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抽驗日期 有效期限 樣品名稱 採樣廠商 採樣地點 供應商 供應商地點 檢驗項目 結果判定

1 1090504 散裝 醬油膏 國民市場魚丸料理(棧貳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馨美醬園 高雄市三民區(二)更新街74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2 1090504 散裝 十全辣豆瓣 Woo Taiwan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十全特好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三段398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3 1090504 2023/3/10
萬家香甲等醬

油
大樹自助餐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南路1號

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廠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村大同路5段88

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4 1090504 2021/2/12 品高番茄醬 開富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82號 品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溪洲里中南路290巷

10之2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5 1090504 2021/3/18 豆油膏 倫豐美食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鑫山食品廠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永興路131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6 1090504 2021/4/15 調合味品膏 晶品豆漿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成功泓食品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化區那拔里牧場1號之25
防腐劑、甜味劑、3-單氯

丙二醇
與規定相符

7 1090504 2020/9/22 麻辣醬 晶品豆漿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合興事業有限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龍井區忠和里臺西南路２５

８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8 1090504 2021/12/19 泰式酸甜醬 阿銘鹽酥雞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金福華食品貿易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新豐路96巷

100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9 1090506 2022/4/13 辣椒醬 好味粄條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85號 松芳醬園 屏東縣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115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0 1090506 2021/1/9 辣豆瓣醬 好味粄條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85號 鑫山食品廠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永興路131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1 1090506 2021/4/9 醬油膏 888粄條店 高雄市美濃區忠孝路8號 高興醬園 高雄市大寮區民華街5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2 1090506 2021/3/18 特級醬油 888粄條店 高雄市美濃區忠孝路8號 高興醬園 高雄市大寮區民華街5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3 1090506 2021/4/16 辣椒醬 小吃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17號 高興醬園大寮廠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華街5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附件1】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9年端午節抽驗【符合規定】清單



14 1090506 2021/3/21 三永油膏 小吃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17號 三永醬油工廠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230

號

防腐劑、甜味劑、3-單氯

丙二醇
與規定相符

15 1090507 2021/12/23 辣豆瓣醬
岡山區岡山第二公有市場-

攤字55號(同源商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39號

明德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門市部
高雄市岡山區河堤路二段128號1F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6 1090507 2021/1/8 辣椒醬 Y 爸滷肉飯
高雄市橋頭區仕和里仁愛巷23號(隆

豐路與南溝路交叉)
容翊醬園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甲區江南里東西八路1段

122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7 1090507 2021/10/15 辣椒醬 龍一意麵美食館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公館巷2號 信川食品有限公司 雲林縣口湖鄉忠孝街43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8 1090507 2021/2/18 辣椒醬 麵攤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87-1號 永安食品工廠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55-1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19 1090420 散裝 肉粽 阿英肉粽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17巷1號 阿英肉粽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17巷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0 1090420 散裝 肉粽 阿嬤肉粽碗粿專賣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金府路117號 阿嬤肉粽碗粿專賣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金府路117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1 1090421 散裝 粽子 阿嬤ㄟ古早味飲食館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80號1樓 阿嬤ㄟ古早味飲食館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80號1樓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2 1090421 散裝 粽子 李家肉粽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2號 李家肉粽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2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3 1090421 散裝 粽子 阿巧肉粽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立一路387-1號 阿巧肉粽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立一路387-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4 1090422 散裝 粽子 東南飲食部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167之1號 東南飲食部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167之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5 1090422 散裝 粽子 三代麻豆碗粿王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1-1號 三代麻豆碗粿王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1-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6 1090422 散裝 肉粽 劉家粽子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20號 劉家粽子專賣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439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7 1090422 散裝 粽子 阿蓮肉粽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仁南路8號 阿蓮肉粽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仁南路8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8 1090422 散裝 肉粽 張記肉圓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23號 清蒸基肉圓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1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9 1090422 散裝 粽子 橋頭肉粽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里成功南路128號 橋頭肉粽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里成功南路128

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0 1090422 散裝 粽子 上佳米糕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90號 上佳米糕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90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1 1090429 2021/2/12 冷凍肉粽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街１２

號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街１２

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2 1090420 散裝 五花條肉 賀康生鮮超市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３２４號 賀康生鮮超市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３２４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3 1090420 散裝 豬肉 查某囝肉粽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8巷23號 德民黃昏市場攤商122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黃昏市場攤商

122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4 1090420 散裝 豬肉 李00 高雄市鳳山區(二)00路00巷00號 李00 高雄市鳳山區(二)00路00巷00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5 1090421 散裝 豬肉 趙水洲豬肉攤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48號〈前金

第一公有市場7號攤
趙水洲豬肉攤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48號〈前金

第一公有市場7號攤位〉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6 1090421 散裝 豬梅花肉塊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林園分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94號1樓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林園分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94號1樓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7 1090421 2021/3/23 台灣豬肉片 美廉社苓雅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81-1,81-2號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廠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8 1090421 散裝 豬肉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39 1090421 散裝 豬肉 北海道生鮮超市-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１０６巷３３

號１樓
力福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62之3號1樓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0 1090422 散裝 豬肉 呂梅花肉攤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213-6號
高雄市鳳山肉品市場旗山

分場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樹人路332巷

10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1 1090422 散裝 豬肉 清鳳肉舖 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111-6號
高雄市鳳山肉品市場旗山

分場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樹人路332巷

10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2 1090422 散裝 五花肉絲 愛國超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9號 百順冷凍食品行 高雄市大寮區華二街117-1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3 1090422 散裝 豬肉 三角窗自助餐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25號 三角窗自助餐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25號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

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4 1090429 散裝 花生仁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大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街12號 祥益農產行 雲林縣北港鎮劉厝里民樂路421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5 1070420 散裝 花生粉 菜粽李粽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59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芳2段

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6 1090420 散裝 花生粉 查某囝肉粽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8巷23號 好足林商號 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1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7 1090420 2020/6/14 高級花生粉 阿嬤肉粽碗粿專賣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金府路117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芳2段

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8 1090421 2020/7/7 花生粉 李家粽子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78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芳2段

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9 1090422 散裝 花生粉 美退商行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0號 鴻發行 屏東縣屏東市前進里崁頂1-27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50 1090422 2020/11/19
炒熱花生粉(調

合粉)
大港超市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3路476號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路21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51 1090422 散裝 花生粉 上佳米糕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90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路芳2段

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52 1090420 散裝 埔里(大中)香菇 泰裕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0號 泰裕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0號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3 1090421 2021/3/19 高山香菇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林園分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94號1樓 全新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15號3樓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4 1090421 散裝 乾香菇 香菇攤 高雄市大社區果菜市場內 劉00 台中市新社區00街00號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5 1090421 散裝 台小香菇 北海道生鮮超市-路竹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06巷33號１

樓
日新食品行 高雄市岡山區頂潭路167-2號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6 1090422 散裝 香菇 建盛商行 高雄市旗山區中洲路316號 正義行 08-7536857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7 1090422 散裝 香菇 美退商行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0號 鄭00 屏東縣屏東市建明路34號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8 1090422 散裝 香菇絲 自然主義素食自助餐店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60號 天立行 高雄市橋頭區白樹路206號 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59 1090420 2011/10/1 鹹蛋仁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61號 上豐蛋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三街５３

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0 1090420 2020/9/26 鹹蛋黃 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66號 連生蛋行 高雄市前鎮區武德街2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1 1090420 散裝 鹹蛋黃 李00 高雄市鳳山區(二)00路00巷00號 李00 高雄市鳳山區(二)00路00巷00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2 1090421 散裝 鹼蛋黃 前金肉圓肉粽專賣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44號 順茂農產行 高雄市三民區(二)三鳳中街113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3 1090422 散裝 鹹蛋黃 順發行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55號 蓮成蛋行 屏東縣萬丹鄉加興村加仁路19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4 1090422 散裝 肉粽用鹹蛋黃 林00 高雄市鳳山區00路00號 吉利新鮮蛋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松里鳳仁路86之20

號

防腐劑、規定外煤焦色

素、甲醛
與規定相符

65 1070420 散裝 粽葉 菜粽李粽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59號 正達開發貿易有限公司 雲林縣古坑鄉朝陽村中山路254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66 1090420 散裝 古坑名產粽葉 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66號 嘉仁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69巷32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67 1090421 散裝 粽葉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68 1090421 散裝 粽葉 阿巧肉粽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立一路387-1號 逸昇貿易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南聖路78巷35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69 1090422 2021/4/11 粽葉 順發行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55號 珍珍農產行 雲林縣古坑鄉古坑村朝陽路1-80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0 1090506 2020/10/28
低糖紅豆沙(里

仁專用餡)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合興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六巷5之20號1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71 1090421 散裝 鹼粽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硼酸及其鹽類 與規定相符

72 1090422 散裝 鹼粽 桂英粿粽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16號 桂英粿粽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16號 硼酸及其鹽類 與規定相符

73 1090506 2020/10/28 紅豆沙鹼粽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硼酸及其鹽類 與規定相符



法規標準:

1.己二烯酸:本品可使用於煮熟豆、醬油、味噌、烏魚子、魚貝類乾製品、海藻醬類、豆腐乳、糖漬果實類、脫水水果、糕餅、果醬、果汁、乳酪、奶油、人造奶油、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味糖漿及其他調味醬；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1.0g/kg以下。

2.去水醋酸:不得檢出。

3.苯甲酸: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乾酪、糖漬果實類、脫水水果、水分含量25％以上（含25％）之蘿蔔乾、煮熟豆、味噌、海藻醬類、豆腐乳、糕餅、醬油、果醬、果汁、乳酪、奶油、人造奶油、

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味糖漿及其他調味醬；用量以Benzoic Acid計為1.0g/kg以下。

4.對羥苯甲酸甲酯、對羥苯甲酸乙酯、對羥苯甲酸異丙酯、對羥苯甲酸丙酯、對羥苯甲酸丙酯、對羥苯甲酸異丁酯、對羥苯甲酸丁酯:本品可使用於豆皮豆乾類及醬油；用量以p-Hydroxybenzoic Acid計為0.25g/kg以下。

5.糖精:不得檢出。

6.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鈉:不得檢出。

7.醋磺內酯鉀: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8.硼酸及其鹽類:不得檢出。

9.二氧化硫:本品可使用於糖漬果實類、蝦類及貝類；用量以SO2殘留量計為0.10 g/kg以下，其他加工食品；用量以SO2殘留量計為0.030 g/kg以下。但飲料（不包括果汁）、麵粉及其製品（不包括烘焙食品）不得使用。

10.黃麴毒素:供直接食用之花生4ppb以下。

11.蘇丹色素1、2、3、4號:不得檢出。

12.甲醛:不得檢出。

13..動物用藥、農藥:依據動物用藥、農藥殘留法規標準判定。

14.一般食品衛生標準 大腸桿菌群:1000MPN/g以下、大腸桿菌:陰性。

15.鉛:3 ppm以下、鎘:2 ppm以下

檢驗方法:

1. 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108 年 1 月 30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155 號公告修正)(MOHWA0020.03)

2.食品中規定外煤焦色素分離鑑定方法之探討(藥物食品檢驗局調查研究年報9:21--228, 1991)(101年8月23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06.00)

3.食品中蘇丹色素之檢驗方法(108 年 5 月 22 日第2次修正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62.02)

4.食品中甲醛之檢驗方法(二)(106年11月16日衛授食字第1061902243號公告修正)(MOHWA0004.03)

5.食品中甜味劑之檢驗方法－醋磺內酯鉀、糖精、甘精及環己基(代)磺醯胺酸之檢驗(106年2月21日衛授食字第1061900251號公告修正)

6.食品中硼酸及其鹽類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7.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氯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103 年6月6日部授食字第1031900630 號公告訂定)(4項)

8.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 四環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103年12月10日部授食字第1031901795號公告修正)(7項)

9.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多重殘留分析(二)(108 年 10 月 8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1669 號公告修正)(48項)

10.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乙型受體素類多重殘留分析(108 年 5 月 9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642 號公告修正)(MOHWV0041.04)(21項)

11.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107 年12 月20 日第3次修正建議檢驗方法)(TFDAP0009.03)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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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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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食用菇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鉛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15. 食用菇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鎘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16.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

17.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108 年 5 月 10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612 號公告修正)(MOHWP0055.04)

18.醬油類中3-單氯丙二醇之檢驗方法(102 年8 月9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046 號公告訂定

19. 黃麴毒素(B1+B2+G1+G2) 食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 - 黃麴毒素之檢驗(104 年 9 月 23 日部授食字第 1041901616 號公告修正)

20.食品中二氧化硫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