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有效期限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單位 採樣地點 來源單位 來源地點 檢驗成分 結果判定

1 散裝 1100412 粽子 李家肉粽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328號 李家肉粽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328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 散裝 1100412 肉粽 花田小饌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16號 花田小饌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16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3 散裝 1100412 肉粽 阿巧肉粽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81號 阿巧肉粽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8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4 散裝 1100430 肉粽 洪記阿嬤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620號 洪記阿嬤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620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5 散裝 1100430 肉粽 郭家粽小吃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19號 郭家粽小吃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19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6 散裝 1100430 小肉粽 巧巧小肉粽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56號 巧巧小肉粽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56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7 散裝 1100413 原味肉粽 古早味謝家肉粽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286號

1樓
古早味謝家肉粽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286號1

樓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8 散裝 1100413 肉粽 市場攤販 高雄市阿蓮區7-11對面 市場攤販 高雄市阿蓮區7-11對面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9 散裝 1100413 菜粽 市場攤販 高雄市阿蓮區7-11對面 市場攤販 高雄市阿蓮區7-11對面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0 散裝 1100414 粽子 阿嬤碗粿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金府路

117號
阿嬤碗粿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金府路117

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1 散裝 1100413 粽子 山城餐飲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村57號 山城餐飲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村57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2 散裝 1100414 古早味傳家肉粽 龐家肉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路37巷8弄

122號
龐家肉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路37巷8弄

122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3 散裝 110044 肉粽 阿巧肉粽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立一路

387-1號
阿巧肉粽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立一路

387-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4 散裝 110014 粽子 榮記肉圓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1-1

號旁
榮記肉圓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1-1號

旁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5 散裝 1100415 粽子 七里香炸雞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5號 七里香炸雞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5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6 散裝 1100415 肉粽 李家碗粿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89號 李家碗粿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89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7 散裝 1100410 肉粽 北港謝肉粽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92號騎

樓
北港謝肉粽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92號騎樓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8 1110218 1100420 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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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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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19 1110419 1100427 香菇栗子粽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0 散裝 1100428 古早味一口粽 裕華宏【迷你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5號
裕華宏【迷你一口

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5號 衛生標準 與規定相符

21 散裝 1100412 生花生 弘豐行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282號
台灣鄭美香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後龍鎮大山里下大山腳

1-12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2 1101006 1100412
炒熟花生粉(調合

粉)
昇大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禮蚵里禮仁路

47、49號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路21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3 1110307 1100412 炒熟花生粉 愛國超市
高雄市鳳山區(二)武營路301

號1樓

日正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萬芳路21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4 1100422 1100413 高級花生粉 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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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規定相符

25 散裝 1100413 花生粉 永進發商號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30巷48

號
代裕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6 散裝 1100413 花生粉 郭家粽小吃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19號 美香農產加工廠 屏東九如鄉衛武街9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7 1100519 1100414 高級花生粉 阿嬤碗粿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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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段758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8 1100629 1100414 (分裝)純正花生粉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

151號
和昇堂食品行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二街

42號
總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29 散裝 1100414 香菇 龐家肉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路37巷8弄

122號
豐友種苗行 高雄市岡山區民生街8號 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30 1101102 1100412 高山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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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晟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2段62號 漂白劑、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31 散裝 1100413 乾香菇 永進發商號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30巷48

號
正光行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29號

1樓
漂白劑、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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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散裝 1100412 乾香菇 新庄商店
高雄市杉林區新庄村二巷司

馬路77號
新桐光行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127號 漂白劑、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33 1110305 1100414 本中香菇(小中菇)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

151號
巽哲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06號 漂白劑、重金屬、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34 散裝 1100413 蝦米 永進發商號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30巷48

號
正光行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29號

1樓
殺菌劑、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35 1110603 1100414 蝦仁乾 旺來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

151號
巽哲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106號 殺菌劑、漂白劑 與規定相符

36 散裝 1100413 鹹蛋黃 豐友種苗行 高雄市岡山區民生街8號 福成蛋行 屏東縣崁頂鄉衙門路20-1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7 1110411 1100413 鹹蛋黃
旺來昌食品原料購物廣場-博

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466號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鹽埔廠

屏東縣鹽埔鄉仕絨村仕正路12-

49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8 散裝 1100413 鹹蛋黃 裕華宏【迷你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5號 泰興蛋行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366巷10

弄6號1樓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9 散裝 1100413 鹹蛋黃 巧巧小肉粽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56號 春發蛋行 屏東縣崁頂鄉後蔀村7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0 1100607 1100414 鹹蛋黃 814超市(沛郡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127號 錦興蛋行
高雄市鳳山區(二)輜汽北二路9

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1 散裝 1100420 鹹蛋黃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

街12號
蔡00 高雄市大寮區00路00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2 散裝 1100428 鹹蛋黃 龐家肉粽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路37巷8弄

122號
豐友種苗行 高雄市岡山區民生街8號 防腐劑、著色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3 1100711 1100413 鹼粽 裕華宏【迷你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5號
裕華宏【迷你一口

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5號 硼酸 與規定相符

44 1110412 1100427 原味鹼粽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恆順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50巷1號 硼酸 與規定相符

檢驗方法:

1.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生菌數之檢驗(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2.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大腸桿菌之檢驗(102 年12 月20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163 號公告修正)

3.食品微生物之檢驗方法－大腸桿菌群之檢驗(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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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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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菇蕈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109 年 7 月 1 日衛授食字第 1091901135 號公告訂定)(MOHWH0025.00)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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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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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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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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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食品中蘇丹色素之檢驗方法(108 年 5 月 22 日第2次修正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62.02)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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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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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

法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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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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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二氧化硫:本品可使用於糖漬果實類、蝦類及貝類；用量以SO2殘留量計為0.10 g/kg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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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總黃麴毒素:供直接食用之花生4ppb以下。

7.蘇丹色素1、2、3、4號:不得檢出。

8.甲醛:不得檢出。

9.農藥:農藥殘留法規標準判定。

10.一般食品衛生標準 大腸桿菌群:1000MPN/g以下、大腸桿菌:陰性。

11.其他需加熱調理始得供食之冷凍食品類凍結前已加熱處理者生菌數:十萬以下。

12.鉛:3 ppm以下、鎘:2 ppm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