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抽驗日期 樣品名稱/效期 抽驗廠商/地點 供應廠商/地點 檢驗成分 檢驗結果

1 1080701 大蘋果/ 散裝 大港超市-東林店/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９７號１樓 天來水果行/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 1080701 櫻桃/ 散裝 大港超市-大港中崙站/高雄市鳳山區(二)中崙一路436號 天來水果行/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3 1080701 美國Sunkist甜橙/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87號1樓
白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33號8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4 1080701 黃秋葵/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25號1樓 漢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雲林縣西螺鎮振安路9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5 1080701 甜玉米/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25號1樓 暐凱國際/雲林縣元長鄉山內村古松路26-5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6 1080701 茄子/散裝 無敵雞/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41號
鄭00攤販(鳳農市場)/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

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7 1080701 美國華盛頓櫻桃/ 散裝
豐鮮果物(豐湧國際有限公司)/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81號1

樓
晴果水果行/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一路57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8 1080701 秋葵/散裝 好湯日式涮涮鍋/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32號1樓
鳳農市場 陳義勛 0910976659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潮寮路168巷32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9 1080701 柑/散裝 全聯/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2號 全聯/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2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1 1080701 木瓜/ 散裝 果子狸水果行/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36號 果子狸水果行/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36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2 1080701 奇異果/散裝
康您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大仁北路

363號
燕巢果菜市場/高雄市燕巢區角宿路66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3 1080701 奇異果/ 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壽華分公司/高雄市岡山區壽華

路131、133號

臺灣生活良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敬

業四路33號8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7 1080701 百香果/散裝 澄果水果大賣場/高雄市小港區樂利路51號 茂盛水果行/0912741398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0 1080702 茄子/散裝
十四師傅中式餐館(林森分公司)/高雄市三民區(二)建國二

路229號1樓
吳00/高雄市鳳山區00路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4 1080702 秋葵/ 散裝 大流通超市/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46之1號 黃00/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高麗菜批發零售)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5 1080702 油菜/ 散裝 大流通超市/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46之1號 黃00/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市場(高麗菜批發零售)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6 1080702 美國甜橙/散裝 愛國超市/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9號 祥順源企業有限公司/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67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9 1080702 木瓜/ 散裝 景勝企業行/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96號 蔡00/092530XXXX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18 1080703 FuJI4131蘋果/ 散裝 水果攤/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與大仁北路口 鳳農果菜市場/ 高雄市鳳山區鳳農果菜市場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2 1080703 百香果/散裝 水果攤/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7號 李00/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段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3 1080703 愛文/ 散裝 水果攤/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7號 玉井果菜市場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4 1080703 茄子/散裝 旗山市場(菜攤)/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8號 旗山市場(菜攤)/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5 1080703 百香果/散裝 旗美水果行/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4號 尤00/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段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6 1080703 茄子/散裝 菜攤(吉品市蔬菜區)/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1號 菜農/661XXXX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7 1080703 茄子/散裝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附設生鮮超市/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1-

17號
合和利商店/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129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0 1080704 黃秋葵/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橋頭隆豐分公司)/高雄市橋頭區隆

豐路137號

青松果菜生產合作社/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1鄰梅

子厝6-8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1 1080704 蘋果/散裝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橋頭隆豐分公司)/高雄市橋頭區隆

豐路137號

台灣生活良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敬

業四路33號8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8 1080704 油菜/散裝 814生鮮超市/高雄市大社區42-1、42-2號一樓 814生鮮超市/高雄市大社區42-1、42-2號一樓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29 1080704 洋角豆(秋葵)/ 散裝 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黃00/ 高雄市大社區00路0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30 1080704 澳洲茂谷柑/ 散裝 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玉豐水果行/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26-6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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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80704 百香果/ 散裝 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阿成水果行/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40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32 1080709 芒果/散裝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武廟分公司/高雄市苓雅區武

廟路118-2號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武廟分公司/高雄市

苓雅區武廟路118-2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33 1080709 奇異果/散裝 可力果汁/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4號 可力果汁/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4號 農藥殘留374項 與規定相符

34 1080715 鳳片/散裝 卡派西點麵包店/高雄市鳳山區(二)南華路121、123號1樓
卡派西點麵包店/高雄市鳳山區(二)南華路121、1

23號1樓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5 1080715 綠豆糕/1080902 卡派西點麵包店/高雄市鳳山區(二)南華路121、123號1樓 勝發精品/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396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6 1080715 冷凍蘿蔔糕-2/1090623 麥味登-旻凱金府店/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41號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

16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7 1080715 冷凍蘿蔔糕/1090611
日光城市早午餐(學府早午餐)/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１２０

號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

鴨母寮１之３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8 1080715 紅龜粿/散裝 建興市場-小攤販/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65號前 建興市場-小攤販/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65號前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39 1080715 九層糕/散裝 建興市場-小攤販/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65號前 建興市場-小攤販/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65號前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0 1080716 蘿蔔糕/散裝 尤月好/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9號 尤月好/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9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1 1080716 紅龜粿/ 散裝 尤月好/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9號 尤月好/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9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2 1080716 紅豆鬆糕/1080915 高雄圓山大飯店萬福廳/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圓山路2號
高雄圓山大飯店萬福廳/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圓山

路2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3 1080716 蘿蔔糕/散裝
晨間廚房餐飲有限公司文化店/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

1號

晨間廚房餐飲有限公司文化店/高雄市苓雅區青年

一路1-1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4 1080716 蘿蔔糕/1090506 YOYO早餐/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53號 英發食品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15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5 1080716 紅龜粿/散裝 賜福宮市場A15攤/高雄市茄萣區賜福宮市場A15攤
賜福宮市場A15攤/高雄市茄萣區賜福宮市場A15

攤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6 1080717 冷凍蘿蔔糕/1090704 濰克早午餐(輔英店)/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進學路120號1樓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縣朴子市竹村里

鴨母寮１之３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8 1080717 紅龜粿/ 散裝 劉00/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市場 劉00/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市場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9 1080717 紅圓/散裝
旗山區旗山第一公有市場-

粿字01號/高雄市旗山區湄州里平和街12號

旗山區旗山第一公有市場-

粿字01號/高雄市旗山區湄州里平和街12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47 1080718 九層糕/散裝 朱00攤位/高雄市前金區大立早市 朱00攤位/高雄市前金區大立早市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50 1080718 素食蘿蔔糕/1080903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9-3號1樓
良日企業有限公司/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133

巷130號
防腐劑、殺菌劑、甲醛 與規定相符

51 1080613
宇治抹茶夾心餅/109010

8
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追求卓越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民權東路6段123

巷20弄12號5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2 1080613
華大豪華蔬菜三明治餅乾

/1081025
大立百貨公司/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敬津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95號10

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3 1080617
LOTTE青葡萄糖/ 

1081004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五甲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

五甲二路381號1樓

台灣樂天製菓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

路四段16號6樓A2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4 1080617 海鹽檸檬糖/1091209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五甲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

五甲二路381號1樓

貝偲韻實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83巷

17號4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5 1080617
午後時刻  芭樂果乾/ 

1091206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五甲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

五甲二路381號1樓

海龍王食品有限公司/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561-

10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6 1080617 橄欖片/1090328
寶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五甲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

五甲二路381號1樓

梅珍香蜜餞廠/ 

彰化縣員林市林厝里山腳路1段133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7 1080618 甘草芭樂乾/1090611 統一超商鳳中門市/高雄市三民區(二)建國三路285號1樓
聯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麒麟巷214弄89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8 1080618 香瓜子/1081220 統一超商鳳中門市/高雄市三民區(二)建國三路285號1樓 味丹企業/ 台中市沙鹿區興安路65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1 1080618 乳酪奶酥/1090109 鳥松濱湖店/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３巷２１－１號
正福堂食品廠門市/彰化縣社頭鄉美雅村員集路1

段694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2 1080618 甘甜紹興梅/1090424 全聯(中華店)/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31號
長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一段

319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3 1080618 芒果乾/1081213 全聯(中華店)/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31號
西蒙企業有限公司/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

號15樓之8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4 1080618
奧利奧巧克力口味夾心餅

乾/1090323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鳳林分公司/高雄市林園區鳳林

路二段37、39號

台灣億滋股份有縣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07號6樓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59 1080619 燕麥酥/ 1090123 丞豐商號/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713. 715號1樓
苔航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1段220巷22-11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0 1080619 起士洋芋脆餅/1080709 丞豐商號/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713. 715號1樓
苔航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民義路1段220巷22-11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5 1080620 微笑餅乾禮盒/ 1081106 菓風小舖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4樓 菓風實業有限公司/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107號 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 與規定相符

66 1080617 香菇素牲禮/ 1090125 814生鮮超市/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11、111-1號 素素食品廠/台南市西港區檨林里31之1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67 1080617 天然燻蹄素食/1080910 福居軒養生蔬食館/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33號
味鍵企業有限公司/新北市樹林區太平路188巷8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68 1080617 素鴨肉/1090327
鳳山保南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保安里保南二路207、2

09號1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路529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69 1080617 素食漢堡/1090408 頂好生鮮超市(南屏店)/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51號 建成食品工廠/台中市東區振興路375巷4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0 1080618 日式素肉火腿/1090429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重信分公司/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

信路8、10號1樓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1 1080618 香菇肉/1090327 康您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98號 萬品食品有限公司/台南市東區崇明18街17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2 1080619 乾燒蒲鰻/1080910 丞豐商號/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713. 715號1樓
好滋味素食研發中心/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3段54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3 1080620 香菇雞/1090128 妙心素料行/高雄市路竹區攤販集中市場店8號
潤泰食品工廠/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彰水路1段23

3巷11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4 1080620
妙心園胡椒肉排/109031

9
妙心素料行/高雄市路竹區攤販集中市場店8號

妙心園農特產企業社/桃園市平鎮區新貴里中豐路

670巷25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5 1080620 東坡臘肉 佛聯新素食(茂安批發)/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3-2號 味味軒企業有限公司/台南市六甲區和平街187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6 1080620 仙味雞 佛聯新素食(茂安批發)/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3-2號
孚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仁德區勝利路223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7 1080620 素食烏魚子 佛聯新素食(茂安批發)/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3-2號
米洲食品廠有限公司/台南市西港區文化路83巷1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8 1080620 黃金魚卵 全民素生活/高雄市鳳山區天興街32號
和昌農產企業社/高雄市仁武區工業二路17巷51

號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79 1080620 麥克G塊 全民素生活/高雄市鳳山區天興街32號 全廣食品有限公司/桃園市桃園區大城路4段 動物性成份、植物五辛成份 與規定相符

84 1080715 東坡肉/散裝 南北樓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8號
南北樓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

18號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5 1080715 醉雞/散裝 南北樓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8號
南北樓餐飲事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

18號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2 1080716 香腸/散裝 旗山老街上讚黑輪攤/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5號對面
旗山老街上讚黑輪攤/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5號

對面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3 1080716 正新竹貢丸/散裝 旗山老街上讚黑輪攤/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5號對面 益安魚丸行/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186號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0 1080717
義美健康取向熟香腸/原

味/1090106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十全門市/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一

路4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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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1 1080717 義美東坡爌肉/1081211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十全門市/高雄市三民區(二)十全一

路4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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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腐劑、保色劑 與規定相符

86 1080617 客家小炒豆干/ 1080812 814生鮮超市/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11、111-1號
惠豐食品商行/彰化縣田尾鄉 

田尾村光復路2段698號
殺菌劑、二甲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87 1080617 古味滷香豆乾/ 1080910
鳳山保南分公司/高雄市鳳山區(二)保安里保南二路207、2

09號1

惠豐食品商行/彰化縣田尾鄉 

田尾村光復路2段698號
殺菌劑、二甲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88 1080617 素肉干/1090328 美廉社/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222號
松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清水區菁埔里菁埔

路370號
殺菌劑、二甲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89 1080617 五香豆干/1081123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便利購高雄小港店)/高雄市小港區宏平

路411號

蓮發食品有限公司/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1447號

後棟
殺菌劑、二甲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90 1080618 炭燒角豆乾/1090210 統一超商鳳中門市/高雄市三民區(二)建國三路285號1樓
德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大里區仁化里仁化

路756號
殺菌劑、二甲乙基黃 與規定相符

91 1080716 鱈魚魚丸/1090422
美廉社(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30

號

嘉楠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元長鄉下寮村興工街3號(元長工業區)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92 1080716 貢丸/1090620
美廉社(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30

號

利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3段

5號22樓之3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93 1080716
松葉蟹風味蟹肉片/1100

109
金閣屋日本料理/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0號

海味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0巷3號3樓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94 1080716 黃金魚蛋/1100421 金閣屋日本料理/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0號
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漁港

南 一路31號
防腐劑 與規定相符

檢驗方法:

1.食品中防腐劑之檢驗方法(108 年 1 月 30 日衛授食字第 1081900155 號公告修正)(MOHWA0020.03)

2.食品中甜味劑之檢驗方法－醋磺內酯鉀、糖精、甘精及環己基(代)磺醯胺酸之檢驗(106年2月21日衛授食字第1061900251號公告修正)

3. 食品中規定外煤焦色素分離鑑定方法之探討(藥物食品檢驗局調查研究年報9:21--228, 1991)(101年8月23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TFDAA0006.00) 

4.食品中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之鑑別方法(103年12月24日公開建議檢驗方法)

5. 食品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6.食品中甲醛之檢驗方法(二)(106年11月16日衛授食字第1061902243號公告修正)(MOHWA0004.03) 

7.食品中亞硝酸鹽之檢驗方法(102 年9 月6 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號公告修正)

8.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二)(107年11月30日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修正)

9. 食品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多重殘留分析方法(五)(106 年 8 月 31 日衛授食字第 1061901690 號公告修正)(MOHWP0055.03)

10.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猪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81 號公告修正)

11.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雞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87 號公告修正)

12.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牛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7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74 號公告修正)

13.食品中動物性成分檢驗方法—羊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9月6日部授食字第1021950329 號公告修正)

14. 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蕎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15. 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蒜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16.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洋蔥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17.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蔥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18.食品中植物性成分檢驗方法－韭成分之定性檢驗(102年11月28日部授食字第1021951027號公告修正)

標準:

1.己二烯酸: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肉製品、海膽、魚子醬、花生醬、醬菜類、水分含量25％以上（含25％）之蘿蔔乾、醃漬蔬菜、豆皮豆乾類及乾酪；用量以Sorbic 

Acid計為2.0g/kg以下；另可使用於煮熟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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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可使用於烏魚子、魚貝類乾製品、碳酸飲料、不含碳酸飲料、醬菜類、豆皮豆乾類、醃漬蔬菜；用量以Benzoic Acid為0.6g/kg以下。

3.去水醋酸:本次抽驗品項不得檢出。

4.規定煤焦色素、動物性成份、五辛素成份:應與標示相符。

5.規定外煤焦色素、二甲基黃、二乙基黃、甲醛:不得檢出。

6.過氧化氫:本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除麵粉及其製品以外之其他食品；用量以H2O2 殘留量計：食品中不得殘留。

7.亞硝酸鹽: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製品；用量以NO2殘留量計為0.07 g/kg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