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抽驗日期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不合格產品

後續處辦

1 豬肉條
北新國中

臺中市北屯區柳陽東街180號
104.03.31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2 豬肉片
文雅國小

台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235號
104.03.31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3 豬肉（絞)
大文國小

台中市大里區現岱路60號
104.04.01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4
赤肉條(豬肉)

(泰腿肉絲粗)

龍津國小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1段105巷50號
104.03.24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5 雞胸肉
弘文中學

台中市潭仔區中山路3段221巷96號
104.05.01 動物用藥殘留

乃卡巴精 0.02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脫氧羥四環黴素 14.04 ppb

（限量標準：100 ppb）

氯吡啶(clopidol) 0.197 ppm

（限量標準：5 ppm）

-

6 骨腿丁
東光國小

台中市北屯區東光路926號
104.05.04 動物用藥殘留

脫氧羥四環黴素 6.07 ppb

（限量標準：100 ppb）
-

7 雞肉
育英國中

台中市東區育英路30號
104.05.04 動物用藥殘留

脫氧羥四環黴素 5.56 ppb

（限量標準：100 ppb）
-

8 雞腿丁
萬和國中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885號
104.05.01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 紅蘿蔔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10 洋蔥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11 大黃瓜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0.39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12 高麗菜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1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13 瓠瓜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14 油菜
中投蔬果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二街22號1樓
104.06.15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 0.12

ppm

(限量標準：4.0 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03 ppm

(限量標準：2.5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11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百滅寧(Permethrin) 0.04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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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小白菜
中投蔬果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二街22號1樓
104.06.15 農藥殘留

亞滅培(Acetamiprid) 0.09 ppm

(限量標準：2.0 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20 ppm

(限量標準：2.5 ppm)

賓克隆(Pencycuron) 0.16 ppm

(限量標準：2.5 ppm)

脫芬瑞(Tolfenpyrad) 0.02 ppm

(限量標準：0.5 ppm)

賽滅寧(Cypermethrin) 0.02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16 大白菜
中投蔬果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二街22號1樓
104.06.15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 0.1

ppm

(限量標準：4.0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02 ppm

-

17 大陸妹
中投蔬果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二街22號1樓
104.06.15 農藥殘留

撲滅寧(Procymidone) 0.06 ppm

(限量標準：5.0 ppm)
-

18 青江菜
中投蔬果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樹義里樹義二街22號1樓
104.06.15 農藥殘留

剋安勃(Chlorantraniliprole)  0.11 ppm

(限量標準：3.0 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20 ppm

(限量標準：2.5 ppm)

佈飛松(Profenophos) 0.08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19 地瓜葉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芬化利(Fenvalerate) 0.17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百滅寧(Permethrin) 0.07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20 紅莧菜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21 蚵白菜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22 蕃茄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剋安勃(Chlorantraniliprole) 0.02 ppm

(限量標準：0.5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03 ppm

(限量標準：0.5 ppm)

益達胺(Imidacloprid) 0.03 ppm

(限量標準：0.5 ppm)

-

23 小黃瓜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貝芬替(Carbendazim) 0.05 ppm

(限量標準：0.5 ppm)

滅達樂(Metalaxyl) 0.0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24 紅蘿蔔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歐殺松(Acephate) 0.04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25 蚵白菜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26 油菜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21 ppm

(限量標準：4.0 ppm)
-

27 高麗菜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3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28 黑葉白菜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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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荔枝
美佳青菓行

台中市龍井區舊車路42巷6號
104.06.16 農藥殘留

納乃得(Methomyl) 0.04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30 鶯歌桃
美佳青果行

台中市龍井區舊車路42巷6號
104.06.16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 0.16

ppm

(限量標準：2.5 ppm)

貝芬替(Carbendazim) 1.98 ppm

(限量標準：3.0 ppm)

菲克利(Hexaconazole) 0.04 ppm

(限量標準：1.0 ppm)

賽滅寧(Cypermethrin) 0.17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第滅寧(Deltamethrin) 0.15 ppm

(限量標準：2.0 ppm)

芬化利(Fenvalerate) 0.40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31 青椒
大輪農產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南京路117-7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亞滅培(Acetamiprid) 0.0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撲滅寧(Procymidone) 0.12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32  絲瓜
大輪農產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南京路117-7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33 地瓜
大輪農產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南京路117-7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34 洋蔥
大輪農產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南京路117-7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35 鵝白菜
貝佳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永平路2段100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亞滅培(Acetamiprid) 0.08 ppm

(限量標準：2.0 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07 ppm

(限量標準：2.5 ppm)

佈飛松(Profenophos) 1.34 ppm

(限量標準：1.0 ppm)

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1.3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百克敏(Pyraclostrobin) 0.06 ppm

(限量標準：2.0 ppm)

賽速安(Thiamethoxam) 0.19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祿芬隆(Lufenuron) 0.10 ppm

(限量標準：1.0 ppm)

賽滅寧(Cypermethrin) 1.36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移雲林縣衛生局

辦理

中市衛食藥字第

1040070577號

36 紅蘿蔔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加福松(Isoxathion) 0.05 ppm

(限量標準：0.05 ppm)
-

37 高麗菜
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1558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6 ppm

(限量標準：2.5 ppm)

陶斯松(Chlorpyrifos) 0.03 ppm

(限量標準：0.5 ppm)

撲滅寧(Procymidone) 0.08 ppm

(限量標準：5.0 ppm)

-

38 地瓜葉
吉翔菓菜行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路168巷13弄16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39 高麗菜
吉翔菓菜行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路168巷13弄16號
104.06.03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4 ppm

(限量標準：2.5 ppm)

撲滅寧(Procymidone) 0.08 ppm

(限量標準：5.0 ppm)

-

40 紅蘿蔔
昱品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新仁路一段22巷71之3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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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油菜
昱品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新仁路一段22巷71之3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 0.34

ppm

(限量標準：4.0 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02 ppm

(限量標準：2.5 ppm)

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0.0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42 荔枝
昱品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新仁路一段22巷71之3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43 絲瓜
佑全青菜商行

台中市太平區興隆路11-1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納乃得(Methomyl) 0.04 ppm

(限量標準：0.5 ppm)

護賽寧(Flucythrinate) 0.0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44 萵苣
勝騏餐飲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3號2樓
104.06.02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45 大白菜
勝騏餐飲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3號2樓
104.06.02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15 ppm

(限量標準：4.0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07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46 高麗菜(甘藍)
勝騏餐飲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3號2樓
104.06.02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21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47 木瓜
勝騏餐飲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3號2樓
104.06.02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0.71 ppm

(限量標準：2.5 ppm)

亞托敏(Azoxystrobin) 0.06 ppm

(限量標準：1.0 ppm)

益達胺(Imidacloprid) 0.05 ppm

(限量標準：0.5 ppm)

-

48 絲瓜
榮川蔬菜行

台中市東區武德街6巷2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49 南瓜
榮川蔬菜行

台中市東區武德街6巷2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芬化利(Fenvalerate) 0.03 ppm

(限量標準：0.01 ppm)

移南投縣衛生局

辦理

中市衛食藥字第

1040072269號

50 苦瓜
榮川蔬菜行

台中市東區武德街6巷2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0.07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51 洋蔥
華聖頓中學

 臺中市太平區廓子坑路76號
104.06.25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52 白精靈菇
有來農產行

台中市霧峰區林森路435-3號
104.06.15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53 金針菇
有來農產行

台中市霧峰區林森路435-3號
104.06.15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54 碗豆苗
有來農產行

台中市霧峰區林森路435-3號
104.06.15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55 大白菜
佑全青菜商行

台中市太平區興隆路11-1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0.17

ppm

(限量標準：4.0 ppm)

普拔克(Propamocarb hydrochloride) 0.03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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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紅蘿蔔
佑全青菜商行

台中市太平區興隆路11-1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57 青江菜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PC廠

台中市烏日區榮泉里南榮路53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達滅芬(Dimethomorph) 0.03 ppm

(限量標準：2.5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11 ppm

(限量標準：2.0 ppm)

賓克隆(Pencycuron) 0.08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58 小白菜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PC廠

台中市烏日區榮泉里南榮路53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達滅芬(Dimethomorph) 0.03 ppm

(限量標準：2.5 ppm)

達特南(Dinotefuran) 0.10 ppm

(限量標準：2.0 ppm)

賓克隆(Pencycuron) 0.06 ppm

(限量標準：2.5 ppm)

百克敏(Pyraclostrobin) 0.05 ppm

(限量標準：2.0 ppm)

-

59 甜玉米
元大農產行

台中市南屯區大英街626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60 玉米筍
元大農產行

台中市南屯區大英街626號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61 葡萄
丸明青果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16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亞托敏(Azoxystrobin) 0.02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白克列(Boscalid) 0.08 ppm

(限量標準：1.0 ppm)

撲克拉(Prochloraz) 0.01 ppm

(限量標準：1.0 ppm)

三氟敏(Trifloxystrobin) 0.03 ppm

(限量標準：2.0 ppm)

第滅寧(Deltamethrin) 0.0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

62 蘋果
丸明青果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16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Dithiocarbamates)0.31

ppm

(限量標準：2.5 ppm)

-

63 芒果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興分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里4鄰中興街57號1樓
104.06.05 農藥殘留

貝芬替(Carbendazim) 0.02 ppm

(限量標準：2.0 ppm)

芬殺松(Fenthion) 0.05 ppm

(限量標準：1.0 ppm)

益達胺(Imidacloprid) 0.05 ppm

(限量標準：0.5 ppm)

納乃得(Methomyl) 0.04 ppm

(限量標準：2.0 ppm)

歐滅松(Omethoate)0.13ppm

(限量標準：不得檢出)

撲克拉(Prochloraz) 0.04 ppm

(限量標準：1.0 ppm)

待克利(Difenoconazole) 0.11 ppm

(限量標準：0.5 ppm)

移屏東縣衛生局

辦理

中市衛食藥字第

1040070577號

64 葡萄

嘉南水果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十二路36號

臺中市西屯區何成里大洲街102號1樓

104.06.02 農藥殘留

3-羥基加保扶(3-OH Carbofuran) 0.08 ppm

(限量標準：2.0 ppm)

亞滅培(Acetamiprid) 0.2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安美速(Amisulbrom)0.02 ppm

(限量標準：5.0 ppm)

亞托敏(Azoxystrobin)0.18ppm

(限量標準：2.0ppm)

達滅芬(Dimethomorph) 0.13 ppm

(限量標準：3.0 ppm)

凡殺同(Famoxadone)0.05ppm

(限量標準：2.0ppm)

益達胺(Imidacloprid)0.20ppm

(限量標準：1.0 ppm)

撲克拉(Prochloraz) 0.05 ppm

(限量標準：1.0 ppm)

三氟敏(Trifloxystrobin) 0.04 ppm

-



序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抽驗日期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不合格產品

後續處辦

65 荔枝
丸明青果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16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66 李子
丸明青果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16號1樓
104.06.17 農藥殘留

益達胺(Imidacloprid) 0.02 ppm

(限量標準：0.5 ppm)

芬化利(Fenvalerate) 0.09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67 香蕉
兆閎青果行

臺中市北屯區永定二街43號
104.06.01 農藥殘留 未檢出 -

68 李子
兆閎青果行

臺中市北屯區永定二街43號
104.06.01 農藥殘留

賽滅寧(Cypermethrin) 0.04 ppm

(限量標準：2.0 ppm)

邁克尼(Myclobutanil) 0.02 ppm

(限量標準：1.0 ppm)

-

69 頭等倉白米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95號
104.06.01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09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0 米
鯉豐碾米工廠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445-8號
104.06.02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08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1 米

美食園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后里區三重二路35號(三重路6-22

號-舊)

104.06.02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4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14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2 白米
紀氏源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三德里中央路2段233號
104.06.01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04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3 壽司米
金米行

臺中市太平區大源26街33號
104.06.01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3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02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4 白米(珍多米)
勝宏行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路一段300-11號
104.05.29

農藥殘留

重金屬

鉛 0.02 ppm

(限量標準：0.2 ppm)

鎘 0.06 ppm

(限量標準：0.4 ppm)

-

75 雞蛋
良基蛋行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七街117號1樓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76 雞蛋
育新商行

台中市大里區光榮街179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77 雞蛋
金寶蛋品科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慈善路128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78 蛋
新德貿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德勝路106巷12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79 蛋
鴻陞蛋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雅區大林路212巷21弄30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0 里肌肉
大同餐盒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區天祥街274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1 骨腿丁
大同餐盒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區天祥街274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2 豬肉角
三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興中路55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序號 檢體名稱 抽驗地點 抽驗日期 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不合格產品

後續處辦

83 骨腿丁
三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興中路55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4 大胸

廣品食品行

台中市龍井區麗水村三港路水裡港巷36

號1樓

104.06.24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5 雞腿

廣品食品行

台中市龍井區麗水村三港路水裡港巷36

號1樓

104.06.24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6 雞腿
聚陽食品工廠

台中市北區東成路107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7 豬肉絲
聚陽食品工廠

台中市北區東成路107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8 後腿肉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79-15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89 前腿肉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79-15號
104.06.25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0 前腿肉
錦森肉鋪

台中市西屯區龍門路117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1 里肌肉
錦森肉鋪

台中市西屯區龍門路117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2 後腿肉(1388)
讚成肉品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337號
104.06.26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3 後腿肉(1428)
讚成肉品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337號
104.06.26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4 香里肉絲
保證責任彰化員林合作農場

台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5 立大(肉絲)
保證責任彰化員林合作農場

台中市西屯區廣福路272巷2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6 三明治火腿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倉儲點)

台中市烏日中山路一段265巷20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7 台畜培根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倉儲點)

台中市烏日中山路一段265巷20號
104.06.23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8 雞腿

大台中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興和路121巷60號 104.06.24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99 雞丁

大台中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興和路121巷60號 104.06.24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100 雞胸肉
東饌實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三港13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101 雞棒腿
東饌實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三港13號
104.06.22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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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豆干
中港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工業十七路9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3 油豆腐
中港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工業十七路9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4 小干四丁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四十一路17

之1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5 五香豆干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四十一路17

之1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6 干丁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四十一路17

之1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7 小油豆腐

榮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區四十一路17

之1號

104.06.08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08 烏龍麵

上力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五路1號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515巷9號1樓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09 黃油麵

上力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秀山五路1號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515巷9號1樓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10 白油麵

大佳製麵廠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3段307巷16號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09-3號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11 黃油麵

大佳製麵廠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3段307巷16號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09-3號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12 黃油麵
均豪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東興路618號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13 白油麵
均豪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東興路618號
104.06.08

防腐劑

丙酸

硼酸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14 冷凍鱈魚豆笛
真旺國際食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水源街5號
104.06.09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未檢出 -

115 冷凍蟹味棒
真旺國際食材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水源街5號
104.06.09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未檢出 -

116 迷你脆丸

祥弘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2號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201號1樓

104.06.08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未檢出 -

117 冷凍火鍋條

祥弘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楓樹里楓樂巷1-22號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201號1樓

104.06.08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未檢出 -

118 慶豊虱目魚丸
格萊商行

臺中市梧棲區建國北街187巷71號
104.06.08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己二烯酸 0.07 g/kg

(限量標準：2.0g/kg)
-

119 仿蝦球
格萊商行

臺中市梧棲區建國北街187巷71號
104.06.08

防腐劑

殺菌劑

色素

未檢出 -

120 蘿蔔糕
頭家國小

臺中市潭子區德福街185號
104.06.10 防腐劑 未檢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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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豆干
仁美國小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568號
104.06.10

防腐劑

皂黃

二甲基黃

未檢出 -

122 螺絲麵
佳愛餐盒食品廠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2號
104.06.11

防腐劑

過氧化氫
未檢出 -

123 客家碎脯
源泰醬園

臺中市外埔區六分路中興巷10號
104.06.08

防腐劑

漂白劑

甲醛

苯甲酸

0.76 g/kg

(限量標準：1.0 g/kg)

-

124 客家碎脯

上春風商行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向上南路一段123號1

樓

104.06.08

防腐劑

漂白劑

甲醛

苯甲酸

0.65 g/kg

(限量標準：1.0 g/kg)

-

125 大將碎脯
上豪春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精誠三十街40號1樓
104.06.10

防腐劑

漂白劑

甲醛

苯甲酸

0.63 g/kg

(限量標準：1.0 g/kg)

-

126 光泉全脂鮮乳
瑞穗國小

臺中市豐原區西安街72號
104.06.08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127 雞腿
惠文高中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2段298號
104.06.09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128 光泉全脂鮮奶
勝騏餐飲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北路3號2樓
104.06.08 動物用藥殘留 未檢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