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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04.27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

漁業發展基金會
TAP10802001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108021890-0085796、-

0035984、-0035752、-

0002778

合格 合格
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

路北平東路

2 108.04.27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

漁業發展基金會
TAP10802002

產銷履歷冠軍

(大)文蛤
李宗燦 文蛤

10804260808-04236、-

15430、-18574、-18021
合格 合格

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

路北平東路

3 108.04.27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

漁業發展基金會
TAP10802003 大白蝦 李宗燦 白蝦 10803252220-02238、-03600 合格 合格

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

路北平東路

4 108.04.27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

漁業發展基金會
TAP10802004 草蝦 一夫水產 草蝦 1070724800-154026、-173055 合格 合格

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

路北平東路

5 108.04.27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

漁業發展基金會
TAP10802005 冷凍石斑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

司
石斑魚 10803202009-02046、-14550 合格 合格

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北

路北平東路

6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06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71121506-018081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7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07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108021890-1101024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8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08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710100384-22128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9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09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7122155-7230413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10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0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3045050-5006945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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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1 九孔
昊運水產生技有

限公司
九孔 10805011810-40096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12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2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22656-8011128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13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3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

司
香魚 1071217558-143303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14 108.05.28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4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8030758-5164923 合格 －

家樂福天母店/111台北市士林區德

行西路47號

15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1 白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802131173-49549、-50113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16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2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

司
午仔魚

10804200923-13502、-

13904、-13424、-13896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17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3 鱸魚條凍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71001572-087365、125387 合格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18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4 白蝦
宏燁食品有限公

司
白蝦 10711131481-08555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19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5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10805061394-21227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20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6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4230408-0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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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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7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10805061394-26593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22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8 石斑魚
宏燁食品有限公

司
石斑魚 10706051162-08254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23 108.05.29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09 鱸魚片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70809800-007853 合格 －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號

24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1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710190197-54642、-51275 不合格 合格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359號

25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2 鱸魚片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111506-095100、-094795 合格 合格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359號

26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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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0157-4085496、-

4102269
合格 合格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

359號

27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4 白蝦
吉品養生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70816862-03561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28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5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

司
午仔魚 10804011071-0606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29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6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10803040960-14441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0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7 白蝦(超大) 柯明賢 白蝦 10712252202-01008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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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8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

份有限公司
海鱺 1070116906-06352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2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09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21556-233341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3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10 石斑魚
宏燁食品有限公

司
石斑魚 10611101043-0789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4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11 白蝦
宏燁食品有限公

司
白蝦 10707091393-3393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5 108.05.31 台中市政府 TAP10803012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7082957-2261627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台中大隆門市)/台

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68號

36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1 牡蠣 蔡水富 牡蠣 10805290119-23774 合格 －
家樂福中原店/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

二段501號

37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2 文蛤 倪清發養殖場 文蛤 10805232303-12941 合格 －
家樂福中原店/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

二段501號

38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3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10756-7067731 合格 －

家樂福中原店/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

二段501號

39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4 九孔
昊運水產生技有

限公司
九孔 10804261498-65047 合格 －

家樂福中原店/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

二段501號

40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5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710100369-50400 合格 －

家樂福中原店/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

二段5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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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6 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708162088-08745、-09114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中壢門市/桃園市中壢區三

光路157號

42 108.06.03 桃園市政府 TAP10807007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32658-6066473、-

6044787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中壢門市/桃園市中壢區三

光路157號

43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1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

場
香魚 10804290802-29734、-29812 不合格 合格

台糖蜜鄰便利超市/台南市南區大同

路二段402號

44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2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

場
香魚 10801031134-68830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45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3 蝦仁
亞太水產國際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4292079-13322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46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4 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5121125-12505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47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5 鱸魚片 柯德義 鱸魚 1080318572-052610、-052484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48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6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42355-1065005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49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7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04081805-26677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50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8 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708162088-11347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更新日期：108.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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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結果 採樣地點

108年度優質水產品與有機標章查驗作業計畫

產銷履歷水產品(TAP)查驗清冊

51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09
蒲燒台灣鯛魚腹

片

宏益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803250026-64070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52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10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804290194-33170 合格 －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53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11 白蝦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708302074-35771、-13138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中華崇德門市/台南市東區

中華東路三段261號

54 108.06.05 台南市政府 TAP10804012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0425562-177131 合格 －
家樂福便利購台南中華東店/台南市

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77號

55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1 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3241189-05285、-09481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56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2
蒲燒台灣鯛魚腹

片

宏益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803250026-00991、-40919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57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3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05152406-19219、-

05136、-18984、-19051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58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4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42355-1118518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59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5 蝦仁
亞太水產國際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5141693-44047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60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6 鱸魚片
三利水產有限公

司
鱸魚 1070820837-178580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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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7 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03182015-07150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62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8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804101713-01147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63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09 白蝦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803182233-10107 合格 －

聖德科斯高雄鳳山青年門市/高雄市

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7號

64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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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83058-6110017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

59號

65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11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11752-0161414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

59號

66 108.06.11 高雄市政府 TAP10805012 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40855-5008408 合格 －
大潤發鳳山店/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

59號

67 108.06.14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10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7122857-3241432 合格 －
愛買南雅店/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01號

68 108.06.14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11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41556-8001725 合格 －
愛買南雅店/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01號

69 108.06.14 新北市政府 TAP10801012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41557-0123297 合格 －
愛買南雅店/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

101號

70 108.06.20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0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8021458-1035887、-

1034964
合格 合格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民生店/台北市

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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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優質水產品與有機標章查驗作業計畫

產銷履歷水產品(TAP)查驗清冊

71 108.06.20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1
產銷履歷大石斑

菲力魚排

盛洋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石斑魚 10804220137-11242、04797 合格 合格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民生店/台北市

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6號

72 108.06.20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2 蝦仁 顏榮宏 白蝦 10805141844-00448、02219 合格 合格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民生店/台北市

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6號

73 108.06.20 台北市政府 TAP10802013 虱目魚漿 顏榮宏 虱目魚 無 合格 －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民生店/台北市

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6號

74 108.07.30 基隆市政府 TAP10818001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2651264-41240、-97922 合格 合格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

號

75 108.07.30 基隆市政府 TAP10818002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711210017-21647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

號

76 108.07.30 基隆市政府 TAP10818003 鱸魚片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621501-106953 合格 －
愛買基隆店/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

號

77 108.07.30 基隆市政府 TAP10818004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8021458-1038301、-

1043277
合格 合格

無毒的家信二店/基隆市信義區信二

路277號1樓

78 108.08.01 宜蘭縣政府 TAP10806001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108021890-0371736 合格 －
家樂福宜蘭店/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

二段38巷2號

79 108.08.01 宜蘭縣政府 TAP10806002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7112755-2058323 合格 －

家樂福宜蘭店/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

二段38巷2號

80 108.08.01 宜蘭縣政府 TAP10806003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8032256-9096218 合格 －

家樂福宜蘭店/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

二段38巷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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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8.08.01 宜蘭縣政府 TAP10806004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80715555-142158 合格 －
家樂福宜蘭店/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

二段38巷2號

82 108.08.05 新竹市政府 TAP10819001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10806252607-0391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新竹中央門市)/新

竹市東區中央路174號

83 108.08.05 新竹市政府 TAP10819002
冷凍石斑魚(切塊

輪切)

盛洋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石斑魚 10802270012-8186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新竹中央門市)/新

竹市東區中央路174號

84 108.08.05 新竹市政府 TAP10819003
冷凍石斑魚(切塊

輪切)

飛洋水產有限公

司
石斑魚 108011450-704904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新竹中央門市)/新

竹市東區中央路174號

85 108.08.05 新竹市政府 TAP10819004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52253-8024262、-

8109604
合格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新竹中央門市)/新

竹市東區中央路174號

86 108.08.05 新竹市政府 TAP10819005 黃金鯧
宏燁食品有限公

司
黃金鯧 10707301167-00230、-57781 合格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新竹中央門市)/新

竹市東區中央路174號

87 108.08.06 雲林縣政府 TAP10812001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

司
香魚 1080531550-029540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新街

96號

88 108.08.06 雲林縣政府 TAP10812002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
虱目魚 108030758-4156646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新街

96號

89 108.08.06 雲林縣政府 TAP10812003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7122155-7011508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新街

96號

90 108.08.06 雲林縣政府 TAP10812004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108021890-1054240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新街

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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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08.08.08 苗栗縣政府 TAP10809001 冷凍石斑魚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8022656-8033637 合格 －

家樂福苗栗店/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599號

92 108.08.08 苗栗縣政府 TAP10809002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

冷凍食品加工廠
石斑魚 107122155-7194454 合格 －

家樂福苗栗店/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599號

93 108.08.08 苗栗縣政府 TAP10809003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710090257-75152 合格 －

家樂福苗栗店/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599號

94 108.08.08 苗栗縣政府 TAP10809004 九孔
昊運水產生技有

限公司
九孔 10805011810-21808 合格 －

家樂福苗栗店/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599號

95 108.08.14 彰化縣政府 TAP10810001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807101005-01661、-01985 合格 合格

大潤發員林店/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

319號

96 108.08.14 彰化縣政府 TAP10810002 鱸魚片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6210124-38034 合格 －
大潤發員林店/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

319號

97 108.08.14 彰化縣政府 TAP10810003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42655-7154055 合格 －

大潤發員林店/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

319號

98 108.08.16 嘉義市政府 TAP10820001 蝦仁
亞太水產國際有

限公司
白蝦

10807061322-17179、-

17918、-16011、-18606
合格 合格

聖德科斯新民門市/嘉義市西區新民

路615號

99 108.08.16 嘉義市政府 TAP10820002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1080715567-098981 合格 －
聖德科斯新民門市/嘉義市西區新民

路615號

100 108.08.16 嘉義市政府 TAP10820003 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06242504-00737 合格 －

聖德科斯新民門市/嘉義市西區新民

路6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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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8.08.16 嘉義市政府 TAP10820004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07221973-03754 合格 －

聖德科斯新民門市/嘉義市西區新民

路615號

102 108.08.20 新竹縣政府 TAP10808001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725503-03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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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08.08.20 新竹縣政府 TAP10808002 三去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

司
午仔魚 1071004568-04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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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108.08.20 新竹縣政府 TAP10808003 白蝦(超大) 柯明賢 白蝦 1080715111-00971、-0040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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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108.08.20 新竹縣政府 TAP10808004 黃臘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

份有限公司
黃臘鰺 1071221525-144472、-144169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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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108.10.22 花蓮縣政府 TAP10816001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7100157-5544914 合格 －
愛買花蓮店/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

581號B1

107 108.10.22 花蓮縣政府 TAP10816002 鱸魚片 吳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821502-024980 合格 －
愛買花蓮店/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

581號B1

108 108.10.22 花蓮縣政府 TAP10816003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40957-9076873 合格 －
愛買花蓮店/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

581號B1

109 108.10.23 南投縣政府 TAP10811001 鱸魚片 旻宸養殖場 鱸魚 1080910539-082704 合格 －
楓康超市草屯店/南投縣草屯鎮中興

路38號

110 108.10.23 南投縣政府 TAP10811002 虱目魚肚 吳鐘添養殖場 虱目魚 10807010005-21489 合格 －
楓康超市草屯店/南投縣草屯鎮中興

路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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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08.10.23 南投縣政府 TAP10811003 白蝦 黃碧田養殖場 白蝦 10808061586-16535 合格 －
楓康超市草屯店/南投縣草屯鎮中興

路38號

112 108.10.25 台東縣政府 TAP10815001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白蝦 10808282408-05189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

三段592號

113 108.10.25 台東縣政府 TAP10815002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

司
台灣鯛 108061854-4073349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

三段592號

114 108.10.25 台東縣政府 TAP10815003 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

目魚產銷班第34

班

虱目魚 108091656-3150108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興路

三段59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