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09.09.02

序號 抽檢日期 抽檢單位 抽檢編號 名稱 生產者名稱 驗證類別 追朔號碼 標示檢查 檢驗結果 採樣地點

1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1 午仔魚 吳勝法 午仔魚 2022125094-142318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2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2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31101214-24266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3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3 鱸魚切片 柯德義 鱸魚 20050602500-14801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4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4 草蝦
一夫水產生技有限公

司
草蝦 108121850-071165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5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5 冷凍石斑魚頭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20040601720-05935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6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6 白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81022555-003155、-

075250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7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7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51801621-21871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8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8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20040651011-67086、-

65818、-66634、-66319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9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09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0033002682-59954、-

60182
不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10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0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20050602500-19449、-

24316、-22931、-21552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11 109.06.12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2550988-29816、-

27987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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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1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002115069-249195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3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2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002115069-179120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4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3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90009-44418、-

45949、-44561、-46124
合格 合格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5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4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52501117-03443、-

04746、-04044、-03608
合格 合格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6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5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7112150-9035280、-

8011688、-8093189、-

8092420

不合格 合格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7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6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41551030-79486、-

79587
合格 合格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8 109.06.16 桃園市政府 TAP10907007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51172-78374、-

36344
合格 合格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9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1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1401682-26724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0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2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31750962-10714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1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3 香魚(公)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2105108-174108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2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4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0250861-40918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3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5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22656-8037223、-

8069619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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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6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30450-5025578、-

5025050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5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7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108100990-0411574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6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8 九孔
昊運水產生技有限公

司
九孔

10804261498-73227、-

72918、-73321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7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09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30535-080295、-

149889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8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10 香魚(母)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2105108-092105、-

094415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29 109.06.18 台南市政府 TAP10904011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120655-4050780、-

4092600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0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1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8282408-20905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1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2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31150750-59798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2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3 鱸魚下巴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10809021250-08693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3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4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711210019-39316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4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5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41551030-62282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5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6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30351010-97059、

97528、98184、98352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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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7 冷凍整尾虱目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13050001-07405、

08347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7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8 冰鮮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61800029-35933、

28104、11512、36343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8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09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40901668-03256、

02946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39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0
冷凍虱目魚調理品

(鳳梨)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812130780-08882、

09432、11389、00241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40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1
冷凍虱目魚調理品

(蒜味)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812130804-00306、

09032、10719、04671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41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2 冷凍鱸魚調理品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10812131100-10440、

11294、09034、10888
合格 合格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42 109.06.22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3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108071255-9035454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

化路59號1樓

43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1 蝦仁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白蝦 20052603205-11816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44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2 甜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白蝦 20041403521-08014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45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3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1501773-07826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46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4 白蝦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白蝦 10808212265-00047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47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5 蒲燒台灣鯛魚腹排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鯛 20022100930-69181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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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6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51101142-06982 合格 －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49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7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003305017-073719、

073455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50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8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41150550-56116、-

26266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51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09 鱸魚條凍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40803464-04333、-

26028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公益門市/台中市西區

公益路211號

52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0 虱目魚肚 鐘添養殖場 虱目魚 2004265000-104751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3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1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5125028-087722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4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2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50551083-11954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5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3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司 午仔魚 2004165087-542426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6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4 甜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白蝦 10811053079-23346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7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5
冷凍鱸魚湯品(藥

膳)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10901100473-71841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8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6 鱸魚粥品(冷凍)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10901172227-10704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59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7 虱目魚粥品(冷凍)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901080658-22514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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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8
冷凍虱目魚湯品

(魚皮)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901090901-04928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61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19
冷凍虱目魚湯品

(魚肚)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90108549-47932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62 109.06.23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0
虱目魚粥品(冷

凍)(皮蛋)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901120765-66415 合格 －

楓康超市大墩店/台中市西屯區

大墩十七街88號

63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1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8111253-909117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4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2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61750410-39785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5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3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9012160-8740288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6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4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80819559-065522、

112440
合格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7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5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5285078-02126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8 109.06.30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6 白蝦 柯丁益 白蝦 20061500027-0142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光復門市)/台

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90-2號

69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1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41551030-99460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0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2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51171-82713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1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3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711260713-00326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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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4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002115069-253127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3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5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13050016-93315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4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6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3115086-033755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5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7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61502263-11321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6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8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10810231919-10352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7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09 鱸魚分切(下巴) 柯德義 鱸魚 10808231717-59089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8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0 鱸魚分切(切塊) 柯德義 鱸魚 10811052775-11622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

路53號

79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1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8060454-9049131 合格 －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

信二路277號

80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2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0201683-10374 合格 －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

信二路277號

81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3 蝦仁 顏榮宏 白蝦 20031201648-06533 合格 －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

信二路277號

82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4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32303084-01430 合格 －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

信二路277號

83 109.07.08 基隆市政府 TAP10918015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11021709-01015 合格 －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

信二路2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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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42050850-67341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85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2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10756-7016298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86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3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31750900-69143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87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4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2150950-92161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88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5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2102467-04107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89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6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5091568-26516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0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7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51501578-89473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1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8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2550975-75116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2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29 香魚(母)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12900000-31152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3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0 冷凍鱸魚片 梓官區漁會 鱸魚 20050850920-96749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4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1 龍虎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60203133-31842、

40998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5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2 白蝦 曾王淑秋 白蝦
1081005535-068008、

162692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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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3 香魚(公)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2105108-147499、

147192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7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4
冷藏虱目魚湯品

(魚肚)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1502903-04484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8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5
冷藏虱目魚湯品

(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1502904-02563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99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6 冷藏虱目魚粥品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1502906-16548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100 109.07.10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7 冷藏鱸魚湯品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0061502902-05802 合格 －

家樂福文心店/台中市南屯區文

心路一段521號

101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4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50600503-23315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2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5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2150950-82401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3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6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30535-244752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4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7 香魚(母)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235052-121771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5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8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51502500-47601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6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19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22451251-78507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7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0 三去石斑魚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10812211201-59314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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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1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110658-1273258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09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2 香魚(公)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145094-109659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0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3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42050830-50544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1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4 冷凍鱸魚片 梓官區漁會 鱸魚 20042102434-15809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2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5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10756-7072342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3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6 鱸魚片 許怡雯 鱸魚 2003235113-237454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4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7
冷藏虱目魚湯品

(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2902791-18787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5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8
冷藏虱目魚粥品

(清香)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2902820-13775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6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29
冷藏虱目魚粥品

(皮蛋)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2902803-04291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7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0
冷藏虱目魚湯品

(魚肚)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60802423-08887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8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1 冷藏鱸魚湯品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0060102750-02951 合格 －

家樂福鼎山店/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路849號

119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2 冷凍石斑魚(魚排)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石斑魚 20040950220-51451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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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3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20040651010-23190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1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4
冷凍石斑魚(魚

排、切片)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石斑魚 20040950220-68573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2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5 冷凍石斑魚下巴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20040601733-21507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3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6 午仔魚一夜干
魚之達人水產股份有

限公司
午仔魚 20030901908-30565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4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7 鱸魚切片
魚之達人水產股份有

限公司
鱸魚 20051302933-02753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5 109.07.13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8 白蝦 李富正 白蝦 10812270875-03139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126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1 白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白蝦 20061102889-01710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27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2 白蝦(5兩) 顏天帶 白蝦 20070802112-01131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28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3 白蝦(M) 顏榮宏 白蝦 20061801884-00252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29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4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81104503-272438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30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5 海鱺輪切(海上青)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80531529-077083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31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6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51801621-00155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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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7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31101214-15716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33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8 虱目魚 顏榮宏 虱目魚 20040101734-00682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34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09 鱸魚條凍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52801367-22451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竹北文興店)/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349號

135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0 黃鱲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鱲鰺 1081204525-091318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36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1
冷凍石斑魚片(涮

涮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70150-524392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37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2 鱸魚粥品(冷凍)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0031350861-71044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38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3
冷凍石斑魚片(魚

腹)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52253-819575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39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4
冷凍石斑魚(魚

排、切片)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石斑魚 108102150-2069530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40 109.07.14 新竹縣政府 TAP10908015 鱸魚條凍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52801367-1812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竹北文興)/新

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7號

141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7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30535-129298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142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8 香魚(母)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235052-056187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3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09 香魚(公)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145094-121835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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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0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42050830-62890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5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1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2550973-79282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6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2 冷凍鱸魚片 梓官區漁會 鱸魚 20050850920-34203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7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3 龍虎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60250850-20452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8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4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61100468-57850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9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5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22656-8066813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50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6 三去石斑魚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10812211201-52052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51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7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42902811-35733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52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8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51501578-24449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53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19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8123157-710474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154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0 黃鱲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鱲鰺 1071221525-105717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155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1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8111253-9673961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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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2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52253-820004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157 109.07.15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3 鱸魚粥品(冷凍)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0022550862-5040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博愛門市)/台

北市中正區博愛路89號

158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2 冷凍整尾虱目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02832-87188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59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3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108112658-8216775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0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4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21250370-57734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1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5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4135004-025293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2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6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52900544-59705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3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7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30351010-35416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4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8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108091656-4169334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5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19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61502263-05246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6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0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90003-85590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7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1 鱸魚分切(下巴)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0032302025-40439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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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09.07.1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2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810250662-60545 合格 －

大潤發土城店/新北市土城區永

安街25號

169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8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2550961-3515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0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39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50550410-4174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1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0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0050702093-1012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2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1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0081101487-1183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3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2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0031101713-19234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4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3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61750410-06088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5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4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6185076-068560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6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5 虱目魚柳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42050810-76055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7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6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70150-530155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8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7 鱸魚條凍 旻宸養殖場 鱸魚 2002065085-075134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79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8
冷凍石斑魚(魚

排、切片、切塊)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石斑魚 20031650101-46054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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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49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81104503-24974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河南門

市)/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356號

181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50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90009-41685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182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51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51180-66472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183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52 鱸魚切片 柯德義 鱸魚 10811052775-06848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184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53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030951171-95632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185 109.08.24 台中市政府 TAP10903054 冷凍整尾虱目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10807301874-41060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186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39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71402169-00849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87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0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3315118-006448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88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50850761-82408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89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2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30536-053754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90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3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1651100-67507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91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4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01-37632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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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5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780-96370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93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6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10-95958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94 109.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0905047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71350870-03827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195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3 冷凍鱸魚片 梓官區漁會 鱸魚 20061150931-00698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196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4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72802796-29924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197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5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10756-7013524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198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6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51501578-66236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199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7 龍膽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60203133-44498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0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8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50850766-37485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1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29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2550971-27186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2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0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10-49629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3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781-19355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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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2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73001078-34765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5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3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71700212-01709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6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4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01-54127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7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5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71350870-15206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8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6 香魚(抱卵)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235052-184328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09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7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004225000-351227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10 109.08.27 新北市政府 TAP10901038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0043003334-03051 合格 －

家樂福板橋店/新北市板橋區三

民路二段31號B1

211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4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20-28714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2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5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783-71436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3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6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01-43436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4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7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50850765-27270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5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8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50850750-28604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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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29 龍虎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60250850-06274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7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0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魚 20060201562-72604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8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1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71700215-47739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19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2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072101167-02106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20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3 香魚(母)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235052-074633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21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4 香魚(公)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5145094-108535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22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5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30535-083728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23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6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1115512-100751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224 109.09.02 台北市政府 TAP10902037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62950810-15010 合格 －

家樂福重慶店/台北市大同區重

慶北路二段1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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