北

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

之2號

漢泓有限公司/雲林縣

西螺鎮新安里114-2號
符合規定

56 108/07/31 茭白筍-300g

全聯福利中心大安芳和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

樂業街87號1樓

南投埔里蔬菜第11班/

南投縣埔里鎮守城路3

巷9號之1

符合規定

57 108/07/31 滿漢原味香腸

全聯福利中心大安芳和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

樂業街87號1樓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巿廠/臺南市新市區

大營里7號

符合規定

58 108/07/31 加熱殺菌鹹蛋鹹蛋黃

樂在烘焙有限公司/臺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3

段68-7號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限公

司/屏東縣九如鄉三富

街65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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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108/07/31 屏干(非基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安泰順分公司/臺北

市大安區泰順街45號

知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39

路62號

符合規定

60 108/07/31 中華一番韓國年糕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安泰順分公司/臺北

市大安區泰順街45號

中華食品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市大樹區龍

目路110之6號

符合規定

61 108/07/30 煎餅醬油

東輝韓食館/臺北市中

山區松江路259巷29號1

樓

自製 符合規定

62 108/07/30 好吃韓國年糕

東輝韓食館/臺北市中

山區松江路259巷29號1

樓

韓濟名品味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1

段170號

符合規定

63 108/07/30 洪牌米血粿

松江餐飲店(松江自助

火鍋城)/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315號1樓

洪牌食品公司/新北市

樹林區新興街16號
符合規定

64 108/07/30 義美BBQ燒烤醬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分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酒泉街

105.107.109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2

段88號10F

符合規定

65 108/07/30
韓式烤肉醬 Korean

Barbecue Sauce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分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酒泉街

105.107.109號

南聯國際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忠

孝東路4段560號12樓

符合規定

66 108/08/01 百頁豆腐
百宏素料行/臺北市萬

華區富民路155巷11號

天香食品有限公司/新

北市板橋區大同街35巷

10弄1號

符合規定

67 108/08/01 香Q糕
百宏素料行/臺北市萬

華區富民路155巷11號

龍味奇農產企業有限公

司/桃園市平鎮區福龍

路1段302巷32號

符合規定

68 108/08/01 有機豆干(特選原味)

愛維根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文山區

萬隆街62巷4號地下

傳貴宏業生機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美山路1

段601巷255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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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08/08/01 原味豆干

愛維根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文山區

萬隆街62巷4號地下

名記豆腐有限公司/新

北市新莊區復興路3段

50號

符合規定

70 108/08/01
(新鮮金針菇)豐生金

菇

愛維根社會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臺北市文山區

萬隆街62巷4號地下

戴養菌園農場/臺中市

霧峰區新厝路139號
符合規定

71 108/08/01
(海水養殖白蝦)活凍

無毒女兒蝦(L)

欣鑫冷凍有限公司/臺

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

段176巷17號1樓、地下

室1F

旭盈養殖場/花蓮縣豐

濱鄉港口村石梯灣612

號

符合規定

72 108/08/01
紐西蘭肋眼薄片(草

飼)

欣鑫冷凍有限公司/臺

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

段176巷17號1樓、地下

室1F

湯瑪仕肉舖/臺北市文

山區羅斯福路5段176巷

17號1樓

符合規定

73 108/08/01 農產青椒

台北市農會農特產展售

中心萬隆店/臺北市文

山區萬隆街47之12號1

樓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市中山區民

族東路336號

符合規定

74 108/08/01 味真好米血糕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景美分公司/臺北市文

山區景中街30巷12號1-

2樓

味真好食品行/新北市

樹林區中華路403巷3號
符合規定

75 108/08/01
健康廚房橙汁風味燒

肉醬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景美分公司/臺北市文

山區景中街30巷12號1-

2樓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中市霧峰區中

正路266號

符合規定

76 108/08/01 新東陽蒜味香腸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景美分公司/臺北市文

山區景中街30巷12號1-

2樓

新東陽(股)有限公司大

圖廠/桃園市大園區大

工路11號

符合規定

77 108/08/01 萬家香醃烤肉醬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文山景華分公司/臺北

市文山區景華街107號

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

司/屏東縣內埔鄉中林

村大同路5段88號

符合規定

78 108/08/01 VV非基改木棉凍豆腐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文山景華分公司/臺北

市文山區景華街107號

明宜食品有限公司/新

北市樹林區俊英街116

巷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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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08/08/01 蛋黃酥

犁記餅店(台北犁記)/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6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80 108/08/01 香芋酥

犁記餅店(台北犁記)/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6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81 108/08/01 鳳黃酥

世家名點坊有限公司

(世家名點坊)/臺北市

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15

號1樓

世家名點坊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67號

符合規定

82 108/08/01 綠豆椪

世家名點坊有限公司

(世家名點坊)/臺北市

中山區民權東路2段15

號1樓

世家名點坊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2段67號

符合規定

83 108/07/31 五仁大月餅

順成西點麵包有限公

司-忠孝一店/臺北市大

安區敦化南路1段212號

1樓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五股廠/新北市五股區

五工二路130號

符合規定

84 108/07/31 冷凍干貝

乾杯信義ATT店日式燒

肉/臺北市信義區松壽

路12號3樓

波賽頓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4段191號5樓

符合規定

85 108/08/01 冷凍半殼扇貝

樂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野宴萬華桂林營業所

(野宴日式炭火燒肉二

代王樣萬華桂林旗艦

店)/臺北市萬華區桂林

路1號4樓

福國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

路2段56號

符合規定

86 108/08/01 和風米麻糬

我就厲害餐廳有限公司

(我!就厲害燒烤吃到

飽)/臺北市萬華區漢中

街127號4、5樓

耀集食品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基隆市安樂區武

訓街8號

符合規定

87 108/08/01 阿文師 魷魚丸(大)

高翔餐廳有限公司(戰

醬燒肉)/臺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3段316巷7之3

號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新北市林口區粉

寮路1段102號

符合規定

88 108/08/01 鹹酥蛋黃酥

柯老二糕餅有限公司昆

陽分公司/臺北市南港

區忠孝東路6段421號1

樓

自製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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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08/08/01 鳳梨酥(蛋奶素)

柯老二糕餅有限公司昆

陽分公司/臺北市南港

區忠孝東路6段421號1

樓

自製 符合規定

90 108/08/01 烏豆沙蛋黃酥

嘉鑫食品企業社/臺北

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22

號

自製 符合規定

91 108/08/01 綠豆凸

嘉鑫食品企業社/臺北

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22

號

自製 符合規定

92 108/08/02
板腱美choice969G廠

原料

王品餐飲有限公司原燒

台北京華城店/臺北市

松山區八德路4段138號

8樓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2

段218號29樓

符合規定

93 108/08/02 日式炭火燒肉醬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三民路160號

品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中南路

290巷10之2號

符合規定

94 108/08/02 天婦羅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三民路160號

德順食品企業社/基隆

市仁愛區愛一路23號
符合規定

95 108/08/02 麻豆文旦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三民路160號

沛升有限公司/新北市

泰山區全興路235-1號
符合規定

96 108/08/02
美國無骨牛小排燒烤

肉片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內

湖分公司/臺北市內湖

區舊宗路1段268號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656號

符合規定

97 108/08/02 百頁豆腐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八德分公司/臺北市松

山區八德路4段83號1樓

台康食品有限公司/彰

化縣大村鄉山腳路47-

10號

符合規定

98 108/08/02
手打滷香豆干(含基因

改造)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八德分公司/臺北市松

山區八德路4段83號1樓

惠豐食品商行/彰化縣

田尾鄉饒平村光復路2

段698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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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8/08/02
冷凍鱸魚片(超低溫凍

結)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市內湖區民

善街128號

福億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州鎮榮祥路

32號

符合規定

100 108/08/02 甜不辣

永臣有限公司(胖肚肚

燒肉)/臺北市松山區八

德路4段108號2樓

薪味香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95

巷35號

符合規定

101 108/08/02 純綠豆凸
香華餅家/臺北市松山

區南京東路5段254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02 108/08/02 紅豆蛋黃酥
香華餅家/臺北市松山

區南京東路5段254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03 108/08/02 急速冷凍草蝦

浪漫街道股份有限公司

(赤虎)/臺北市內湖區

舊宗路1段150巷25號

鴻翔冷凍水產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光復街

211號8樓

符合規定

104 108/08/02 金蘭烤肉醬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新明分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台北市內湖區

新明路419號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

236號

符合規定

105 108/08/02
博客Q肉丁原味德國香

腸(4入)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新明分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台北市內湖區

新明路419號

瑞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北港村

大工路13號

符合規定

106 108/08/02 春豐大黑干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新明分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台北市內湖區

新明路419號

雲林縣西莊合作農場/

雲林縣元長鄉西莊村西

庄109之86號

符合規定

107 108/08/02 寧波年糕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南湖分公司/臺

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

188號

良月企業有限公司/桃

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

133巷130號

符合規定

108 108/08/02 豆干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南湖分公司/臺

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

188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臺

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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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108/08/02 筊白筍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南湖分公司/臺

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

188號

漢光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西螺鎮振安路

98號

符合規定

110 108/08/06 棗泥小月餅(3入)

順成西點麵包有限公

司-忠孝一店/臺北市大

安區敦化南路1段212號

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