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樣品名稱 採樣地點 結果 不合格項目說明

1 產銷履歷-雞肉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

有限公司-野飼崎

雞

黑羽放山土雞-母雞全雞-

追溯號碼:21041204165-

00422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有限

公司-野飼崎雞
合格

2 產銷履歷-雞肉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

有限公司-野飼崎

雞

黑羽放山土雞-去骨腿-追

溯號碼:21041204165-

00122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有限

公司-野飼崎雞
合格

3 產銷履歷-雞肉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

有限公司-野飼崎

雞

黑羽放山土雞-雞胸肉-追

溯號碼:21041204165-

00347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有限

公司-野飼崎雞
合格

4 產銷履歷-雞肉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

有限公司-野飼崎

雞

黑羽放山土雞-腿肉丁-追

溯號碼:21041204165-

00237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有限

公司-野飼崎雞
合格

5 產銷履歷-雞肉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

有限公司-野飼崎

雞

黑羽放山土雞-翅小腿-追

溯號碼:21041204165-

00013

三又二分之一農產有限

公司-野飼崎雞
合格

6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廠

金豐盛-翅小腿-追溯號

碼:21051050302-00396
屠宰場 合格

7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廠

金豐盛-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51050321-04256
屠宰場 合格

8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廠

金豐盛-去骨腿排-追溯號

碼:21051050342-94615
屠宰場 合格

9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廠

金豐盛-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51050333-74922
屠宰場 合格

10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廠

金豐盛-全雞-追溯號

碼:21020302774-09371
屠宰場 合格

11 產銷履歷-雞肉
立瑞畜產有限公

司-雲嶺鮮雞

土雞(清胸肉)-追溯號

碼:21042002393-08345
屠宰場 合格

12 產銷履歷-雞肉
立瑞畜產有限公

司-雲嶺鮮雞

土雞(全雞腿分切)-追溯號

碼:21042002393-21255
屠宰場 合格

13 產銷履歷-雞肉
立瑞畜產有限公

司-雲嶺鮮雞

土雞(半雞切盤)-追溯號

碼:21042002401-03630
屠宰場 合格

14 產銷履歷-雞肉
立瑞畜產有限公

司-雲嶺鮮雞

土雞(三節翅)-追溯號

碼:21042002394-02579
屠宰場 合格

15 產銷履歷-雞肉
立瑞畜產有限公

司-雲嶺鮮雞

土雞(全雞腿)-追溯號

碼:21042002393-02335
屠宰場 合格

16 產銷履歷-雞肉
鉅峰食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紅玉雞-去骨雞腿-追溯號

碼:21042750015-18152
工廠 合格

17 產銷履歷-雞肉
鉅峰食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紅玉雞-雞翅-追溯號

碼:2102700012-17071
工廠 合格

18 產銷履歷-雞肉
鉅峰食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紅玉雞-帶骨雞腿切塊-追

溯號碼:21042650022-

37018

工廠 合格

19 產銷履歷-雞肉
鉅峰食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紅玉雞-雞胸-追溯號

碼:21022550024-71928
工廠 合格

20 產銷履歷-雞肉
鉅峰食品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紅玉雞-全雞-追溯號

碼:21022500000-12749
工廠 合格

21 產銷履歷-雞肉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冷雞-去皮雞胸肉-追溯

號碼:21060151820-88575
屠宰場 合格

22 產銷履歷-雞肉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冷雞-棒腿-追溯號

碼:2106151880-36469
屠宰場 合格

23 產銷履歷-雞肉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冷雞-腿切塊-追溯號

碼:21060103688-46986
屠宰場 合格

24 產銷履歷-雞肉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冷雞-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60202654-40903
屠宰場 合格

25 產銷履歷-雞肉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氣冷雞-三節翅-追溯號

碼:21060202667-22497
屠宰場 合格

26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穀D4棒棒腿-追溯號

碼:210708201117-17577
萬金畜牧場 合格

27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穀T8骨腿-追溯號

碼:21062402905-12300
萬金畜牧場 合格

28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榖二節翅-追溯號

碼:21061703817-09847
萬金畜牧場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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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榖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71501970-

0010221071501970-00077

萬金畜牧場 合格

30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榖T9去骨腿肉-追溯號

碼:21070802560-11214
萬金畜牧場 合格

31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穀去皮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71202636-17288
萬金畜牧場 合格

32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尚穀翅小腿-追溯號

碼:21070201327-02563
萬金畜牧場 合格

33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中全雞帶爪-追溯號

碼:21071501974-00082
萬金畜牧場 合格

34 產銷履歷-雞肉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牧草雞骨腿切塊-追溯號

碼:21080202993-04347
大潤發鳳山店 合格

35 產銷履歷-雞肉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牧草雞清肉-追溯號

碼:21080203405-00047
大潤發鳳山店 合格

36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肉雞(去骨腿排)-追溯號

碼:21080250472-52557
家樂福鼎山分公司 合格

37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肉雞(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73050840-75116
家樂福鼎山分公司 合格

38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白肉雞(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73050850-13416
家樂福鼎山分公司 合格

39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50651180-22245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0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50651191-86703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1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翅小腿-追溯號

碼:20101650110-82417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2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雞腿肉-追溯號

碼:21060952010-58967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3 產銷履歷-雞肉
巧活食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黑鑽雞-分切雞腿-追溯號

碼:21061750100-95667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4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二廠

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83150790-02432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5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二廠

去骨雞排-追溯號

碼:21083150800-79455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6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二廠

雞腿肉條-追溯號

碼:21083002471-24126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7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永康二廠

帶骨雞肉切塊-追溯號

碼:21020551010-59243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48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翅中-追溯號

碼:21090350760-54679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49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翅小腿-追溯號

碼:21090350751-48739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50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90350771-06458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51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白肉雞(尚穀里肌肉)-追溯

號碼:21031701406-02591
大樂高雄店 合格

52 產銷履歷-雞肉 萬金畜牧場
白肉雞(尚穀T8骨腿)-追溯

號碼:21080901534-06912
大樂高雄店 合格

53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雞腿肉-追溯號

碼:21071650823-40747
高雄漢神巨蛋Jasons 合格

54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61251650-60498
高雄漢神巨蛋Jasons 合格

55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帶骨雞肉切塊-追

溯號碼:2107165078-88669
高雄漢神巨蛋Jasons 合格

56 產銷履歷-雞肉 超秦企業
牧野雞切塊-追溯號

碼:21110802867-01044
大潤發(忠明店) 合格

57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雞胸肉-追溯號

碼:21110550693-06555
家樂福(文心店) 合格

58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里肌肉-追溯號

碼:21071650841-22458
家樂福(文心店) 合格

59 產銷履歷-雞肉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舒康雞-雞胸肉-追溯號

碼:21071351581-53573
家樂福(文心店) 合格

60 產銷履歷-鴨肉
有心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去骨櫻桃鴨腿肉-追溯號

碼:21032550820-92780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61 產銷履歷-鴨肉
有心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櫻桃鴨胸-追溯號

碼:21061051710-53358
家樂福-新屏店 合格

62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森林元氣蛋-追溯號

碼:21041000854-70769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63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大武山牧場履歷蛋(白殼)-

追溯號碼:21041050732-

12495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64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41204163-00024
立祥畜牧場 合格

65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41302418-00073
立祥畜牧場 合格

66 產銷履歷-蛋品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OKEGGS褐殼鮮蛋-追溯號

碼:21041001114-05157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7 產銷履歷-蛋品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OKEGGS褐殼鮮蛋-追溯號

碼:21041101286-00000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8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勤億是好機能蛋-追溯號

碼:21041351070-20249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9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041302158-

03208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0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41400248-48336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71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41300386-70403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72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源牧鮮蛋(富農牧場)-追溯

號碼:21041301833-00161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3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新興隆畜牧場)-

追溯號碼:21041202338-

00007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4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益鮮白蛋-追溯號

碼:210415052515-00076
佳縈畜牧場 合格

75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洗選蛋-追溯號

碼:21041308172-52193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6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心樸市集-追溯號

碼:21041400515-62572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7 產銷履歷-蛋品 健安畜牧場
田庄好蛋-追溯號

碼:21041400771-01232
健安畜牧場 合格

78 產銷履歷-蛋品 健安畜牧場
田庄好蛋-追溯號

碼:21041600445-33415
健安畜牧場 合格

79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嵨芯級集洗選白蛋(雞蛋)-

追溯號碼:21042103950-

00051

呈昊畜牧場 合格

80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嵨芯集洗選白蛋(雞蛋)-追

溯號碼:21042201729-

04246

呈昊畜牧場 合格

81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萃選白蛋-追溯號

碼:21042150261-12300
呈昊畜牧場 合格

82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5075001105052
石安牧場 合格

83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5085000079625
石安牧場 合格

84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森林元氣蛋-追溯號

碼:21050950370-24427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85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大武山牧場履歷蛋(白殼)-

追溯號碼:21050950390-

89494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86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官田營

業所

EIYO機能蛋(葉黃素)-追溯

號碼:2105105082061188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官田營業所
合格

87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官田營

業所

大成-小農履歷(白蛋)-追

溯號碼:2105085076078841

大成長城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官田營業所
合格

88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050701977-

03918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9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050701978-

07143

勤億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0 產銷履歷-蛋品 偉良畜牧場
鑫鮮蛋-追溯號

碼:21051102543-00082
偉良畜牧場 合格

91 產銷履歷-蛋品 偉良畜牧場
鑫鮮蛋-追溯號

碼:21051200390-00042
偉良畜牧場 合格

92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51200240-46366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93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51100130-17435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94 產銷履歷-蛋品 永順興牧場
順興蛋-追溯號

碼:21051200266-00044
永順興牧場 合格

95 產銷履歷-蛋品 永順興牧場
順興蛋-追溯號

碼:21051102003-00019
永順興牧場 合格

96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追溯號

碼:21051103593-00045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7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源牧鮮蛋-追溯號

碼:21051102742-00149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8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雞

蛋)機能卵-追溯號

碼:21061401464-00034

佳縈畜牧場 合格

99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雞

蛋)機能卵-追溯號

碼:21061500210-42021

佳縈畜牧場 合格

100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嵨芯集洗選白蛋(雞蛋)-追

溯號碼:21061400754-

83025

呈昊畜牧場 合格

101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嵨芯集洗選白蛋(雞蛋)-追

溯號碼:21061502082-

00112

呈昊畜牧場 合格

102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機能蛋(紅蛋)-金盞花

萃取物-追溯號

碼:21061103347-28570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3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嚴選蛋(白蛋)-追溯號

碼:21061450472-10409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4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

公司

森林元氣蛋-追溯號

碼:21061550161-61592
山水畜產開發(股)公司 合格

105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

公司

大武山牧場履歷白蛋-追溯

號碼:21061650081-01800
山水畜產開發(股)公司 合格

106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6165001114020
石安牧場 合格

107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6155002116752
石安牧場 合格

108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61401475-00050
立祥畜牧場 合格

109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61503243-00097
立祥畜牧場 合格

110 產銷履歷-蛋品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追溯號

碼:21061604147-00047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1 產銷履歷-蛋品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追溯號

碼:21061604151-00067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2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61400531-70354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113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鮮蛋-追溯號

碼:21061550691-30164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114 產銷履歷-蛋品 偉良畜牧場
鑫鮮蛋-追溯號

碼:21071400354-00021
偉良畜牧場 合格

115 產銷履歷-蛋品 偉良畜牧場
鑫鮮蛋-追溯號

碼:21071302498-01848
偉良畜牧場 合格

116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大武山牧場履歷蛋(白殼)-

追溯號碼:21071250480-

65919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117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森林元氣蛋-追溯號

碼:21071200499-77113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合格



118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71203476-00080
立祥畜牧場 合格

119 產銷履歷-蛋品 立祥畜牧場
美日元氣-追溯號

碼:21071402174-00061
立祥畜牧場 合格

120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溯源蛋(白蛋)-追溯號

碼:21071250832-10595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121 產銷履歷-蛋品 富源畜牧場一場
大成溯源蛋(白蛋)-追溯號

碼:21071350470-52929
富源畜牧場一場 合格

122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7135021026978
石安牧場 合格

123 產銷履歷-蛋品 石安牧場
石安牧場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7145005094701
石安牧場 合格

124 產銷履歷-蛋品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OKEGGS褐殼雞蛋-追溯號

碼:21071502064-02628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5 產銷履歷-蛋品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OKEGGS褐殼雞蛋-追溯號

碼:21071602225-00193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6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追溯號

碼:21071501165-00005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7 產銷履歷-蛋品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

公司

精力鮮蛋-追溯號

碼:21071600735-00291
台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8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小農履歷(紅蛋)-追

溯號碼:2107190056532163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9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機能蛋(紅蛋)-金盞花

萃取物-追溯號

碼:2107170063516322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0 產銷履歷-蛋品 千佑畜牧場
台農翠選白蛋(雞蛋)-追溯

號碼:21071850120-21147
千佑畜牧場 合格

131 產銷履歷-蛋品 千佑畜牧場
台農翠選白蛋(雞蛋)-追溯

號碼:21071750390-20190
千佑畜牧場 合格

132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機能

卵-追溯號

碼:21071800131-84018

佳縈畜牧場 合格

133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機能

卵-追溯號

碼:21071902086-00003

佳縈畜牧場 合格

134 產銷履歷-蛋品 茂林畜牧場
伊利蛋-追溯號

碼:21072701271-20437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35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機能蛋(紅蛋)-金盞花

萃取物-追溯號

碼:21072803121-02789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36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鮮雞蛋(紅蛋)-追溯號

碼:21080201605-75055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37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鮮雞蛋(紅蛋)-追溯號

碼:210719012078-2941
大潤發鳳山店 合格

138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股)

公司

樂禮冷藏鮮蛋(白殼)-追溯

號碼:21071750530-45863
大潤發鳳山店 合格

139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科技(股)

公司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072302887-

00443

大樂購物中心(高雄) 合格

140 產銷履歷-蛋品 永泰牧場
日出土雞蛋-追溯號

碼:21072500379-02503
大樂購物中心(高雄) 合格

141 產銷履歷-蛋品 興聯畜牧場
貴妃蛋(紅殼)-追溯號

碼:21073000939-04339
大樂購物中心(高雄) 合格

142 產銷履歷-蛋品 千佑畜牧場

元氣滿福履歷蛋(白殼蛋)-

追溯號碼:21080350190-

56704

全聯(民生瑞民店) 合格

143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
大成-初生卵(白蛋)-追溯

號碼:21072701411-69491
全聯(民生瑞民店) 合格

144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
散步雞紅蛋-褐藻蛋-追溯

號碼:21080451480-81218
全聯(民生瑞民店) 合格

145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日暖鮮蛋-追溯號

碼:21080450440-17878
全聯(民生瑞民店) 合格

146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大成-小農履歷(白蛋)-追

溯號碼:2108075090010097
全聯-彰化長興分公司 合格

147 產銷履歷-蛋品
茂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富翁藏卵(紅殼雞蛋)-追溯

號碼:2108070159542069
全聯-彰化長興分公司 合格



148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日玉鮮蛋-追溯號

碼:2108060061028515
全聯-彰化長興分公司 合格

149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瑞牧平飼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8100015211638
全聯-彰化長興分公司 合格

150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向陽喫好蛋(紅鮮蛋)-追溯

號碼:2108050007040112
全聯-彰化長興分公司 合格

151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

大武山UP機能蛋.葉黃素-

追溯號碼:21080900497-

09905

台南全聯新化分公司 合格

152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香草園-歐嗨優重量級紅鮮

蛋-追溯號

碼:21080900134-13550

台南全聯新化分公司 合格

153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機能

卵-追溯號碼:2108220000-

70088

洗選室 合格

154 產銷履歷-蛋品 佳縈畜牧場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機能

卵-追溯號

碼:21082301565-00013

洗選室 合格

155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香草園歐嗨優重量級紅鮮

蛋-追溯號

碼:21082400037-10740

雲林全聯(斗南店) 合格

156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瑞牧平飼動福蛋-追溯號

碼:21082400008-34920
雲林全聯(斗南店) 合格

157 產銷履歷-蛋品 金大畜牧場
富翁藏卵(白殼雞蛋)-追溯

號碼:21082150621-05021
雲林全聯(斗南店) 合格

158 產銷履歷-蛋品 千佑畜牧場
台農翠選白蛋(雞蛋)-追溯

號碼:21082250060-43100
雲林全聯(斗南店) 合格

159 產銷履歷-蛋品
中一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家樂福冷藏履歷優質鮮雞

蛋(白)-追溯號

碼:21080403664-02088

屏東家樂福新屏分公司 合格

160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後壁廠

禾牧蛋-追溯號

碼:21081800629-40404
屏東家樂福新屏分公司 合格

161 產銷履歷-蛋品 台美牧場
善好動物福利蛋-追溯號

碼:21080600213-10639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162 產銷履歷-蛋品 茂林畜牧場
伊利蛋-追溯號

碼:21082001162-40390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163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科技公司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081801389-

04747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164 產銷履歷-蛋品 家樂福有限公司

家樂福冷藏履歷優質鮮雞

蛋-追溯號

碼:21081700561-42741

家樂福-台南新營分公司 合格

165 產銷履歷-蛋品
家樂福股份有限公

司

家樂福非籠飼平飼新鮮蛋-

追溯號碼:2109064384-

06560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66 產銷履歷-蛋品 呈昊畜牧場

嵨芯集洗選白蛋(雞蛋)-追

溯號碼:21082800269-

07779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67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
樂禮冷藏鮮蛋-追溯號

碼:21090350070-90622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68 產銷履歷-蛋品 永泰牧場
日出白殼鮮蛋-追溯號

碼:21090700141-00405
家樂福鼎山店 合格

169 產銷履歷-蛋品 瑞福食品
究巢動福紅殼蛋-追溯號

碼:21092300504-33275
全聯(嘉義朴子四維店) 合格

170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
森林元氣蛋-追溯號

碼:21092100167-73602
全聯(嘉義朴子四維店) 合格

171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

香草園歐嗨優重量級紅鮮

蛋-追溯號

碼:21092000580-17110

全聯(嘉義朴子四維店) 合格

172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
散步雞紅蛋-褐藻蛋-追溯

號碼:21091602543-70933
全聯(嘉義朴子四維店) 合格

173 產銷履歷-蛋品 冠軍國際行銷

養力(白玉)履歷安心機能

卵-追溯號

碼:21102500025-22758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4 產銷履歷-蛋品 冠軍國際行銷

金鑽元氣e世卵(紅殼蛋)-

追溯號碼:21101000101-

34013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5 產銷履歷-蛋品 瑞牧食品
瑞牧平飼動福蛋-追溯號

碼:21102000048-10047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6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

幸福牧場蛋黃香人道雞蛋-

追溯號碼:21102001675-

05671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7 產銷履歷-蛋品 勤億蛋品
是好機能蛋-追溯號

碼:21101851130-13318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8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向陽喫好蛋(白鮮蛋)-追溯

號碼:21101900093-86624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79 產銷履歷-蛋品
香草園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向陽喫好蛋(紅鮮蛋)-追溯

號碼:21101700164-25690
全聯(台中仁和) 合格

180 產銷履歷-蛋品 冠軍國際行銷

元氣滿福履歷蛋(白殼蛋)-

追溯號碼:21110301742-

05234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1 產銷履歷-蛋品 台農蛋品
台農萃選白蛋(雞蛋)-追溯

號碼:21102450080-93852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2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
大武山UP機能蛋-追溯號

碼:21103150160-56750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3 產銷履歷-蛋品 山水畜產開發
大武山履歷蛋-追溯號

碼:21102750240-19902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4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
大成-出生卵(白蛋)-追溯

號碼:2111035107052970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5 產銷履歷-蛋品 大成長城
大成機能卵(紅蛋)-追溯號

碼:2110300181067566
全聯(朴子嘉朴) 合格

186 產銷履歷-蛋品
茂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富翁藏卵(紅殼雞蛋)-追溯

號碼:21102700917-30862
全聯(彰化埤頭) 合格

187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40600587-42215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88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2245079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89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30951002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0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4065078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1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VV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41400966-11850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2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VV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42701008-86630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3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6501215-23952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4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52600966-10972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5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4275092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6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5115091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7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5255176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8 產銷履歷-皮蛋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

限公司(屏東廠)

廣大利松花溏心皮蛋-追溯

號碼:2105185228
蛋品加工廠 合格

199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70700428-00251
蛋品加工廠 合格

200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8110802-02618
蛋品加工廠 合格

201 產銷履歷-皮蛋 浤良食品
松花皮蛋-追溯號

碼:210707441-26862
雲林大潤發斗南店)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