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抽驗地點 供應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1 1081021 紅湯圓/1090418
國代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仁武里工業二路17巷91號

國代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

武區仁武里工業二路17巷91

號

規定外煤焦色素-羅丹明B 與規定相符

2 1081021 糯米圓/1081228
典欣食品專工廠/高雄市大寮區光

明路二段858-11號

典欣食品專工廠/高雄市大寮

區光明路二段858-11號
規定外煤焦色素-羅丹明B 與規定相符

3 1081104
桂冠芝麻湯圓/ 

1090625

億客堂/高雄市鳳山區(二)新強路１

８２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4 1081104 小湯圓/ 1090715
便利購左營南屏店/高雄市左營區

南屏路369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5 1081104 粉紅湯圓/1090901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區建

民路１６８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6 1081104
西北麻吉燒（芝麻）/1

090922

美廉社前鎮廉江店/高雄市前鎮區

廉江街45號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2

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7 1081104
西北麻吉燒（花生）/1

090703

娟姐餐廳（可莉亞）/高雄市前鎮

區和平二路209號1樓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2

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8 1081105
桂冠冷凍小湯圓/1090

715

美廉社仁武仁孝店/高雄市仁武區

仁孝路296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中和區橋和路60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9 1081105 桂冠小湯圓/1090129
福生來來商行/高雄市大樹區久堂

里建村街１５５號１樓

桂冠實業有限公司/台北市大

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0 1081105 湯圓/ 散裝
金港黑砂糖剉冰/高雄市小港區大

鵬路174號

國代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

武區仁武里工業二路17巷91

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1 1081105 芋圓/散裝
金港黑砂糖剉冰/高雄市小港區大

鵬路174號

金港黑砂糖剉冰/高雄市小港

區大鵬路174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2 1081105 糯米圓/1090228
潮州冷熱冰/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

路789號b1a39

典欣食品專工廠/高雄市大寮

區光明路二段858-11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3 1081105
綜合冷凍小芋圓/1091

001

CoCo都可茶飲(高雄夢時代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CoCo都可茶飲-

億可國際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116號3

樓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4 1081106
桂冠冷凍小湯圓/1090

814

新鎮生鮮超市/高雄市鳥松區學堂

路50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5 1081106 紫芋圓/ 散裝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區五

福二路126號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

區五福二路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6 1081106 湯圓/ 散裝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區五

福二路126號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

區五福二路126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7 1081106 蕃薯芋圓圓/1081119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8 1081107 湯圓/1090202
品陶有限公司-

814/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1號

品陶有限公司-

814/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1

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19 1081107 蕃薯芋圓/1091014
品陶有限公司-

814/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1號

品陶有限公司-

814/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51

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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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81107 紅湯圓/ 散裝
赫利商行/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3

號

赫利商行/高雄市苓雅區林南

街13號

防腐劑、規定外色素、順丁烯二

酸
與規定相符

21 1081104 芝麻湯圓/ 散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

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

3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2 1081104 小湯圓/ 散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

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

3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3 1081105 芝麻湯圓/1090324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

營區至聖路248號

餐御宴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甲區工七路2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4 1081105 湯圓/ 散裝
王素娥/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464

號

王素娥/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4

64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5 1081105
桂冠芝麻湯圓/109070

8

燕巢鄉農會生鮮超市/高雄市燕巢

區中民路573號

桂冠實業有限公司/台北市大

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6 1081105
西北麻吉燒(芝麻)/109

0922

美廉社-

高雄楠梓惠心/高雄市楠梓區惠心

街25號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粉寮路一段102

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7 1081105
湯圓(純糯米)/ 

1091017

熱帶大碗公冰城/高雄市楠梓區清

豐二路148號

大裕食品有限公司/彰化縣永

靖鄉五福村五常巷172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8 1081105 番薯圓/散裝
阿嬤ㄟ番薯園/高雄市旗山區中山

路41號

阿嬤ㄟ番薯園/高雄市旗山區

中山路41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29 1081105 湯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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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0 1081105 小湯圓/ 散裝
美退商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

0號

慶昇湯圓/客家美食粿/北區市

場/屏東縣屏東市武威街170巷

6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1 1081105 手工鮮肉湯圓/散裝
美退商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

0號

美退商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

路230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2 1081105 芝麻湯圓/10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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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松山區羅斯福路3段12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3 1081106
桂冠花生湯圓/109070

3

北海道生鮮超市(鴻竹商號)/高雄市

彌陀區中正西路261巷39-5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12

6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4 1081106 芋頭圓/ 1090111
嚐仙手工芋圓/高雄市路竹區中正

路211號

 嚐仙芋圓專賣/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230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5 1081106 湯圓/1081205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防腐劑、順丁烯二酸 與規定相符

36 1081104 小湯圓/ 1090902
億客堂/高雄市鳳山區(二)新強路１

８２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7 1081104 蜜紅豆/ 1090422
愛國超市(華榮店)/高雄市鼓山區華

榮路456號

蘋園食品/ 

屏東縣新園鄉中洲村仁愛路16

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8 1081104 蜜花豆/ 1090422
愛國超市(華榮店)/高雄市鼓山區華

榮路456號

蘋園食品/ 

屏東縣新園鄉中洲村仁愛路16

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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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81105 桂圓肉/1090724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強分

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自強一路2

45號

 

耆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樹林區八德街280巷3號3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40 1081105 紅豆/熟食/1090724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強分

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自強一路2

45號

世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王行里經華路16

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41 1081104 雞肉/散裝
洪家三代麻油雞/高雄市鳳山區(二)

自強二路29號對面
楓葉/07-7553263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2 1081105
火山烏骨雞切-

解凍肉/1081108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強分

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自強一路2

45號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永和區中和路345號10樓之

4

動物用藥、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 與規定相符

43 1081104 鴨肉/散裝
文自霸味薑母鴨/高雄市左營區文

自路833-1號

佳朋食品有限公司/屏東縣東

港鎮興東路60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4 1081104 鴨肉/散裝
皇茗炭燒薑母鴨/高雄市鼓山區鼓

山三路236號

鵝媽媽鵝肉專賣店/屏東縣竹

田鄉泗州村連洲路4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5 1081104 鴨肉/ 散裝
皇茗薑母鴨小港店/高雄市小港區

民益路14號

鵝媽媽鵝肉專賣店/屏東縣竹

田鄉泗州村連洲路4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6 1081104 鴨腿/散裝
藥燉排骨/當歸鴨/高雄市前鎮區光

華二路427號
鳳農市場 /07-7536407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7 1081106 鴨肉/散裝
霸金薑母鴨/高雄市新興區民生１

路２１號

佳朋食品有限公司/屏東縣東

港鎮興東路60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8 1081106 鴨肉/散裝
帝元食補薑母鴨/高雄市阿蓮區中

正路892號

保盛紀念農禽肉品廠/ 

高雄市湖內區忠孝街113巷17-

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9 1081104 豬小腸/1081105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區建

民路１６８號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

區建民路１６８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0 1081104 豬心/ 散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家樂福成功店/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路11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1 1081104 豬心/散裝
藥燉排骨/當歸鴨/高雄市前鎮區光

華二路427號

藥燉排骨/當歸鴨/高雄市前鎮

區光華二路42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2 1081105 豬大腸/ 散裝
手工外省麵/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

路185號

手工外省麵/高雄市旗山區延

平一路18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3 1081106 豬心/散裝
億客堂超市(鶴鳴行)/高雄市梓官區

進學路98號

 ROSE肉品/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4 1081106 豬腰子/散裝
來呷補/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42號-

1

來呷補/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4

2號-1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5 1081106 冷藏豬肝/1081106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建工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97號

家樂福成功店/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路11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6 1081104 羊肉火鍋片/散裝
億客堂/高雄市鳳山區(二)新強路１

８２號

農順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大

寮區過溪里濃公路２５６巷４

３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57 1081104
澳洲小羊肉片/ 

1090709

便利購左營南屏店/高雄市左營區

南屏路369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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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081104 羊肉火鍋片/ 1090315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區建

民路１６８號

農順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大

寮區過溪里濃公路２５６巷４

３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59 1081104 羊肉/1090812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0 1081104
小羊梅花火鍋肉片/109

0115

愛國超市(華榮店)/高雄市鼓山區華

榮路456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1 1081104
澳洲羊肉火鍋片/ 

1090826

美廉社前鎮廉江店/高雄市前鎮區

廉江街45號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干城路142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2 1081104 羊肩肉/ 散裝
娟姐餐廳（可莉亞）/高雄市前鎮

區和平二路209號1樓

山羊肉貿易有限公司/台中市

南屯區中台路306巷8樓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3 1081105 火鍋羊肉片/1090915
燕巢鄉農會生鮮超市/高雄市燕巢

區中民路573號

雅方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二段761

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4 1081105
冷凍澳洲羊肉塊/1090

62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燕

巢區中民路709-3號1樓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干城路142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5 1081105
冷凍澳洲羊肉塊/1090

101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強分

公/高雄市三民區(二)自強一路245

號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干城路142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6 1081105 冷凍屠體羊肉/ 散裝
夫妻檔羊肉店/高雄市小港區二苓

路174號

元澤肉品有限公司/高雄市鳳

山區(二)海洋一路6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7 1081105 羊肉片/1090401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大社區中山

路169-2號

康城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三十街130

號1樓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8 1081105
VV澳洲羊肉火鍋片/ 

1090902

美廉社-

高雄楠梓惠心/高雄市楠梓區惠心

街25號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板

橋區干城路142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69 1081105 羊皮丁塊/散裝
達豐食品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

13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70 1081106
澳洲小羊燉肉塊/1091

029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建工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97號

豪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71 1081106 羊肩包/散裝
塔斯麻鍋物料理店/高雄市新興區

中正三路120號1樓

欣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301號9樓之1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72 1081106 澳洲羊肉/ 1090203
龍德百貨有限公司/高雄市阿蓮區

忠孝路73號

農順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大

寮區過溪里濃公路２５６巷４

３號

動物用藥、豬成份 與規定相符

73 1081105 羊排骨/散裝
胖胖熊羊肉爐/高雄市大社區中山

路9-2號

漣鑫企業有限公司/鳳山區五

甲1路453-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74 1080930 花枝漿/1090325
古川美饌商行/高雄市苓雅區建華

街238號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7號

14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75 1081007 花枝丸/ 散裝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59號

宏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岡山區嘉新路1巷5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76 1081007 魚丸/散裝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59號

得龍食品企業有限公司/台北

市武成街90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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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081007 花枝丸/散裝
三帆國際有限公司/高雄市旗津區

中洲二路163號1樓

三帆國際有限公司/高雄市旗

津區中洲二路163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78 1081007 旗魚丸/散裝
三帆國際有限公司/高雄市旗津區

中洲二路163號1樓

三帆國際有限公司/高雄市旗

津區中洲二路163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79 1081007 學甲虱目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港山明分公司/高雄市小港區山

明路112、116、118號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台南市佳

里區鎮山里鎮山街160巷39號

2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0 1081007 淡水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小港山明分公司/高雄市小港區山

明路112、116、118號

上豐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

重區中興北街137之1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1 1081007 虱目魚丸/ 散裝
興義魚丸/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３

３０號１樓

興義魚丸/高雄市彌陀區中正

路３３０號１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2 1081007 魚丸/散裝

德立莊/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博

愛分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博愛一

路338號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

司/高雄市前鎮區興漁四路2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3 1081007 干貝丸/散裝

德立莊/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博

愛分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博愛一

路338號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

司/高雄市前鎮區興漁四路2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4 1081007 花枝丸/ 1090821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新生路240號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

前鎮區新生路240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5 1081007 阿婆花枝丸

林皇宮席宴股份有限公司(森林百

匯自助餐)/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

99號

阿婆漁特產有限公司/屏東縣

東港鎮興台里中山路17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6 1081008 魚丸/散裝
吳00攤位(燕巢市場內)/高雄市燕

巢區西燕里中北路27號

吳00攤位(燕巢市場內)/高雄

市燕巢區西燕里中北路27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7 1081008 魚丸/散裝
燕巢市場/高雄市燕巢區中北路3號

前攤位

燕巢市場/高雄市燕巢區中北

路3號前攤位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8 1081008 虱目魚丸/散裝
茄萣陳記姑嫂丸/高雄市茄萣區大

發路興達觀光漁市

茄萣陳記姑嫂丸/高雄市茄萣

區大發路興達觀光漁市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89 1081008 虱目魚丸/散裝
郎富魚丸/高雄市茄萣區大發路83

號

郎富魚丸/高雄市茄萣區大發

路83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0 1081008 茄萣虱目魚丸/散裝
荔枝園商行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

區大昌二路463號

俗俗的賣生鮮超市西門店/台

南市北區西門路4段40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1 1081008
天和澎湖狗母魚丸/109

0910

全家便利(高雄天誠店)/高雄市鼓山

區裕誠路1900號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9號

9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2 1081008 虱目魚丸/ 散裝
便利購左營自由店/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三路250號

多和食品公司/新北市五股區

民義路1段247-9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3 1081008 花枝丸/散裝
便利購左營自由店/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三路250號

多和食品公司/新北市五股區

民義路1段247-9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4 1081009 旗魚丸/散裝
國民魚丸料理有限公司/高雄市新

興區林森一路243號1樓

國民魚丸料理有限公司/高雄

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3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5 1081009 花枝丸/ 散裝
國民魚丸料理有限公司/高雄市新

興區林森一路243號1樓

國民魚丸料理有限公司/高雄

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3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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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081002 花枝漿/1090716
饈饈火鍋/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

53-1號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

前鎮區千富街261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7 1081005 蟹味棒/ 1081105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中泰分

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543號

憶霖紀文股份有限公司/雲林

縣斗六市斗工二路33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8 1081005 燒一番/ 109022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中泰分

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543號

華聯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02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99 1081007 魚餃/散裝
辣匠/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2

22號

佳承食品有限公司/屏東縣東

港鎮下廍里下廍路１５３-

１９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0 1081007 蟹肉棒/ 散裝
辣匠/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2

22號

九福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岡

山區柳橋西路623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1 1081007 花枝漿/1100202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新生路240號

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

前鎮區新生路240號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2 1081008 黑輪/ 散裝
茄萣陳記姑嫂丸/高雄市茄萣區大

發路興達觀光漁市

茄萣陳記姑嫂丸/高雄市茄萣

區大發路興達觀光漁市
防腐劑、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3 1081105 高麗菜/ 散裝
愛國超市/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

9號

高00/ 

高雄市林園區頂厝里00路00

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4 1081105 雪白菇/散裝
燕巢鄉農會生鮮超市/高雄市燕巢

區中民路573號

台灣北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神農路20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5 1081105 高麗菜/ 散裝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大社區中山

路169-2號
鐘00/093272xxxx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6 1081105 A菜/散裝
黃秀英菜攤/高雄市旗山區旗路00

段00號

黃秀英菜攤/高雄市旗山區旗

路00段00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7 1081105 青江菜/散裝
朱菜攤/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46號

前
屏東九如市場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8 1081105 小白菜/散裝
王00菜攤/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53

號
程00/雲林縣西螺鎮00路00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9 1081105 鮮香菇/ 散裝
美退商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

0號

永全行/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 

崇德一路１０９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0 1081105 元氣300金菇/散裝 
恆青蔬果行/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

08號

 

萬生生技農場/南投縣南投市

大庄路52巷2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1 1081105 杏鮑菇/散裝
恆青蔬果行/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

08號

萬生生技農場/彰化縣和美鎮

東原路211巷129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2 1081105 高麗菜/ 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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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光農業生技有限公司/雲林

縣西螺鎮新安里振安路98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3 1081106 菠菜/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梓官中崙分

公司/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31號1

樓

 

新港鄉蔬菜產銷班第53班〈祥

好蔬菜〉 

/嘉義縣新港鄉中庄村96之26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4 1081106 油菜/散裝
新鎮生鮮超市/高雄市鳥松區學堂

路50號
和生市場/屏東市和生路2段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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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081106 雪白菇/散裝
彌陀公有市場蔡月招蔬菜攤商/高

雄市彌陀區中華路20號對面

富安農產行/南投縣草屯鎮草

溪路695巷70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6 1081106 高麗菜/ 散裝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7 1081106 大陸妹/散裝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8 1081106 菜豆/散裝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9 1081106 鮮香菇/ 散裝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

之1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0 1081104 紅棗/109092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小港分

公司/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50-

3號1樓

耆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樹林區八德街280巷3號3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1 1081104 紅棗/1090220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區建

民路１６８號

大港超市武廟店/高雄市苓雅

區建民路１６８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2 1081105 枸杞/1090411
福生來來商行/高雄市大樹區久堂

里建村街１５５號１樓

神周食品企業有限公司/高雄

市大寮區江山路8-30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3 1081105 枸杞子/1090415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燕

巢區中民路709-3號1樓

錦順貿易有限公司/桃園市大

溪區興和里登龍路5之6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4 1081105
大紅棗/調理用/10909

2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強分

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自強一路2

45號

耆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樹林區八德街280巷3號3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5 1081105 紅棗/ 1110305
文殊堂藥局/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2

2號

好天然有限公司/台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路2段152號2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6 1081105 枸杞/ 1091130
文殊堂藥局/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2

2號

好天然有限公司/台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路2段152號2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7 1081105 枸杞/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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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樹林區八德街280巷3號3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8 1081106 有機紅棗/ 1090627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建工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97號

葆祥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鶯

歌區二橋里中正三路491巷8

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9 1081106 枸杞/ 散裝
814生鮮超市(殷展有限公司)/高雄

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之1號

朝馨貿易有限公司/高雄市三

民區九如2路659號2樓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抽驗地點 供應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108年冬季食品檢驗【合格】清單

檢驗方法:

1.米製品中玫瑰紅B、酸性玫瑰紅B、夾竹桃紅及偶氮玉紅著色劑之鑑別方法(107 年 6 月 27 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59.0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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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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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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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食品中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之檢驗方法(102 年5 月30日修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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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硝基呋喃代謝物(107 年11 月2 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2272 號公告修正)(MOHWV0040.06)(4項)

8.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β-內醯胺類抗生素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8項)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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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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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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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抗生素及其代謝物多重殘留分析(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16項)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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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 卡巴得及其代謝物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3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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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項)

16.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猪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81 號公告修正)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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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106 年 8 月 31 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 號公告修正)(MOHWP00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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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圓以糕餅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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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圓以糕餅計。

3. 去水醋酸：上列產品不得檢出。

4. 硼酸及其鹽類、過氧化氫、規定外煤焦色素、羅丹明B、順丁烯二酸、：不得檢出。

5.動物用藥、農藥:依限量標準規定判定。

6.羊肉中摻豬:不得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