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年新竹市衛生局抽驗年節應景食品檢驗結果
編號

檢體名稱

M39
M40
B26

製造廠商名稱

製造廠商地址

製造廠商電話

VV紐西蘭牛肉火鍋片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干城路142號

02-29598399

冷凍海鰻(星鰻)

抽驗地點

抽驗地點地址

台中市太平區新興里新光路62號2樓

04-23958081

2019/11/01

美廉社新竹東大店

新竹市東大路四段295號1樓 03-5361745

符合規定

2019/11/05

金子半之助新竹巨城

新竹市中央路229號B1

03-5423068

符合規定

金目鱸魚Asian Seabass國際機能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61號5樓之2

02-2880-5080

2019/11/18

江醫師追求零污染舖子新竹世博店
新竹市建中路91號1樓

03-5721050

符合規定

B27

虱目魚柳Milk Fish(Fillet)
國際機能食品有限公司

B28

海鱺Cobia

國際機能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61號5樓之2

02-2880-5080

2019/11/18

江醫師追求零污染舖子新竹世博店
新竹市建中路91號1樓

03-5721050

符合規定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61號5樓之2

02-2880-5080

2019/11/18

江醫師追求零污染舖子新竹世博店
新竹市建中路91號1樓

03-5721050

符合規定

B06

小白菜-小白

永程農產行

雲林縣西螺鎮新豐里新社239之4號1樓

05-5871058

2019/11/25

美廉社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金山十二街21號

03-5630239

符合規定

E01
B07

香酥花生

雲林縣虎尾鎮農會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97號

05-6337962-3

2019/11/25

里仁有機商店

新竹市新竹市林森路252號 03-5225850

符合規定

金針菇200g

王政傑(得旺農場)

台中市霧峰區北勢里北豐路21號

04-23392836

2019/11/25

美廉社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金山十二街21號

03-5630239

符合規定

B08

白蘿蔔±400g10g/條

漢光農業生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西螺鎮新安里振安路98號

05-5876789

2019/11/25

美廉社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金山十二街21號

03-5630239

符合規定

B03

美國紅西洋梨4入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2019/11/25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符合規定

B01

越南高山娃娃菜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2019/11/25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符合規定

B02

泰國青蘆筍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2019/11/25

惠康百貨股份公司金山分公司
新竹市金山街30號1樓

03-5769001

符合規定

F01

麻粩

鴻昇食品有限公司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中豐新路31號

03-5878386

2019/11/25

和泰行

新竹市大同路66號

03-5233866

符合規定

F02

鳳眼糕

勝發糕餅行

彰化縣永靖鄉崙子村九分路298巷15號

04-8236295

2019/11/25

和泰行

新竹市大同路66號

03-5233866

符合規定

F03

澳洲冷藏牛腱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康路264號

02-82281798

2019/11/25

遠百企業(股)公司-新竹愛買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469號 03-5735566

符合規定

F04

澳洲冷凍羊雪花火鍋片美淇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干城路142號

02-29598399

2019/11/25

遠百企業(股)公司-新竹愛買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469號 03-5735566

符合規定

F05

沙嗲魚

台中市沙鹿區埔子里鎮南路一段319號1樓04-26337957

2019/11/25

遠百企業(股)公司-新竹愛買
新竹市公道五路二段469號 03-5735566

符合規定

金御賞股份有限公司

長松食品有限公司沙鹿廠

抽驗日期

抽驗地點 電話 檢驗結果

後續處辦

B04

麝香葡萄

百果園青果行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411號

03-5437433

2019/11/25

花家鮮果行

新竹市金山九街38號

0928-700863

B05

百香果

百果園青果行

新竹市東區經國路一段411號

03-5437433

2019/11/25

花家鮮果行

新竹市金山九街38號

0928-700863

違反食安法第15條
/109.1.15府授衛食
與規定不符
藥第1080197593號
處新台幣3萬元整
符合規定

D03

麻辣滷干

富味香素食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9鄰127之6號

037-582492

2019/11/26

台灣楓康超市經國店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33號

03-5304479

符合規定

D01

澎湖透抽切圈

洪清泉

澎湖市馬公市烏崁里128-18號

06-9216936

2019/11/26

台灣楓康超市經國店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33號

03-5304479

符合規定

D02

香酥蠶豆

四乘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霧峰區本堂里文化巷29-7號

04-23356555

2019/11/26

台灣楓康超市經國店

新竹市經國路三段33號

03-5304479

符合規定

E03

金鱒(銀鱸)

立川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45號

03-8650905

2019/11/26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新竹市南大路175號

03-5616258

符合規定

E02

優質牛肉片

舍利蓮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區福德二路213號

02-26933000

2019/11/26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新竹市南大路175號

03-5616258

符合規定

D04

花生糖

新福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里中華路四段138、140號
03-530-7711

2019/11/27

新福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埔前里中華路四段138、140號
03-530-7711

符合規定

D05

豬肉絲

新福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里中華路四段138、140號
03-530-7711

2019/11/27

新福源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埔前里中華路四段138、140號
03-530-7711

符合規定

D06

起士鱈魚片

香北商行 ﹝億客來﹞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市場內

03-530-0411

2019/12/02

香北商行 ﹝億客來﹞ 新竹市牛埔東路87號

03-530-0411

符合規定

D07

米香

香北商行 ﹝億客來﹞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市場內

03-530-0411

2019/12/02

香北商行 ﹝億客來﹞ 新竹市牛埔東路87號

03-530-0411

符合規定

D08

石斑魚干

志烜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45巷13弄10號1樓
02-26933058

2019/12/02

香北商行 ﹝億客來﹞ 新竹市牛埔東路87號

03-530-0411

符合規定

E02

南瓜子

大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天文里7鄰龍山路二段136巷12號
037-466181

2019/12/02

新港食品行

新竹市育英里西門街二四二號一樓
03-5236649

符合規定

E03

40化核梅(李)

恩典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山腳路2段562巷19號04-8313789

2019/12/02

新港食品行

新竹市育英里西門街二四二號一樓
03-5236649

符合規定

E01

超大紅寶石葡萄乾

有幾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梧棲區港埠路1段537號

2019/12/02

和益行

新竹市中山路101號

符合規定

04-26399889

03-5263773

1081127-1 原味爆米花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2019/12/02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符合規定

1081127-2 特濃起司爆米花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2019/12/02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符合規定

1081127-3 焦糖爆米花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東區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2019/12/02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千甲路428-3號

03-6668617

符合規定

1081203-1 香腸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2019/12/03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符合規定

1081203-2 肉乾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2019/12/03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符合規定

1081203-3 臘肉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2019/12/03

利利號食品行

新竹市中正路96巷6號

03-5227365

符合規定

D09

寸棗

舜發食品行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南大路212巷13弄2號037-462260

2019/12/03

吉順行

新竹市牛埔東路195號

03-5384065

符合規定

D10

山藥粩

美佳食品行

台中市龍井區中圳路427號

04-26305152

2019/12/03

吉順行

新竹市牛埔東路195號

03-5384065

符合規定

D11

陳皮李

萬事發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87號13樓

02-22723013

2019/12/03

吉順行

新竹市牛埔東路195號

03-5384065

符合規定

F06

無籽橄欖

杏園生機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96巷81弄17號2樓 07-8127739

2019/12/03

金盈大商行

新竹市食品路162號

03-5217695

符合規定

F09

川椒雞軟骨

湘滿樓川湘料理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61號1至4樓

03-5629797

2019/12/04

湘滿樓川湘料理

新竹市南大路61號1至4樓

03-5629797

符合規定

108124-1

奶黃包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東區長安街3號

03-5259115

2019/12/04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長安街3號

03-5259115

符合規定

108124-2

鮮肉包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東區長安街3號

03-5259115

2019/12/04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長安街3號

03-5259115

符合規定

108124-3

絕代雙餡包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東區長安街3號

03-5259115

2019/12/04

西大發商行

新竹市長安街3號

03-5259115

符合規定

E04

一品禪蔴荖

易申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大華路139號

03-4345891

2019/12/04

自然法則國際有限公司新竹市大同里北大路111號 03-5353372

符合規定

E05

大地穀萊寶-原味冰糖春棗
鑫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仁愛路1453號

037-583651

2019/12/04

自然法則國際有限公司新竹市大同里北大路111號 03-5353372

符合規定

F10

巧益竹鹽茴香葵瓜子 巧益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120巷13-5號

02-22960270

2019/12/04

挖寶商行

新竹市建新路42號1樓

符合規定

F07

巧益樹梅

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120巷13-5號

02-22960270

2019/12/04

22King即期良品

新竹市武昌街63號

0966-588-448 符合規定

F08

橙果手剝瓜子-甘草茴香
橙果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文程路30-2號

02-8531622

2019/12/04

22King即期良品

新竹市武昌街63號

0966-588-448 符合規定

E06

黑芝麻粩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2019/12/09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符合規定

E07

油炸花生仁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2019/12/09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符合規定

E08

芭樂乾

鄉春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38號

02-22723013

2019/12/09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符合規定

E09

紅紙平安壽麵線

宏廣製麵廠有限公司

台中市霧峰區南柳里新厝路261巷10弄8號04-23333568

2019/12/09

張傳記號(花生糖)

新竹市勝利路344號

03-5243348

符合規定

E10

福味手工麻花捲(原味)福味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琉球鄉天福村中興路3號1樓

08-8613419

2019/12/09

美華泰西大店

新竹市西大路610號

03-5244990

符合規定

E11

原味復刻青木瓜絲

台南市永康區四維街58巷27號

06-2326675

2019/12/09

美華泰西大店

新竹市西大路610號

03-5244990

符合規定

E12

SSY台灣愛文芒果乾 廷懋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28巷9弄5號

02-26940466

2019/12/09

美華泰西大店

新竹市西大路610號

03-5244990

符合規定

F11

港式臘味糯米飯

老爺大酒店(中餐廳)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27號

03-5631285

2019/12/09

老爺大酒店(中餐廳)

新竹市光復路一段227號

03-5631285

符合規定

F12

義美生仁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88號10樓

0800-255-999

2019/12/10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正路84號

03-5255582

符合規定

F13

義美迷你甜粿-紅豆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88號10樓

0800-255-999

2019/12/10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正路84號

03-5255582

符合規定

F14

黑胡椒豬肉乾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9號8樓

02-27726222

2019/12/1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正路101號

03-5258722

符合規定

F15

黑糖糕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自強三路三號

049-2255991

2019/12/1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正路101號

03-5258722

符合規定

E13

雞球炒海鮮

國賓大飯店(中餐廳)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2段188號

03-5151111

2019/12/11

國賓大飯店(中餐廳)

新竹市中華路2段188號

03-5151111

符合規定

D12

和風蝦排

新聖地海鮮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延平路二段1386巷6弄1號 03-5401122

2019/12/11

新聖地海鮮有限公司

新竹市延平路二段1386巷6弄1號
03-5401122

符合規定

D13

黃金柚子皮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建安里快速路南勢段南勢1-12號1樓

2019/12/16

甘心樂意-快閃店

新竹市中央路229號B1

符合規定

D14

花生愛餡蛋捲

海邊走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淡水區竿蓁里中正東路1段3巷33號8樓

2019/12/16

海邊走走-快閃店

新竹市中央路229號1樓

符合規定

E01

話梅餅

宏銘食品

2019/12/25

吳迪商行

新竹市光華街80號

巧益貿易有限公司

恩澤企業社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107號

05-7810628

03-5165175

03-5322500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