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驗編號 抽驗日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檢驗結果

1 108.08.07 法國球

洋基食品有限公司(市招:

非凡精緻蛋糕)/臺北市松

山區富錦街488號

自製 符合規定

2 108.08.07 大漢堡

洋基食品有限公司(市招:

非凡精緻蛋糕)/臺北市松

山區富錦街488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 108.08.07 白吐司

洋基食品有限公司(市招:

非凡精緻蛋糕)/臺北市松

山區富錦街488號

自製 符合規定

4 108.08.07 白吐司

久毅小吃店(市招:美吉寶

早餐)/臺北市松山區敦化

北路222巷37號

吉翔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

和區員山路506巷17號
符合規定

5 108.08.07 漢堡皮

久毅小吃店(市招:美吉寶

早餐)/臺北市松山區敦化

北路222巷37號

吉翔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

和區員山路506巷17號
符合規定

6 108.08.07 鮮蔬活力吐司

全聯實業(股)公司松山民

有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民權東路3段140巷15號

華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林口區宏昌街8巷1號
符合規定

7 108.08.07 漢堡
e61早午餐/臺北市中正區

寧波西街128號之1

嘉展食品廠有限公司/新北市

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1號
符合規定

8 108.08.07
窯烤水果大麵

包

蕃薯藤有限公司臺北植物

園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

南海路41號5樓

蕃薯藤自然食堂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北路328

之1號

符合規定

9 108.08.07 漢堡麵包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南昌分公司/臺北市中正

區南昌路1段149號1樓

夏暉物流有限公司/桃園市蘆

竹區富國路3段1084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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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8.08.07 白吐司-A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南昌分公司/臺北市中正

區南昌路1段149號1樓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信義路2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11 108.08.07 (漢堡)甜麵包
雅米早午餐/臺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路2段60號

米豐食品/新北市五股區五權

路42之1號
符合規定

12 108.08.07 特製吐司(全素)
雅米早午餐/臺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路2段60號

米豐食品/新北市五股區五權

路42之1號
符合規定

13 108.08.12 原味貝果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六張

犁門市(市招：樂田麵包

屋)/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3段124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4 108.08.12
波利修特級吐

司

薩摩亞商客來喜餐飲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六張

犁門市(市招：樂田麵包

屋)/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

路3段124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5 108.08.12 漢堡皮

福來安東早餐店/臺北市

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251巷

7弄12號

吉翔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

和區員山路506巷17號
符合規定

16 108.08.12 香柔湯種吐司

麒勝早餐店(市招：拉亞

漢堡)/臺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3段248巷12號

森邦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桃

園區龍壽街206之1號
符合規定

17 108.08.12 英國土司

Flavor Frield 山崎麵包

SOGO復興/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3段300號B2

自製 符合規定

18 108.08.12 黑麥麵包

Flavor Frield 山崎麵包

SOGO復興/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3段300號B2

自製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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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8.08.12 原味覺吐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分公司/臺北市北

投區大業路452巷31號1樓

福比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新

豐鄉中崙村中崙289-5號
符合規定

20 108.08.12 手工拔絲麵包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大同分公司/臺北市北

投區大業路452巷31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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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8.08.12 漢堡(皮)
貝果早餐店/臺北市北投

區中央北路2段41號1樓

廣廣香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三重區疏洪西路458號
符合規定

22 108.08.12 白土司
貝果早餐店/臺北市北投

區中央北路2段41號1樓

廣廣香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三重區疏洪西路458號
符合規定

23 108.08.12
特級鮮奶湯種

吐司

美惠川早餐店(市招:麥味

登精緻早餐石牌店)/臺北

市北投區裕民六路118號1

樓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符合規定

24 108.08.12 芝麻漢堡(皮)

美惠川早餐店(市招:麥味

登精緻早餐石牌店)/臺北

市北投區裕民六路118號1

樓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符合規定

25 108.08.13 肉桂葡萄貝果

源裕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市招:N.Y. Bagels Cofe京

站店)/臺北市大同區承德

路1段1號

自製 符合規定

26 108.08.13 切邊吐司(全素)

市芳美而美商店(市招:巨

林美而美)/臺北市中山區

農安街48號1樓

歐邁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

重區溪尾街37號
符合規定

27 108.08.13 甜麵包
麥亨堡早餐店/臺北市中

山區農安街79號

米豐食品/新北市五股區五權

路42之1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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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8.08.13 特製吐司(全素)
麥亨堡早餐店/臺北市中

山區農安街79號

米豐食品/新北市五股區五權

路42之1號
符合規定

29 108.08.13
統一麵包愛心

牛奶球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第309分公司/臺北市

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35號

及農安街67、69號

鼎力立食品有限公司/桃園市

中壢區自強三路2之1號
符合規定

30 108.08.13 瑞穗鮮乳土司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第309分公司/臺北市

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35號

及農安街67、69號

統一企業(股)公司新竹湖口

廠/新竹縣湖口鄉長嶺村八德

路3段30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