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有效期限 樣品名稱 採樣單位 採樣地點 來源廠商 來源地址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1 2020/12/26 桂冠流沙湯圓 好集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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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  散裝
豬豬湯圓(手工

造型湯圓)
茶樓養了牛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70號 棒棒糖異想世界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86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 散裝 鹹湯圓 汾陽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84號 汾陽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84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4 2020/12/8 紅湯圓 李珠冰菓室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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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5 2021/4/6
阿嬤ㄟ手工湯

圓
枝仔冰城旗山門市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9號

 捷希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分公司
屏東長治鄉農園路17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6  散裝 湯圓 金旺仔黑砂糖刨冰店旗山總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31號
金旺仔黑砂糖刨冰店旗山總

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31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7 散裝 手工湯圓 美退商行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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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8  散裝 紅湯圓 東山豆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二)鎮南里15鄰五甲二路742

號1樓
攤商(豐原)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市場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9 2021/1/23 義美湯圓-芝麻 全聯-鳳山鳳甲 高雄市鳳山區(二)南和一路47號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莊敬

路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90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0 2021/5/24 桂冠芝麻湯圓 明益生鮮超市 高雄市大樹區建村街42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126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1  散裝 湯圓 大流通超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46之1號 和生市場(蔡先生)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2 散裝 湯圓 814生鮮超市 高雄市楠梓區惠楠里建楠路92、96號 國代(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北路15-3

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3 散裝 湯圓(原料) 李家圓仔湯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第一場公有市場213-3

號
李家圓仔湯

高雄市鹽埕區教仁里第一場公有市

場213-3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4 2020/11/3
辻利抹茶包餡

小湯圓
壹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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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5 2021/2/11
紫糯米湯圓-花

生
壹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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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6 散裝 湯圓 滿溢本舖復興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1號  匠仁卓越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11號15

樓之一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7 2021/1/8 桂冠抹茶湯圓 好集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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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8  散裝 紅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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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19 散裝 湯圓 豆子開花冰品屋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0號 雙豪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二)大順三路323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0 散裝 湯圓 36年老店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281號 下坑豆花36年老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72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1 散裝 湯圓 大愛豆花飲品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49號 大愛豆花飲品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49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2  散裝 芋圓 茶樓養了牛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70號 鴻圓食品行
台中市大甲區江南里彈正路８１之

１號１樓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3 2021/6/1 西北麻吉燒 六龜農會生鮮超市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107號 西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東林里粉寮路一段一

０二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4 散裝 芋圓番薯圓 814生鮮超市 高雄市楠梓區惠楠里建楠路92、96號 國代(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北路15-3

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5 散裝 地瓜圓 聖禾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95號 聖禾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95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6 散裝 芋圓 聖禾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95號 聖禾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95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7 2021/10/11 冷凍雙芋圓 天弘企業社 高雄市新興區高雄巿七賢一路505號 丸芋堂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信義路143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8 2021/5/15 芋頭圓 嚐芋手工甜點冰品-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8號 嚐芋手工甜點冰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10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29 2021/9/25 冷凍雙芋圓 高健實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95號 丸芋堂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信義路143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0 散裝 番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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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1 2021/8/10 小芋圓 開富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82號 上緣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樹王里東興路501巷

2-1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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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散裝 芋圓 滿溢本舖復興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1號 匠仁卓越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11號15

樓之一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3 散裝 芋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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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4 2021/1/20 糯米圓 旺角黑砂糖刨冰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39號 旺角黑砂糖刨冰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39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5 2021/4/9 芋圓 青葉冰城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1-1號 青葉冰城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1-1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6 散裝 芋圓 36年老店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281號 下坑豆花36年老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72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7 2021/4/17
九份芋圓+地

瓜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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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蓮發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1447號後棟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8 2021/5/8 小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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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味佳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82巷13弄10

號1樓
防腐劑、著色劑、順丁烯二酸 合格

39  散裝 鴨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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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興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一路11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40  散裝 豬五花火鍋 全聯(鼓山明誠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明誠三路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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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41  散裝
US雪花牛

PRIMEVP
上官喬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86號

美福倉儲股份有限公司(冷凍

食品)

桃園市蘆竹區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

二段109號
動物用藥 合格

42 散裝 鴨肉 文自皇茗薑母鴨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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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43 散裝 豬肉 港式聞雞起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29號 松鮮肉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98巷11號3

樓
動物用藥 合格

44 2022/2/10 紅櫻豚-小里肌 凱恩斯岩燒餐廳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榮街155號 世界大山有限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一段420號 動物用藥 合格

45 2021/3/31
波索伊比利豬

梅花
就是牛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黃昏市場3街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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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46 散裝 德國豬腳 達樂斯牛排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5號 宇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村香潭路50號 動物用藥 合格

47 散裝 牛五花(美國) 福朋餐飲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158號 立祥食品行
屏東縣屏東市新生里和生路一段９

００號二樓
動物用藥 合格

48 2021/2/26
紅酒牛肉(美

國)
福朋餐飲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一路158號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牯嶺街31號1樓 動物用藥 合格

49 散裝 豬腸 義祥肉店 高雄市內門區中埔村3鄰73號
高雄市鳳山肉品市場旗山分

場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樹人路332巷

10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50 散裝 豬肉 豐津商號
高雄市茂林區高樹新豐村維興路15號(流動

攤車)
豐裕商號 屏東縣屏東市海豐街73-2號 動物用藥 合格

51 散裝 番鴨 霸味薑母鴨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35-5號 陸水班冷凍肉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一段559巷

155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52 散裝 豬肉片B 億品鍋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38-2號 億品鍋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38-2號 動物用藥 合格

53 2021/9/30
美國牛條肉(美

國)*
楠梓石頭商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81號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0號 動物用藥 合格

54 散裝 豬心(台灣)* 許成麻辣火鍋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聯興路４０號１樓 許成麻辣火鍋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聯興路４０號

１樓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55 2020/11/20
豬後腿肉塊(冷

藏肉)
全聯實業(股)公司-九如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609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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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用藥 合格

56 散裝

冷凍去骨豬肉

前腿肉(西班

牙)*

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08號 信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167號 動物用藥 合格

57 散裝 豬腰子 縣爺土雞屋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70號 縣爺土雞屋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70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58 散裝 丹麥梅花豬肉 潮之鍋物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 B3F 翁騫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28號 動物用藥 合格

59 散裝
前腿梅花捲豬

肉
潮之鍋物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 B3F 勵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01號9樓之1 動物用藥 合格

60 2021/2/25
伊比利帶骨里

肌

漢來大飯店(漢來美食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分公司)-牛排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5樓 丞富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00號7樓之

13
動物用藥 合格

61 散裝 薑母鴨 霸味薑母鴨-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15號 又泰畜牧場 雲林縣四湖鄉飛沙村頂飛沙49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62 2021/6/19
冷凍肉丸(豬

肉)
濰克早午餐?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43號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21巷60號3

樓
動物用藥 合格

63 2021/5/4
牛培根片(巴拉

圭、加拿大)
日初小火鍋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67號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二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11路15號 動物用藥 合格

64 散裝 鴨肉 皇茗碳燒薑母鴨 高雄市鳳山區(二)七雄街66-1號 皇茗碳燒薑母鴨 高雄市鳳山區(二)七雄街66-1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65 散裝
豬五花火鍋/薄

切肉片
全聯 鳳山武營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二)武營路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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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用藥 合格

66 散裝 牛肉 陶林日式涮涮鍋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628號1樓 陶林日式涮涮鍋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二)五甲二路628號1

樓
動物用藥 合格

67 散裝 雞肉 娥之莊土雞城 高雄市鳥松區坔埔路33號 娥之莊土雞城 高雄市鳥松區坔埔路33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68 散裝 豬肉絲 愛國超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9號 農順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濃公路２５６

巷４1號
動物用藥 合格

69 散裝 豬肉 妙翎商號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96-4號 岡山肉品市場462商號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巷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0 2021/4/28
歐美豬前腿肉

片〈加拿大〉
第一名火烤兩吃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521-1號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二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11路15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1 2021/4/29
南美牛肩肉片

〈巴拉圭〉
第一名火烤兩吃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521-1號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二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11路15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2 散裝 櫻桃鴨 泰山小吃部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67號 麗勤食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57號7樓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73 散裝 豬肋排 人人有余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87、189號 有心事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4段278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4 散裝
無骨牛小排(美

國)*
千町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１３２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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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75 散裝 豬肉 福來肉圓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崗山中街157號 福來肉圓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崗山中街157

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6 散裝 前腿絞肉 饌食樂商行(好飯遇所)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１-１號 饌食樂商行(好飯遇所)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１-１號 動物用藥 合格

77 散裝 牛肝 福莉牛雜湯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76-1號 福莉牛雜湯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76-1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78 散裝 牛腎 福莉牛雜湯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76-1號 福莉牛雜湯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76-1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79 2020/11/19 豬肉 海濱飲食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巷６８之１６號 東日水產貿易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鎮海里鎮海路7之26

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0 散裝 豬肋骨 宗合藥燉排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27號 祥盛肉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35巷8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1 散裝 鴨肉 阿木薑母鴨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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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82 散裝
豬梅花火鍋/薄

切肉片
全聯(小港店北分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店北路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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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用藥 合格

83 2020/12/16
冷藏澳洲穀飼

牛腱(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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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蓮有限公司福德廠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10巷7弄1

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4 2020/11/4 豬肝切片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岡

燕分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38號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85 散裝 豬肉 建新肉舖 高雄市岡山區文賢市場第45攤 高雄市岡山區肉品市場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巷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6 散裝 豬肉 翁記黑豬肉 高雄市岡山區文賢市場第67攤 高雄市岡山區肉品市場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巷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7 2023/8/4
加拿大板腱牛

肉
錢杰火鍋店(錢源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溪東路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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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88 散裝 豬肉 吳記肉舖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26-11號 吳記肉舖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526-11號 動物用藥 合格

89 散裝
紐西蘭牛肉(已

調味)
頭前園餐廳有限公司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路9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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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90 散裝 牛筍肉 大崗山球場餐廳 高雄市田寮區長山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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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91 2021/10/13
豬里肌火鍋肉

片
立大生鮮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中正路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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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92 2021/11/8 豚肋條 立大生鮮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中正路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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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

93 散裝 豬肝 小葉生炒花枝 高雄市三民區(二)熱河一街340號 小葉生炒花枝 高雄市三民區(二)熱河一街340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94 散裝 里肌肉片/豬肉 佳質小吃/A-bao 高雄市三民區(二)吉林街110號 寶喆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新福路1112巷1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95 散裝 板腱牛肉 溫室咖啡愛河店/異人館愛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河東路356號2樓 慶堂商行 台南市新市區光華街5之38號 動物用藥 合格

96 2020/11/5 進口骨腿切丁
好味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鳳山

廠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鳳仁路１００之１７號 奕騰食品行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３６巷１之３

５號
動物用藥、農藥殘留分析 合格

97 2022/5/22 牛肉(和尚頭)
好味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鳳山

廠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鳳仁路１００之１７號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裕民街31號 動物用藥 合格



98 2021/6/12 牛肉(牛腱)
好味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鳳山

廠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鳳仁路１００之１７號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裕民街31號 動物用藥 合格

99 2022/3/5 豬肥腸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

發廠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街１２號 和遠特產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煙埻巷97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0 2022/4/28 牛肉 樂津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里西溪路１９３巷１之１

號
勵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2

號6樓之1
動物用藥 合格

101 2021/5/14

100天榖飼澳

洲黑安格斯菲

力牛排

富可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200巷6號 富可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200巷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2 2020/5/5

澳洲150天榖

飼霜降牛小排

火鍋肉片

富可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200巷6號 富可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200巷6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3 散裝
冷凍去骨豬後

腿肉(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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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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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用藥 合格

104 2021/10/21 冷凍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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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商派德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11號7

樓
動物用藥 合格

105 散裝 豬肉 ?昌西點麵包廠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永樂街２巷６１號 永泓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州鎮泗林里通潮路172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6 散裝 牛腱 欣忠奇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中華路４９２號 欣忠奇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中華路４９２

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7 散裝 冷凍豬大排
臺鑫食品冷凍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南路72號

臺鑫食品冷凍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南路72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8 2022/6/22 牛肉 全品冷凍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1-9號 全品冷凍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1-9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09 2022/5/27 豬肉 全品冷凍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1-9號 全品冷凍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1-9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10 2022/7/22 冷凍豬梅花肉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裕民街31號 全弘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裕民街31號 動物用藥 合格

111 散裝 有機青江菜
聖德科斯生機食品-高雄富國門

市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號1樓 青綠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凌雲村聖亭路155號

1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2 散裝 有機白精靈菇 鄉親蔬果行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里北進巷9號 洪00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00巷00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3 散裝 高麗菜 羊家味羊肉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號 哈囉市場攤商 高雄市左營區哈囉市場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4 散裝 油菜 新鎮生鮮超市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50號 新鎮生鮮超市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50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5 散裝 高麗菜 深川鍋(真鍋美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5-209號 深川鍋(真鍋美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5-209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6 散裝 小香菇 深川鍋(真鍋美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5-209號 深川鍋(真鍋美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5-209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7 散裝 有機蚵白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岡

燕分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38號 宋昭明(富世農場) 桃園市新屋區清華里北勢17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8 散裝 金針菇 龍德百貨有限公司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73號 淞茂農場 南投縣竹山鎮下坪路13-111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19 2023/2/2 枸杞 原園涮涮鍋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56號左邊 宏柏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4巷33弄43

號1、2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0 2022/10/21 枸杞 乾元藥行 高雄市旗山區東新街24號 誠信漢方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錦州街182號1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1 2021/7/14 枸杞王 美廉社三民灣復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復街24號 忠義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彭厝里八德街280巷

3號1、2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2 2021/10/20 枸杞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村林園北路495巷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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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3 散裝 枸杞 愛來商號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１７號 永發生鮮素食量販店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二段235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4 2022/3/9 生機枸杞 大流通超市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709-1號 炎黃神農生藥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遼北街220號1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5 2021/9/24 6A特選大枸杞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岡

燕分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38號 全新行銷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15號3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6 2022/12/1 枸杞 吉羊羊肉店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122-1號 成興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65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7 2021/4/17
肯寶KB99有機

大枸杞
阿蓮有機養生館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16號 麗多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11號3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8 2023/6/4 精選枸杞 龍德百貨有限公司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73號 界順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四平街32之2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29  散裝 紅棗 石二鍋(高雄美術南三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132號
甜河谷醫藥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１段218號8

樓之3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0 2022/10/2 生機野生紅棗 縣爺土雞屋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70號
漢方正元堂生技有限公司(紅

果子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60巷3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1 2021/10/29 紅棗 築間-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79號 興聯發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432巷46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2 2021/9/10 紅棗
鳳山保泰分公司(全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二)保泰路376號 錦順貿易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興和里登龍路5之7號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3 2021/3/17 紅棗 美廉社苓雅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61、263號 忠義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彭厝里八德街280巷

3號1、2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4 2021/10/6
大紅棗(調理

用)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岡

燕分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程香里岡燕路338號 耆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八德街280巷3號4樓 農藥多重殘留 合格

135 2021/4/17
肯寶KB99有機

紅棗
阿蓮有機養生館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16號 麗多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11號3樓 農藥多重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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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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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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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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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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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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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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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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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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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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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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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5 月 9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642 號公告修正)(MOHWV0041.04)

13. 禽畜產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109 年 5 月 6 日衛授食字第 1091900697 號公告修正)(MOHWP00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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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媒焦色素、順丁烯二酸：上列產品不得檢出。

4.動物用藥、農藥:依限量標準規定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