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年節食品抽驗結果不符規定名冊

編號 抽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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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廠商及地址

查核結果

不符規定原因

不符規定後續處理

1101125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
竹笙(有效日
店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北
期：20230103)
投區光明路236號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民樂街181號1樓

檢驗不符
合規定

安殺番硫酸鹽(Endosulfansulfate)0.11ppm、b-安殺番(bEndosulfan)0.16ppm(公告禁用農藥)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以下罰鍰。

1101126

竹笙(有效日 陳木豐雜糧行/臺北市文山
期：20221021)
區興隆路2段275巷24號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民樂街181號

檢驗不符
合規定

安殺番硫酸鹽(Endosulfansulfate)0.05ppm、b-安殺番(bEndosulfan)0.15ppm(公告禁用農藥)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以下罰鍰。

檢驗不符
合規定

殺蟲劑Acetamiprid 亞滅培0.09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hlorfenapyr 克凡派0.22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hlorpyrifos 陶斯松0.08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lothianidin 可尼丁4.17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菌劑Propiconazole 普克利0.09ppm(標
準：0.05ppm以下)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以下罰鍰。

1101126

檢體名稱

竹笙

抽驗地點

新多食品店/臺北市大安區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杭州南路2段55號-南門市場
同區民樂街181號
B-07攤

1101126

雅苑粵菜海鮮樓股份有限
竹笙(有效日
公司/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
期：20221021)
路202號2樓

恒瑞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民樂街181號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殺蟲劑Clothianidin 可尼丁0.15ppm(標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準：0.05ppm以下)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殺菌劑Propiconazole 普克利0.07ppm(標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準：0.05ppm以下)
以下罰鍰。

1101129

竹笙(有效日 驥園小吃店/臺北市大安區
期：20230517)
敦化南路1段322,324號

約捷有限公司/臺北市大同區
天水路14號9樓之5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安殺番( -Endosulfan)0.07ppm(公告禁用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農藥)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殺蟲劑Cyhalothrin賽洛寧0.18ppm(標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準:0.05ppm以下)
以下罰鍰。

1101126

A級竹笙
(3K)(有效日
期：20230103)

上海鄉村股份有限公司濟
南分公司(上海鄉村)/臺北
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37號1
樓及37之1號1樓

立泰食品行/新北市三重區光
復路1段61巷24弄16號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101126

1101126

1101122

安殺番硫酸鹽(Endosulfansulfate)0.19ppm、b-安殺番(bEndosulfan)0.35ppm(公告禁用農藥)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已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
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竹笙

永福小吃店(北平金廚)/臺 成豐行南北貨批發零售/新北
檢驗不符
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38巷3 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247巷80
合規定
號1樓
號5樓

殺蟲劑Chlorfenapyr 克凡派0.06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hlorpyrifos 陶斯松0.17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lothianidin 可尼丁0.07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Imidacloprid 益達胺0.27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菌劑Propiconazole 普克利0.08ppm(標
準：0.05ppm以下)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已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
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竹笙

知道了餐廳有限公司(知道
津鼎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
了茶樓)/臺北市松山區南京
新北大道2段45號
東路3段275號2樓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已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
殺菌劑2-Phenylphenol 0.07ppm(標準：不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得檢出)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
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花椒(有效日 偉順蔘藥行/臺北市信義區
期：20230928)
吳興街202號

成星貿易有限公司/臺北市大
同區甘州街11號1樓

檢驗不符
合規定

殺蟲劑Acetamiprid 亞滅培0.07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菌劑Car endazim 貝芬替0.3ppm(標準：
0.1ppm以下)
殺蟲劑Car ofuran 加保扶0.07ppm(標準：
不得檢出)
殺菌劑Difenoconazole 待克利0.16ppm(標
檢驗及標
準：0.05ppm以下)
示不符合
殺蟲劑Imidacloprid 益達胺0.22ppm(標
規定
準：0.05ppm以下)
殺蟎劑Propargite 毆蟎多0.10ppm(標準：
不得檢出)
殺菌劑Te uconazole 得克利0.22ppm(標
準：0.05ppm以下)
進口報單之有效日期為20230920，與外
包裝標示有效日期20230928不一致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項第5款之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
2款，可處分業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
以下罰鍰及第28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
45條之規定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
下罰鍰。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年節食品抽驗結果不符規定名冊

編號 抽驗日期

10

11

1101125

1101123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采縈小舖（穀動人生商行)/
佳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
市大樹區中興南路1巷33號
1樓41號攤

殺菌劑Car endazim 貝芬替0.2ppm(標準：
0.1ppm以下)
殺蟲劑Car ofuran 加保扶0.07ppm(標準：
不得檢出)
殺蟲劑Imidacloprid 益達胺0.12ppm(標
檢驗不符
準：0.05ppm以下)
合規定
殺菌劑Te uconazole 得克利0.08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yhalothrin 賽洛寧0.11ppm(標準：
0.03ppm以下)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者
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1101123

地瓜嫩葉

13

1101123

大芥菜

陳O麗君(士東公有市場美
麗網室有機蔬菜 高冷蔬菜
士東專賣店)/臺北市士林區
士東路100號108攤位

16

不符規定後續處理

廣漢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鼓
山區伊犁街29號

12

15

不符規定原因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已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
者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及第28
條第1項之規定，同法第45條之規定處新
臺幣4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

黃O柱/臺北市萬華區萬大
路533號蔬果零批場地號
536

14

查核結果

殺蟲劑Acetamiprid 亞滅培0.14ppm(標
準：0.05ppm以下)
殺蟲劑Car ofuran 加保扶0.07ppm(標準：
不得檢出)
殺蟲劑Imidacloprid 益達胺0.10ppm(標
檢驗及標
準：0.05ppm以下)
示不符合
殺蟎劑Propargite 毆蟎多0.10ppm(標準：
規定
不得檢出)
殺菌劑Te uconazole 得克利0.23ppm(標
準：0.05ppm以下)
產品外包裝標示「通過SGS檢驗…符合國
家安全標準」字樣，涉及標示不實

利隆貿易有限公司(利隆
一粒麻(有效日
行)/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
期：20240501)
段46巷18弄6號

B.B漢源花椒
(有效日期：
20230109)

來源廠商及地址

姚O源/高雄市大寮區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殺蟲劑Indoxacar 因得克0.02ppm(標準：
2.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安
0.01ppm以下)
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
殺蟎劑Spirodiclofen 賜派芬0.03ppm(標
爰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可處分業者
準：0.01ppm以下)
新臺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未保存來源證明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殺菌劑Flutolanil福多寧0.33ppm（標準： 2.販售業者未保存來源文件，本局依違反
0.01ppm以下）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及同法第48條
第1項第3款命其限期改正並加強查驗。

檢驗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移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17條之規定，爰依同法第
重金屬鎘4mg/Kg（標準：2mg/Kg以下）
48條第8款規定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可處分業者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
元以下罰鍰。

萬年興商行(萬年興雜糧食
王先生/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
品行)/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33巷O號
3段107號1樓

1101126

巴西蘑菇

1101125

香檳茸天形菇
(巴西蘑菇)(有
效日期：
20230806)

1101203

百靈造型QQ糖
(Sour Dou le
果森林工坊(果の森林)/臺
Layer
敬洋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
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40
Gummy)(有效
店區民權路95號
巷9號1樓
日期：
20220708)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7條之規
1.重金屬鎘3mg/Kg（標準：2mg/Kg以
定，爰依同法第48條第8款規定經命限期
檢驗及標
健康食彩股份有限公司天
下）
樂活生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可處分業者新臺幣
示不符合
母門市/臺北市士林區中山
2.外包裝標示「重金屬檢測合格」字樣，
臺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00號2樓
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及第28條第1
規定
北路7段63巷1號
標示不實
項之規定，同法第45條之規定處新臺幣4
萬元以上400萬元以下罰鍰。

標示不符
合規定

1.已令販售場所下架違規產品。
2.移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依違反食品安
外包裝標示各型號使用著色劑或天然色
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爰依
素中未有案內產品之型號「493243」
同法第47條第1項第8款，可處分業者新臺
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