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抽驗日期 有效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廠商 採樣地點 來源廠商 來源地點 檢驗項目 結果判定

1 1090306 1100122 冷凍牛肉麵(麵條) 隱市牛麵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2號
台灣鴻德麵食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路192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 1090306 散裝 拉麵麵條 清一色牛肉麵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一興行 高雄市鹽埕區南興後街7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 1090309 散裝 煎餅皮 北芳京廚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二)自強二路85號 北芳京廚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二)自強二路85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 1090309 散裝 小刀削麵 北芳京廚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二)自強二路85號  阿吉製麵廠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灣興街３９巷１６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5 1090309  散裝 麵條 江西傳藝風味外省麵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華路91號 江西傳藝風味外省麵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華路91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 1090309  散裝 白麵 青島餃子專賣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65號 錦和製麵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241號之2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 1090309 1090310 餛飩皮 文璋陽春麵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６９號１樓 秋水製麵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214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8 1090309 1090310 陽春麵 文璋陽春麵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６９號１樓 秋水製麵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214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9 1090309 1090708 細麵 五花馬水餃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23號 五花馬國際行銷(股)公司 台南市新化區全興里竹子腳200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0 1090310 散裝 拉麵 北方雪拉麵之家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71號 福昌製麵 高雄市左營區埤仔頭街30之1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1 1090311 散裝 陽春麵 麥田炒飯麵食館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57號 興記製麵廠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215-1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2 1090311 散裝 麵 馮家市場麵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61-1號 何00 高雄市岡山區00路00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3 1090311 散裝 薄陽春麵 京饌小吃店(百年麵道) 高雄市岡山區校前路18號 京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39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附件1】109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麵食餐飲業者抽驗【符合規定】清單



14 1090311 散裝 麵條 首饌鳥松外省麵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5-1號 得揚製麵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217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5 1090311
製造日期：

1090309
麵條

泰富展業有限公司明誠

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號

台灣鴻德麵食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路192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6 1090311 散裝 拉麵 西安風味小館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379號 金昆記製麵廠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9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7 1090311 散裝 手工麵 阿Q牛肉麵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4號 阿Q牛肉麵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4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8 1090311 散裝 陽春麵 謝家牛肉麵 高雄市旗山區永平街45號 金昆記製麵廠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9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9 1090311 散裝 陽春麵 牛家莊飯麵餐館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53號 慶暉麵廠 台南市北區文賢三街116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0 1090311 散裝 寬麵 牛家莊飯麵餐館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53號 慶暉麵廠 台南市北區文賢三街116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1 1090311  散裝 陽春麵
原味香美濃粄條(客家美

食館)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63號 七聖製麵廠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06巷2-2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2 1090312 散裝 麵條 久本和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91號 福昌商店 高雄市左營區埤子頭街30-1號 防腐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3 1090323 散裝 黃油麵 不一樣赤肉羹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6號 明源製麵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240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4 1090323 散裝 黃油麵 力誠商行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46號 張00 07-623xxxx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5 1090323 散裝 黃油麵 裕昌發麵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52號 五餅二魚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四路十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6 1090323  散裝 油麵
九曲堂公有市場第11號

攤販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堂公有市場

世濱環球食品企業有限公

司
高雄市鳥松區仁德路91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7 1090324 散裝 油麵 永順製麵-市場攤位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果菜市場攤位及製

造廠為三民路62巷

世濱環球食品企業有限公

司
高雄市鳥松區仁德路91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8 1090324  散裝 黃油麵 阿娟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二)漢口街66號 金門商號 高雄市三民區(二)三民街170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29 1090324 散裝 黃油麵 良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53號 許記製麵 092128xxxx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0 1090325 散裝 黃油麵 進弘製麵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1號 杰森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瓦厝街6之126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1 1090325 散裝 黃油麵 昇暉製麵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44號
世濱環球食品企業有限公

司
高雄市鳥松區仁德路91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2 1090325 散裝 油麵 阿蓮菜市場油麵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菜市場8號攤 阿云製麵店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街104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3 1090325 散裝 油麵 阿蓮市場菜攤9號對面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市場菜攤9號對面 信成米粉工廠 高雄市鳥松區大竹路22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4 1090326 1090407 油麵 全聯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75號 喬麥星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東順街80-2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35 1090303 1140704 紙包日式圓筷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愛河

店(家樂福)
高雄市三民區(二)河東路356號 嘉美行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村山腳巷1-3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36 1090306
製造日期：

1060801

王冠牌PP塑膠袋(耐

熱100-110℃)
隱市牛麵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2號 景泰塑膠廠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義南路42號 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7 1090306
製造日期：

1080902
紙杯(耐熱95℃) 清一色牛肉麵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皇冠特殊印刷廠股份有限

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里永義路58號、68號 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8 1090309 1090915 一次性使用免洗筷 文璋陽春麵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６９號１樓  東竹企業行 高雄市內門區光興里鴨母寮17-10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39 1090310 1130930 竹筷子 大樹自助餐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南路3號 和生市場 屏東縣和生市場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40 1090310 散裝 一次性竹筷 北方雪拉麵之家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71號  林一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165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41 1090310 散裝
王冠牌(7*8)PP塑膠

袋
北方雪拉麵之家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71號 蓮成免洗塑膠行 高雄市左營區店蓮潭路63號 材質鑑別 與規定相符

42 1090310 1101203 孟宗竹免洗筷 宗賢免洗餐具行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88-3號 喬惠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20號3樓之1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43 1090311 1100731 竹筷子 麥田炒飯麵食館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57號 日統企業行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水宮巷34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44 1090311
製造日期：

1070301
熱食用塑膠袋 馮家市場麵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61-1號 景泰塑膠廠 台南市新義南路42號 材質鑑別 與規定相符

45 1090311
製造日期：

1060801
塑膠袋 首饌鳥松外省麵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5-1號 景泰塑膠廠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義南路42號 材質鑑別 與規定相符

46 1090311  散裝 紙碗
泰富展業有限公司明誠

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號 圖騰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40巷25號6樓 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47 1090311 1101112 免洗筷 西安風味小館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379號 嘉美行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村山腳巷1-3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48 1090311 1101015 紙杯 阿Q牛肉麵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4號
德賢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南市東山區聖賢里頂窩56之5號 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49 1090311 散裝 紙餐盒 夏龍灣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540號  鴻鑫福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498巷139-1號 食品容器具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50 1090311 散裝 一次性免洗筷 夏龍灣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540號 嘉美行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村山腳巷1-3號 免洗筷衛生標準、甲醛 與規定相符

51 1090309  散裝 辣椒醬 江西傳藝風味外省麵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華路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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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1090309 散裝 十全辣椒醬 青島餃子專賣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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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1090309 1090809 清醬油 文璋陽春麵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６９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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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1090310  散裝 辣豆瓣 北方雪拉麵之家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71號 世豐商行 高雄市橋頭區通典路21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55 1090311 1090405 百年油膏 京饌小吃店(百年麵道) 高雄市岡山區校前路18號 京秉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39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56 1090311 1111012 香菇素蠔油
泰富展業有限公司明誠

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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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090311 1101112 五賢醋 西安風味小館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379號 高印昌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里三俊街九０巷六、八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58 1090311 1100207 辣豆瓣醬 阿Q牛肉麵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4號 鑫山食品廠 屏東縣竹田鄉糶糴村永興路133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59 1090311 1100203 辣椒醬
原味香美濃粄條(客家美

食館)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63號 金發香醬園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四維路580巷12號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60 1090312 1101118 金味王醬油 吳媽家餃子館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8號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9號5樓 防腐劑、甜味劑 與規定相符

61 1090306 散裝 自製泡菜 隱市牛麵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2號 隱市牛麵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2號 防腐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2 1090306 散裝 蘿蔔泡菜 清一色牛肉麵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清一色牛肉麵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防腐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3 1090309 散裝 小黃瓜 北芳京廚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二)自強二路85號 北芳京廚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二)自強二路85號 防腐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4 1090309 散裝
自製醃製蔬菜(小黃

瓜)
五花馬水餃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23號 五花馬水餃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23號 防腐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5 1090311 散裝 泡菜 首饌鳥松外省麵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5-1號 鳳農市場-小薇菜舖 097636xxxx 防腐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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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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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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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食品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6.免洗筷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7.免洗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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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 - 塑膠類之檢驗(107年10月4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1983 號公告修正)

9.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未以塑膠淋膜紙類製品之檢驗(107 年 9 月 27 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1922 號公告修正)(MOHWU0001.03)

10. 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檢驗方法 - 塑膠淋膜紙類製品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標準:

1.己二烯酸:本品可使用於魚肉煉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醬菜類、水分含量25％以上（含25％）之蘿蔔乾、醃漬蔬菜、豆皮豆乾類及乾酪；用量以Sorbic Acid計為2.0g/kg

以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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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去水醋酸:不得檢出。

4.過氧化氫:本品可使用於魚肉煉製品、除麵粉及其製品以外之其他食品；用量以H2O2 殘留量計：食品中不得殘留。

5.二氧化硫:本品可使用於金針乾製品；用量以SO2殘留量計為4.0g/kg以下。

6.醋磺內酯鉀: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7.糖精:本品可使用於瓜子、蜜餞及梅粉；用量以Saccharin計為2.0g/kg以下。

8.環己基(代)磺醯胺酸:本品可使用於瓜子、蜜餞及梅粉；用量以Cyclamate 計為1.0g/kg 以下。

9.甲醛:不得檢出。

10.免洗筷中二氧化硫殘留量應為500ppm  以下。

11.免洗筷中不得檢出含有過氧化氫。

12.食品容器具應符合衛生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