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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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305 春捲/散裝
蔡00/高雄市鳳山區(二)南光街156號
前攤販

蔡00/高雄市鳳山區(二)南光街156號前攤販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 1080305 潤餅皮/散裝
春捲攤/高雄市楠梓區和光街109巷61
號

阿華古早味碗粿.肉粽/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2
號-6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 1080305 春捲皮/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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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規定相符

4 1080305 春捲皮/散裝
秀雲全麥春捲皮/高雄市三民區(二)十
全市場/遼寧二街186號

秀雲全麥春捲皮/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市場/
遼寧二街186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5 1080305 春捲皮/散裝
新民市場(何記潤餅)/高雄市三民區新
民路152巷278前

新民市場(何記潤餅)/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
152巷278前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6 1080305 全麥春捲皮/散裝
卷益卷全麥春捲/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
路49號

林小如小姐/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與新中街
路口(青雲宮1樓)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 1080305 潤餅皮/ 散裝
二苓市場-春捲攤/高雄市小港區永義
街92巷1弄11-3號

二苓市場-春捲攤/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92巷1
弄11-3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8 1080306 潤餅皮/散裝 素葷春捲/高雄市大寮區鳳林黃昏市場 素葷春捲/高雄市大寮區鳳林黃昏市場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9 1080307 潤餅皮/ 散裝
大統素食總匯/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第
4入口處(新興市場)

大統素食總匯/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第4入口
處(新興市場)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0 1080306 春捲皮/散裝
美麗島春捲/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
46號

美麗島春捲/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6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1 1080307 潤餅皮/散裝 林00/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47號前 林00/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47號前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2 1080307 潤餅皮/散裝
胖虎春捲(旗山市場攤販)/高雄市內門
區菜園頂12號

胖虎春捲(旗山市場攤販)/高雄市內門區菜園
頂12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3 1080307 春捲皮/散裝
攤商6號(春捲)/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市
場中山路口

吉成食品/屏東縣屏東市光復路350巷39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4 1080307 春捲皮/散裝
老街春捲皮/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1
號前

老街春捲皮/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1號前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5 1080307 潤餅皮/1080308
慈一素食店/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00
號

慈一素食店/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00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6 1080307 潤餅皮/ 散裝
頂好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
與苓雅一路路口

頂好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與苓雅
一路路口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7 1080307 潤餅皮/散裝
歡喜春捲/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3
號前

歡喜春捲/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3號前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8 1080307 潤餅皮/ 散裝
鮮Q養生蔬果捲/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
路1379號

鮮Q養生蔬果捲/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379
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19 1080308 春捲皮/散裝
春捲（路邊攤）/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
29號旁（清心冷飲旁）

春捲（路邊攤）/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9號旁
（清心冷飲旁）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0 1080308 春捲皮/散裝
春捲攤/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6號前
攤位

春捲攤/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6號前攤位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1 1080308 潤餅皮/ 散裝 黃家潤餅/高雄市岡山區文賢路11號 黃家潤餅/高雄市岡山區文賢路11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2 1080308 潤餅皮/ 散裝 張記春捲/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35號 張記春捲/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35號 防腐劑、甜味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23 1080225
義美大黑豆乾

/1080317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自由二店/高雄市左
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148號及150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
路二段88號10樓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24 1080225 豆干/散裝
池上飯包/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18
巷17號

孫記食品/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31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25 1080225 滷大黑干/散裝
鳳山經武/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75、
377號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
本工ㄧ路２５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26 1080226
有機黃豆傳統豆乾

/1080301
里仁/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70號

香雪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西港區西
港里文化路83巷28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清明節抽驗符合規定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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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80226 大黑干3入/1080226
前鎮和誠分公司(全聯)/高雄市前鎮區
草衙里和誠街107、117號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
本工ㄧ路２５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28 1080226 辣豆干/1081115 愛國超市/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68號
天素食品有限公司/台中市清水區秀水里海濱
路178-33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29 1080226 五香豆干/1080511
大賜商行(大立生鮮超市)/高雄市路竹
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路529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0 1080227 豆乾/ 1080301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
德昌路55號

香雪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西港區西
港里文化路83巷28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1 1080227
客家小炒豆干

/1080312
沛郡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
學路127號1樓

惠豐食品商行/彰化縣田尾鄉田尾村光復路二
段752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2 1080227
古早傳統豆乾/

1080312
沛郡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
學路127號1樓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
路二段88號10樓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3 1080227 豆干/散裝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
一路149-1號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49-1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4 1080226
五香豆皮豆乾

/1080601
福生來來大賣場/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
建村街155號

德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大里區仁化里
仁化路756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5 1080226
豆干-大板條
/1080813

福生來來大賣場/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
建村街155號

展譽商行/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80巷265-1號
防腐劑、殺菌劑、著色劑(二甲基黃、二

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36 1080225 花生粉/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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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芳苑鄉仁愛村
芳漢路芳二段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37 1080225
炒熟花生粉(調合

粉)/1081008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自由二店/高雄市左
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148號及150號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南投縣南
投市新興里自強三路2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38 1080225 花生粉/1090109
賀康生鮮超市/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
324號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南投縣南
投市新興里自強三路2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39 1080226 花生粉/ 散裝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公正路181號

穎寶企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
路芳二段５３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0 1082260 花生粉/1080326
開飯-夢時代店/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
路789號3樓(開飯-夢時代店)

鼎玫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
399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1 1080226 花生粉/1090901 愛國超市/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68號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南投縣南
投市新興里自強三路2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2 1080226
炒熟花生粉(調味

粉)/1090301
大賜商行(大立生鮮超市)/高雄市路竹
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廠/南投縣南
投市新興里自強三路2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3 1080226
本產高級花生粉/

1080428
李家肉粽/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2號

穎寶企業有限公司/彰化縣芳苑鄉芳苑村芳漢
路芳二段５３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4 1080227 花生粉/散裝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
一路149-1號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49-1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5 1080227 花生粉/ 散裝
春蘭割包/高雄市新興區仁聲里復興一
路5號

春蘭割包/高雄市新興區仁聲里復興一路5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6 1080223 羊肉火鍋肉/1080408
東倉超市四海門市/高雄市鳳山區(二)
四海街39號

潮州鎮農會生鮮超市/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
182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7 1080225
皇金土雞骨腿

/108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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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柳營肉品二廠/台
南市柳營區長榮路6段51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8 1080225 豬胛心肉塊/ 1080226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
興楠路72號

台灣農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縣屏東市建
國路48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9 1080225 除骨雞排/1090210
燒丼株式會社/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B1

錸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屏東縣內埔
鄉美和村四維路398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0 1080225
冷藏豬小排丁/

1080228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自由二店/高雄市左
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148號及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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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1080225 土雞骨腿/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苓雅區
日中里林森二路36號1樓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
林森二路36號1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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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80225
雞胸肉去皮-冷藏肉/

散裝
全聯福利中心(明倫店)/高雄市鼓山區
明倫路466號

台灣卜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松
江路 87 號 帝國大廈 17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3 1080225 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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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中華五/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4 1080226 羊肉片/散裝
凱銘有限公司/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
136號

立冠冷凍食品行/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3段
480號果菜市場A區1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5 1080225 豬肉/生的.醃過/ 散裝
正忠排骨十全店/潤泰餐飲十全店/高
雄市三民區(二)十全一路393號

正忠排骨十全店/潤泰餐飲十全店/高雄市三
民區(二)十全一路39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6 1080227 雞肉/ 散裝
枝仔冰城旗山門市/高雄市旗山區中山
路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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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1080227 豬肉/ 散裝
龍師傅便當/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33
號

龍師傅便當/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3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8 1080219 天然養生蛋/1080315
愛國生鮮超市/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
14-2號

泰興蛋品/高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洲二路118
巷30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9 1080219 珍貴白蛋/1080313
愛國生鮮超市/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
14-2號

貝儂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龍江
街9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0 1080219 洗選鮮蛋/1080310
愛國生鮮超市/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
14-2號

泰興蛋品/高雄市林園區溪州里溪洲二路118
巷30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1 1080219 源牧鮮蛋/1080306
統一超商-永芳門市/高雄市大寮區永
芳里41-3號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關廟區關新
路二段387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2 1080219 雞蛋/ 散裝
早安美芝城(旗楠店)/高雄市旗山區旗
楠二路5號

慶利牧場/ 屏東縣里港鄉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3 1080219 雞蛋/散裝
晨間廚房(中學店)/高雄市旗山區中山
南街52號

吉利新鮮蛋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
路86之2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4 1080219 雞蛋/散裝
頂集企業行/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
210號

宇泉牧場/ 屏東縣里港鄉土庫村東容巷9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5 1080219 雞蛋/ 1080310
吉利金香舖/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
129號

生蛋畜牧場/高雄市美濃區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6 1080219 雞蛋/1080301
長青上好吃早餐/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
路51號

 陳佳欽牧場/高雄市內門區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7 1080221 白殼雞蛋/1080320
大港生鮮超市(友集商行)/高雄市林園
區東林西路97號之1

中游實業行/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638巷5
弄25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8 1080223 古早蛋/ 1080321
鑫富商生活百貨行/高雄市鳥松區學堂
路５０號

貝儂絲生化科技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龍江
街9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9 1080305 鳳片/散裝
上結西點麵包/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福
一路72號

上結西點麵包/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福一路72
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0 1080305 紅龜粿/散裝 洪00/高雄市楠梓區00巷00號 洪00/高雄市楠梓區00巷00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1 1080305 麻糬/ 1080316
秋同食品行/高雄市前鎮區憲德市場巷
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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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2 1080305 紅龜粿/散裝
古早味阿嬤油飯/高雄市三民區(二)喜
峰街153號騎樓前/十全市場

古早味阿嬤油飯/高雄市三民區(二)喜峰街
153號騎樓前/十全市場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3 1080305 草仔粿/ 1080306
建興市場(生鮮牛羊肉旁)/高雄市三民
區建德路(高市鳳山區文南街123號)

建興市場(生鮮牛羊肉旁)/高雄市三民區建德
路(高市鳳山區文南街123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4 1080305
米麻糬(紅龜、紅圓、

壽桃、環)
許00/高雄市左營區00路00號

慶達食品企業社/高雄市大社區和平路二段
368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5 1080305 紅圓/散裝
三山國王廟市場-許00/高雄市左營區
三山國王廟市場

三山國王廟市場-許00/高雄市左營區三山國
王廟市場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6 1080305 紅龜粿/ 散裝
二苓市場-赤山草子粿/高雄市小港區
永義街92巷2弄10號

二苓市場-赤山草子粿/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
92巷2弄10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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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070307 芋粿/ 散裝 朱00攤位/高雄市前金區大立早市 朱00攤位/高雄市前金區大立早市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78 1080306 紅龜粿/ 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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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79 1080308 紅龜粿/散裝
苓雅二路攤販-黃記紅龜粿/高雄市苓
雅區苓雅二路135號之1

苓雅二路攤販-黃記紅龜粿/高雄市苓雅區苓
雅二路135號之1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80 1080225
北平烤鴨(全素)/

1081211
東倉超市四海門市/高雄市鳳山區(二)
四海街39號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
美港橫巷9-6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1 1080225
素雞丁(全素)/

108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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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發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
1447號後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2 1080225 燻茶鵝/1080910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右昌店/高雄
市楠梓區壽豐路385號

長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
瓦厝街１１９巷２６弄２９號１樓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3 1080225
培根火腿片(蛋
素)/1081128

賀康生鮮超市/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
324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路529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4 1080225 香菇素雞/1090111
素蒲屋素食品批發零售岡山店/高雄市
岡山區維仁路145-1號

素素食品廠/ 台南市西港區檨林里31之1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5 1080225 齋餘/ 1080812
素蒲屋素食品批發零售岡山店/高雄市
岡山區維仁路145-1號

峰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西螺鎮埤頭里
埤頭七五之一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6 1080225 素鴨肉/散裝
鳳山經武/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75、
377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路529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7 1080226 烤鴨/ 1090120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公正路181號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
美港橫巷9-6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8 1080226 純素香菇魚/1090101
大賜商行(大立生鮮超市)/高雄市路竹
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9 1080226 北平烤鴨/1090110
大賜商行(大立生鮮超市)/高雄市路竹
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
美港橫巷9-6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0 1080227 豆棗果/1080718 旗昌行素料行/高雄市旗山區公有市場
大成園農產食品加工所/屏東縣竹田鄉美侖村
美侖路1-20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1 1080227 素鴨肉/1081030
沛郡有限公司/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
學路127號1樓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
美港橫巷9-6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2 1080307 素羊肉/108111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八德中路52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3 1080307
北平烤鴨(全
素)/1090102

大流通生鮮百貨大賣場/高雄市仁武區
永仁街709之1號

 大爺農產素食有限公司/彰化縣大村鄉美港
村美港橫巷9-6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4 1080307 香菇肉(純素)
大流通生鮮百貨大賣場/高雄市仁武區
永仁街709之1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性成份(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95 1080225 高麗菜/ 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
興楠路72號

青松樂活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加義縣太保
市梅子厝6-8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96 1080225 甘藍(高麗菜)/散裝
全聯福利中心(明倫店)/高雄市鼓山區
明倫路466號

青森樂活 / 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1鄰梅子厝6
之8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97 1080226 高麗菜/散裝
二苓市場-春捲攤/高雄市小港區永義
街92巷1弄11-3號

漢民黃昏市場/093259xxxx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98 1080226 高麗菜/散裝
小市民葷食全麥春捲/高雄市新興區開
封路65號

小市民葷食全麥春捲/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65
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99 1080225 高麗菜/散裝
正忠排骨十全店/潤泰餐飲十全店/高
雄市三民區(二)十全一路393號

正忠排骨十全店/潤泰餐飲十全店/高雄市三
民區(二)十全一路393號

農藥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0 1080225 有機綠豆芽/散裝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自由二店/高雄市左
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148號及150號

冠芳有機農場/台南市南區新都路520巷69號 農藥374項、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1 1080226 豆芽菜/散裝
旺來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
區公正路181號

鳳農市場賴小姐/096050xxxx 農藥374項、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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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80227 豆芽菜/散裝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
一路149-1號

頂好葷素全麥春捲/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49-1號

農藥374項、殺菌劑 與規定相符

103 1080305
綜合水果風味糖/

1081004
大贏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
496號

昶緯興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
巷1號1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4 1080305
海盜小崴飛飛草莓味

米棒/1080531
育子園婦嬰用品百貨店/高雄市阿蓮區
中正路409號

慶泰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
62之1號5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5 1080305 高一金甘王/散裝
瑞城糖果行/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
857號

高一糖菓行/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51巷2之1
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6 1080305
春日井金平糖/

1090308
大贏商行/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
496號

追求卓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
東路6段123巷20弄12號5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7 1080306
味覺糖e-ma熊本熊草
莓口味喉糖/1081212

7-11大民門市/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
213號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義區忠孝
東路4段560號7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8 1080307
霹靂米(巧克力口

味)/1090425
培益商店/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89
號

宏銘食品行/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灣仔內12鄰
107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09 1080307 多旺糖/1090430
培益商店/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89
號

宏銘食品行/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灣仔內12鄰
107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10 1080307 葡萄乾/1081213
珍良糖果文具行/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
路131號

建興蜜餞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東里山腳路5段
2巷81弄60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11 1080307 糖裹花生/散裝
餅乾零食/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7
號

餅乾零食/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7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12 1080307
荷蘭紛趣荷蘭酸扁帶

軟糖/1090327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八德中路52號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新北市林口區工九
路1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113 1080308 金甘糖/1080517
大九九大賣場/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
90號

大九九大賣場/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90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檢驗方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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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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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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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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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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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量檢驗方法 - 抗原蟲劑多重殘留分析(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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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48項)
12. 食品中動物用藥殘留量檢驗方法－離子型抗球蟲藥之檢驗(107 年11 月30 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177 號公告修正)(5項)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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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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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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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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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5月24日衛授食字第1071900960號公告修正)(21項)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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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雞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87 號公告修正)
19.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牛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74 號公告修正)
20.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羊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
21.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蕎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22.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蒜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23. 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洋蔥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24.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蔥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25.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韭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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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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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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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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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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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 4 ppb以下。
8.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規定外煤焦色素、甲醛:不得檢出。
9.規定煤焦色素:與標示相符。
10.動植物性成份:需與包裝標示相符。
11.動物用藥、農藥殘留:依法規標準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