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廠商家 產品項數

茶飲料類 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SUNKIST檸檬茶 4 10

冬瓜茶

家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鄉冬瓜茶

東鄉烏龍茶

桔揚股份有限公司 百香綠茶

芒果綠茶包

青梅綠茶

榛果紅茶

薄荷綠茶

開一食品行 桂圓紅棗茶

運動飲料 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悅氏運動飲料 2 4

動力運動飲品

動能1000運動飲料(悅氏運動飲料)

臺灣海洋深層水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Yes運動速燃飲料

果汁類 189COFFEE 芒果汁 24 66

TEA館-明德 芒果汁

七強股份有限公司 水蜜桃濃縮汁

百香果濃縮汁

草莓濃縮汁

鳳梨濃縮汁

檸檬濃縮汁

大炘(貿易商) 百香果果汁

百香果濃縮汁3kg

百香果濃縮汁800g

烏梅果汁

酸梅汁

酸梅滷濃縮汁800g

大湖草莓農場 荔枝汁

頂級紅蘋果汁

日出茶太 百香果汁

台灣華擎有限公司(貿易商) 百香果果汁

光華休閒飲品專門店 芒果汁

荔枝汁

伯思美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百香果濃縮果汁

芒果濃縮果汁

荔枝濃縮果汁

旺來鄉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水蜜桃濃縮汁(800 g)

百香果濃縮汁(3 kg)

百香果濃縮汁(800 g)

芒果濃縮汁(800 g)

金桔濃縮汁(800 g)

柳橙濃縮汁(800 g)

桑椹濃縮汁(800 g)

草莓濃縮汁(800 g)

楊桃濃縮汁(3 kg)

楊桃濃縮汁(800 g)

含有受含有受含有受含有受DEPH污染起雲劑之產品資料表污染起雲劑之產品資料表污染起雲劑之產品資料表污染起雲劑之產品資料表( 至至至至10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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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廠商家 產品項數

葡萄濃縮汁(800 g)

鳳梨濃縮汁(800 g)

檸檬濃縮汁(800 g)

旺來興 百香果汁

柳橙果汁

草莓果汁

葡萄果汁

明承食品有限公司 金桔濃縮汁15桶(20kg/桶)

紅葡萄柚濃縮汁(20kg/桶)

明乘食品有限公司 金桔濃縮汁

紅葡萄柚濃縮汁

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怡紅芭樂汁

台旺紅芭樂汁

阿莎力紅芭樂汁（阿莎力紅番石榴

阿莎力番石榴汁

松暉食品有限公司 百香果汁

芒果汁

柳橙汁

荔枝汁

南投縣農會 百香果果汁

桑椹果汁

檸檬果汁

狠辣 荔枝汁

埔里壹零貳專賣店 芒果汁

家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SunKist粒粒檸檬果汁飲料

開一食品行 百香果汁

芒果果汁

柳橙果汁

傳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芒果汁

桑椹汁

荔枝汁

賈斯特飲食原料店 大湖草莓農場「頂級紅蘋果汁」

鮮茶道有限公司 紅葡萄柚濃縮汁

歐典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SunKist粒粒檸檬果汁飲料

果凍類 大湖草莓農場 條狀葡萄椰果 6 6

世明食品行 杏仁凍

安立司食品有限公司 粉圓產品

振峰企業社
大湖草莓農場條狀葡萄椰果瓶(4公斤/

瓶)

素芳饌素食材料行 杏仁凍

進仙草行 杏仁凍

果漿、果醬類 乙元珍企業有限公司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5kg 16 101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奇異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奇異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青蘋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青蘋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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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士得紅酸梅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紅酸梅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草莓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鳳梨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鳳梨濃糖果漿20kg

上方商行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0kg

上虹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0kg

大方冰果室 桑椹顆粒

大湖草莓農場 A級桑椹粒

大顆藍莓果粒

山葡萄籽

水蜜桃粒

特級楊桃蜜

許天保大蔓越莓粒

許天保大蔓越莓粒(特殊)

大發食品廠 活士得蘆筍濃糖果漿20kg

好彩頭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0kg

金饌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蜜桃濃糖果漿2.5kg

水蜜桃濃糖果漿5kg

冬瓜濃糖果漿2.5kg

冬瓜濃糖果漿5kg

打碎草莓2.5kg

打碎草莓20kg

百香果濃糖果漿2.5kg

百香果濃糖果漿20kg

百香果濃糖果漿5kg

芒果濃糖果漿2.5kg

芒果濃糖果漿5kg

奇異果濃糖果漿2.5kg

奇異果濃糖果漿5kg

青蘋果濃糖果漿2.5kg

青蘋果濃糖果漿20 kg

青蘋果濃糖果漿5kg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奇異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奇異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奇異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青蘋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青蘋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洛神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洛神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紅心芭樂濃糖果漿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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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士得紅葡萄柚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紅葡萄柚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紅酸梅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紅酸梅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紅蘋果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紅蘋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草莓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草莓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葡萄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葡萄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鳳梨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鳳梨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藍莓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蘆筍濃糖果漿20kg

草莓濃糖果漿（含果肉）2.5kg

草莓濃糖果漿2.5kg

草莓濃糖果漿5kg

草莓濃糖特調糖漿2.5kg

綜合水果特調糖漿2.5kg*6罐

鳳梨濃糖果漿2.5kg

鳳梨濃糖果漿5kg

濃縮糖漿

藍莓濃糖果漿2.5kg

藍莓濃糖果漿20kg

寶吉士百香果加子20kg

鹹檸檬3kg

恆宜貿易 活士得芒果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柳橙濃糖果漿2.5kg

活士得香檳葡萄濃糖果漿20kg

活士得蘆筍濃糖果漿20kg

振峰企業社
大湖草莓農場A級桑葚果粒瓶(4.2公斤

/瓶)

浩聖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百香果濃縮果漿

瑞輝食品企業原料公司 桑椹顆粒(20kg/鐵桶)

舞味食品有限公司 桑椹顆粒

劉鳳成 大湖草莓農場楊桃蜜瓶(20公斤/瓶)

鮮茶道有限公司 百香果濃縮果漿

百香果濃縮糖漿

草莓濃縮糖漿

紫蘇梅

熱帶果糖漿

鮮碎草莓醬

鑫普思企業有限公司 濃縮果漿

粉、錠狀類 ENZYME TECH 檸檬果汁粉-A 67 184

IMEXCEL SDN BHD(馬來西亞

的廠商)
兒童免疫口嚼錠(0.6g/錠.60錠/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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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維他命口嚼錠(9錠/PTP.5片/

包)1.5g/錠.45錠/盒

八八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祐全(粉末包)(2g/包.30包/盒)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可安木寡糖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卡洛塔妮紫蘇益兒壯（250g/盒）

卡洛塔妮開味益菌酵素（250g/瓶/

卡洛塔妮綜合維他命口嚼錠（1.5g/錠

/90錠/盒）

台鹽生技 美女新機-膠原蛋白粉

台灣糖業有限公司 台糖薑黃蠔蜆錠

巨煒股份有限公司 I come木寡糖乳酸菌

I come輕淨益生複方膠囊

自在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特力淨酵素含片（珍珠優格）

自然美生技公司 自然美淨化蔬果酵素（20g/包）

乳鐵蛋白胺基酸複方錠（苦味）

0.75g/粒，120粒/瓶

胜肽複方自然鈣(2g/錠，120/瓶)

亞世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八珍三果

十穀五蔬果

味全 山藥薏仁穀粉

松永商行 松永優格羊乳片

欣利錩企業有限公司 暢通包酵素飲品

欣茂實業 EC12乳酸菌末

固樂好

秉生企業有限公司 有立鈣嚼錠(雙層)-45粒/瓶

護眼錠(1.8g/錠/30粒/盒)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Nature House乳酸活菌粉-蘋果醋口味

金穎生物科技公司 成長力

超益菌

長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莓果汁粉

纖美健康飲

阿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浩力e食代輕飲特益菌

咸康生技 綠哈密瓜果汁粉-A

威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菌新世代(2g/包，10包/袋，6袋/盒)

昱倫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護眼口嚼錠(1.3g/錠)

原騏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兒童鈣錠(葡萄+哈密瓜)(650mg/

錠.180錠/瓶)

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超能兒童成長鈣片

超能兒童綜合維他命

健喬信元醫藥生技 活力佩多雪姬潤白精華

德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通暢包酵素飲品

檸檬果汁粉-A

康富生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DDS-16淨元益生菌

優酪乳粉

檸檬果汁粉-A

通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比菲DODO錠

乳酸菌咀嚼錠

景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行蔬果酵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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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廠商家 產品項數

沛力補複合乳酸菌固體飲料

佳倍利舒菓型半成品

佳倍利舒菓型粉包

酵素粉（奇異果口味）

登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睛明葉黃素(1g/錠)

詠濟藥品有限公司 詠濟葡萄籽左旋C200粒

詠濟葡萄籽膠原蛋白左旋C200粒

順天堂草本股份有限公司 登大人濃縮顆粒女方

登大人濃縮顆粒男方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 雪姬亮白精華錠

黑松茶花超級速纖膠囊

黑松茶花鮮萃膠囊

燃燒499膠囊

纖果園木寡醣乳酸菌

瑞凱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瑞凱真舒暢檸檬酵素沖泡飲品

臺灣海洋深層水股份有限公司 敏舒樂

豐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立敏膠囊

舒伏敏膠囊

箑騏國際行銷(股)公司 輕飲乳酸菌(3.0g/包)

輕飲特益菌

億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檸檬粉

檸檬酵素沖泡飲品

應盛實業有限公司 珍珠優格酵素

逢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泰胎盤飲品

檸檬果汁粉

鴻仲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C12乳酸菌末

固樂好

檸檬果汁粉-A

王子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亮麗元氣三層錠(0.75g/錠，10錠/片，

3片/包，2包/盒)

優菌新世代鋁箔包（2g/包,10包/袋.6

袋/盒）

輕飲乳酸菌（3.0g/包）

水蜜桃水果粉

乳酸粉

紅蘋果水果粉

益菌粉

草莓水果粉

優酪乳粉

顆粒乳酸菌

檸檬水果粉

彥臣生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敏祐全

恆宜貿易 丹華鈣挺錠

丹華鈣挺錠(補充鈣質口嚼錠)(1g/

錠.90錠/瓶/盒)

草莓果汁粉-A

葡萄果汁粉-A

綠哈密瓜果汁粉-A

橘子果汁粉-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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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廠商家 產品項數

大發食品廠 草莓果汁粉-A

葡萄果汁粉-A

大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鳳梨果汁粉-A

檸檬果汁粉-A

加川興業有限公司 水蜜桃果汁粉-A

百香果果汁粉-A

芒果果汁粉-A

青蘋果果汁粉-A

柳橙果汁粉-A

柳橙果汁粉-N

草莓果汁粉-A

草莓果汁粉-N

葡萄果汁粉-A

綜合蔬果果汁粉-N SS

鳳梨果汁粉-A

鳳梨果汁粉-N-S

優酪乳粉

檸檬果汁粉-A

檸檬果汁粉-N

田丸興業有限公司 優酪乳粉

檸檬果汁粉

宇潔科技有限公司 優格粉(3KG/包)

宇馨興業有限公司(新港廠) 水果粉(研發用)

安立司食品有限公司 果汁粉

宏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葡萄柚果汁粉-N

紅葡萄柚果汁粉-N(15Kg/箱)

優格粉

檸檬果汁粉

藍莓果汁粉N1

宜農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檸檬果汁粉-A

金饌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水蜜桃果汁粉-A

水蜜桃果汁粉-N

水蜜桃果汁粉-N-S

百香果果汁粉-A

芒果果汁粉-A

乳酸粉

乳酸膠原蛋白-50%口含粉

咖啡粉

奇異果汁粉-A

奇異果汁粉-N

金桔果汁粉-A

青蘋果果汁粉-A

柳橙果汁粉-A

柳橙果汁粉-N

紅心芭樂果汁粉-A

紅哈密瓜果汁粉-A

紅哈密瓜果汁粉-N

紅葡萄柚果汁粉-N

紅蘋果果汁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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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廠商名稱 產品名稱 廠商家 產品項數

紅蘋果果汁粉-N

荔枝果汁粉-A

荔枝果汁粉-N

草莓果汁粉-A

草莓果汁粉-N

草莓果汁粉-N 2M

葡萄果汁粉-A

綜合蔬果果汁粉-N SS

綠哈密瓜果汁粉-A

鳳梨果汁粉-A

鳳梨果汁粉-N

鳳梨果汁粉-N-S

橘子果汁粉-A

橘子果汁粉-N

蕃茄果汁粉- A

蕃茄果汁粉-N

檸檬果汁粉-A

檸檬果汁粉-N

帝捷國際有限公司 百香果果汁粉-A

紅葡萄柚果汁粉-A

鳳梨果汁粉-A

茂世興業有限公司 乳酸粉

檸檬果汁粉-A

宸品有限公司 水蜜桃果汁粉N-S

乳酸粉

乳酸膠原蛋白粉50%-口含粉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檸檬果汁粉(僅供研發未使用)

康棣生技健康事業有限公司 檸檬果汁粉

統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酪乳粉

檸檬果汁粉-A

順傑生物科技 乳酸菌咀嚼錠

橘子果汁粉-N

優酪乳粉

檸檬果汁粉-A

臺灣荃新股份有限公司 檸檬果汁粉-A

蒙帝那企業有限公司 顆粒乳酸菌

膠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香果果汁粉-A

紅葡萄柚果汁粉-A

鳳梨果汁粉-A

優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草莓果汁粉(來源為長庚生技)

羅沃夫有限公司 乳酸菌粉末

草莓果汁粉末

葡萄果汁粉末

小計 119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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