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有效日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廠商 採樣地址 來源商 來源商地址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1 散裝 1100222 菜包粿 阿貴湯圓 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545巷61號 阿貴湯圓 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545巷61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2 2021/5/26 1100222 素三牲(烘焙產品) 大流通超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46之1號 順成喜餅行 彰化縣社頭鄉廣福村社石路760巷247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3 散裝 1100222 甜粿 攤商 高雄市仁武區仁新巷2-16號 攤商 高雄市仁武區仁新巷2-16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4 散裝 1100223 草仔粿 新建成商號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村中北路4號 新建成商號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村中北路4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5 散裝 1100223 花生蘿蔔糕 新建成商號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村中北路4號 新建成商號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村中北路4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6 散裝 1100223 九層糕 李記古早味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82號 李記古早味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82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7 散裝 1100223 芋頭甜粿 李記古早味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82號 李記古早味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82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8 散裝 1100225 草仔粿 赤山阿嬤的粿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自由黃昏市

場一街66
赤山阿嬤的粿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自由黃昏市場一街

66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甲醛 合格

9 2021/3/2 1100224 麻糬(全素) 旗山傳統市場 高雄市旗山區中央鞋店前攤位 至岡二食品有限公司二廠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銀杉街51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甲醛 合格

10 散裝 1100224 潤糕 尤家赤山粿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49號前馬路邊 尤家赤山粿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鳳松路49號前馬路邊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甲醛 合格

11 散裝 1100222 全麥春捲皮 食之卷全麥春捲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騎樓 食之卷全麥春捲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騎樓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2 散裝 1100222 潤餅皮 小市民春捲 高雄市左營區龍華市場168號 小市民春捲 高雄市左營區龍華市場168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3 散裝 1000222 潤餅皮 阿母的潤餅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市場二街31號 阿母的潤餅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市場二街31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4 散裝 1100225 潤餅皮 60年三代春捲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號 60年三代春捲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5 散裝 1100224 潤餅皮 南台春捲浮水魚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0號 南台春捲浮水魚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0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6 散裝 1100222 潤餅皮 王0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武廟路70號 60年三代春捲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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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散裝 1100222 春捲皮 (憲德市場)春捲皮
高雄市前鎮區慈安中葯房後面(憲德市場)

靠廁所邊
(憲德市場)春捲皮 高雄市前鎮區慈安中葯房後面(憲德市場)靠廁所邊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8 散裝 1100223 潤餅皮 茴香全麥春捲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8號 茴香全麥春捲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8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19 散裝 1100223 潤餅皮 小港區二苓市場-春捲皮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27巷9號(二苓市場

內)
小港區二苓市場-春捲皮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27巷9號(二苓市場內)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20 散裝 1100224 春捲皮 十全市場-秀雲全麥春捲皮 高雄市三民區(二)遼寧二街186號 十全市場-秀雲全麥春捲皮 高雄市三民區(二)遼寧二街186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合格

21 散裝 1100223 豆芽菜 品陶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褒忠街151號 林O漳(豆芽菜供應商) 哈囉市場販售點：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156號前 殺菌劑、漂白劑、農藥殘留 合格

22 散裝 1100222 綠豆芽 大港超市-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7號１樓 大港超市-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7號１樓 殺菌劑、漂白劑、農藥殘留 合格

23 散裝 1100223 綠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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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菌劑、漂白劑、農藥殘留 合格

24 散裝 1100223 有機綠豆芽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梓官中

正分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中正路75號 自然世淨農產有限公司 台中市后里區后里里三豐路4段129巷93弄33號 殺菌劑、漂白劑、農藥殘留 合格

25 散裝 1100222 甘藍(高麗菜) 全聯福利中心(華夏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夏路176號 鴻宇農產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209巷74弄9號 農藥殘留 合格

26 散裝 1100224 高麗菜 延平果菜行(市場內) 高雄市旗山區仁和街44號 延平果菜行(市場內) 高雄市旗山區仁和街44號 農藥殘留 合格

27 散裝 1100222 甘藍 楠梓土庫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三路55、57號 台灣善美的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工東一路6號B棟2樓 農藥殘留 合格

28 散裝 1100222 高麗菜 茴香全麥春捲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8號 茴香全麥春捲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8號 農藥殘留 合格

29 散裝 1100223 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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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殘留 合格

30 散裝 1100223 高麗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梓官中

正分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中正路75號 鴻宇農產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永華路18之8號 農藥殘留 合格

31 2022/2/5 1100224 冷凍速食牲禮肉(蛋素) 旗昌行素料行 高雄市旗山區公有市場 力善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松里鳳仁路86之22號1樓 殺菌劑 合格

32 2021/12/24 1100223 香菇素牲禮(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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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素食品廠 台南市西港區檨林里31之1號 殺菌劑 合格

33 2022/1/5 1100223 素食雞肉 燕巢區農會生鮮超市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73號 燕巢區農會生鮮超市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73號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 合格

34 散裝 1100223 素食魚肉(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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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峰行 屏東縣竹田鄉泗洲村新莊洋路4號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 合格



35 2022/4/13 1100304 煙燻茶鵝(全素) 素蒲屋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102號 正永傳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市新泰路381巷1號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 合格

36 2022/1/5 1100304 素鮪魚生魚片(全素) 素蒲屋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103號 山本旺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嘉添181-15號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 合格

37 2021/12/8 1100304 一口嚐(全素) 全民素生活 高雄市鳳山區天興街32號 天恩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縣中埔鄉金蘭村金蘭24-11號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 合格

38 散裝 1100222 黃豆干 食之卷全麥春捲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騎樓 嘉全行 屏東縣新埤鄉建功村中興路100之1號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39 2021/2/23 1100222 大黑干(非基改) 楠梓土庫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三路55、57號 知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9路62號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40 散裝 1100222 豆干 春捲 高雄市鳳山區(二)南光街156號前攤販 春捲 高雄市鳳山區(二)南光街156號前攤販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41 散裝 1100222 豆干 素食攤(鄭00/憲德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憲德市場巷8號 素食攤(鄭00/憲德市場) 高雄市前鎮區憲德市場巷8號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42 2021/3/4 1100223 黃豆干 茴香全麥春捲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8號 嘉全行 屏東縣新埤鄉建功村中興路100之1號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43 散裝 1100222 豆干丁 尚品葷素全麥春捲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57號 城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濃公路63號 防腐劑、二甲乙基黃 合格

44 2021/3/11 1000222 花生粉 阿母的潤餅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市場二街31號 永豐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新路192號 總黃麴毒素 合格

45 2021/4/29 1100224 花生粉 蓮花全麥春捲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1號 穎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芳漢路芳2段758號 總黃麴毒素 合格

46 散裝 1100225 花生粉 60年三代春捲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號 60年三代春捲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號 總黃麴毒素 合格

47 散裝 1100222 花生粉 王0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武廟路70號 祥裕商行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八德路22號 總黃麴毒素 合格

48 散裝 1100224 花生粉 十全市場-秀雲全麥春捲皮 高雄市三民區(二)遼寧二街186號 今日食油行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406號 總黃麴毒素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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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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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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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之鑑別方法(103年12月24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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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食品中著色劑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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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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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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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食品中黴菌毒素檢驗方法 - 黃麴毒素之檢驗(109 年 9 月 2 日衛授食字第 1091901654 號公告修正)(MOHWT0001.04)

13.食品中動物性成分-衛生福利部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33號公告修正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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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二甲基黃、二乙基黃、規定外煤焦色素、甲醛、硼酸及其鹽類、甘精:不得檢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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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二氧化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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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黃麴毒素:供直接食用之花生、油籽、黃豆，及其加工產品、其他供直接食用之堅果類及其加工產品，去殼 4 μg /kg。

8.規定煤焦色素:與標示相符。

9農藥殘留:依法規標準判定。

10.醋磺內酯鉀:本品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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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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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食品中動物性成分:與產品外包裝標示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