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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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07 豇豆
張O桃/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

232巷7弄2號旁
張O桃/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

232巷7弄2號旁 符合規定

2 1090707 豇豆
蔬菜攤/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

巷15-2號

埤頭合作農場/彰化縣埤頭鄉崙
子村埤頭路765號/供應商代號：

N88002-993
符合規定

3 1090709 百香果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符合規定

4 1090709 台灣敏豆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湖分公司(大潤發內湖2店)/臺北市
內湖區舊宗路1段188號

漢光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雲
林縣西螺鎮振安路98號 符合規定

5 1090709 菜豆(履歷敏
豆)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湖分公司(大潤發內湖2店)/臺北市
內湖區舊宗路1段188號

火車伯農產行/嘉義縣水上鄉大
崙村109-2號 符合規定

6 1090709 芹菜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湖分公司(大潤發內湖2店)/臺北市
內湖區舊宗路1段188號

廖O賢/八德市蔬菜產銷第三班/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357巷206

弄28號
符合規定

7 1090709 台灣特選香

菜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民善街128號

江翎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區廣
福街77巷6-29號 符合規定

8 1090709 台灣特選紅

辣椒

幸福品味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
市內湖區民善街128號

江翎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區廣
福街77巷6-29號 符合規定

9 1090707 青江菜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大直分公

司/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13
號1樓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統倉 符合規定

10 1090707 辣椒

進財果菜店(一市場承銷代號
7324)/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巷7

號1樓(長春市場周邊)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代號：
S00043-K56

符合規定

11 1090707 翡翠椒

進財果菜店(一市場承銷代號
7324)/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巷7

號1樓(長春市場周邊)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代號：
N00248-F52

符合規定

12 1090707 百香果

頂鮮水果行(二市承銷號碼0285)/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巷24號

(長春市場周邊)

臺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代號：
M00041-C26

符合規定

13 1090707 蘋果

頂鮮水果行(二市承銷號碼0285)/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巷24號

(長春市場周邊)

南豐水果行/臺北市中山區民族
東路336號(二市) 符合規定

14 1090707 蟠桃

頂鮮水果行(二市承銷號碼0285)/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巷24號

(長春市場周邊)

南豐水果行/臺北市中山區民族
東路336號(二市)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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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90707 黃秋葵
蔬菜攤/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79
巷15-2號(長春市場周邊)

黎O享/臺南市白河區廣蓮里10鄰
31號 符合規定

16 1090707 大葉時蔬(油
菜)

群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二鍋台

北民權東店/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
路3段19號

桃城蒔菜農業生產合作社/桃園
市八德區茄苳路200巷29號 符合規定

17 1090707 埔里百香果

佰果樹水果行(百果樹鮮果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0巷25弄22

號

王O同/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3段
246號/供應代號：M99212-116 符合規定

18 1090707 水耕A菜 木柵市場第34號攤(發哥的店) /臺
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3巷13號

彰化縣埤頭鄉蔬菜產銷班第8班/
彰化縣埤頭鄉和豐村中興巷10-2

號

符合規定

19 1090707 龍眼
聰明水果行/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

13巷13號(木柵市場第26號攤)
臺中市太平區農會/供應代號：

L00158-159 符合規定

20 1090707 地瓜葉
木新市場第88號攤/臺北市文山區

木新路3段310巷4號 陳O龍/桃園區蔬菜產銷班第一班 符合規定

21 1090707 椰子
黃O燕/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93號

前

杉林農會/高雄市杉林區山仙路
32號/供應代號：S00180-897 符合規定

22 1090707 酪梨
黃O燕/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93號

前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供應代號：
T00493-710 符合規定

23 1090707 黃秋葵
張O霖/臺北市文山區開元街20號

旁

頂賀農場/臺南市白河區大林里
20-1號 符合規定

24 1090707 紅莧菜
張O霖/臺北市文山區開元街20號

旁

呂O基/桃園市八德區蔬菜產銷班
第三班

符合規定

25 1090707 百香果、滿

天星

初水果專賣店/臺北市中正區西藏
路60號 供應代號：N01014-26 符合規定

26 1090707 新興梨
初水果專賣店/臺北市中正區西藏

路60號
涂O亮/苗栗縣大湖鄉新開村5鄰

8-2號 符合規定

27 1090708 大陸妹
成功市場A032號攤/臺北市大安區

四維路192巷

保證責任雲林縣復興合作農場/
雲林縣二崙鄉/供應代號：

P99733-958
符合規定

28 1090708 牛番茄
成功市場A032號攤/臺北市大安區

四維路192巷

保證責任南投埔里鎮椒類生產合

作社/南投縣仁愛鄉泉南段/(丁義
興)M99658117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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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90708 進口荷蘭豆

(豌豆)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師大分公

司/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9號1樓
淘鮮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中和區立德街19號 符合規定

30 1090708 黃秋葵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師大分公

司/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9號1樓
漢光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雲
林縣西螺鎮振安路100號 符合規定

31 1090708 二林白肉火

龍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民榮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24巷12號

即鮮果物有限公司/臺南市後壁
區嘉苳里124-10號 符合規定

32 1090708 螺陽韭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民榮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3段
24巷12號

漢光農業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雲
林縣西螺鎮新安里振安路98號 符合規定

33 1090708 進口白蘿蔔

鎮饌股份有限公司(彭園餐廳台北
館)/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7

號5樓

忠欣蔬果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
區化成路203號 符合規定

34 1090708 廣東芥蘭(芥
藍)

鎮饌股份有限公司(彭園餐廳台北
館)/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7

號5樓

忠欣蔬果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
區化成路203號 符合規定

35 1090708 紅鳳菜
廣興農產/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92巷15號
第一果菜批發市場/臺北市萬華

區萬大路533號 符合規定

36 1090708 小芥菜
廣興農產/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292巷15號
第一果菜批發市場/臺北市萬華

區萬大路533號 符合規定

37 1090709 甘薯葉L01 翡翠綠水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
美崙街14號1樓

青果社嘉南分社二崙集貨場/供
應代號：P01040-A28 符合規定

38 1090709 LK1格藍(芥
藍)

翡翠綠水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
美崙街14號1樓

二崙鄉農會/供應代號：P00126-
848 符合規定

39 1090709 新鮮椰子
農果水果行/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

95號1樓
地號125大芳行/三重果菜市場/新
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11號 符合規定

40 1090709 埔里百香果
詠鑽蔬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美

崙街18號1樓
南化區農會/供應代號：M99212-

34 符合規定

41 1090709 茄子(精選) 詠鑽蔬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美
崙街18號1樓

二水鄉農會/供應代號：N00215-
099 符合規定

42 1090709 金煌(A
級)(芒果)

詠鑽蔬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美
崙街18號1樓

南化區農會/供應代號：R00254-
600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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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090709 台灣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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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田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
區橋和路120號3樓 符合規定

44 1090709 燕巢特產芭

樂

大自然水果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
德行東路109巷27號

燕巢區農會/供應代號：S00076-
16 符合規定

45 1090709 珍珠芭樂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羅O玉/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411巷20號1樓 符合規定

46 1090709 金枕頭榴槤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符合規定

47 1090709 台灣火龍果

(紅肉)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內湖分公

司/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羅O玉/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

411巷20號1樓 符合規定

48 1090723 芹菜
陳O宏/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410
巷11號及龍江路394巷口外攤商 供應代號：P88111-858 符合規定

49 1090723 芹菜
溫O然/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410

巷31號前攤商 供應代號：P99191-605 符合規定

50 1090729 芹菜
王黃O彫/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533

號704攤 供應代號：P99696-995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