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抽驗日期 原產地 產品分類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查核結果

1 1090610 臺灣 豬 台灣豬肉片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北投中

和分公司(市招：美廉社)/臺北

市北投區中和街499號1樓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隆

廠/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

號

符合規定

2 1090610 臺灣 雞
Kingrich 金豐盛

里肌肉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分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66號B1

樓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二廠/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一

街26號

符合規定

3 1090610 美國 牛
家樂福美國牛梅

花燒烤片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分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66號B1

樓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南

港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B1樓
符合規定

4 1090610 澳大利亞 羊 澳洲小羊肉片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北投分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66號B1

樓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符合規定

5 1090610 臺灣 雞
雞嫩腿肉切丁-冷

藏肉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投中

和分公司/臺北市北投區中和

街49號1樓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符合規定

6 1090610 澳大利亞 羊 冷凍澳洲羊肉塊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北投中

和分公司/臺北市北投區中和

街49號1樓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干城路142號
符合規定

7 1090609 臺灣 豬 前腿肉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

巷60號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廠/南投縣南投市仁和路3

號

符合規定

8 1090609 臺灣 豬 小里肌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

巷60號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廠/南投縣南投市仁和路3

號

符合規定

9 1090609 臺灣 牛 台灣牛頭刀(閹)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東

門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臨沂

街70號1樓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三路西段

71號

符合規定

10 1090609 臺灣 雞 黑羽雞胸

元榆企業有限公司東門營業所

(市招：元榆牧場台北東門店)/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1段94

號1樓

元榆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彌

陀區中正南路23號
符合規定

11 1090609 臺灣 雞
黑羽母雞腿去骨

切丁

元榆企業有限公司東門營業所

(市招：元榆牧場台北東門店)/

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1段94

號1樓

元榆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彌

陀區中正南路23號
符合規定

12 1090609 臺灣 雞 雞腿肉

大龍市場40號攤(市招：大龍

雞)/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段

347號

德武畜牧場/花蓮縣玉里鎮春

日段1683-4，1683-5
符合規定

13 1090609 臺灣 豬 里肌肉(老鼠肉)

大龍市場41號攤(市招：台灣

豬事會社)/臺北市大同區重慶

北路3段347號

桃園市肉品市場/桃園市蘆竹

區山林路2段90巷2號
符合規定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上半年生鮮禽畜肉品抽驗結果名冊



編號 抽驗日期 原產地 產品分類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址 查核結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上半年生鮮禽畜肉品抽驗結果名冊

14 1090609 臺灣 豬 大里肌肉

大龍市場42號攤(市招：萬利

肉舖)/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3

段347號

桃園市肉品市場/桃園市蘆竹

區山林路2段90巷2號
符合規定

15 1090609 紐西蘭 羊 羊肉片

大龍市場58號攤(市招：大眾

肉品專門店)/臺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3段347號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民善街128號6樓之1
符合規定

16 1090609 巴拉圭 牛 牛肉片

大龍市場58號攤(市招：大眾

肉品專門店)/臺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3段347號

美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民善街128號6樓之1
符合規定

17 1090608 臺灣 雞 雞胸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門市/臺北市內湖區成功

路3段181號

標裕牧場/苗栗縣後龍鎮大山

里下大山腳34之2號
符合規定

18 1090608 臺灣 豬 神農御膳豬肉絲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內湖門市/臺北市內湖區成功

路3段181號

中央畜產有限公司/屏東縣麟

洛鄉民族路437號
符合規定

19 1090608 臺灣 豬 王座杏子豬排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市招：銀座杏子日式豬排內

湖City Link店)/臺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4段188號2樓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泉州路3號
符合規定

20 1090608 臺灣 雞 雞清肉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市招：銀座杏子日式豬排內

湖City Link店)/臺北市內湖區

成功路4段188號2樓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符合規定

21 1090608 臺灣 牛 牛絞肉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市

招：瓦城內湖City Link店)/臺

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88號2

樓

遠冠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廠/新

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22巷2弄2

號2樓

符合規定

22 1090602 臺灣 豬 國產豬心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市招：愛買)/臺北市信義

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3樓

思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縣內埔鄉延平路133號
符合規定

23 1090602 臺灣 豬 國產豬肚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市招：愛買)/臺北市信義

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3樓

思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縣內埔鄉延平路133號
符合規定

24 1090602 臺灣 豬
冷藏肉台生產豬

小里肌肉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市招：愛買)/臺北市信義

區忠孝東路5段297號B1-3樓

台糖公司畜殖事業部/屏東縣

長治鄉中山路122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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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090602 臺灣 豬 豬肝

元氣食府餐館(市招：陳鐵心)/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53

巷48號

環南市場135、136攤-林O哲/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

245號2樓

符合規定

26 1090529 紐西蘭 牛
黃瓜條(冷凍牛

肉)

艾瑪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民善街76號2樓

艾瑪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民善街76號2樓
符合規定

27 1090529 美國 牛 條肉(冷凍牛肉)
艾瑪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民善街76號2樓

艾瑪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內

湖區民善街76號2樓
符合規定

28 1090529 美國 牛 牛肉(冷凍)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
符合規定

29 1090529 紐西蘭 牛 沙朗(冷凍)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
符合規定

30 1090401 臺灣 雞
火山烏骨雞切-解

凍肉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松

江分公司/臺北市中山區松江

路318號1樓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永和區中和路345號10樓之

4

符合規定

31 1090428 臺灣 豬
冷藏肉-附皮五花

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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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榮意食品有限公司/雲林縣

元長鄉同安路48號
符合規定

32 1090428 臺灣 豬
冷藏肉-台糖豬梅

花火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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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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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規定

33 1090428 臺灣 雞
冷藏肉-牧草雞骨

腿切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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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

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符合規定

34 1090428 臺灣 雞
冷藏肉-去骨雞腿

(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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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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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規定

35 1090428 臺灣 豬
台灣豬頰肉真空

包(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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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縣新園鄉媽祖路407巷89號
符合規定

36 1090428 臺灣 雞 雞清胸肉 冷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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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柳營肉品廠/臺南市柳營區長

榮路6段501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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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90428 臺灣 雞
台灣烏骨雞切塊

冷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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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雲林縣斗六市引善路196號(食

品廠)

符合規定

38 1090303 美國 雞
美國雞棒棒腿-解

凍肉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直實

踐分公司/臺北市中山區北安

路655號B1樓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山區敬業四路33號8樓
符合規定

39 1090303 美國 雞 進口棒腿切塊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大直分

公司/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

218號2樓

威保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新北

市泰山區楓樹街31號
符合規定

40 1090203 臺灣 鴨 櫻桃鴨菲力肉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天母分

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47號

潘O山/花蓮縣鳳林鎮綜開段4

地號中心埔段137等12筆地號
符合規定

41 1090203 澳大利亞 牛

冷藏PRS家福嚴

選澳洲安格斯菲

力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天母分

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47號

生鮮林口統倉/桃園市龜山區

頂湖路58號
符合規定

42 1090203 臺灣 鵝 鵝肉

關渡鵝肉小吃店(市招：關渡

鵝肉)/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190

號

一心屠宰場有限公司/桃園市

大園區田溪路171巷22號
符合規定

43 1090203 澳大利亞 牛
冷藏澳洲榖飼牛

腱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北

投分公司/臺北市北投區北投

路2段11號B1樓

舍利蓮有限公司福德廠/新北

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10巷7弄1

之3號

符合規定

44 1090203 臺灣 鴨 鴨肉
馥記烤鴨店/臺北市士林區中

正路395號

盛隆屠宰場/桃園市大園區後

厝里2鄰21之25號
符合規定

45 1090203 美國 牛 美國冷藏牛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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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中和區建康路264號
符合規定

46 1090203 美國 牛 美國冷凍大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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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隆

廠/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

號

符合規定

47 1090203 臺灣 鵝 鵝肉
詠樂鵝肉店/臺北市士林區延

平北路5段300號

富億食品有限公司/雲林縣東

勢鄉和平路77之11號
符合規定

48 1081231 臺灣 豬 冷藏松阪肉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

巷60號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

250巷60號

符合規定

49 1081231 臺灣 豬 冷藏梅花肉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250

巷60號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段

250巷60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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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81231 臺灣 豬
冷藏豬小里肌(貼

體)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萬華分

公司/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14

號1樓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東

廠/屏東縣新園鄉媽祖路407巷

89號

符合規定

51 1081231 美國 雞
美國棒棒腿解凍

肉(冷藏雞肉)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萬華分

公司/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14

號1樓

惠康大園生鮮廠/桃園市大園

區崁腳4之1號
符合規定

52 1081231 澳大利亞 羊 澳洲小羊肋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桂林分

公司/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符合規定

53 1081231 澳大利亞 羊 澳洲小羊骰子肉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桂林分

公司/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符合規定

54 1081231 臺灣 雞
冷藏金豐盛雞胸

肉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桂林分

公司/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永

康二廠/臺南市永康區中正一

街26號

符合規定

55 1081231 臺灣 雞
冷藏肉國產雞小

里肌肉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

公司(市招：愛買)/臺北市文山

區景中街30巷12號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柳營肉品廠/臺南市柳營區長

榮路6段501號

符合規定

56 1081231 臺灣 雞
皇金土雞骨腿(冷

藏肉)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

公司(市招：愛買)/臺北市文山

區景中街30巷12號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柳營肉品二廠/臺南市柳營區

長榮路6段513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