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稽查日期
產品名稱

(包裝產品有效日期)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名稱及地址 判定結果

1 108/08/30
得意的一天健康肉酥

(有效日期：2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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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大
園區和平西路1段369號

符合規定

2 108/08/30
麻辣牛肉乾

(有效日期：2019/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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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祥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山區
長安西路1號

符合規定

3 108/08/30
義美健康取向熟香腸(原味)
(有效日期：2020/6/12)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港分公

司/臺北市南港區興華路66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安區信義路2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4 108/08/30
義美純豬肉鬆

(有效日期：2020/4/10)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南港分公

司/臺北市南港區興華路66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安區信義路2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5 108/08/30
紅龍冷凍麥多雞球(原味)
(有效日期：2020/7/14)

漾漾好時餐廳/臺北市南港區忠孝
東路7段369號A棟3樓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觀
音區經建四路21號

符合規定

6 108/08/30
旋風雞塊

(有效日期：2020/6/6)
漾漾好時餐廳/臺北市南港區忠孝
東路7段369號A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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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8/08/30
高坑高粱酒原味牛肉乾

(有效日期：2019/12/1)
明太祖實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
區八德路3段122號1樓

高坑有限公司/金門縣金沙鎮高坑
3-1號

符合規定

8 108/08/30
高粱酒原味牛肉乾

(有效日期：2019/12/7)
明太祖實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
區八德路3段122號1樓

喬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金門縣金
寧鄉伯玉路2段297號

符合規定

9 108/08/28
黑胡椒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4/23)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後港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175號1樓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士
林區華齡街175號2樓

符合規定

10 108/08/28
卜蜂豬肉漢堡排

(有效日期：2020/7/11)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後港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175號1樓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17樓

符合規定

11 108/08/28
川辣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4/8)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市延平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
段238.240號1樓

宜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伸
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30號

符合規定

12 108/08/28
立大冷凍炸雞塊(重組)
(有效日期：2020/2/19)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市延平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5
段238.240號1樓

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路竹區中山南路47號

符合規定

13 108/08/28
炸雞塊(重組)
(有效日期：2020/2/28)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13
號

點鑫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太
平區鵬儀路366巷1弄1號

符合規定

14 108/08/28
大成元氣香雞堡Premium 
Chicken Patty(重組)
(有效日期：2020/7/11)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天母中山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13
號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永康
區環工路87號

符合規定

15 108/08/28
BBQ口味漢堡肉排
(有效日期：2019/11/25)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天母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
路68號

柯瑞的廚房/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
83號

符合規定

16 108/08/28
良金高粱牛肉乾(原味)
(有效日期：2019/11/8)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天母分公司天母東路68號
良金實業有限公司/金門縣金湖鎮
漁村160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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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8/08/26
168金雞塊
(有效日期：2020/7/13)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漢
堡王敦南店)/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2段164號1樓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觀
音區經建四路21號

符合規定

18 108/08/26 華堡肉餅4.4oz(76697)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敦南分公司(漢
堡王敦南店)/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
路2段164號1樓

家城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八德路4段760號10樓之3

符合規定

19 108/08/26
81000284KFC上校雞塊(重
組)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莊敬

分公司(肯德基台北莊敬店)/臺北
市信義區莊敬路336號1樓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大
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四街8號

符合規定

20 108/08/26
培根-500g
(有效日期：2019/11/25)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莊敬

分公司(肯德基台北莊敬店)/臺北
市信義區莊敬路336號1樓

東豪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號5樓之5

符合規定

21 108/08/26
唯一香辣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3/29)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吳興分公

司/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71號地
下1層

唯一行食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五股區五權三路24號

符合規定

22 108/08/26
滷香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4/23)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吳興分公

司/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71號地
下1層

金安記食品廠有限公司/臺中市龍
井區竹師路2段112巷39號

符合規定

23 108/08/26
馥御豬肉鬆

(有效日期：2020/5/26)

馥昱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馥御牛
肉干專賣)/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段192號

馥昱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深坑區北深路3段155巷9號7樓

符合規定

24 108/08/26
馥御五香牛肉干

(有效日期：2020/1/13)

馥昱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馥御牛
肉干專賣)/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3段192號

馥昱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深坑區北深路3段155巷9號7樓

符合規定

25 108/08/23
牛肉干

(有效日期：2020/3/7)

萬益食品台北微風廣場(台北火車
站)(B1微風美食街)/臺北市中正區
北平西路3號B1(U-1層)

三嘉馨企業有限公司/臺中市西屯
區工業區38路197號

符合規定

26 108/08/23
特級豬肉鬆

(製造日期：2019/8/23)
源味香肉鬆店(源味香肉鬆肉乾)/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310號

源味香肉鬆店(源味香肉鬆肉乾)/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310號

符合規定

27 108/08/23
粗肉鬆

(製造日期：2019/8/22)
萬華佳味香肉舖店/臺北市萬華區
貴陽街2段164巷2之7號

萬華佳味香肉舖店/臺北市萬華區
貴陽街2段164巷2之7號

符合規定

28 108/08/23

鄉嫩雞塊黑胡椒 Tender 
flavored chicken nugget 
(black pepper)(重組)
(有效日期：2020/7/18)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牯嶺

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1
段54號

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康區
環工路87號

符合規定

29 108/08/23
麥克雞塊-C
(有效日期：2019/11/6)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車站微

風餐廳(麥當勞)/臺北市中正區忠
孝西路1段3號1樓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觀
音區經建四路21號

符合規定

30 108/08/23
泰式檸檬辣豬肉乾

(有效日期：2020/2/5)

成大健康坊有限公司(東京飯糰)/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B1(U-1
層)

宜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伸
港鄉溪底村工東一路30號

符合規定

31 108/08/23
阮的肉干(爆漿牛肉干)
(有效日期：2019/11/11)

阮的肉干台北車站分店/臺北市中
正區北平西路3號

阮的肉干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
重新路4段27號

符合規定

32 108/08/23
原味不辣牛肉乾

(有效日期：2019/12/11)

青草地食品有限公司(快車肉乾)/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7號
B1-中廣-3櫃

全滋稻香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中
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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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08/08/21
休閒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3/6)

台灣美珍香有限公司(美珍香京站
時尚廣場)/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
段1號1樓

金軒揚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
區錦和路30號

符合規定

34 108/08/21
香酥肉鬆

(有效日期：2020/5/30)

台灣美珍香有限公司(美珍香京站
時尚廣場)/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
段1號1樓

金軒揚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
區錦和路30號

符合規定

35 108/08/21
辣味牛肉乾

(有效日期：2019/10/28)

黑橋牌企業有限公司京站專櫃/臺
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1號(台北轉
運站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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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108/08/21
珍珠香腸

(有效日期：2019/9/29)

黑橋牌企業有限公司京站專櫃/臺
北市大同區承德路1段1號(台北轉
運站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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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108/08/21
原味牛肉乾

(有效日期：2020/1/27)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國道客運京

站門市部/臺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
1段209號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安
區忠孝東路4段289號8樓

符合規定

38 108/08/21
豬肉鬆

(有效日期：2020/2/2)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國道客運京

站門市部/臺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
1段209號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安
區忠孝東路4段289號8樓

符合規定

39 108/08/21
卜蜂黑胡椒雞塊 /重組/
(有效日期：2020/7/18)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京站店

(Jasons超市京站店)/臺北市大同區
承德路1段1號B3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

肉食品加工廠/南投市工業東路17
號

符合規定

40 108/08/21
摩斯雞塊(重組肉)
(有效日期：2020/8/12)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摩斯
漢堡京站2店)/臺北市大同區承德
路1段1號B2

魔術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樹林區光興街61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