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效期 抽驗廠商/地點 供應廠商/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1 1070830 M1070830004-23 魚餃/散裝
銀湯匙泰式火鍋/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號4樓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
區西寧北路6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 1070830 M1070830006-23 黃金魚蛋/1090618
大鍋頭海鮮鍋物/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B1

 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
雄市前鎮區漁港南 一路3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 1070903 K1070903006-023 板豆腐/1071007
上老石鍋(發發火鍋店)/高雄市小港區漢民
路240號

川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大
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48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4 1070903 K1070903008-023
新鮮手工蛋餃
/1080620

上老石鍋(發發火鍋店)/高雄市小港區漢民
路240號

鼎益食品行/嘉義縣溪口鄉柳溝村
南靖厝17-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5 1070903 D107090305-023 凍豆腐/1080520 回品商行/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42號
川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大
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48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6 1070903 D107090306-023 米血/1080609 回品商行/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42號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
糶糴村南進路1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7 1070903 D107090310-023 米血/散裝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35
號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
路103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8 1070903 C1070903004-023 三記魚餃/散裝
銅花精緻涮涮鍋(八面傳香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217號

三記冷凍食品行/基隆市仁愛區仁
三路061巷00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9 1070903
FA1070903004-
023

凍豆腐/散裝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300號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一路300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0 1070903
FA1070903007-
023

鴨血/ 散裝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
2段235號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
里青年路2段23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1 1070903
FA1070903008-
023

腐皮/散裝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
2段235號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
里青年路2段23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2 1070904 B1070904001-023 黃金魚蛋/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27號1
樓、229號1樓

長盈行/高雄市鳳山區民興路80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3 1070904 B1070904003-023 仿干貝燒/ 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27號1
樓、229號1樓

長盈行/高雄市鳳山區民興路80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4 1070904 B1070904005-023 鴻運手工凍豆腐/散裝 舞古賀鍋物/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益大理研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
德區友聯街29巷34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5 1070904 E1070904008-023 鴨血/ 散裝 豪泰火鍋/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6號1樓
賢達冷凍企業有限公司/屏東縣萬
丹鄉南北路三段46巷8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6 1070904 E1070904009-023 冷凍米血糕/ 1080522 豪泰火鍋/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6號1樓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
糶糴村南進路1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7 1070904 E1070904010-023 冷凍熟蛋餃/1080728 豪泰火鍋/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6號1樓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
區西寧北路6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8 1070905 C1070905002-023
龍鳳冷凍蛋餃/
1080503

思前緣餐飲館/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78號
旗山龍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11號7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19 1070905 C1070905003-023 龍鳳燕餃/1080521 思前緣餐飲館/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78號
旗山龍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11號7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0 1070905 H1070905003-023 豆腐/ 散裝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321號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
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1 1070905 H1070905004-023 蛋餃/ 散裝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321號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
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2 1070905 H1070905005-023 魚餃/散裝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321號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
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3 1070906
CA1070906001-
023

甲天下金牌火鍋餃
/1080712

錢源日式涮涮鍋/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
37號

海霸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
區西寧北路6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4 1070906
CA1070906003-
023

好運通燕餃/1081201
原園涮涮鍋/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37號斜
對面

好運通食材通路股份有限公司/新
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三路4號
1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5 1070910 1070910001-023 蛋餃/1090622 辣媽臭臭鍋/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08號
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
雄市前鎮區漁港南 一路3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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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70910 J1070910002-023 切枝/散裝
辣媽臭臭鍋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08
號

辣媽臭臭鍋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
三路108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7 1070910 I1070910001-023 一級棒/1080602
小象石頭個人鍋/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
114號

隆盛食品冷凍股份有限公司/宜蘭
縣蘇澳鎮德興六路1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8 1070910 I1070910002-023 蛋餃/1090212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夢時代店/高
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台灣欣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旗山區三協里磚廠巷16、16之
1、16之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29 1070910 I1070910004-023 世朋鴨血/1071007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夢時代店/高
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世朋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
後勁西路111巷20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0 1070911 J1070911001-023 冷凍蛋餃/ 1080521
極勁商行(綠川小舖)/高雄市旗津區海岸路
2號

旗山龍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111號7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1 1070911 L1070911002-023 米血糕/散裝
楊記麻辣火鍋/高雄市三民區(二)中華三路
265號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
糶糴村南進路15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2 1070911 L1070911004-023 日式經典火鍋料/散裝
合助小吃店/高雄市三民區(二)中華三路
304號1樓

亞洲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仁德區文華路三段428巷100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3 1070911 L1070911005-023 豆腐/散裝
合助小吃店/高雄市三民區(二)中華三路
304號1樓

合助小吃店/高雄市三民區(二)中華
三路304號1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4 1070912
FAA1070912001-
023

傳統板豆腐/1071005
極鮮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正義里五甲二
路157號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神岡區豐工中路1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5 1070912
FAA1070912002-
023

海霸王甲天下火鍋餃
/1080704

極鮮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正義里五甲二
路157號

中華食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大樹區龍目路110之6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6 1070912
FAA1070912003-
023

中華手工蛋餃
/1080704

極鮮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正義里五甲二
路157號

中華食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大樹區龍目路110之6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7 1070913 F1070913003-023 魚餃/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7號 口福/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5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8 1070913 F1070913004-023 花枝丸/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7號
歐記/高雄市茄萣區崎漏村大發路
8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39 1070913 F1070913005-023 鴨血/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7號
賢達企業有限公司/屏東縣萬丹鄉
社皮村68-2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40 1071008 K1071008001-201 東港蝦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宏平分公司/高
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52號1樓

台灣善美的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B棟2
樓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1 1071008 K1071008002-201 手工虱目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宏平分公司/高
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52號1樓

台灣善美的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B棟2
樓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2 1071008 C1071008001-001 淡水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榮佑分公司/高雄市
左營區榮佑路25號

上豐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三重區
中興北街137之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3 1071008 C1071008002-001 東港小旗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榮佑分公司/高雄市
左營區榮佑路25號

上豐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中興北街137之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4 1071008 J1071008004-201 虱目魚丸/ 散裝
昌集商行(大港超市)/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
路476號

昌集商行(大港超市)/高雄市旗津區
中洲三路476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5 1071008 B1071008002-201
台南學甲虱目魚丸/ 散
裝

全聯福利中心(華夏店)/高雄市鼓山區華夏
路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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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6 1071008 B1071008003-201
基隆手工天婦羅片/散
裝

全聯福利中心(華夏店)/高雄市鼓山區華夏
路176號

元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
長順街44號1樓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7 1071008
FAA1071008004-
201

虱目魚丸/ 1080906 老先覺/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230號
雙匯冷凍食品有限公司(金利食品
行)/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中山路
261號之1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8 1071008
FAA1071008005-
201

九層花枝揚/1080913 老先覺/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230號
川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大
園區北港里大觀路548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49 1071008
KB1071008001-
201

旗魚丸/散裝
國忠魚丸/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公有第一市場
18號

國忠魚丸/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公有
第一市場18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0 1071008
KB1071008002-
201

虱目魚丸/散裝 李虱目魚鱸魚/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68號
橋頭公有第一市場魚攤 /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公有第一市場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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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071008
KB1071008003-
201

虱目魚丸/散裝 鮪魚鱻泡湯/高雄市橋頭區橋頭路139號
鮪魚鱻泡湯/高雄市橋頭區橋頭路
139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2 1071008 I1071008001-201 花枝丸/1080718
東倉超市(東揚便利商店有限公司)/高雄市
前鎮區德昌路209號

宏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岡
山區嘉新東路1巷5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3 1071008 I1071008002-201 旗魚丸/散裝
大港生鮮超市/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33號/
佛德路31號

大港生鮮超市/高雄市前鎮區佛德
街33號/佛德路3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4 1071008
FA1071008004-
201

鱈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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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大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鳳仁路369巷28弄19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5 1071008
FA1071008005-
201

蝦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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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
山區中港西路3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6 1071009 J1071009001-201 花枝蝦餅(丸)/10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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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7 1071009 D107100902-201 香菇貢丸
米香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600號-10

米香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
加昌路600號-10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8 1071009 L1071009009-201 花枝丸/10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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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豐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
中興北街137之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59 1071009 L1071009008-201
魚漿煉製品/燒一番/
10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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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02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0 1071009 E1071009004-201 雪魚丸/散裝
億眾來超級商店有限公司-鶴進商行/高雄
市三民區褒揚街285號

億眾來超級商店有限公司-鶴進商
行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85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1 1071009 E1071009005-201 花枝丸/散裝
億眾來超級商店有限公司-鶴進商行/高雄
市三民區褒揚街285號

億眾來超級商店有限公司-鶴進商
行/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85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2 1071009
KE1071009003-
201

風味特級花枝丸
/1080828

阿蓮區公有市場早餐店旁/高雄市阿蓮區中
正路

福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四
湖鄉內湖村三塊厝34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3 1071009
KH1071009001-
201

虱目魚丸原味/散裝
賜福官市場10號攤/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
三段93巷1號

賜福官市場10號攤/高雄市茄萣區
濱海路三段93巷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4 1071009
KH1071009002-
201

蔥肉虱目魚丸/散裝
賜福官市場10號攤/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
三段93巷1號

賜福官市場10號攤/高雄市茄萣區
濱海路三段93巷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5 1071009 H1071009003-201 虱目旗魚丸/ 散裝
江媽媽手工新鮮貢丸/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
路165巷12號對面(國民市場)

江媽媽手工新鮮貢丸/高雄市苓雅
區青年一路165巷12號對面(國民
市場)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6 1071011 D107101102-201 魚餃/散裝
長鈺食品企業行/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429-1號

長鈺食品企業行/高雄市楠梓區海
專路429-1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7 1071011 F1071011004-201 花枝丸/散裝
新宴燒肉店-野饌/高雄市新興區七賢1路
500號

新宴燒肉店-野饌/高雄市新興區七
賢1路500號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8 1071012 F1071012001-201 虱目魚丸/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林森分公司/高
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0號

臺灣善美的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新店區寶中路95號之12

硼酸、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69 1071008
FC1071008001-
201

冷凍白蝦/散裝
九久大賣場/高雄市大寮區大寮村大仁路1
號

興旺來企業行/高雄市鳳山區新興
里經武路28巷8號1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0 1071008
FC1071008005-
201

紅蝦仁/散裝
愛國生鮮超市/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4-
2號

林00/屏東縣東港鎮00街00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1 1071008 K1071008003-201 野生沙蝦仁/ 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宏平分公司/高
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52號1樓

台灣善美的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東一路6號B棟2
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2 1071008 C1071008003-001 白刺蝦/1090823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榮佑分公司/高雄市
左營區榮佑路25號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
雄鄉北斗村中正路28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3 1071008 J1071008005-201 紅蝦仁/ 散裝
昌集商行(大港超市)/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
路476號

昌集商行(大港超市)/高雄市旗津區
中洲三路476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4 1071008 B1071008001-201 白蝦仁/散裝
全聯福利中心(華夏店)/高雄市鼓山區華夏
路176號

元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
長順街44號1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5 1071008
FAA1071008006-
201

冷凍生白蝦/1090811 老先覺/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230號
義合旺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 新北市
中和區建一路3號6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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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071008 I1071008006-201 冷凍白蝦/1100306
台糖公司蜜鄰便利超市高雄光華直營店/高
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78號

八方環球有限公司 /嘉義縣布袋鎮
仁愛街6巷26號1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7 1071008
FA1071008006-
201

蝦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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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旺水產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中
和區健康路1號5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8 1071009
FB1071009002-
201

野生沙蝦仁/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林園區廣應
村東林西路394號1樓

勝閎實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
中正二街380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9 1071009 D107100903-201 草蝦仁/散裝
愛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德賢分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德祥路223號

愛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德賢分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223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0 1071009 L1071009007-201 鮮凍大白蝦/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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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17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1 1071009 E1071009006-201 白翅蝦/散裝
億眾來超級商店有限公司-鶴進商行/高雄
市三民區褒揚街285號

參方達興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
區佛中路64號5樓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2 1071009
CE1071009001-
201

劍蝦蝦仁/1071011
高雄市杉林區農會附設生鮮超市/高雄市杉
林區月眉里清水路45號

財團法人台農漁會超市中心附設物
流部 /屏東縣麟洛鄉中正路1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3 1071009
CE1071009002-
201

冷凍草蝦/1071116
賀買生鮮超市/高雄市杉林區清水路36-2
號

佳陞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
鎮區成功二路39號C2244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4 1071009
CE1071009003-
201

蝦仁/ 1071010
賀買生鮮超市/高雄市杉林區清水路36-2
號

莊00/高雄市旗山區00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5 1071009 H1071009004-201 草蝦/1091101
JASONS MARKET/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18號B1

高豐海產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
林區中山北路6段290巷7弄11之1
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6 1071011 F1071011005-201 蝦子/散裝
新宴燒肉店-野饌/高雄市新興區七賢1路
500號

新宴燒肉店-野饌 /高雄市新興區七
賢1路500號

硼酸、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7 1070830 M1070830003-23 白蝦(冷凍)/散裝
銀湯匙泰式火鍋/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號4樓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
莊區中山路一段67號14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88 1070903
FAA1070903003-
023

冷凍干貝/1100206
好客燒烤高雄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12樓

漢威冷凍水產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
鎮區后平路80號11樓之3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89 1070903
FAA1070903004-
023

蛤蠣/散裝
好客燒烤高雄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12樓

廚坊蔬果生鮮/07-3891935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0 1070903 I1070903005-023 白蝦/1081106 鮨彩/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14樓
立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大
同區西寧北路70號6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1 1070903 I1070903006-023 澎湖小卷/散裝
肉多多火鍋三多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12樓

牧海曾00/097500xxxx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2 1070903 J1070903001-023 魷魚/ 1090116
可瑞安韓國料理專賣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
三路217號B2

小捲海鮮/07-831xxxx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3 1070903 J1070903003-023 冷凍草蝦/1100520
肉多多火鍋三多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12樓

友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新北
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九路18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4 1070904
KA1070904005-
023

冷凍鯛魚片/1090515
瑪尚飲美食店/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266
號

明泉冷凍廠/桃園市蘆山區海山路1
段20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5 1070904 L1070904005-023 鯛魚/散裝
鹿兒島日式涮涮鍋/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
一路468號1F

聯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
(二)重慶街29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6 1070904 L1070904006-023 鮮蚵/散裝
鹿兒島日式涮涮鍋/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
一路468號1F

聯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
(二)重慶街29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7 1070904 E1070904006-023 海香菇/1090611 豪泰火鍋/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6號1樓
金霆企業有限公司/台東縣卑南鄉
賓朗村頂永豐路7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8 1070904 E1070904007-023 螺肉/1090702 豪泰火鍋/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6號1樓
金霆企業有限公司/台東縣卑南鄉
賓朗村頂永豐路7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9 1070905 I1070905002
115135FARM RAISED
SHRIMP(冷凍生蝦)/
1080824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
路656號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中華五路65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0 1070906
KG1070906001-
023

鯛魚片/1090626
湖海涮涮鍋/高雄市湖內區湖東村東方路
145號1樓

信揚水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
市左營區左營區民族一路65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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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70913
KA1070913001-
023

台灣冷凍鯛魚片
/1090730

京賀食品店/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37號
保証責任嘉義縣六合全漁業生產合
作社/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75-20
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2 1070913 F1070913001-023 臺灣鯛/1071211 翰品酒店/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43號
福億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
州鎮蓬萊里榮祥巷32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3 1070913 F1070913002-023 鮭魚/散裝 翰品酒店/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43號
佶達海產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
德威街26號1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4 1070926 O1070926001 午仔魚/散裝
前鎮漁市場-李洪秀玉/高雄市前鎮區漁港
中一路3號

前鎮漁市場-李洪秀玉/高雄市前鎮
區漁港中一路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5 1071001
FB1071001001-
201

純海水龍虎斑(魚片
/1080901

魚社長/高雄市林園區港埔三路232巷76-1
號

魚社長/高雄市林園區港埔三路
232巷76-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6 1071001
KA1071001001-
201

鱸魚/散裝
東齊生鮮超市(柏茂商行)/高雄市岡山區仁
壽里柳橋西路166號一樓

岡山漁市場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7 1071001
KA1071001002-
201

黃魚/散裝
東齊生鮮超市(柏茂商行)/高雄市岡山區仁
壽里柳橋西路166號一樓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魚市場/高雄市
梓官區漁港二路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8 1071001
KA1071001003-
201

虱目魚/散裝
東齊生鮮超市(柏茂商行)/高雄市岡山區仁
壽里柳橋西路166號一樓

岡山漁市場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09 1071002
CA1071002001-
201

台南學甲無刺虱目魚肚
/ 散裝

全聯(中華店)/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31號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台南市學甲區
中正路47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0 1071002
CA1071002002-
201

金目鱸魚/散裝 全聯(中華店)/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31號
佳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
山區伊寧街46-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1 1071002
CA1071002003-
201

無刺虱目魚/散裝
814超市(沛郡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中
學路127號

簡00/屏東縣東港鎮00街0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2 1071002
CA1071002004-
201

伍仔魚/散裝
814超市(沛郡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中
學路127號

簡00/屏東縣東港鎮00街0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3 1071002
fg1071002001-
201

台南學甲無刺虱目魚肚
/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大社區中山
路347號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台南市學甲區
中正路47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4 1071004
FD1071004001-
201

特選虱目魚肚
/1080805

高雄大樹分公司/高雄市大樹區新鎮路
850、858、866號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台南市學甲區
中正路47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5 1071004
KG1071004001-
201

吳郭魚/散裝
湖內保生分公司/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保生
路169號

佳鮮國際有限公司/台北市大同區
伊寧街46-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6 1071004
KG1071004002-
201

金目鱸魚/散裝
湖內保生分公司/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保生
路169號

佳鮮國際有限公司/台北市大同區
伊寧街46-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7 1071004
KG1071004003-
201

切片草魚/散裝
湖內保生分公司/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保生
路169號

元鯕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萬華區
長順街44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8 1071005
FE1071005001-
107

虱目魚肚/散裝 新鎮生鮮超市/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50號
虱目魚批發零售/高雄市彌陀區南
寮里復興街2-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9 1070830 M1070830005-23 皇冠豬梅花肉/散裝
大鍋頭海鮮鍋物/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B1

裕祥冷凍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新
興區興華路1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0 1070903 K1070903005-023 鼎-豬火鍋片/1080213 大上海臭臭鍋/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16號
鼎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大
寮區三隆路638巷3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1 1070903 K1070903007-023 豬肉片/散裝
上老石鍋(發發火鍋店)/高雄市小港區漢民
路240號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樹林區俊安街4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2 1070903 D107090304-023 豬肉/散裝 回品商行/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42號
回品商行/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
142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3 1070903 D107090308-023 豬肉/散裝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35
號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
路103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4 1070903 C1070903003-023
梅花嫩豬肉(梅花肉卷)/
散裝

天水玥秘境鍋物殿/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105號

保億冷凍食品有限公司/屏東縣九
如鄉黃金路5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5 1070903 C1070903005-023 雞腿肉/散裝
銅花精緻涮涮鍋(八面傳香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217號

坤翰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榮華
村和平路23巷2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效期 抽驗廠商/地點 供應廠商/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07年火鍋食材抽驗【合格】清單

126 1070903
FA1070903003-
023

豬肉/散裝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300號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一路30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7 1070903
FA1070903006-
023

羊肉/散裝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
2段235號

老上海臭臭鍋/高雄市鳳山區文福
里青年路2段23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8 1070904 B1070904006-023 櫻桃鴨/散裝 舞古賀鍋物/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裕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新
興區興華路1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9 1070904 B1070904008-023 雞腿肉/散裝 舞古賀鍋物/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
縣南投市工業東路1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0 1070905 M1070905102 羅勒蒜香豬肉片/散裝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
路656號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中華五路65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1 1070905 H1070905002-023 豬肉片/散裝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321號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
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2 1070906 H1070906001-023 牛肉/散裝
陶公坊高雄火鍋/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
35號

陶公坊高雄火鍋/高雄市苓雅區興
中二路3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3 1070906
CA1070906002-
023

牛肉肉片/1080712
錢源日式涮涮鍋/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
37號

明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651號2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4 1070906
CA1070906004-
023

豬肉片/散裝
原園涮涮鍋/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37號斜
對面

012豬肉攤/高雄市旗山區延平市
場內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5 1070906
CA1070906005-
023

牛肉(霜降牛肉)/散裝
五鮮級平價鍋物/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17
號

裕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新
興區興華路1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6 1071001 K1071001004-401
冷藏豬胛心肉附皮/散
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便利購高雄小港店)/高
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11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分公司/高
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7 1071001 B1071001004-401 豬肝/1080306
聖德科斯(高美館門市)/高雄市鼓山區美術
南二路248號

保證責任台灣省肉品運銷合作社/
嘉義縣朴子市中興路13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8 1071001 E1071001003-401 肉雞切塊/1071002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民金獅湖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鼎力路15、17、
19、21號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桃
園區永安路0巷106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9 1071001
FA1071001005-
104

豬肉(台灣)/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鳳山中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66號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鳳山中山
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6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0 1071001
FAA1071001004-
401

雞二節翅-解凍肉/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瑞隆分公司/高
雄市鳳山區(二)瑞隆東路50號1樓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肉
品加工廠/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
區工業東路1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1 1071002 D107100204-401
台糖附皮五花肉條/散
裝

台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土庫
1路60號

台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
梓區土庫1路6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2 1071002 C1071002003-401 冷藏豬頸花肉/散裝
便利購左營南屏店/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
369號

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路竹區中山南路47號1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3 1071002 H1071002003-401 豬肉/散裝 麗尊大酒店/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安中商行(葉文君)/高雄市前鎮區
前鎮街8-11號 戍字1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4 1071002 I1071002001-401 原胸丁(雞)/1071007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民小學(公辦公營)/高
雄市前鎮區后平路135號

沅泰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
新都路1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5 1071004 F1071004003-401 雞清胸肉/散裝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漢神百貨店(超市)/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之1號B3樓

超秦集團/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0
巷10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6 1071007 J1071007005-401 雞清胸肉-冷藏肉/散裝
JASONS MARKET/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大園生鮮廠
/ 桃園市大園區田心里4鄰崁腳4-1
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7 1071007 J1071007006-401 雞肫-冷藏肉/散裝
JASONS MARKET/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大園生鮮廠
/ 桃園市大園區田心里4鄰崁腳4-1
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8 1070830 M1070830001-23 乃龍(白菜)/ 散裝 輕井澤/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274號
宸託蔬果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
文自路526之1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49 1070830 M1070830002-23 南瓜/散裝 輕井澤/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274號
宸託蔬果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
文自路526之1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0 1070830 B1070830003-107 九層塔/散裝
西事特生鮮超市/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900號

陳00/高雄市三民區00路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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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070903 K1070903001-107 茄子/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小港漢民分公司/高
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93號1樓

雲林縣振興果菜生產合作社/雲林
縣西螺鎮振興里振興路246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2 1070903 K1070903004-023 金針菇/散裝 大上海臭臭鍋/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16號 鳳農市場/07-7538377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3 1070903 D107090301-107 有機轉型白莧菜/散裝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高雄
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
司/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4 1070903 D107090302-107 青江菜/ 散裝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司/高雄
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
司/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5 1070903 D107090309-023 青江菜/散裝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35
號

時作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後昌
路1035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6 1070903 C1070903002-023 金針菇/散裝
天水玥秘境鍋物殿/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105號

三川農業園 /台中市霧峰區舊正里
豐正路57巷4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7 1070903
FA1070903002-
023

金針菇/散裝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300號

第一名火烤兩吃/高雄市鳳山區五
甲一路3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8 1070903 I1070903002-107 四季豆/散裝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公
正路181號

鳳農市場第九區/07-7554897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9 1070903 I1070903003-107 大辣椒/散裝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公
正路181號

鳳農市場第八區/07-7553675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0 1070904 B1070904002-023 金針菇/散裝
汕頭泉成/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27號1
樓、229號1樓

盛霖行/7533324、7532245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1 1070904 L1070904002-107 有機豌豆苗/散裝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自由高分公司/高雄
市三民區(二)自由一路89號

永豐有機農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州鎮四春里四春路８２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2 1070904 E1070904005-023 胡蘿蔔/散裝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鼎金店/高雄市三民區鼎
山街259號及261號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鼎金店/高雄市
三民區鼎山街259號及261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3 1070905
FA1070905002-
107

有機黑葉白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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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00/雲林縣西螺鎮00路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4 1070905
FD1070905003-
023

高麗菜/散裝
義大天悅飯店/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義大8
街100號

頂柳合作社/屏東縣屏東市中柳路
395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5 1070905
FD1070905004-
023

鴻喜菇/散裝
義大皇家酒店/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53號

台灣北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神農路2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6 1070905
FD1070905005-
023

高麗菜/散裝 沏茶園/高雄市大樹區長春路78-2號
沏茶園/高雄市大樹區長春路78-2
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7 1070905 H1070905001-023 高麗菜/散裝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321號

火鍋家評價優質火鍋專賣店/高雄
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21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8 1070906 F1070906002-107 茄子/散裝
福華大飯店(股)公司/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
路311號

森鮮蔬果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
鼎昌街56-1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9 1070906 KA1070906003 高麗菜/ 散裝 豚將拉麵/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號
鑫順成蔬果行/高雄市苓雅區永平
路46巷12號4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0 1070906 KA1070906002 金針菇/散裝
寧記麻辣鴛鴦火鍋/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150號

秉發商行/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
15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1 1070910 I1070910003-023 金菇/散裝
高雄夢時代殿/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禾提生技農場/ 台中市霧峰區北岸
路53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2 1070910 J1070910003-023 金針菇/散裝 珍巧津食堂/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69號
寶陞農場/台中市后里區圳寮路
116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3 1070911
M1070911005-
041-2

洋蔥/散裝 咚豬咚豬/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45號
咚豬咚豬/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
段245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4 1070911 L1070911003-023 洋蔥/散裝
楊記麻辣火鍋/高雄市三民區(二)中華三路
265號

陳00/0919645278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5 1070912
FAA1070912004-
023

高麗菜/散裝
極鮮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正義里五甲二
路157號

尚美果菜行/07-7531338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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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1070926 FA1070926001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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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陽農產/雲林縣西螺鎮市場北路
25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7 1071001 K1071001003-107 地瓜葉/散裝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便利購高雄小港店)/高
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11號

保證責任雲林縣西螺果菜生產合作
社/雲林縣西螺鎮漢光里平和南路
313巷32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8 1071001 B1071001003-107 有機玉米筍/ 散裝
聖德科斯(高美館門市)/高雄市鼓山區美術
南二路248號

鋐洲生技有機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顏厝巷67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9 1071001 E1071001001-107 有機綠豆芽/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三民金獅湖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鼎力路15、17、
19、21號

自然世淨農產有限公司/台中市后
里區眉豐路12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0 1071001 H1071001001-107 紅蘿蔔-有機/散裝
里仁公司-苓雅文化店/高雄市苓雅區廣州
一街147號

福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
山區南京東路4段75號4樓之1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1 1071001
FAA1071001003-
107

甜玉米-帶殼玉米筍/散
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鳳山瑞隆分公司/高
雄市鳳山區(二)瑞隆東路50號1樓

蘇00/雲林縣西螺鎮00路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2 1071002 D107100203-107 有機青松菜/散裝
台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土庫
1路60號

台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
梓區土庫1路6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3 1071002 J1071002003-107 有機日本水菜/散裝
JASONS MARKET/惠康百貨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1

台南縣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善化
產業工會/台南市善化區溪美里溪
尾31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4 1071003
FC1071003001-
035

地瓜葉/散裝
御品月子餐/高雄市大寮區成功路177巷
129號

友鮮行/高雄市小港區松崗路132
巷1-5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5 1071009 L1071009001-107
善美的有機小白菜/散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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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善美綠色健康生態農場股份有限
公司/台南市永康區鹽洲里中正南
路659號3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檢驗方法:
1.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106年2月14日衛授食字第1061900219號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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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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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硝基呋喃代謝物(107 年 3 月 29 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0536 號公告修正)(MOHWV0040.05)(4項)
6.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 孔雀綠及其代謝物之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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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48項)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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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硝基呋喃代謝物(107 年 3 月 29 日衛授食字第 1071900536 號公告修正)(MOHWV0040.05)(4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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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12 月10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106 號公告修正)(20項)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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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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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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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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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酸及其鹽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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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乾、白葡萄乾、動物膠、脫水蔬菜及其他脫水水果、糖蜜及糖飴、食用樹薯澱粉、糖漬果實類、蝦類及貝類、蒟蒻，上述食品以外之其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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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動物用藥、農藥:依法規標準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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