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次累計 本次新增 本次累計

1 美濃板條
建美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怡和澱粉有限公司(進口商))
蓮發(樺)食品有限公司(桃園縣) -- -- 813.00 813 0.00

2 細板條/粗板條
建美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怡和澱粉有限公司(進口商))
建美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360.00 360.00 0.00

3 板條(河粉)
東朋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怡和澱粉有限公司(進口商))
東朋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499.50 499.50 0.00

4 九份芋圓地瓜圓
賞味佳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協奇澱粉(新北市))

蓮發食品有限公司(桃園縣)

賞味佳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1638.09 1638.09 0.00

5 芋圓
林記芋圓(宜蘭縣)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林記芋圓(宜蘭縣) -- -- 44.00 44.00 0.00

6 波霸粉圓
劉記粉圓(嘉義縣)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日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 10021.92 6272.80 3749.12

7 小粉圓/珍珠粉圓
劉記粉圓(嘉義縣)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劉記粉圓(嘉義縣)

日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 2486.00 2301.40 184.60

8 珍珠粉圓
鼎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鼎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

承恩食品企業有限公司(新北市)

賞味佳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10901.00 10901.00 0.00

9 粉圓
小南門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郭信豐粉廠(嘉義縣))

小南門食品有限公司
-- -- 1077.00 1077.00 0.00

10 珍珠粉圓
安立司食品有限公司(台北市)

(原料粉來源：查察中)

上島咖啡有限公司(嘉義市)

弘林茗茶(台中市)
-- -- 12850.00 12850.00 0.00

11 粉圓
上旺食品行(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上旺食品行(新北市) -- -- 5214.00 5214.00 0.00

12 粉條
華佑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寶森澱粉行(台南市))
華佑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906.00 906.00 0.00

13
正宗冷凍黑輪/關東煮

黑輪等產品

長勝食品廠(高雄市)

(原料粉來源：乘儀商行(協奇企業行)(高雄市))
長勝食品廠(高雄市) -- -- 30.44公噸 30.44公噸 0.00

14 天婦羅
小邱食品商社(屏東縣)

(原料粉來源：協裕粉行(高雄市))

小邱食品商社(屏東縣)
-- -- 55.80 55.80 0.00

15 黑輪
高雄黑輪大王(高雄市)

(原料粉來源：協奇企業行(高雄市))
高雄黑輪大王(高雄市) -- -- 57.60 57.60 0.00

16 黑輪、甜不辣
品信魚丸廠(屏東縣)

(原料粉來源：協裕粉行(高雄市))
品信魚丸廠(屏東縣) -- -- 21.50 21.50 0.00

17 香滷大黑輪
長勝食品廠(高雄市)

(原料粉來源：乘儀商行(協奇企業行)(高雄市))
黑輪白有限公司(新北市) -- -- 2530.00 2530.00 0.00

18 豆花
名記豆腐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名記豆腐有限公司(新北市)
-- -- 186.00 186.00 0.00

19 花生圓(花生湯圓)
全泰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全泰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3993.00 3993.00 0.00

20 肉羹
天一香肉羹順(基隆市)

(原料粉來源：茂利公司(台南市))
天一香肉羹順(基隆市) -- -- 236.20 236.20 0.00

21
寧波年糕

韓式年糕

源廣興食品有限公司

(原料粉來源：查察中)
源廣興食品有限公司 -- -- 9011.60 9011.60 0.00

22 新興寧波年糕
新興寧波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原料粉來源：查察中)
新興寧波食品有限公司(新北市) -- -- 1606.00 1606.00 0.00

23
素肉燥米粉、新竹米

粉湯及米粉炒

國際米粉有限公司(新竹市)

(原料粉來源：三發行(彰化縣)、茂利公司(台南市))
龍口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 -- -- 1940.00 1940.00 0.00

92.96噸 3.93噸

上次累計 本次新增 本次累計

1 怡和地瓜粉 怡和澱粉有限公司(進口商)(新北市) 怡和澱粉有限公司(進口商)(新北市) -- -- 12020.00 12020.00 0.00

2 協奇化製澱粉
協奇農產澱粉廠(台南市)、協奇澱粉(新北市)、協奇企

業行/乘儀商行(高雄市)

協奇農產澱粉廠(台南市)、協奇澱粉(新北市)、

協奇企業行/乘儀商行(高雄市)
-- -- 114868.90 99390.90 15478.00

3 番薯粉 郭信豐粉廠(嘉義縣) 郭信豐粉廠(嘉義縣) -- -- 4530.00 4530.00 0.00

4 番薯粉
順益行(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裕樺、協奇、郭信豐、寶森)
順益行(彰化縣) -- -- 32340.00 32340.00 0.00

5 豆花粉 寶榛(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後庄17號)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 -- 843.00 403.00 440.00

6 雙嘉牌番薯粉 嘉南澱粉廠(台南市) 嘉南澱粉廠(台南市) -- -- 32102.70 27542.70 4560.00

7 原子粉 裕樺澱粉工廠有限公司(台南市) 裕樺澱粉工廠有限公司(台南市) -- -- 53090.00 25590.00 27500.00

8
天細粉/德細清粉

番薯粉
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廣泰澱粉企業有限公司(台中市)
-- -- 181190.80 88430.80 92760.00

9 番薯粉
豐裕粉業(佳昌粉業有限公司)(高雄市)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豐裕粉業(佳昌粉業有限公司)(高雄市) -- -- 10620.00 10620.00

10 特級澱粉
順益行(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順益行(彰化縣) -- -- 1930.00

11
西螺特級紅心粉

原子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原料粉來源：豐裕商行(高雄市)：原子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 -- 4854.00 314.00 4540.00

12 修飾澱粉 丸新澱粉工廠(嘉義縣) 丸新澱粉工廠(嘉義縣) -- -- 2824.00 2824.00 0.00

13 新C粉(丸新樹薯粉) 丸新澱粉工廠(嘉義縣) 丸新澱粉工廠(嘉義縣) -- -- 29.50 29.50

14 原子粉 寶森澱粉行(台南市)
寶森澱粉行(台南市)

廣泰澱粉企業有限公司(台中市)
-- -- 10490.00 4360.00 6130.00

15 番薯粉 東億企業社(台南市) 東億企業社(台南市) -- -- 24,520.00 24520.00 0.00

16 東承天之山豆花粉
東承食品有限公司(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東憶企業社)
東承食品有限公司(彰化縣) -- -- 1,570.00 1570.00 0.00

17

番薯粉(南光牌)

德肉丸粉

原子粉(地瓜粉)

茂利公司(台南市)
茂利公司(台南市)

廣泰澱粉企業有限公司(台中市)
-- -- 32,037.80 21024.80 11013.00

產品標示廠商
回收封存量(公斤)

更新時間：102年6月20日 15:00

檢出順丁烯二酸產品及其原料封存回收統計表

銷毀量 剩餘封存量

銷毀量 剩餘封存量

小計96.89公噸

 製造商/進口商

產品 製造商/進口商 產品標示廠商
回收封存量(公斤)

已退回上游業者



更新時間：102年6月20日 15:00

檢出順丁烯二酸產品及其原料封存回收統計表

18 在來米粉 茂利公司(台南市) 三發商行(彰化縣) --

19
樹薯粉(鐵人牌/鐵立

牌)

三發行(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寶森澱粉行、茂利公司)
三發商行(彰化縣) --

20 好媽媽豆花粉
惠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茂利公司(台南市))
惠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 -- 5,575.68

21
傳統粉粿粉、黑糖粉

粿粉

仙知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原料粉來源：茂利公司(台南市))
仙知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 -- 473.00

22
地瓜粉/特級地瓜粉/

再來米粉

茂利公司(台南市)、三進粉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

寶森澱粉行(台南市)
廣泰澱粉企業有限公司(台中市) -- -- 5,490.00 5490.00 0.00

23 炸酥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 -- 1,820.00 1820.00

24 豆花粉(地瓜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 -- 3,360.00 3360.00

25 番薯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 -- 8,000.00 8000.00

26 TAPIOCA STARCH
進口商：怡和澱粉有限公司(台北市)

(原料粉來源：追查中)
經銷商：信芳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縣) -- -- 667.00 12.60 654.40

27 高級澱粉等
義和發澱粉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

寶森澱粉行(台南市)
經銷商：正原澱粉行(彰化縣 -- -- 1,040.00 1040.00 0.00

 
353.19噸 186.91噸小計540.10公噸

總計封存回收 636.99 公噸，已銷毀 446.15 公噸，待銷毀 190.84公噸

備註：部分產品經衛生局後續追蹤，並無檢出順丁烯二酸，故從「封存回收統計表」中移除。

-- 1,790.00 1790.00 0.00

已退回上游業者

已退回上游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