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年第一波夏季飲冰品抽驗結果
編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單位/地點

供應商

1

1070515

冷泡茶(花蓮蜜香
永心鳳茶有限公司/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
永心鳳茶有限公司/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04號
紅茶)/散裝
路404號

2

1070521

冷泡高山茶
/1070604

製表日期:107.05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處辦結果

生菌數 1.1*10^4 CFU/ML
大腸桿菌群 462 MPN/ml

1070529再次抽驗，結果待出

八卦活海鮮/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69號

王家老木食品行/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
1055號

生菌數 260 CFU/ML

命業者限期改正，複查抽驗中

大腸桿菌群 42.7 MPN/ml

命業者限期改正，複查抽驗中

生菌數 8.2*10^5CFU/ML
大腸桿菌群 1100 MPN/ml

命業者限期改正，複查抽驗中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相符

3

1070522

仙草茶/散裝

美濃客家仙草/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274號

美濃客家仙草/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274
號

4

1070523

雪花冰/散裝

大西洋冰品美食/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83號

大西洋冰品美食/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
183號

5

1070501

沁香翠玉/散裝

椰子佬商行/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34號

椰子佬商行/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34號

6

1070502

冷泡茶/1070521 大壺實業有限公司/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86之6號

大壺實業有限公司/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86之6號

7

1070515

金萱茶/散裝

易成茶行/高雄市楠梓區萬昌街116號

8

1070515

冷泡茶/鹿谷金萱
鹿谷茶行/高雄市三民區(二)大連街165號
/散裝

鹿谷茶行/高雄市三民區(二)大連街165
號

9

1070515

茶迷冷泡
/1070518

潮州牛雜湯/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1004號

陳炫谷/0976462956

10 1070515

止嘴乾冷泡茶
/1070522

永記海產店/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82號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慈隆街107號
0974-067-262

11 1070515

沁臻美茶
/1070627

王品羊肉小吃店/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20號

世紀商行/屏東縣潮州鎮育英路70號

12 1070515

冷泡茶(冰晶金
萱)/1070601

山野屋日式海鮮燒烤明華店/高雄市鼓山區明華
路242號

大壺實業有限公司/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
86-6號

13 1070515

冷泡茶(小農冰
青)/1070604

堂吉屋燒烤店/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81號

久鶴林厚工茶飲/高雄市鼓山區青泉街23
號

14 1070515

高級冷泡茶/散裝

王拓串燒有限公司/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59號1
呈泰茶業/屏東縣太原一路80號1樓
之2樓

15 1070515

冷泡無糖四季春
真讚澎湖海鮮/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41號
茶/1070525

16 1070517

冷泡茶/1070519 鳳津小吃部/高雄市小港區鳳興里中林路192-1號 椰子佬商行/高雄市松宏街31號3樓

17 1070517

高山茶/1070522 海慶餐廳/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86號1樓

台A茶生活美學館/高雄市九如二路303
號

18 1070517

山茶水冷泡茶
/1070519

牛家莊/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3段159-1號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10巷1弄2號

19 1070523

高山茶/
1070603

台茶聯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九如
二路303號

台茶聯合國際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
區九如二路303號

20 1070523

冷泡茶(淳韻金
萱)/1070610

椰子佬商行/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34號

椰子佬商行/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34號

21 1070523

止嘴乾冷泡茶
/1070525

珍的食堂/高雄市林園區鳳林路三段92號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慈隆街107號
0974-067-262

22 1070522

茶/散裝

茶的魔手/高雄市鳳山區鳳誠路88號

茶的魔手/高雄市鳳山區鳳誠路88號

23 1070524

綠茶/散裝

夯茶/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三段172號

夯茶/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三段172號

24 1070515

青草茶草本飲品/
草飲涼飲料店/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69號
散裝

草飲涼飲料店/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69
號

25 1070521

青草茶/散裝

正信厚薄青草茶/高雄市左營區元帝路102號

正信厚薄青草茶/高雄市左營區元帝路
102號

26 1070521

仙草茶/散裝

宏達青草行/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163號

宏達青草行/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163號

27 1070522

茵陳茶/散裝

普茶園/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110-1號

普茶園/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110-1
號

28 1070522

涼茶/散裝

源山青草行/高雄市三民區(二)河北二路119號

源山青草行/高雄市三民區(二)河北二路
119號

29 1070522

青草茶/散裝

揚茗本舖/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409號

揚茗本舖/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409號

30 1070523

青草茶/散裝

古伯鎖店青草茶/高雄市林園區忠義一街18號1樓

古伯鎖店青草茶/高雄市林園區忠義一街
18號1樓

31 1070523

青草茶/散裝

草霸王青草養生本舖/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29 草霸王青草養生本舖/高雄市三民區大豐
號
二路129號

32 1070524

青草茶/散裝

原住民青草茶/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250號

原住民青草茶/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250
號

33 1070521

咖啡/散裝

亞米烘焙坊/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90號

亞米烘焙坊/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90號

34 1070521

咖啡/散裝

意大虹茶店/高雄市阿蓮區民族路11號

意大虹茶店/高雄市阿蓮區民族路11號

35 1070521

咖啡/散裝

金鑛咖啡(明倫店)/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37號

金鑛咖啡(明倫店)/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137號

36 1070521

咖啡/散裝

豪飲商行(街頭咖啡)/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33號1F

豪飲商行(街頭咖啡)/高雄市旗津區通山
路33號1F

易成茶行/高雄市楠梓區萬昌街116號

小立家有限公司/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9
巷8-5號

生菌數
大腸桿菌群
大腸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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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單位/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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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070522

黑咖啡/散裝

多哩嘎B/高雄市鳳山區(二)三誠路3號

多哩嘎B/高雄市鳳山區(二)三誠路3號

38 1070523

熱美式黑咖啡/散
多那之/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0號
裝

多那之/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0號

39 1070523

美式咖啡/散裝

馬可先生健康烘焙/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馬可先生健康烘焙/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
47號

40 1070524

美式咖啡/散裝

麥當勞/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58號

麥當勞/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58號

41 1070524

美式咖啡/散裝

星巴克-中正河北門市/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321號

星巴克-中正河北門市/高雄市苓雅區中
正一路321號

42 1070524

冰美式/散裝

星巴克岡山門市/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10號

星巴克岡山門市/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
110號

43 1070521

雙果果汁星冰樂/
星巴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82號
散裝

44 107052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職工福利委員會冰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廠職工福利
牛奶冰淇淋/製造
品廠/高雄市小港區高雄市小港區小港里小港路 委員會冰品廠/高雄市小港區高雄市小港
日期:1070520
129號
區小港里小港路129號

45 1070521

雪花冰/散裝

小林的店/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忠孝路轉角

小林的店/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忠孝路轉
角

46 1070521

霜淇淋/散裝

米格霜淇淋/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158號

米格霜淇淋/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158號

47 1070521

双淇淋/散裝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博愛分公司)/ 台灣麥當勞餐廳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博愛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63號
分公司)/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63號

48 1070521

冰淇淋/散裝

斗六冰城/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48-450號

49 1070522

咖啡星冰樂/散裝 星巴克楠梓門市/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25號

50 1070522

冰淇淋/散裝

高雄家樂福麥當勞愛河店/高雄市三民區(二)河東 高雄家樂福麥當勞愛河店/高雄市三民區
路356號1樓
(二)河東路356號1樓

51 1070522

霜淇淋/散裝

常美冰店/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99號

常美冰店/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99號

52 1070522

紅豆冰/散裝

枝仔冰城旗山門市/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9號

枝仔冰城旗山門市/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
109號

53 1070522

清冰/散裝

財(黑砂糖刨冰)/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之1號

財(黑砂糖刨冰)/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之
1號

54 1070522

牛奶雪花冰/散裝 財(黑砂糖刨冰)/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之1號

財(黑砂糖刨冰)/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之
1號

55 1070523

八寶冰/散裝

吳家豆花/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87號1樓

吳家豆花/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87號1
樓

56 1070524

雙淇淋/散裝

麥當勞/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58號

麥當勞/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58號

57 1070524

雙果果汁星冰樂/ 星巴克-中正河北門市/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散裝
321號

星巴克-中正河北門市/高雄市苓雅區中
正一路321號

58 1070524

八寶冰/散裝

大碗公岡山店/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51號
1樓

59 1070524

雪花冰(抹茶)/散
老丁家豆花/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北路16號
裝

大碗公岡山店/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51號1樓

製表日期:107.05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處辦結果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相符

星巴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82號

斗六冰城/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48450號

生菌數
大腸桿菌群
大腸桿菌

星巴克楠梓門市/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
225號

雪萊企業社/屏東縣竹田鄉大湖村大平路
62之1號

檢驗方法: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大腸桿菌之檢驗(102 年12 月20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163 號公告修正)
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標準:
一、食用冰塊衛生標準:1.生菌數:100 CFU/ml 以下、2.大腸桿菌:陰性
二、刨冰、冰棒、冰磚衛生標準:1生菌數10000以下、2.大腸桿菌群:100MPN/ml以下、3.大腸桿菌:陰性
三、不含碳酸之飲料衛生標準:1.生菌數:10000 CFU/ml以下，有容器或包裝:200CFU/ml以下、2.大腸桿菌群:10MPN/ml以下，有容器或包裝:陰性、3.大腸桿菌: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