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 採樣地點 供應商/地點 檢驗結果 處辦情形

1 1061206 湯圓/散裝
老周冷熱飲店/高雄市三民區(二)三民

街126號1樓

老周冷熱飲店/高雄市三民區(二)

三民街126號1樓
去水醋酸 0.138 g/kg 依法處辦

2 1061114 湯圓(白)/散裝 蔡素娥/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號
國代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工業二路17巷91號

3 1061114 湯圓(紅)/散裝 蔡素娥/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號
國代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仁武區

工業二路17巷91號

4 1061116 湯圓/散裝
美退商行/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30號

1樓

蔡令文/屏東縣屏東市大武里武威

街170巷66號

5 1061116 八寶豆/1071019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美濃分公司/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172號

世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永

康區經華路16號

6 1061121 紅湯圓/散裝
武廟市場40號(湯圓、草仔粿)/高雄市

苓雅區武廟市場

武廟市場40號(湯圓、草仔粿)/高

雄市苓雅區武廟市場

7 1061121 湯圓/散裝
旗山市場攤商6號/高雄市旗山區旗山

市場
阿祥/0937-636389

8 1061121
阿嬤ㄟ手工湯圓

/1070503

枝仔冰城旗山門市/高雄市旗山區中

山路109號

枝仔冰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

市旗山區延平二路211號

9 1061201 蕃薯圓/1070920
秋爵冰城(大碗公冰)/高雄市小港區宏

平路310號

大裕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永靖鄉

五福村五常巷172號

10 1061201 芋圓/散裝
金港黑砂糖剉冰/高雄市小港區大鵬

路174號

金港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小港區大

鵬路174號

11 1061201 湯圓/散裝 冰鎮店/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冰鎮店/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12 1061204 芋圓/散裝
吉冶八寶冰/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268號

吉冶八寶冰/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

1268號

13 1061204 紅湯圓/散裝
青新王國冷飲店/高雄市旗津區廟前

路１０３巷４號１樓

QQA芋園蕃薯圓/ 高雄市三民區澄

平街95號

14 1061204 白湯圓/散裝
青新王國冷飲店/高雄市旗津區廟前

路１０３巷４號１樓

QQA芋園蕃薯圓/ 高雄市三民區澄

平街95號

15 1061205
糯米湯圓

/1070729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

司/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蓮發食品有限公司/桃園市八德區

和平路1447號後棟

16 1061205
波霸七彩粉圓/

1070918

台灣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楠梓分公

司/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達昕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市南屯區

永春東二路238號

17 1061205
紅藜花生湯圓

/1071128

聖德科斯生機食品-高雄林森門市/高

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82號1樓

餐御宴食品有限公司/台中市大甲

區工七路26號

18 1061205 紅豆/1070920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前鎮康定分

公司/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70號

世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永

康區經華路16號

19 1061205 湯圓/散裝
36年老店下坑豆花阿蓮店/高雄市阿

蓮區南蓮里中正號566號

下坑豆花36年老店路竹店/高雄市

路竹區中正路172號

106年冬至食品抽驗清單 製表日期:106.12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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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61205 芋圓/散裝
36年老店下坑豆花阿蓮店/高雄市阿

蓮區南蓮里中正號566號

下坑豆花36年老店路竹店/高雄市

路竹區中正路172號

21 1061206 蜜花豆/1070416
全嘉興商行(億客堂生鮮超級市場)/高

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479號

蘋園食品/屏東縣新園鄉中洲村仁

愛路16號

22 1061206
冷凍小湯圓

/1070918

美廉社鳳山頂庄店/高雄市鳳山區(二)

頂庄路183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

山區羅斯福路3段126號

23 1061206 八寶豆/1071019
全聯福利中心/高雄市鳳山區(二)頂豐

街21.23號

世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永

康區經華路16號

24 1061206 芋圓/1070306
品陶有限公司(814生鮮超市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褒忠街151號

黃素華/高雄市楠梓區土庫北路15

之3號

25 1061206 小湯圓
品陶有限公司(814生鮮超市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褒忠街151號

黃素華/高雄市楠梓區土庫北路15

之3號

26 1061206 紅豆(熟)/散裝
老周冷熱飲店/高雄市三民區(二)三民

街126號1樓

老周冷熱飲店/高雄市三民區(二)

三民街126號1樓

27 1061207 蜜紅豆/1070523
愛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

區富民路98號

蘋園食品/屏東縣新園鄉中洲村仁

愛路16號

28 1061207
花生小湯圓

/1071107

愛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

區富民路98號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松

山區羅斯福路3段126號

29 1061207 糯米圓/散裝
鄭家豆花/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49

號

典欣食品工廠/高雄市大寮區大同

街492號

30 1061207 三色芋圓/散裝
嚐仙手工芋圓/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

路2段125-1號

嚐仙手工芋圓芋泥專賣店/台中市

南區美村南路66號

31 1061208 手做圓仔/散裝
合春圓仔湯/高雄市林園區福興街25

號

合春圓仔湯/高雄市林園區福興街

25號

32 1061208 芋圓/散裝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區五福

二路126號

阿柑姨芋圓店/新北市瑞芳區豎崎

路5號

33 1061208 蕃薯圓/散裝
圓仔堂包心粉圓/高雄市新興區五福

二路126號

阿柑姨芋圓店/新北市瑞芳區豎崎

路5號

34 1061208 芋圓/散裝
陳Q古早黑砂糖剉冰/高雄市苓雅區

五福一路147號

QQA芋園蕃薯圓/ 高雄市三民區澄

平街95號

35 1061208 地瓜圓/散裝
陳Q古早黑砂糖剉冰/高雄市苓雅區

五福一路147號

QQA芋園蕃薯圓/ 高雄市三民區澄

平街95號

36 1061211 湯圓/散裝
攤販蔡秀葉/高雄市鳥松區高碼二路

13號前

攤販蔡秀葉/高雄市鳥松區高碼二

路13號前

37 1061213
自製小湯圓/散

裝

下坑豆花36年老店/高雄市大社區中

山路196號

下坑豆花36年老店/高雄市大社區

中山路196號

與規定相符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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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冬至食品抽驗清單 製表日期:106.12

檢驗方法:

1.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106年2月14日衛授食字第1061900219號公告修正)

2. 食品中硼酸及其鹽類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3.食品中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之檢驗方法(102 年5 月30日修正)

4.米製品中羅丹明B、酸性紅、夾竹桃紅及偶氮玉紅著色劑之鑑別方法(106 年 7 月 28 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59.00)

標準:

1.己二烯酸:本品可使用於煮熟豆、醬油、味噌、烏魚子、魚貝類乾製品、海藻醬類、豆腐乳、糖漬果實類、脫水水果、糕餅、果醬、果汁、

乳酪、奶油、人造奶油、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味糖漿及其他調味醬；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1.0g/kg以下。

2.苯甲酸: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乾酪、糖漬果實類、脫水水果、水分含量25％以上（含25％）之蘿蔔

乾、煮熟豆、味噌、海藻醬類、豆腐乳、糕餅、醬油、果醬、果汁、乳酪、奶油、人造奶油、番茄醬、辣椒醬、濃糖果漿、調味糖漿及其他

調味醬；用量以Benzoic Acid計為1.0g/kg以下。

3.去水醋酸:不得檢出。

4.硼酸及其鹽類:不得檢出。

5.順丁烯二酸與順丁烯二酸酐總量:不得檢出。

6.羅丹明B:不得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