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市售包裝油品抽驗符合規定名冊
項次 稽查日期

物品名稱

抽驗地點

瑪伊娜有機特級第一道 家樂福影響力概念分公司/臺北市
冷壓橄欖油
中正區重慶南路3段2號

來源商名稱及地址

檢驗結果

宏常有限公司/臺北市中
山區長春路65號10樓

符合規定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
中廠/彰化縣田中鎮南路
里興工路6號

符合規定

111/02/21 莎寶蘿葡萄籽油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南門 馥聚有限公司/新北市汐
店(里仁南昌南門店)/臺北市中正區 止區康寧街169巷21號6樓
南昌路1段33號
之1

符合規定

4

111/02/21 好康特級冷壓橄欖油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聖德科斯 榮鑫貿易有限公司/臺北
有機食品南昌門市)/臺北市中正區 市松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19號五樓
南昌路一段113號

符合規定

5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南昌 滿福實業有限公司/臺中
高士達特級冷壓初榨橄
111/02/21
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51 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296
欖油
巷1號、1之1號、3弄1號
號6樓

符合規定

6

111/02/21 奧利塔葡萄籽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南昌
協憶有限公司/嘉義市東
分公司/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51
區保順路236之1號
巷1號、1之1號、3弄1號

符合規定

7

111/02/22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JASONS
九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A BELLA樂貝納特級
MARKET PLACE台北林森分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3
葡萄籽油1L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47號B1
號9樓之三

符合規定

8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JASONS
奇普康國際有限公司/新
111/02/22 法奇歐尼莊園葡萄籽油 MARKET PLACE台北林森分公司/ 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20號3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47號B1
樓之1

符合規定

9

111/02/22 米卡薩頂級葡萄籽油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JASONS
奇普康國際有限公司/新
MARKET PLACE台北林森分公司/ 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20號3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47號B1
樓之1

符合規定

10

111/02/22 喬凡尼老樹純橄欖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圓環
協憶有限公司/嘉義市東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5
區保順路236之1號
號1樓

符合規定

11

維義100% extra virgin
111/02/22
olive oil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圓環 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5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103
號1樓
巷23號

符合規定

1

111/02/21

2

111/02/21 主廚精選葡萄籽油

家樂福影響力概念分公司/臺北市
中正區重慶南路3段2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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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圓環 滿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02/22 百格仕頂級原味橄欖油 分公司/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5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
號1樓
293-17號

13

111/02/23 福壽大豆沙拉油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士林社子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3巷
27號1樓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柴
魚花加工廠/臺中市梧棲
區自強路100號

符合規定

111/02/23 統一大豆沙拉油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士林社子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3巷
27號1樓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食品廠)/臺南市永康
區鹽行里中正路301號A
區

符合規定

111/02/23 得意的一天純芥花油

三商家購股份有限公司士林社子
分公司/臺北市士林區社子街63巷
27號1樓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溪海里和平
西路一段369號

符合規定

16

111/02/23 泰山純芥花油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社中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22號1樓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
中廠/彰化縣田中鎮南路
里興工路6號

符合規定

17

111/02/23 健康好理由植醇葵花油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社中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22號1樓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
中廠/彰化縣田中鎮南路
里興工路6號

符合規定

18

111/02/23 台糖大豆沙拉油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社中分公
司/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22號1樓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符合規定

19

111/02/24 福壽100%葵花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港旗艦
分公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20巷5號地下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梧棲區自強路98號

符合規定

20

111/02/24 芥花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港旗艦
分公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20巷5號地下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東區生產路68號

符合規定

21

111/02/24 義美100%純葵花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港旗艦
分公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
20巷5號地下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88號10樓

符合規定

22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主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源順極品初榨純正土豆
111/02/24
湖分公司(大潤發二館)/臺北市內湖 雲林縣土庫鎮越港里成功
油
區舊宗路1段188號
路一之六二號

符合規定

14

15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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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11/02/24 維義100%芥花金鑽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維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湖分公司(大潤發二館)/臺北市內湖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103
區舊宗路1段188號
巷23號

符合規定

24

111/02/24 泰山玄米油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南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
湖分公司(大潤發二館)/臺北市內湖 中廠/彰化縣田中鎮南路
區舊宗路1段188號
里興工路6號

符合規定

25

111/02/25 義美100%純芝麻香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仁愛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光信里仁愛
路四段418號地下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
88號10樓

符合規定

26

2022/02/2 GoodSome冷壓亞麻仁
5
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仁愛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光信里仁愛
路四段418號地下

滿福實業有限公司/台中
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296
號6樓

符合規定

111/02/25 印加果油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安仁愛
分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光信里仁愛
路四段418號地下

喬立行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652
號2樓

符合規定

28

111/02/25 連淨苦茶油

連淨綠色科技股份有限公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光
司二廠/新北市新店區寶
復門市/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
福里寶興路45巷9弄2號(1
之2號
樓)

符合規定

29

111/02/25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光 中天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
紐西蘭初榨冷壓哈斯酪
復門市/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 司/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
梨油
之2號
段236號12樓

符合規定

保證責任嘉義縣梅山茶油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光
生產合作社(長壽田)/嘉義
復門市/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
縣梅山鄉梅北村12鄰中山
之2號
路617號

符合規定

27

30

111/02/25 梅山頂級黑麻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