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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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0/01/18
沙茶魚片

(有效日期：2022/1/4 )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光復

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98號

長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沙鹿區鎮南路1段319號

符合規定

2 110/01/18
Dr.Q葡萄蒟蒻

(有效日期：110/11/5 )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松山光復

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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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10/01/18
baby food寶寶均衡粥
(有效日期：110/9/10)

台灣卡多摩嬰童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民生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214號1、2樓

嘉貫國際有限公司/新北市永和
區環河東路2段22號1樓

符合規定

4 110/01/18
幸福米寶-幸福米麵

(原味)
(有效日期：2022/1/3)

台灣卡多摩嬰童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民生分公司/臺北市松山區
民生東路5段214號1、2樓

綠緣國際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山
區錦州街48號8樓之2

符合規定

5 110/01/18
日本糖果(黃金糖)

(有效日期：110/11/5)
廣味食品行(舞味食品民生店)/臺
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69號1樓

柑泉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臺北市
大同區承德路3段24巷28弄21號

符合規定

6 110/01/18
調製黃魚片(辣味)

(有效日期：110/12/2)
廣味食品行(舞味食品民生店)/臺
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69號1樓

志烜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
區八德路4段245巷13弄10號1樓

符合規定

7 110/01/20
法國普拉夫人杏桃果

醬

(有效日期：2023/7/8)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桂林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1至4樓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南港
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B1-1

符合規定

8 110/01/20
特級炭烤魷魚絲

(有效日期：2022/7/5)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桂林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1至4樓
張記食品行/苗栗縣公館鄉大坑

村3鄰58之2號
符合規定

9 110/01/20
貝樂維生機麥精

(有效日期：
2022/3/31)

噯麗嬰童百貨/臺北市中正區南
昌路1段163號

奕聯企業有限公司/彰化縣員林
市員東路2段410號2樓

符合規定

10 110/01/20
喜寶有機寶寶米精

(有效日期：110/7/31)
噯麗嬰童百貨/臺北市中正區南

昌路1段163號
宜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68號5樓

符合規定

11 110/01/20
紅燒魚

(有效日期：2022/1/3)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站前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忠孝
西路1段66號B2-13樓

寶鴻企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店
區中正路501之15號5樓

符合規定

12 110/01/20
Hello betty乳酸口味果

凍條

(有效日期：110/6/12)

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站前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忠孝
西路1段66號B2-13樓

統記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湖內
區民生街249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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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0/01/21
雀巢黑嘉麗黑莓子糖

果

(有效日期：110/12 )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士誠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86
號1樓

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瑞光路399號8樓及8樓之1

符合規定

14 110/01/21
森永嗨啾軟糖(百香果

口味)
(有效日期：110/11/9)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士誠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86
號1樓

台灣森永製菓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22號

符合規定

15 110/01/21
魷魚絲

(進貨日期：
110/01/18)

士東市場21號攤/臺北市士林區
士東路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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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10/01/21
麻辣切片

(有效日期：
110/12/12)

士東市場21號攤/臺北市士林區
士東路100號

士東市場21號攤/臺北市士林區
士東路100號

符合規定

17 110/01/21
幼兒營養齒餅

(有效日期：110/9/14)
德行春天生活藥局/臺北市士林

區德行東路76號
旺揚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泰山

區民權街43號
符合規定

18 110/01/21

乳球小粒燒菓子(蛋
酥)

(有效日期：
2022/2/27)

德行春天生活藥局/臺北市士林
區德行東路76號

伊多美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北
投區大業路416號2樓

符合規定

19 110/01/20
有機新普羅旺斯鮮蔬

泥

(有效日期：2022/3/3)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300號

B3樓

綠動會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豐
原區豐南街92巷96號1樓

符合規定

20 110/01/20
乳球(蛋酥)

(有效日期：
2022/1/17)

遠東都會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300號

B3樓

伊多美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北
投區大業路416號2樓

符合規定

21 110/01/20
蜜沙茶

(有效日期：
110/12/11)

寶雅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復興分公

司(寶雅生活館)/臺北市大安區忠
孝東路3段303號、305號1、2樓

台灣尋味錄食品行/彰化縣秀水
鄉彰水路2段374巷6號1樓

符合規定

22 110/01/20
蜜汁沙茶風味香魚片

(有效日期：
110/12/28)

寶雅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復興分公

司(寶雅生活館)/臺北市大安區忠
孝東路3段303號、305號1、2樓

京奇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
區大同區南京西路289號

符合規定

23 110/01/20
立夢巨峰葡萄夾心糖

(有效日期：110/9)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45號

追求卓越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23巷20弄12

號5樓
符合規定

24 110/01/20
利蒙果凍-白桃風味
(有效日期：110/2)

太平洋崇光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45號

盛裕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
區重安街28-1號2樓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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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10/01/22
桂格愛心力®HA麥精
順暢優纖配方

(有效日期：2022/5/4)

玥盛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

(營養銀行)/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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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10/01/22
育樂蔬果黑棗麥精

(有效日期：
2023/10/15)

玥盛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

(營養銀行)/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4號

權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
南港區園區街3之2號4樓

符合規定

27 110/01/22
霸果實蜜柑鮮果凍

(有效日期：
110/10/21)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大龍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91
巷7號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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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110/01/22
烤花枝風味魚干

(有效日期：
110/11/2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大龍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91
巷7號B1

長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沙鹿區鎮南路1段319號

符合規定

29 110/01/22
發財軟糖

(有效日期：
2022/12/1)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大龍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91
巷7號B1

新味軒食品有限公司/嘉義市文
化路911之3號1樓

符合規定

30 110/01/22
櫻花蝦青蔥黃金魚

(有效日期：110/12/1)
勝寶百貨行(勝佳百貨)/臺北市大
同區民族西路161號1樓

志烜企業有限公司/臺北市松山
區八德路4段245巷13弄10號1樓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