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有效日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單位 採樣地點 供應廠商 供應廠商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1 2021/11/18 1091221 雞肉香腸 正好吃鹽酥雞 高雄市燕巢區中興路1-1號 兆鴻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進興村復興路
122之8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 散裝 1091221 香腸
大賜商行(大立生
鮮超市)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農順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濃公路
２５６巷４３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 2021/4/20 1091221 黑楜椒鹹豬肉
大賜商行(大立生
鮮超市)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新金富企業社
屏東縣萬丹鄉廣安村10鄰萬
丹路二段281巷10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4 2021/1/18 1091221 原味香腸
俗俗的賣(十元老
店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號
俗俗的賣(十元老店有
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5 2021/6/13 1091221 臘腸
H2O水京棧(京悅
軒)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66號 鼎玫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99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6 2020/12/29 1091222 始祖原味香腸 福生來來大賣場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建村街155
號

頂正肉品批發實業社 台南市歸仁區信義北路28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7 散裝 1091222 金華火腿
大舊餐飲有限公司
/老新台菜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九如二路227號 大鋐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182號
1樓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8 散裝 1091222 手工香腸 六退商行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58-57
號

六退商行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58-
57號

防腐劑、保色
劑、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9 散裝 1091221 有機鴻喜菇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88號 綠園生活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路69號 重金屬 與規定相符

10 散裝 1091201 三層肉*(台灣) 晶頂101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101號 晶頂101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10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1 散裝 1091203 US牛板腱片 辣匠麻辣燙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31號  加詮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西街24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2 2021/6/7 1091216 豬腳 山上企業行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光華路216
巷60號

宏鼎開發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330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3 散裝 1091217 豬肉角 進利香肉鬆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59號 進利香肉鬆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59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4 散裝 1091221 吳郭魚 大港中崙站 高雄市鳳山區(二)中崙一路436號 大港中崙站
高雄市鳳山區(二)中崙一路
43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5 散裝 1091221 虱目魚 溢源水產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2路289-1號 翊鑫虱目魚產銷班
嘉義縣布袋鎮新民里新塭
310-1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6 2020/12/23 1091221 烏骨半雞切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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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散裝 1091221
家福嚴選冷藏
台灣豬五花肉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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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利購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8 2020/12/22 1091221
雞胸肉去皮-冷
藏肉

全聯福利中心鳳山
信義店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73號
全聯福利中心鳳山信義
店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73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19 2020/12/23 1091221 里肌肉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
限公司楠梓分公司
(家福股份有限公
司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永康二廠

台南市永康區塩行里中正一
街2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0 散裝 1091221
冷藏美國牛肉
壽喜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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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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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規定相符

21 散裝 1091221 吳郭魚 太集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33號左側 太集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33號左
側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2 散裝 1091221 胛心肉
俗俗的賣(十元老
店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號
俗俗的賣(十元老店有
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3 散裝 1091221 雞腿肉 麗尊大酒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翁騫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706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4 散裝 1091221
澳洲牛肩里肌
火鍋片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61號1樓 舍利蓮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接110巷
97弄20號1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5 散裝 1091221 牛肉
老新餐飲有限公司
/老新台菜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三路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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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散裝 1091221 豬五花肉
福客來中餐廳有限
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二)自由1路203號
1樓

興達肉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782巷
48號1樓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27 散裝 1091222
澳洲冷藏肩里
肌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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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康大園生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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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散裝 1091222 石斑清肉
大舊餐飲有限公司
/老新台菜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二)九如二路227號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永安區永達路78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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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21/4/27 1091222
美國冷藏板腱
肉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0 散裝 1091222
美國無骨牛小
排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1 2020/12/24 1091222 美國菲力牛排 大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大順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11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2 2020/12/25 1091222
澳洲冷藏牛條
肉(澳洲)*

大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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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規定相符

33 散裝 1091222 梅花豬
福華大飯店(福華
廳，珍珠坊)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4樓 富鑫商行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海成二
街72之1號1 F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4 散裝 1091223 豬肉(國產) 榮進豬肉店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鄉上平村山仙
路46之1號1F

榮進豬肉店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鄉上平村
山仙路46之1號1F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5 2020/12/26 1091223 豬粗絞肉(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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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屏區農漁會
超市中心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一號 動物用藥 與規定相符

36 2021/11/9 1091221
泰國頭等艙梅
子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88號
家樂福便利購高雄岡山
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88號 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37 2021/6/2 1091221 番茄乾
大賜商行(大立生
鮮超市)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５３號１樓 海龍王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561-10
號

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38 2021/1/5 1091222
網袋金幣牛奶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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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一號 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39 2021/5/28 1091222 花生糖 新鎮生鮮超市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50號 展譽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五路86號 黃麴毒素 與規定相符

40 散裝 1091222 有機黃豆芽 全聯金龍店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338-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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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藥殘留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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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亞硝酸鹽之檢驗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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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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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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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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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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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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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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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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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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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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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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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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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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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產品不得檢出。
4.動物用藥、農藥:依法規標準、外包裝標示判定。
5..菇蕈類:鉛 3ppm、鎘 2ppm。
6.總黃麴毒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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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ppm。


	合格(第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