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抽驗日期 物品名稱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 檢驗結果

1 110/02/18
潤餅皮(製造日期：

110/2/18)
阿弘潤餅/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189號
阿弘潤餅/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189號
符合規定

2 110/02/17
花生粉(進貨日期：

2021/2/17)
正宗潤餅/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541巷1號
頂昌企業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

區永豐路195巷23號
符合規定

3 110/02/17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17)
正宗潤餅/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541巷1號
正宗潤餅/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541巷1號
符合規定

4 110/02/17
方便煮-綠豆芽(有效
日期：2021/2/20)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
段297號地下1、2、3樓

雲林縣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雲
林縣西螺鎮振安路98號

符合規定

5 110/02/17
艾草粄(製造日期：

2021/2/17)
艾芝園/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58

號

艾芝園食品行/新北市汐止區汐
萬路3段310號

符合規定

6 110/02/18 潤餅皮
建國肉羹&潤餅/臺北市中山區
民生西路45巷3弄11號

東成春捲皮店/臺北市萬華區興
義街89號

符合規定

7 110/02/18 豆芽菜
建國肉羹&潤餅/臺北市中山區
民生西路45巷3弄11號

許翠蘋/臺北市萬華區486巷32
號1樓/0988268325

符合規定

8 110/02/18
潤餅皮(進貨日期：

2021/2/18)
萬福號/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2段29號1樓
正華春捲皮/新北市三重區後竹

圍街128號
符合規定

9 110/02/18
花生粉(進貨日期：

2021/2/18)
建國肉羹&潤餅/臺北市中山區
民生西路45巷3弄11號

九融米糧行/新北市蘆洲區光榮
路101巷58號1樓

符合規定

10 110/02/18
芋頭巧(進貨日期：

2021/2/18)
源美素食/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

路39號
大福慧素食食品商行/臺北市萬

華區西藏路293號1樓
符合規定

11 110/02/18
花生粉(進貨日期：

2021/2/9)

豪棧小吃店(潤餅、刈包)/臺北
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巷59弄1

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芳苑鄉芳漢路芳2段758號

符合規定

12 110/02/18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18)

豪棧小吃店(潤餅、刈包)/臺北
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巷59弄1

號

豪棧小吃店(潤餅、刈包)/臺北
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巷59弄1

號

符合規定

13 110/02/18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18)
77潤餅/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

段737巷50弄41號
77潤餅/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

段737巷50弄41號
符合規定

14 110/02/18
豆芽菜(製造日期：

2021/2/18)
77潤餅/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

段737巷50弄41號
737市場第10攤(君鼎軒)/臺北市
內湖區內湖路1段737巷50弄6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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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10/02/18
紅龜粿(進貨日期：

2021/2/18)

麗山市場(737市場)第3號攤雜貨
攤(蘿蔔糕)/臺北市內湖區內湖

路1段737巷50弄6號

海發魚丸/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2弄12號

符合規定

16 110/02/19
紅龜粿(製造日期：

2021/2/18)
三水餅店/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

路3段109巷5之1號
萬益 簡文斌/新北市三重區中央

南路113號12樓
符合規定

17 110/02/19
花生粉(製造日期：

2021/2/19)
三水花生行/臺北市萬華區和平

西路3段77號
三水花生行/臺北市萬華區和平

西路3段77號
符合規定

18 110/02/19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19)
春捲皮/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

155巷1號
春捲皮/臺北市萬華區富民路

155巷1號
符合規定

19 110/02/19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19)
阿明春捲皮/臺北市萬華區富民

路145巷15弄6號
阿明春捲皮/臺北市萬華區富民

路145巷15弄6號
符合規定

20 110/02/19
黃豆芽(進貨日期：

2021/2/19)
鮮豆屋(鮮豆的屋)/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546號1樓
鮮豆屋(鮮豆的屋)/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546號1樓
符合規定

21 110/02/19
乾絲(進貨日期：

2021/2/18)
鮮豆屋(鮮豆的屋)/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546號1樓
鮮豆屋(鮮豆的屋)/臺北市萬華

區西藏路546號1樓
符合規定

22 110/02/20
鳳片糕(進貨日期：

110/2/18)
北投市場71號攤/臺北市北投區

新市街30號
合發糕餅行/新北市三重區中正

北路331巷10弄1號
符合規定

23 110/02/20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20)
阿泓潤餅/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63號
阿泓潤餅/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

63號
符合規定

24 110/02/20
潤餅皮(製造日期：

2021/2/20)
士林春捲皮/臺北市士林區大西

路23號
士林春捲皮/臺北市士林區大西

路23號
符合規定

25 110/02/20
豆芽菜(進貨日期：

2021/2/20)
豐盛潤餅/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段40巷14弄11號
宏昌雜糧行/新北市泰山區中港

西路169-9號
符合規定

26 110/02/20
一級花生粉(有效日
期：2021/4/23)

豐盛潤餅/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
2段40巷14弄11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芳苑鄉芳漢路芳2段758號

符合規定

27 110/02/17
龍鳳冷凍波浪薯條(有
效日期：2021/12/19)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

公司/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
段297號B1及2樓

旗山龍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11號7樓

符合規定

28 110/02/18
素味香素吳郭魚(有效
日期：2023/1/25)

大發素食材料批發零售/臺北市
內湖區東湖路106巷3號

素味香食品有限公司/雲林縣斗
六市久安西路65-1號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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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10/02/19
素燉羊肉(有效日期：

2022/7/20)
福記素料店/臺北市萬華區西藏

路289號1樓
吉鴻香素食企業有限公司/桃園
市中壢區榮民路447號

符合規定

30 110/02/22
深坑黑豆臭臭鍋(有效
日期：2021/5/25)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農安分

公司/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57
及259號

深坑大關臭豆腐有限公司/臺北
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3號2樓之

73
符合規定

31 110/02/22
北平烤鴨(全素)(有效
日期：2022/1/7)

家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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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
大村鄉美港村美港橫巷9-6號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