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抽驗日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抽驗及查核結果

1 2019/11/11 辣橄欖
(有效日期：
2021/3/20)

志翰食品行/臺北市大同區民
樂街139號1樓

野之果食品有限公司/彰化縣
社頭鄉協和村山腳路4段222巷
18號1樓

符合規定

2 2019/11/11 塩漬筍干
(有效日期：
2020/7/30)

合盛行/臺北市大同區民樂街
133號1樓

聯益筍干行/嘉義縣梅山鄉健
康街10巷2號

符合規定

3 2019/11/08 菜脯
(有效日期：
20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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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地下1層

保晟興業有限公司(泰源農場)/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2段62號

符合規定

4 2019/11/08 酒粕黃金酸白
菜

(有效日期：
2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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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地下1層

達昕國際有限公司/臺中市永
春東二路238號

符合規定

5 2019/11/11 洛神花
(有效日期：
2020/4/13)

啓陞食品行/臺北市大同區迪
化街1段74號

一金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士林區延平北路8段144號

符合規定

6 2019/11/11 調理話梅
(有效日期：
2021/7/27)

慶源葯行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迪化街1段40號1樓

海山蜜餞廠/彰化縣員林市林
厝里大饒路169號

符合規定

7 2019/11/11 香脆筍
(有效日期：
2020/11/7)

懷結堂藥行有限公司/臺北市
大同區迪化街1段107號1樓

吉之香食品有限公司/嘉義縣
大林鎮中興路282之73號1樓

符合規定

8 2019/11/08 宅間無籽梅乾
(有效日期：
2020/5/31)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第六四四分公司/臺北市
中山區松江路127之1號1樓

上友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313巷13號1樓

符合規定

9 2019/11/08 翠菓子超大葡
萄乾

(有效日期：
2020/9/27)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農

安分公司/臺北市中山區農安
街249號1樓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段226
巷31號

符合規定

10 2019/11/12 榨菜
(有效日期：
2020/11/7)

裕民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文
山區興隆路3段243號2樓

裕民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文
山區興隆路3段243號2樓

符合規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醃漬及脫水蔬果(含蜜餞)食品抽符合規定名冊



編號 抽驗日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抽驗及查核結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醃漬及脫水蔬果(含蜜餞)食品抽符合規定名冊

11 2019/11/12 黑梅甘菜
(有效日期：
2020/5/8)

正峯商行/臺北市萬華區富民
路155巷7號

阿款/雲林縣大埤鄉興安村1-10
號

符合規定

12 2019/11/12 榨菜頭
(有效日期：
2020/4/23)

環南市場620號攤/臺北市萬華
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源豐農產食品行/桃園市觀音
區草漯里忠孝路610號

符合規定

13 2019/11/12 芭樂乾(Guava
Slice)
(有效日期：
2020/12/20)

怡和蜜餞行/臺北市萬華區東
園街18-1號

鄉春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中正路338號

符合規定

14 2019/11/12 鳳梨梅
(有效日期：
2020/10/17)

怡和蜜餞行/臺北市萬華區東
園街18-1號

順泰蜜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山路1
段141巷2號

符合規定

15 2019/11/12 鳳記綠茶梅
0092
(有效日期：
2020/7/15)

劉仲記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
中正區寧波西街28號1樓

旺揚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泰
山區民權街43號

符合規定

16 2019/11/12 青芒果(情人
果)

小蜜蜂休閒食品/臺北市松山
區饒河街50號前

百味集品食品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23巷23號

符合規定

17 2019/11/12 金棗干 小蜜蜂休閒食品/臺北市松山
區饒河街50號前

百味集品食品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23巷23號

符合規定

18 2019/11/12 脫水李 小蜜蜂休閒食品/臺北市松山
區饒河街50號前

百味集品食品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23巷23號

符合規定

19 2019/11/12 菠蘿蜜脆片 禮多多商行/臺北市松山區饒
河街251號

一金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士林區延平北路8段144號

符合規定

20 2019/11/12 紫色甘藷條 禮多多商行/臺北市松山區饒
河街251號

一金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士林區延平北路8段144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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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9/11/13 甜梅
(有效日期：
2020/10/25)

文采生活館有限公司(小北百
貨)/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
262-274號1樓

惠香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民有街5號

符合規定

22 2019/11/13 酵素梅
(有效日期：
2020/10/24)

文采生活館有限公司(小北百
貨)/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
262-274號1樓

惠香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民有街5號

符合規定

23 2019/11/13 榨菜頭
(有效日期：
2020/4/23)

嘉豐行/臺北市內湖區五分街
51號

源豐農產食品行/桃園市觀音
區忠孝路616號

符合規定

24 2019/11/13 高級珍珠脯 嘉豐行/臺北市內湖區五分街
51號

世澄食品工廠/嘉義縣布袋鎮
見龍里內田38之2號

符合規定

25 2019/11/13 有機酸菜
(有效日期：
2020/6/28)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東湖門市/臺北市內湖區東湖
路126號

碧蘿村企業社/桃園市大溪區
康莊路5段246號

符合規定

26 2019/11/13 棉花田有機葡
萄乾

(有效日期：
2021/3/3)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東湖門市/臺北市內湖區東湖
路126號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36
號12樓

符合規定

27 2019/11/14 辣橄欖
(有效日期：
2020/10/29)

一金湖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
區延平北路8段2巷56弄74號

協益蜜餞廠/彰化縣員林市山
腳路2段153-1號

符合規定

28 2019/11/14 化應子
(有效日期：
2021/4/22)

一金湖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
區延平北路8段2巷56弄74號

順泰蜜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山路1
段141巷2號

符合規定

29 2019/11/14 甘藷條
(有效日期：
2020/10/7)

一金湖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
區延平北路8段2巷56弄74號

五色有限公司/臺南市新市區
民族路137號

符合規定

30 2019/11/14 花黃金樂京
(有效日期：
2020/2/25)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店

(citysuper)/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6段77號B1F

康乃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桃
園市蘆竹區興隆街40巷25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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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19/11/14 蘿蔔切塊
(Kkakdugi)
(有效日期：
2020/1/22)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店

(citysuper)/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6段77號B1F

韓英國際有限公司/新北市五
股區五權八路39號

符合規定

32 2019/11/14 道本古式蘿蔔
漬半切

(有效日期：
2020/8/10)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店

(citysuper)/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6段77號B1F

渥禾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北
投區立功街120號

符合規定

33 2019/11/14 三葉超大葡萄
乾

(有效日期：
2020/10/21)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石牌門市/
臺北市石牌路1段56之1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88號10樓

符合規定

34 2019/11/14 有機筍加工製
品

(有效日期：
2020/7/8)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

費合作社/臺北市北投區大業
路452巷29號1樓

嘉義縣阿里山鄉雜糧產銷班第

二班/嘉義縣阿里山鄉茶山村4
鄰77-5號

符合規定

35 2019/11/14 台灣麻竹筍
(半成品)

永糧行/臺北市北投區永興路2
段20號

晉盛商行/新北市板橋區南興
路17、19號

符合規定

36 2019/11/14 甘甜梅
(有效日期：
2021/3/25)

永糧行/臺北市北投區永興路2
段20號

新台北食品行/臺北市大同區
民樂街139號

符合規定

37 2019/11/15 特選梅乾菜
(有效日期：
2020/8/21)

其美有限公司/臺北市信義區
松山路156-1號1樓

嘉義縣溪口鄉游東村厝庄64之
5號

符合規定

38 2019/11/15 特選深山軟絲
筍

(有效日期：
2020/9/15)

其美有限公司/臺北市信義區
松山路156-1號1樓

新延香企業有限公司/新北市
泰山區中港南路360之11號

符合規定

39 2019/11/15 東北酸白菜
(有效日期：
2020/9/29)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信義林

口分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大道
里林口街176號地下一層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二

街29號

符合規定

40 2019/11/15 鮮嫩香脆筍
(有效日期：
2020/10/29)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信義林

口分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大道
里林口街176號地下一層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二

街2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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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9/11/15 鳳梨乾
(有效日期：
2020/5/10)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信義林

口分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大道
里林口街176號地下一層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新北市
八里區龍米路2段2-1號

符合規定

42 2019/11/15 陳皮梅
(有效日期：
2020/12/20)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忠孝明

曜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4段218-2～218-7號

阜鴻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臺中
市潭子區大富路1段24之6號

符合規定

43 2019/11/15 午后食刻芭樂
果乾

(有效日期：
2020/6/4)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忠孝明

曜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4段218-2～218-7號

海龍王食品有限公司/臺中市
清水區中山路561-10號

符合規定

44 2019/11/15 ARITA有田香
蕉脆片

(有效日期：
2020/7/27)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忠孝明

曜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
東路4段218-2～218-7號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南
港區三重路19-2號11樓

符合規定

45 2019/11/15 脆梅 津吉栗/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1號

梅嶺食品行/臺南市楠西區灣
丘里香蕉山20號1樓

符合規定

46 2019/11/15 無籽黑橄欖 津吉栗/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1號

百味集品食品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23巷23號1
樓

符合規定

47 2019/11/15 茶葉梅
(有效日期：
2020/1/28)

三陽食品/臺北市信義區松高
路11號

三陽食品有限公司/桃園市中
壢區中央西路1段125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