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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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5 XO醬炒年糕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喜來登大飯店-12廚)/臺北市中正

區忠孝東路1段1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2 1081127 紅燒豆腐

豐隆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君悅
酒店漂亮海鮮廳)/臺北市信義區松

壽路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 1081128 金瓜米粉
金蓬萊台菜餐廳/臺北市士林區天母

東路101號 自製 符合規定

4 1081128 客家小炒
美安有限公司(阿美飯店)/臺北市中

山區吉林路83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5 1081126 龍眼花蜜蜂蜜蛋糕

(奶蛋素)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一之鄉)/臺北

市北投區北投路1段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6 1081126
WE SWEET 帕瑪
森起士蜂蜜蛋糕

(奶蛋素)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一之鄉)/臺北
市北投區北投路1段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7 1081126 小團圓(蛋素)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一之鄉)/臺北
市北投區北投路1段7號 自製 符合規定

8 1081126 白玉平西餅
李亭香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1段309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9 1081126 咖哩肉平西
李亭香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1段309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10 1081126 和生鳳梨餅
李亭香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1段309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11 1081127 君城鳳梨酥(蛋奶
素)

君城食品有限公司(君城本家)/臺北
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511巷2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2 1081127 君城桂圓核桃酥

(蛋奶素)
君城食品有限公司(君城本家)/臺北
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511巷2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3 1081127 君城翠玉檸茶酥
君城食品有限公司(君城本家)/臺北
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511巷2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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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1204 開陽白菜
天然臺湘菜館/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

路1段61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5 1081126 竹笙

蘇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母分公司

(蘇杭餐廳)/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45
號2樓

恆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民
樂街181號1樓 符合規定

16 1081126 干白木耳
可誠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歸

綏街210號1樓
可誠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歸

綏街210號1樓 符合規定

17 1081126 白木耳
台農醬園/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

210號1樓
林O鴻/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32巷1

號7樓 符合規定

18 1081126 乾白木耳
福昌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

33號 王O源/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33巷8號 符合規定

19 1081126 白木耳
通成堂蔘茸藥行/臺北市大同區歸綏

街289號1樓
卉豐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蘆洲區民

權路131巷3號 符合規定

20 1081126 花椒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

公司(大潤發中崙店)/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及地下2樓

之3

旺來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
莊區新樹路67巷40弄3號 符合規定

21 1081126 北蕉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

公司(大潤發中崙店)/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及地下2樓

之3

至祥果菜生產合作社/彰化縣福興鄉
西勢村員鹿路2段209號/供應代號：

N99523
符合規定

22 1081127 冷藏肉-豬胛心肉
塊/大(和)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

公司(大潤發中崙店)/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及地下2樓

之3

和榮意食品有限公司/雲林縣元長鄉
鹿北村同安路48號 符合規定

23 1081127 冷藏肉-雞里肌肉
Mini包裝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

公司(大潤發中崙店)/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及地下2樓

之3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大園區三石里五鄰45-51號 符合規定

24 1081127 空運冰鮮鮭魚切片

(2片)/公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

公司(大潤發中崙店)/臺北市中山區
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及地下2樓

之3

高洪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
493巷12弄9號 符合規定

25 1081127 乾白木耳
松山農產行/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48

之2號
正達貿易公司/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

中山路254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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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81127 美生菜
添好運松車店/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1號2樓
泉興蔬果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健

康路58巷17號4樓 符合規定

27 1081127 芋頭糕
添好運松車店/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1號2樓 總公司 符合規定

28 1081202 黑金剛帶殼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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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善

街255號

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梧棲
區自立一街178號 符合規定

29 1081127 仙李 金龍/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51號 佳味蜜餞行/新北市三重區大榮街25
號

符合規定

30 1081204 紅龜粿
三六圓仔店/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92

號
自製 符合規定

31 1081202 辣芒果
阿媽蜜餞食品店/臺北市士林區大東

路10號
明山乾果廠/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山

腳路2段290號 符合規定

32 1081127 竹笙
新家緣小館/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94

巷5號1樓
茂元行/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06巷20

號
符合規定

33 1081203 竹笙

晶宴生活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民權分

公司(晶宴會館民權店)/臺北市中山
區民權東路3段2號地下1層及之1之

2

立泰食品行/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170
號

符合規定

34 1081126 金針
瑞泰糧食工廠(瑞泰雜糧行)/臺北市

士林區中正路196號
利豐食品行/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31

巷3號 符合規定

35 1081126 白木耳
瑞泰糧食工廠(瑞泰雜糧行)/臺北市

士林區中正路196號
利豐食品行/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131

巷3號 符合規定

36 1081126 白木耳 信興行/臺北市士林區雨農路41號 通成堂參茸藥行/臺北市大同區歸綏
街289號 符合規定

37 1081126 金針 信興行/臺北市士林區雨農路41號 裕山食品行/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
207號 符合規定

38 1081126 花椰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忠誠分

公司(全聯士林忠誠店)/臺北市士林
區忠誠路1段177、179號1樓

白鷺鷥農場/嘉義縣新港鄉中庄村中
庄94-16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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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81126 雞里肌肉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忠誠分

公司(全聯士林忠誠店)/臺北市士林
區忠誠路1段177、179號1樓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桃園
區中埔里永安路1063號 符合規定

40 1081126 吳郭魚(大)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忠誠分

公司(全聯士林忠誠店)/臺北市士林
區忠誠路1段177、179號1樓

元麒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區長
順街44號1樓 符合規定

41 1081126 豬里肌肉火鍋片-
冷藏肉

大葉高島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Jason超市)/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
段55號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規定

42 1081126 椪柑

大葉高島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Jason超市)/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
段55號

沛升有限公司 符合規定

43 1081126 乾白木耳
星美雜糧行/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1

段166巷113號1樓
元穗貿易有限公司/桃園市八德區興

豐路382號2樓 符合規定

44 1081206 涼糖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大安臨江分公司

(家樂福便利購大安臨江店)/臺北市
大安區臨江街87號B1

富家晟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
光華路1-2號 符合規定

45 1081126 國姓敏豆
環南市場丙棟454攤/臺北市萬華區

環河南路2段245號 國姓鄉農會/供應代號：M00111-353 符合規定

46 1081126 調理加工蝦仁
環南市場乙棟279號攤/臺北市萬華

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唐漢海產行/嘉義縣布袋鎮光復路1段

73號 符合規定

47 1081126 圓圈中蛤蜊
環南市場乙棟279號攤/臺北市萬華

區環河南路2段245號 吳O進/雲林縣麥寮鄉後安村1之93號 符合規定

48 1081126 豬後腿瘦肉
環南市場丙棟1057攤/臺北市萬華區

環河南路2段245號 桃園市肉品市場/豬隻編號：2002 符合規定

49 1081126 雞胸肉
環南市場丁棟1275攤/臺北市萬華區

環河南路2段245號
臺北市家禽批發市場-林忠語家禽/臺
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338號 符合規定

50 1081126 白木耳
富元中藥行/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

145巷22號
璟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雄市三

民區建國三路112號 符合規定

51 1081126 東港蝦仁-乾 雜貨店/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145巷
21號

�億行/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258號
3樓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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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81126 有機白木耳
雜貨店/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145巷

21號
元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臺中市太

平區長安五街28號 符合規定

53 1081126 金鉤蝦米
廣和商行(廣川商行)/臺北市萬華區

富民路117號
建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中正

區北寧路69號 符合規定

54 1081126 安全白木耳
萬福食品行/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91號 陳O茂/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178號 符合規定

55 1081203 竹笙
四行倉庫/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

號(內42號)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民

樂街181號1樓 符合規定

56 1081203 金針
穀動人生商行(采萦小舖)/臺北市士
林區士東路100號1樓41號攤 鼎順食品/臺北市大同區歸綏街240號 符合規定

57 1081203 烏豆沙蛋黃酥
創意烘焙坊(創意現場烘焙)/臺北市

士林區福港街103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58 1081203 洋蔥
春申匯集有限公司(春申食府)/臺北

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66號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萬華區萬大路533號(承銷人：陳O綺/

承銷代號：3501)
符合規定

59 1081203 美生菜
春申匯集有限公司(春申食府)/臺北

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66號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萬華區萬大路533號(承銷人：陳O綺/

承銷代號：3501)
符合規定

60 1081126 有機乾黑木耳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01分
公司(JASONS Market Place101店)/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地下1層

之1

回春堂本草養生事業社/桃園市桃園
區大仁路43號 符合規定

61 1081126 冷藏豬小里肌(貼
體)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01分
公司(JASONS Market Place101店)/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地下1層

之1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新園
鄉新園村媽祖路407巷89號 符合規定

62 1081126 冷凍大比目魚(扁
鱈)切片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01分
公司(JASONS Market Place101店)/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地下1層

之1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
區新北大道2段217號14樓 符合規定

63 1081127 白木耳

京星餐廳有限公司(京星港式飲茶)/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62號2

樓及166號2樓之4

老媽子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仁安
三巷24-9號 符合規定

64 1081127 蘿蔔糕
神旺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安區忠孝東路4段17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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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081127 梅花豬肉片
神旺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安區忠孝東路4段172號
榮勝號/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99號(長

春市場1樓43攤) 符合規定

66 1081128 白木耳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民生站/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153號

集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民
生西路403號 符合規定

67 1081128 達蘭埠無毒炭培金

針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民生站/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153號

黑暗部落金針休閒農場/花蓮縣富里
鄉新興村東興路16鄰109號 符合規定

68 1081128 澎湖白秋蝦仁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

作社民生站/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
153號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西屯
區西安街277巷2-3號 符合規定

69 1081128 金針花乾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門市/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93號
萱草園/花蓮縣玉里鎮觀音里高寮268-

2號 符合規定

70 1081128 有機小松菜(250g)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門市/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93號

亞洲植產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平鎮
區環南路2段271號17樓之1 符合規定

71 1081128 香草豬肉片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三民

門市/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93號
三金科學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名間

鄉仁和村彰南路256之1號 符合規定

72 1081128 有機龍鬚菜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圓環分

公司/臺北市松山區三民路97號1樓
伍佰戶有機農場/花蓮縣吉安鄉福興

六街432號 符合規定

73 1081128 雞腿肉
西華飯店/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

段111號
金門家禽行/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

段236號 符合規定

74 1081128 小白刺蝦
西華飯店/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

段111號
冠和海產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延

平北路4段169號 符合規定

75 1081128 蒜子美國牛仔粒
西華飯店/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3

段111號 自製 符合規定

76 1081129 古早味芝麻餅(小)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延吉分公司/臺
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7巷4號 自製 符合規定

77 1081129 竹笙
國聯觀光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00號
明光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景

平路634-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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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1081129 竹笙

欣葉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12
號2樓及2樓之1

國豐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伊
寧街9巷17號2樓 符合規定

79 1081129 切片豬肉干
台灣思珍香有限公司(美珍香)/臺北
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75號 自製 符合規定

80 1081129 金針
肉伯餐飲有限公司信義分公司/臺北
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05號1樓

佳園雜糧行/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
59號 符合規定

81 1081129 金針
景泰小吃店(金峰滷肉飯)/臺北市中
正區羅斯福路1段10之1號

景泰小吃店(金峰滷肉飯)/臺北市中正
區羅斯福路1段10之1號 符合規定

82 1081129 鳳梨大餅
鳳城麵包店/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

段105號 自製 符合規定

83 1081129 特級豬肉鬆
大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271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84 1081129 蜜汁豬肉乾
大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271號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85 1081129 李鹽糖
鑫龍食品行(金龍食品行)/臺北市萬

華區富民路93之2號
達嬑食品廠/臺南市大同路1段73巷6

號
符合規定

86 1081129 大吉大利軟糖
鑫龍食品行(金龍食品行)/臺北市萬

華區富民路93之2號
日日旺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區

民安路43號 符合規定

87 1081129 金針
雜貨店/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145巷

44號
鴻信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歸

綏街210號 符合規定

88 1081129 竹笙

新葡苑上海本幫料理(新葡苑新光三
越百貨站前店)/臺北市中正區忠孝

西路1段66號12樓

暘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
區亞洲路58巷5弄26號 符合規定

89 1081129 金針

新葡苑上海本幫料理(新葡苑新光三
越百貨站前店)/臺北市中正區忠孝

西路1段66號12樓

暘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
區亞洲路58巷5弄26號 符合規定

90 1081129 竹笙

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凱撒大
飯店)/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38

號

游建興行/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
224巷6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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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081129 竹笙

上海鄉村股份有限公司仁愛營業處

(上海鄉村)/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
段17號地下1樓及地下2樓

立泰食品行/新北市中和區健康路170
號

符合規定

92 1081129 鳳梨酥

徐記老大房食品有限公司(徐記老大
房)/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99號

1樓
自製 符合規定

93 1081203 金針
宏德雜糧行/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

117號1樓
正利.金鎂麗/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33

號
符合規定

94 1081203 太陽餅
良果精緻烘焙坊/臺北市大安區和平

東路2段189號 自製 符合規定

95 1081203 原味雪花金錢豬肉

乾

新東陽崇光復興專櫃/臺北市大安區
忠孝東路3段300號B2 自製 符合規定

96 1081203 特級竹笙

英屬維京群島商南山高進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心齋)/臺北市信義區松
智路17號2樓

祥益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山區錦
州街46號9樓之1 符合規定

97 1081203 金針
老字號小吃店/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4段69號
台農醬園/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

210號 符合規定

98 1081204 竹笙
新葡苑餐廳內湖店/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4段188號2樓
國豐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伊

寧街9巷17號2樓 符合規定

99 1081202 竹笙

養心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養心茶樓)/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8號1樓及2

樓

恆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民
樂街181號1樓 符合規定

100 1081203 金針
和村食品行/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

385號1樓
吳O權/花蓮縣花蓮市吉安鄉北昌村自

強路443號 符合規定

101 1081203 金針
恆裕蔘藥行有限公司(恆裕蔘藥行)/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85號

恆裕蔘藥行有限公司(恆裕蔘藥行)/臺
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85號 符合規定

102 1081203 竹笙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國賓大飯
店-粵菜廳)/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63號2樓

永成食品行/臺北市士林區福壽街30
號

符合規定

103 1081203 蝦仁

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國賓大飯
店-粵菜廳)/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63號2樓

汎泰水產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建
三路7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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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1081129 蝦仁

大信觀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陽明山

中國大飯店(陽明山中國麗緻)/臺北
市士林區格致路237號

大觀水產有限公司/新北市五股區五
工二路110號 符合規定

105 1081202 白木耳
新葡苑餐廳內湖店/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4段188號2樓
振生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興

南路2段142巷19弄9號1樓 符合規定

106 1081202 金針
新葡苑餐廳內湖店/臺北市內湖區成

功路4段188號2樓
振生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興

南路2段142巷19弄9號1樓 符合規定

107 1081202 科克蘭鹽烤開心果

核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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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善

街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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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81202 BF薄荷岩鹽檸檬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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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善

街255號

貝得韻實業有限公司/臺北市北投區
關渡路56號14樓 符合規定

109 1081202 鳳檸酥
貝肯庄本家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成功路4段188號2樓
貝肯庄本家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松

山區南京東路5段82號 符合規定

110 1081202 竹笙

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文華
東方酒店)/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58號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民
樂街181號1樓 符合規定

111 1081202 白木耳

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文華
東方酒店)/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58號

老媽子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仁安
三巷24-9號 符合規定

112 1081202 燻大圓火腿

開泰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文華
東方酒店)/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58號

富豐國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大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50號 符合規定

113 1081202 年糕
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大安松山福

利分站/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31號
新興寧波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深坑

區松柏街47巷18號 符合規定

114 1081203 魷魚絲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民善街128號
豐俐食品行/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重

慶街13號1樓 符合規定

115 1081203 萬有全玫瑰肝腸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民善街128號
萬有全食品廠/臺南市仁德區太乙三

街33號 符合規定

116 1081203 花枝漿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民善街128號
万嘉棠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彌陀區

產業路202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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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1081203 義美迷你甜粿-紅
豆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東分公司/臺
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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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1081203 義美原味烘焙夏威

夷果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東分公司/臺
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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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081203 義美綠豆潤(6入)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新城東分公司/臺
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5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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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1081203 大溪名產(豆丁) 千翔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南
京東路5段281號

溢旺貿易實業有限公司/桃園市桃園
區桃鶯路249巷13號 符合規定

121 1081203 蒜片風味豆干
千翔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南

京東路5段281號
菊珍軒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蘆洲區

復興路227巷22號 符合規定

122 1081203 滷漬大豆丁
千翔食品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南

京東路5段281號
大來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昌

隆街27 號 符合規定

123 1081203 黃日香香辣包乾

微風超市股份有限公司(Breeze
Super南京店)/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

路3段337號

黃日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大溪區
信義路493巷6號 符合規定

124 1081203 上友珍味魷魚片

微風超市股份有限公司(Breeze
Super南京店)/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

路3段3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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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081203 果凍

微風超市股份有限公司(Breeze
Super南京店)/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

路3段337號

鈞騰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內湖
區江南街71巷16弄72號 符合規定

126 1081202 竹笙
竹君素食材料行/臺北市大同區歸綏

街218號1樓
嘉仁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鼓山區九

如四路969巷32號 符合規定

127 1081202 金針
竹君素食材料行/臺北市大同區歸綏

街218號1樓 葉先生 符合規定

128 1081202 台東高山金針
信揚商行/臺北市大同區歸綏街222

號

家賓農產品行/花蓮縣玉里鎮城南七
街6之1號 符合規定

129 1081202 福州魚丸
興盛號小吃店(老阿伯胖魷焿)/臺北
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26號

福州魚丸店/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
段132巷11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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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1081202 蛋酥花生
大村雜糧行(大川雜糧行)/臺北市士

林區華齡街9號1號
福圓食品行/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9

之2號 符合規定

131 1081202 黑珍珠粉圓
大村雜糧行(大川雜糧行)/臺北市士

林區華齡街9號1號
傅佳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北產業

園區五權五路10號 符合規定

132 1081202 金針
大村雜糧行(大川雜糧行)/臺北市士

林區華齡街9號1號
百泰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仁

愛街243號 符合規定

133 1081202 豬肉絲
熱又香(熱又香食品)/臺北市士林區

大東路53號
華緯食品商行/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

中山路5段132號 符合規定

134 1081202 雪Q梅風味糖 熱又香(熱又香食品)/臺北市士林區
大東路53號

愛美娜食品企業有限公司/桃園市中
壢區志成路89號 符合規定

135 1081202 冷凍鱙仔魚
錦松行銷有限公司/臺北市北投區承

德路7段401巷628號
千仁漁業有限公司/宜蘭縣頭城鎮外

大溪路186之1號2樓 符合規定

136 1081205 碗粿
碗粿之家(吳懌周/吳家碗粿之家)/臺
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1段10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37 1081205 豬肉乾
劉富來香肉脯店/臺北市大同區延平

北路1段10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38 1081205 辣味牛肉乾
劉富來香肉脯店/臺北市大同區延平

北路1段102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39 1081205 義美加州梅凍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延平總店/臺北市

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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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1081205 義美烘南瓜子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延平總店/臺北市

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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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1081205 珍好魷魚絲
維豐肉類食品有限公司(唯豐肉鬆)/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183號

珍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漁港中二路59號 符合規定

142 1081205 大豆丁(包干) 維豐肉類食品有限公司(唯豐肉鬆)/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183號

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清水
區菁埔路370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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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1081205 軟Q豆乾全素 裕之盛有限公司(弘茂)/臺北市大同
區民生西路365號

三豐農產行有限公司/臺中市清水區
三田路1號 符合規定

144 1081205 日式素豆干(原味) 裕之盛有限公司(弘茂)/臺北市大同
區民生西路365號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符合規定

145 1081205 麻辣豆干
裕之盛有限公司(弘茂)/臺北市大同

區民生西路365號
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清水

區菁埔路370號 符合規定

146 1081205 劍蝦
聯茂蔘茸藥行/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

路369號1樓
禾順興貿易行/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

段32巷30號 符合規定

147 1081205 麻辣花生
振源食品行(林振源)/臺北市大同區

迪化街1段105號1樓
喜耀農產企業社/新北市樹林區水源

街64號 符合規定

148 1081205 黑糖話梅糖
湘帝蔘茸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迪

化街1段58號1樓
日日旺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區

民安路43號 符合規定

149 1081205 黑糖發糕

老竹子三發點心總匯商行(老竹子三
發包子)/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1
號1樓永樂市場1431號攤位2

自製 符合規定

150 1081204 米糕
三水餅店/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

段109巷5號之1 自製 符合規定

151 1081204 發糕
三水餅店/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

段109巷5號之1 自製 符合規定

152 1081204 芋圓
三六圓仔店/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92

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53 1081204 南瓜子
龍昌商行/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84之

1號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苗栗
縣後龍鎮大山里下大山腳1-12號 符合規定

154 1081204 焦糖葵瓜子
龍昌商行/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84之

1號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苗栗
縣後龍鎮大山里下大山腳1-12號 符合規定

155 1081204 古味手工豆丁(全
素)

源豐雜糧行/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1段96號

菊珍軒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蘆洲區
復興路227巷22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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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081204 神木豆干
源豐雜糧行/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1段96號
菊珍軒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蘆洲區

復興路227巷22號 符合規定

157 1081204 來新大溪小豆丁
暉明食品行/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22號
來新開發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區南

山路399巷4號1樓 符合規定

158 1081204 黃金辣干條(全素) 暉明食品行/臺北市萬華區德昌街
122號

鈾通商行/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259
之2號 符合規定

159 1081205 沙茶豆干 勝芬茶行/臺北市士林區華榮街3號 一金湖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延平
北路8段144-146號 符合規定

160 1081205 千層豆干 勝芬茶行/臺北市士林區華榮街3號 一金湖有限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延平
北路8段144-146號 符合規定

161 1081205 原味豬肉鬆
國豐食品行/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69

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62 1081205 炭烤魷魚片
國豐食品行/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69

號

珍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漁港中二路59號 符合規定

163 1081205 年糕
北投市場71攤/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30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64 1081205 蛋黃酥
巧雅(北投市場第32、33號攤)/臺北

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65 1081205 發糕
三大食品行(北投市場290號攤)/臺北市北

投區新市街30號 自製 符合規定

166 1081205 三色軟糖
廣鑫商行/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

281巷12號1樓
雄風企業有限公司/臺南市安平工業

區新和一路3號 符合規定

167 1081205 川味麻辣豆干
廣鑫商行/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

281巷12號1樓
天素食品有限公司/臺中市清水區海

濱路178-33號 符合規定

168 1081205 沙茶豆乾
廣鑫商行/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1段

281巷12號1樓
天素食品有限公司/臺中市清水區海

濱路178-33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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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081205 蒜茸塊
宏元食品行/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50

號1樓
麥君食品有限公司/臺中市龍井區工

業路246巷3號 符合規定

170 1081205 海鹽檸檬糖
宏元食品行/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50

號1樓
貝偲韻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淡水區

民權路183巷17號4樓 符合規定

171 1081205 辣小印干
味群食品有限公司(味群食品行)/臺

北市信義區

麥君食品有限公司/臺中市龍井區工
業路246巷3號 符合規定

172 1081205 蝦米
鎮饌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忠

孝東路5段297號5樓
平衡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新

北大道2段45號 符合規定

173 1081205 艾草粄
艾芝園米食手工場/臺北市信義區松

高路11號B2 自製 符合規定

174 1081205 紅魚切片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39、41、43號

1樓及45號地下1樓

多和有限公司/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1
段247-9號 符合規定

175 1081205 豆包(原味)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39、41、43號

1樓及45號地下1樓

佳佳農產品實業有限公司/桃園市楊
梅區民豐路754-1號 符合規定

176 1081205 蠶豆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興分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39、41、43號

1樓及45號地下1樓

多和有限公司/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1
段247-9號 符合規定

177 1081205 蝦仁
大埔鐵板燒/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

131巷41號1樓
大埔有限公司/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

252號 符合規定

178 1081205 老道沙茶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店

(SOGO復興館City super超市/臺北市
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300號B3

帝王食品企業/桃園市大溪區信義路
230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