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期：1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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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地點

1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1 香魚(抱卵)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10508120420-14225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2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2
鮮活凍七星鱸魚切

塊
柯德義 鱸魚

10508151000-18170

10508151000-19019

10508151000-40149

10508151000-18920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3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3 無刺虱目魚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71450-0880586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4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4 澳洲銀鱸(貴妃魚) 柯德義 鱸魚 10508151000-05264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5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5 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10505170389-08647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6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6
原川生鮮虱目魚肚

(去刺)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8180780-00412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7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7
鮮活凍七星鱸魚下

巴
柯德義 鱸魚 10508070375-10045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8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8 金車冷凍鮮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508030608-29931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9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09 鮮凍白蝦(大)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冷凍白蝦 10507150094-19201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10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10 原川生鮮白蝦(中) 金煌休閒魚塭 白蝦 10508170682-01815 合格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新北市板橋

區府中路29號

11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11 無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無刺虱目

魚
10507140452-09244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府

中門市/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

段9號1樓

12 105.9.9 新北市政府 TAP10501012 邱家兄弟鮮野白蝦
邱建程生態水產育成

中心
白蝦 1050710921-020302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府

中門市/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

段9號1樓

13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1 虱目魚肚 王美美 虱目魚
1041110931-110956

1041110931-088346
合格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南港區重陽路19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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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2 生態蝦(冷凍) 曾小容 白蝦

10507250554-14603

10507250554-05151

10507250554-12813

10507250554-03144

10507250554-02589

10507250554-13886

合格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南港區重陽路194號

15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3 台灣鯛片 蔡志強養殖場 台灣鯛
1050302935-097056

1050302935-002926
合格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南港區重陽路194號

16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4
海水白蝦220克-特

大
李明祥 白蝦 10411270708-10465 合格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南港區重陽路194號

17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5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8080008-0871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18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6
鮮活凍 特級七星

鱸魚切片
柯德義 鱸魚 10507200845-55210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19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7 亞太密碼甜蝦仁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7190831-18840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0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8 台灣漁夫生態蝦仁 吳仁義養殖場 白蝦 10508180004-08027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1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09 台灣漁夫生態白蝦 吳仁義養殖場 白蝦 10508020164-61832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2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10 亞太密碼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6270314-03940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3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11 台灣漁夫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柳 10506180013-16235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4 105.9.1 台北市政府 TAP10502012 無毒水產-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10506050308-01836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生門市

/台北市民生東路五段99號

25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1 亞太密碼龍虎斑 亞太密碼有限公司 石斑 10502010308-04107 合格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青海路二段

26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2 無毒安心蝦 黃碧田養殖場 白蝦

10507260743-01843

10507260743-02820

10507260743-03043

10507260743-04948

10507260743-01588

10507260743-03134

合格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青海路二段

520號

27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3 亞太密碼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5100974-13543

10505100974-08916

10505100974-07952

10505100974-00741

合格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市西屯區西墩里青海路二段

520號

第 2 頁，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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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樣地點

28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4 台灣漁夫生態白蝦 吳仁義養殖場 白蝦

10508020005-11200

10508020005-13043

10508020005-04629

10508020005-12814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1樓

29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5
台灣漁夫虱目魚肚

(小)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507020015-26817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0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6
鮮活凍-特級七星

鱸魚切片
柯德義 鱸魚 10505200907-20428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1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7 台灣漁夫生態蝦仁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蝦仁 10506280015-11488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2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8 台灣漁夫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 10506280014-16910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3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09
台灣漁夫虱目魚肚

(大)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7050727-07584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4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10 亞太密碼甜蝦仁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7130838-51818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5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11
安心水產蒲燒鯛魚

腹片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蒲燒台灣

鯛魚腹排
10506200480-20724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青海

門市/台中市青海路一段50.52號

36 105.8.26 台中市政府 TAP10503012
直採台南將軍區產

銷履歷白蝦70-80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白蝦 10507060005-05328 合格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北屯分

公司/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70號

37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1
產銷履歷白蝦

40/50
曾申棟 白蝦 1041228916-123459 合格

家樂福仁德店/台南市仁德區中

山路711號

38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2 無刺虱目魚肚 陳清岳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121937-640133

1050121937-623218
合格

家樂福仁德店/台南市仁德區中

山路711號

39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3 龍虎班
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

司
石斑

1041117935-056223

1041117935-046697
合格

家樂福仁德店/台南市仁德區中

山路711號

40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4 大午魚600克/2尾 凃壬貴 午仔魚
1041221933-073492

1041221933-104721
合格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

南分社台南站/台南市東區裕農

路360號

41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5 冷藏牡蠣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

食品加工廠
冷藏牡蠣 1050601029-731241 合格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

南分社台南站/台南市東區裕農

路360號

42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6 白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426082-02567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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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7 台灣漁夫生態蝦仁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蝦仁 10505180138-0489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4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8 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 10504069230-1145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5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09 蒲燒台灣鯛魚腹排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蒲燒台灣

鯛魚腹排
10501150528-56975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6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10 虱目魚柳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柳 10505160015-0235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7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11 無刺虱目魚肚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無刺虱目

魚肚
10504200118-27286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8 105.6.03 台南市政府 TAP10504012 台灣漁夫生態白蝦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白蝦 10504070414-00985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東區東寧路379號

49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1 海鱺火鍋魚片 陳連生 海鱺 10401080257-00052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0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2 午仔魚C 凱亞養殖場 午仔魚

1041031925-097676

1041031925-017832

1041031925-001006

1041031925-017745

1041031925-011917

1041031925-023397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1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3 烏魚清肉C 凱亞養殖場 烏魚
10502220414-70008

10502220414-69969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2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4 生態蝦(冷凍) 黃仁性 白蝦 10503150738-13486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3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5 黃金尖吻鱸 三利養殖場 鱸魚 10409210706-09407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4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6 亞太密碼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3110788-07677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5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7 海鱺輪切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409100659-24510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6號

56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8 無毒水產-香魚 松樹門香魚養殖場 香魚 10504100317-40129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6號

57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09 虱目魚肚 王美美 虱目魚 1041110931-033776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8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10 台灣鯛片 蔡志強養殖場 台灣鯛 1050302935-025325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59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11 大午魚500克 凃壬貴 午仔魚 1040702956-000210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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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12 虎斑法式魚排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石斑 10412290907-11837 合格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61 105.5.24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13 台灣漁夫虱目魚柳 吳素雯 虱目魚 10407310060-03601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

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6號

62 105.5.26 高雄市政府 TAP10505014 黃金鯧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
黃金鯧 無 不合格

自然園天然食品屋/高雄市左營

區左營大路146號

63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1 生態蝦(冷凍) 黃仁性 白蝦
10503150738-06660

10503150738-11133
合格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中山路939號

64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2 金目鱸 柯德義 鱸魚

1050406932-002129

1050406932-002922

1050406932-044185

1050406932-001949

合格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中山路939號

65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3 金車冷凍鮮蝦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白蝦 10407210233-35087 合格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中山路939號

66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4 七星鱸魚切塊 柯德義 鱸魚 10408150535-47026 合格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中山路939號

67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5
石斑魚頭(275±

25g)
弘海養殖場 石斑 10504260743-01013 合格

中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桃園區泰昌八街21號地下室B1

68 105.5.25 桃園市政府 TAP10507006
石斑魚尾(150g±

25g)
弘海養殖場 石斑 10504260743-02855 合格

中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

桃園區泰昌八街21號地下室B1

69 105.6.08 新竹縣政府 TAP10508001 牛奶文蛤 倪清發 文蛤

10506010592-67226

10506010592-65627

10506010592-65270

10506010592-64874

合格
柑仔店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店/新

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路53號1樓

70 105.6.08 新竹縣政府 TAP10508002 蝦仁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蝦仁
1050302924-021288

1050302924-020631
合格

柑仔店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店/新

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路53號1樓

71 105.6.08 新竹縣政府 TAP10508003 鮮凍白蝦 曾健一 白蝦 1040827900-108175 合格
柑仔店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店/新

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路53號1樓

72 105.6.08 新竹縣政府 TAP10508004 白蝦 顏榮宏 白蝦 1040901079-600039 合格
柑仔店股份有限公司-竹北店/新

竹縣竹北市縣政三路53號1樓

73 105.8.19 基隆市政府 TAP10518001 無刺虱目魚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無刺虱目

魚

10505190444-02219

10505190444-02479

10505190444-01958

10505190444-03579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二路236-9、10號

74 105.8.19 基隆市政府 TAP10518002 淳鮮龍膽石斑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龍膽石斑

三清

10505100332-78396

10505100332-77607

10505100332-70614

10505100332-77002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二路236-9、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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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5.8.19 基隆市政府 TAP10518003 產銷履歷鯛魚片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魚

片
1050618934-077370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二路236-9、10號

76 105.8.19 基隆市政府 TAP10518004 虱目魚柳條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虱目魚柳 10507140466-24051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二路236-9、10號

77 105.8.16 新竹市政府 TAP10519001 邱家兄弟鮮野白蝦
邱健程生態水產育成

中心
白蝦

105628929-391628

105628929-391862

105628929-175825

105628929-396200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央路174號1樓

78 105.8.16 新竹市政府 TAP10519002 淳鮮龍膽石斑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石斑

10501190973-45547

10501190973-43607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央路174號1樓

79 105.8.16 新竹市政府 TAP10519003 產銷履歷午仔魚 宏燁食品有限公司 午仔魚 10504270968-17735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央路174號1樓

80 105.8.16 新竹市政府 TAP10519004 烏魚清肉切片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烏魚清肉 1050429927-103197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央路174號1樓

81 105.8.16 新竹市政府 TAP10519005 淳鮮龍膽石斑
瀚頂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農科分公司

龍膽石斑

三清
10504140142-63590 合格

棉花田生機園地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央路174號1樓

82 105.8.12 嘉義市政府 TAP10520001 去刺虱目魚肚 郭崇林
冷凍虱目

魚肚

1050712912-106416

1050712912-112898

1050712912-106697

1050712912-107116

合格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461號1F

83 105.8.12 嘉義市政府 TAP10520002
產銷履歷白蝦

40/50
曾王淑秋 白蝦

1050803928-028071

1050803928-034534

1050803928-072728

1050803928-035844

合格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461號1F

84 105.8.12 嘉義市政府 TAP10520003 黃金鯧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黃臘鰺 1041125932-103066 合格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461號1F

85 105.8.12 嘉義市政府 TAP10520004
冷凍鯛魚片(二片

裝)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台灣鯛魚

片
1050608935-270119 合格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中山

門市/嘉義市東區東平里7鄰中山

路24號

86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1
戀戀蚵仔寮產銷履

歷加吉袋禮盒
梓官區漁會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egomal

l/M22281593.htm

87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2
產銷履歷嚴選無毒

鮮甜白蝦
曾小容 白蝦 10507070789-00632 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happyfr

esh/M23475507.htm

88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3 亞太密碼甜蝦
亞太水產國際有限公

司
白蝦 10508090636-39754 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ishdisc

over/M25880937.htm

89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4
優格風味龍膽石斑

香腸

台江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ishdisc

over/M245056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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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5 健康活蝦仁(中) 葉怡君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ishdisc

over/M24579817.htm

91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6 虱目魚皮 鮮饌國際有限公司 虱目魚皮

10502180247-03884

10502180247-20324

10502180247-49550

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taiwang

oodfish/M21058563.htm

92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7 白蝦 金煌休閒魚塭 白蝦

10508190194-01918

10508190194-01108

10508190194-01669

10508190194-00868

10508190194-14422

合格
http://mall.pcstore.com.tw/adm/prd.

htm?PRID=W500577998

93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8 虱目魚柳條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yuong/

M21254658.htm

94 105.11.3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09 產銷履歷午仔魚 宏燁食品有限公司
產銷履歷

午仔魚
10511020545-19996 合格 http://www.dpwfish.com.tw/

95 105.11.3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0 產銷履歷石班魚 周韋誠 石斑
10502180377-01405

10502180377-01568
合格 http://www.dpwfish.com.tw/

96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1 銀紋笛鯛
樂活鮮美家股份有限

公司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reshm

arket/M23168268.htm

97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2 澳洲尖吻鱸魚
樂活鮮美家股份有限

公司
無 無 不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reshm

arket/M20742240.htm

98 105.10.24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3 草本蝦 顏榮宏 白蝦 10507290561-02533 合格
http://www.pcstore.com.tw/freshm

arket/M04233264.htm

99 105.10.25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4 海鱺
恆春海洋養殖股份有

限公司
海鱺 1050812935-028612 合格

https://tw.mall.yahoo.com/item/%E

7%94%A2%E9%8A%B7%E5%B1

%A5%E6%AD%B7-

%E6%B5%B7%E9%B1%BA%E8

%BC%AA%E5%88%87%E7%89

%87250-275g-%E7%89%87-

100 105.10.25 養殖基金會 TAP10521015 冷凍台灣白蝦 葉怡君 白蝦
10510240420-00233

10510240420-00015
合格

https://tw.mall.yahoo.com/item/%E

7%94%A2%E9%8A%B7%E5%B1

%A5%E6%AD%B7%E7%99%BD

%E8%9D%A6-%E4%B8%AD-

250gx2%E5%8C%85-

p04578922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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