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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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1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06305076045327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2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2 冷凍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102165072151876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3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3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245141003628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4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4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2101210277041952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5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5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106250299920086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6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6 龍虎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12050203519626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7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7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235148055121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8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8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2103040018507315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9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09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0278263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0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0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205075158105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1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1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4137812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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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2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035099032029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3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3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7334235 合格 －

家樂福桂林店/台北市萬華區桂

林路1號

14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4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107200140750394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15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5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2107050270616257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16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6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107195127031611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17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7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107195127036930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18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8 白蝦
漁仁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白蝦 2107210242216468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19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19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5145034307941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0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0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104130164940159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1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1 石斑魚丁骨
合興安海洋事業有限

公司
 石斑 2011090316705715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2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2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104130164941132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3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3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3025099321642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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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4 虱目魚肚 蘇明生養殖場 虱目魚 2104200233900005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5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5 黃臘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臘鰺 2101065038155940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6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6 午仔魚條凍
合興安海洋事業有限

公司
 午仔魚 2006020335010857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7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7 石斑魚條凍
合興安海洋事業有限

公司
石斑 2012100319707569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8 110.08.11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8 鱸魚 蔡志忠養殖場 鱸魚 2105170528809756 合格 －
臺北魚市/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410巷2弄20號

29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1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305059029803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0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2 虱目魚丸(大)
高昇調理食品實業有

限公司

 虱目魚

肉
2106105041235006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1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3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05150157815907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2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4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4280618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3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5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0328034 合格 合格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4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6 白蝦 曾健一 白蝦 2103040018408465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5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7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106250249982381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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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8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215127145942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7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09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035099120644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8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10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1075134015362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39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1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5186355850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40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12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155008128442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41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13 香魚(抱卵)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102165072146970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42 110.08.13 台南市政府 TAP11004014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10315052051079 合格 －
家樂褔新營店/台南市新營區健

康路251號

43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1 鱸魚排 許怡雯 鱸魚 2107010355566744 合格 合格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44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2 石斑分切 陳曉帆 石斑 2010070299403407 合格 合格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45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3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10145085028547 合格 合格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46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4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7116306 合格 合格

台中大遠百/台中市西屯區台灣

大道三段251號

47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5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140379105251 合格 合格

台中大遠百/台中市西屯區台灣

大道三段2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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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6 海鱺分切(輪切) 陳連生 海鱺 2012220111303077 合格 －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49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7 黃金鯧三清 陳連生 黃金鯧 2010200244241676 合格 －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50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8 海鱺分切 陳連生 海鱺 2010200252235968 合格 －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51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09 石斑三清 陳曉帆 石斑 2010210260705304 合格 －
廣三SOGO百貨/台中市西區台灣

大道二段459號

52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0 鱸魚切片
魚之達人水產股份有

限公司
鱸魚 2005070320301504 合格 －

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台中市西

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

53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1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106105155073091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4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2 去刺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5155178038280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5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3 黃蠟鰺條凍 吳藙民 黃蠟鰺 2012160317907598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6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4 石斑
鮪豐水產股份有限公

司
石斑 2012010325408326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7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5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3025094418754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8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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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155100005704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59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7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125005070827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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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10.08.16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8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5315165095081 合格 －

愛買復興店/台中市南區復興路

一段359號

61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1 白蝦 曾王淑秋 白蝦 2103040019319108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2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2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245141060506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3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3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10315052202357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4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4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12155130076441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5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5 冷凍石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106250249968632 合格 合格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6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6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105260209208051 合格 合格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67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7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司 午仔魚 2106285130197133 合格 合格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68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8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1314477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69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09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4065968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0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0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305103117464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1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7088020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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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2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2225115006280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3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3 龍虎斑魚片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12050203527660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4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4 虱目魚丸(大)
高昇調理食品實業有

限公司
虱目魚肉 2106075031072766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5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5 剝殼牡蠣 黃玉燕 牡蠣 2108120027733333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6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6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155161093727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7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7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1081106581292308 合格 －

家樂福楠梓店/高雄市楠梓區藍

田路288號

78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8 鱸魚切片
魚之達人水產股份有

限公司
鱸魚 2005130293302435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79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19 午仔魚(初) 飛洋水產有限公司 午仔魚 45000000177312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80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0 冷凍石斑魚頭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 2004065103058148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81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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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35084041668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82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2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 2004065101086350 合格 －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高雄市左

營區高鐵路123號

83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3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205080063299 合格 －

漢神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

路7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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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4 剝殼牡蠣 黃玉燕 牡蠣 2108125053037439 合格 －
漢神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

路777號

85 110.08.18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5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0418755 合格 －
漢神巨蛋/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

路777號

86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1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245137061632 合格 合格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87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2 去刺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5155178105434 合格 合格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88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3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205082068122 合格 合格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89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4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006175036057127 合格 合格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0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5 鱸魚分切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106040380427050 合格 合格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1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6
台灣鯛魚片(涮魚

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7165123047164 合格 －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2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7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105216161887 合格 －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3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8
冷凍整尾去刺虱目

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3025093044990 合格 －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4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09 去刺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6225143161230 合格 －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95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0 去刺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5145155214929 合格 －

大潤發中壢店/桃園市中壢區中

北路二段4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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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1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105216020939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97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2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205082091433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98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3 鱸魚魚片(中) 柯德義 鱸魚 2106105155017791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99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4 冷凍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4200372421046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0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5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3025094206082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1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6 鱸魚魚片(特大) 柯德義 鱸魚 2106105155018196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2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7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3315087127177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3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8 鱸魚魚片(小) 柯德義 鱸魚 2106105155016391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4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19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2106010419614201 合格 －
愛買桃園店/桃園市桃園區中山

路939號

105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0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108050358706149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06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1 石斑魚丁骨
合興安海洋事業有限

公司
石斑 2105200485657751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07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2 黃臘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臘鰺 210203502706036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第 9 頁，共 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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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3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6255145042302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09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4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10604521313037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0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5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司 午仔魚 2107135140259897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1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6 虱目魚柳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205270026624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2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7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2106035159035060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3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8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079000314433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4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29 鱸魚條凍 吳藙民 鱸魚 2103045108071760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5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30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2904030525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6 110.08.20 桃園市政府 TAP11007031 文蛤 李宗燦 文蛤 2108100144247926 合格 －

棉花田生機園地(中壢環東門

市)/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12

號

117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1 剝殼牡蠣 黃玉燕 牡蠣 2108195039088601 合格 合格
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新北市板

橋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118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2 白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010070123102230 合格 合格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19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3 冷凍石斑魚頭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 2004065103091132 合格 合格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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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4 草蝦
一夫水產生技有限公

司
草蝦 2012225090312498 合格 合格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1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5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 2004065101120825 合格 合格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2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6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2107290144919897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3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7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7205187090237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4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8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7050093928108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5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09 鱸魚分切 柯德義 鱸魚 2105180315414031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6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0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025125020817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7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1 午仔魚 飛洋水產有限公司 午仔魚 2107135140198432 合格 －
板農活力超市/新北市板橋區府

中路29-1號B1

128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2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105216067842 合格 －

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新北市板

橋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129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3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235095217703 合格 －

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新北市板

橋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130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4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0558842 合格 －
遠東百貨板橋中山店/新北市板

橋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131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5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185130032518 合格 －

大潤發板橋雙十店/新北市板橋

區雙十路二段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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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6 鱸魚條凍 吳藙民 鱸魚 2105110263329140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3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7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300246306146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4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8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7215105044744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5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19 蝦仁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 2108020379117250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6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20 甜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 2107250102819570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7 110.08.23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21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106070165449806 合格 －
聖德科斯板橋雙十門市/新北市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56號

138 110.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6 蝦仁 顏榮宏 蝦 2107220180703138 合格 －
大樂購物中心/高雄市三民區民

族一路463號

139 110.08.26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7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107260338511313 合格 －
大樂購物中心/高雄市三民區民

族一路463號

140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1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008075092088876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1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2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5186173083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2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3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06305076103489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3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4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12155130101319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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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5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0686669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5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6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55214209244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6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7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295047202431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7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8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205075037639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8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09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245189117298 合格 －

家樂福虎尾店/雲林縣虎尾鎮立

新街96號

149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0 去刺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5145155006102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0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1 鱸魚分切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106040380402249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1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2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105216219415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2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3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6035214035123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3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4 冷凍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4245093121932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4 110.08.27 雲林縣政府 TAP11012015
冷凍整尾去刺虱目

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4295098075807 合格 －

大潤發斗南店/雲林縣斗南鎮西

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155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5186437498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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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2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4205086540985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57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3 金目鱸魚片 洪信嘉 鱸魚 2106259031156839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58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4 龍膽石斑菲力 梓官區漁會 石斑 2005150250009643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59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5 去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12155130090405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0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6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4085120009028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1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7 虱目魚丸
高昇調理食品實業有

限公司
虱目魚 2103175078062658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2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8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35216641102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3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09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8135094108985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4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0 香魚 泉源水產有限公司 香魚 2106075168035832 合格 －
家樂福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正

氣路300之1號

165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1 白蝦(特大) 王品鑫 白蝦 2107110116111124 合格 －
台11線白蝦/台東縣成功鎮光復

路55號

166 110.09.07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2 白蝦(中) 王品鑫 白蝦 2108160086106424 合格 －
台11線白蝦/台東縣成功鎮光復

路55號

167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3 整尾去刺虱目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6225142169122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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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4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105166160029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69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5 冷凍虱目魚柳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011285057111968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0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6 冷凍白蝦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5070257332545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1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7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305141085327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2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8 鱸魚分切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鱸魚 2103150156925702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3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19 去刺虱目魚皮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5145155088353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4 110.09.08 台東縣政府 TAP11015020 去刺虱目魚肚
台南市北門區虱目魚

產銷班第34班
虱目魚 2106225143114304 合格 －

大潤發台東店/台東縣台東市中

興路三段592號

175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29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2106035159019251 合格 合格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76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0 白蝦
漁仁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白蝦 2107265112043709 合格 合格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77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1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106045213338732 合格 合格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78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2 黃臘鰺(全魚)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臘鰺 1081111565017202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79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3 台灣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8105068002853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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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4
台灣鯛魚片(涮魚

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2108105106047882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1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5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245142050571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2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6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9000763681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3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7 鱸魚條凍 吳藙民 鱸魚 2108190154120852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4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8 虱目魚柳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205270033694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5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39 白蝦 柯明賢 白蝦 2108130290205655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6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0 石斑魚魚片
合興安海洋事業有限

公司
石斑 2106110397412446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7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1
冷凍石斑魚(魚排

，切片 )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石斑 2107015155035644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8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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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90330104719 合格 －

棉花田青年門市/台北市萬華區

青年路12號1樓

189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3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6305141004215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190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4 甜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子 2106120246757655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191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5 蝦仁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子 2107200376820526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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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6 蒲燒台灣鯛魚腹排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鯛 2107165154030051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193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7 鱸魚魚片 柯德義 鱸魚 2108125117034763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194 110.09.10 台北市政府 TAP11002048 鱸魚條凍 吳藙民 鱸魚 2107300266321355 合格 －
聖德科斯青年公園門市/台北市

萬華區青年路10號

195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19 虱目魚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虱目魚 2108200021690418 合格 －

台灣楓康超市永春店/台中市南

屯區大墩南路416號

196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0 甜蝦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子 2101145114010127 合格 －
台灣楓康超市永春店/台中市南

屯區大墩南路416號

197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1 鱸魚片 吳藙民 鱸魚 2106105185224327 合格 －
台灣楓康超市永春店/台中市南

屯區大墩南路416號

198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2 冷凍白蝦
旭海安溯水產有限公

司
白蝦 2011090302515415 合格 －

台灣楓康超市永春店/台中市南

屯區大墩南路416號

199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3 白蝦 何招興 白蝦 2107010360708678 不合格 －
裕毛屋凱福登生鮮超市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0號

200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4 白蝦 顏榮宏 白蝦 2108240179100423 合格 －
裕毛屋凱福登生鮮超市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0號

201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5 虱目魚肚 顏榮宏 虱目魚 2109060165204211 合格 －
裕毛屋凱福登生鮮超市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0號

202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6 蝦仁 顏榮宏 白蝦 2108240179301531 合格 －
裕毛屋凱福登生鮮超市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50號

203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7 虱目魚柳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5188010844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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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8 冷凍鱸魚帶皮魚片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鱸魚 2105075126047604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05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29 虱目魚皮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2045083002803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06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30 冷凍台灣鯛魚切片
允偉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鯛 2106110070117250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07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31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175186034302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08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32 白蝦仁 邱經堯 白蝦 2106180051135342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09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33 黃臘鰺魚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臘鰺 2102035026100188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10 110.09.15 台中市政府 TAP11003034 白蝦 柯丁益 白蝦 2011200273801101 合格 －
第六市場/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3樓

211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8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7205187105328 合格 －

無毒的家左營店/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014-2號

212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29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5145158017228 合格 －

無毒的家左營店/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014-2號

213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0 去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106035207499640 合格 －

無毒的家左營店/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014-2號

214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1 虱目魚肉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 2003165071082901 合格 －

無毒的家左營店/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014-2號

215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2 冷凍白蝦仁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7300086819939 合格 －

無毒的家左營店/高雄市左營區

民族一路1014-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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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3 草蝦
一夫水產生技有限公

司
草蝦 2012225090222746 合格 －

壹塊肉．坊/高雄市苓雅區林德

街32號

217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4 鱸魚排 邱經堯 鱸魚 2108055034004713 合格 －
壹塊肉．坊/高雄市苓雅區林德

街32號

218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5 冷凍石斑魚片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石斑 2004065101105779 合格 －

壹塊肉．坊/高雄市苓雅區林德

街32號

219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6 文蛤 李宗燦 文蛤 2109220180703307 合格 －
壹塊肉．坊/高雄市苓雅區林德

街32號

220 110.09.30 高雄市政府 TAP11005037 白蝦仁 邱經堯 白蝦 2108065133330516 合格 －
壹塊肉．坊/高雄市苓雅區林德

街32號

221 110.10.22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22 白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2108235088022657 合格 －

元氣種子/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142號

222 110.10.22 新北市政府 TAP11001023 蝦仁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蝦仁 2107250102915807 合格 －
元氣種子/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

142號

223 110.10.28 新竹市政府 TAP11019001 白蝦 缺 白蝦 缺 不合格 －
健康屋/新竹市東區建中一路60

號

224 110.10.28 新竹市政府 TAP11019002 鱸魚排 邱經堯 鱸魚 2108055034079106 合格 －
綠冰箱農夫站/新竹市東區長春

街113號

225 110.10.28 新竹市政府 TAP11019003 文蛤 黃芬香 文蛤 2110260027900141 合格 －
媽媽魚安心超市關新店/新竹市

東區關新二街100號

226 110.10.28 新竹市政府 TAP11019004 文蛤 倪清發養殖場 文蛤 2110230139715164 合格 －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新竹市東

區關新二街110號

227 110.10.28 新竹市政府 TAP11019005 石斑三清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石斑 2011160324405287 合格 －

柑仔店有機健康超市/新竹市東

區關新二街1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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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110.10.29 新竹縣政府 TAP11008001 烏魚 缺 烏魚 缺 不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新竹縣竹北市文

興路349號

229 110.10.29 新竹縣政府 TAP11008002 白蝦 許豐立 白蝦 2109140281599591 合格 －
樂菲有機超市/新竹縣竹北市文

興路3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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