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1 進口碗豆 施家班青菜大賣場 汐止區 汐止區中興路110巷3之1號 吳坤博 彰化縣 二林鎮 太平路8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1.7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待克利(Difenoconazole)0.08依普同(Iprodione)0.23撲滅寧(Procymidone)0.39得克利(Tebuconazole)0.09 與規定相符 彰化縣
2 蘋果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區 三重區國道路1段59號 義大利水果行 新北市 板橋區 板城路1000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0.24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02芬殺?(Fenazaquin)0.03因得克(Indoxacarb)0.03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3 茄子 無市招菜攤 板橋區 板橋區國泰街 台北果菜市場一市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普拔克(Propamocarbhydrochloride)0.04速殺氟(Sulfoxaflor)0.07克凡派(Chlorfenapyr)0.04待克利(Difenoconazole)0.06 與規定相符 臺北市
4 蘋果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永和樂華店 永和區 永和區永和路1段146號 實現苑望流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安南區 安吉路1段650-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0.44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11派美尼(Pyrimethanil)1.21剋安勃(Chlorantraniliprole)0.02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5 木瓜 艸園水果專賣店 永和區 永和區得和路3號 六龜區農會 高雄市 六龜區 光復路107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16亞托敏(Azoxystrobin)0.19可尼丁(Clothianidin)0.02賽芬?(Cyflumetofen)0.02賽普洛(Cyprodinil)0.05達特南(Dinotefuran)0.05護汰寧(Fludioxonil)0.03益達胺(Imidacloprid)0.03
與規定相符 高雄市

6 釋迦 開心蔬果園 八里區 八里區中山路2段363號 三重盛東水果行 臺東縣 卑南鄉 吉村環山路5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臺東縣
7 台東釋迦 水果大王 樹林區 樹林區博愛街39號 蔡明輝 臺東縣 台東市 山西路2段505巷75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達特南(Dinotefuran)0.04益達胺(Imidacloprid)0.02納乃得(Methomyl)0.02 與規定相符 臺東縣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8 葡萄 水果大王 樹林區 樹林區博愛街39號 穎昌水果行(攤號321)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北路111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安美速(Amisulbrom)0.04貝芬替(Carbendazim)0.21撲克拉(Prochloraz)0.05百克敏(Pyraclostrobin)0.13得芬諾(Tebufenozide)0.22邁克尼(Myclobutanil)0.03得克利(Tebuconazole)0.07賽普洛(Cyprodinil)0.13達滅芬(Dimethomorph)0.20氟比來(Fluopicolide)0.19曼普胺(Mandipropamid)0.19納乃得(Methomyl)0.03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9 紅柿 水果大王 樹林區 樹林區博愛街39號 王大興水果行(統一編號35831924)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北路111號1樓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貝芬替(Carbendazim)0.02陶斯松(Chlorpyrifos)0.02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10 青江菜 勝彥蔬菜行E358 板橋區 板橋區板新路1000號 坤茂果菜行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克凡派(Chlorfenapyr)0.78待克利(Difenoconazole)0.50達滅芬(Dimethomorph)0.18達特南(Dinotefuran)0.59因得克(Indoxacarb)0.25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11 青江菜 大新興蔬菜行C138 板橋區 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02貝芬替(Carbendazim)0.03普拔克(Propamocarbhydrochloride)0.03畢芬寧(Bifenthrin)0.12克凡派(Chlorfenapyr)0.03撲滅寧(Procymidone)0.50達滅芬(Dimethomorph)0.08達特南(Dinotefuran)0.29菲克利(Hexaconazole)0.02益達胺(Imidacloprid)0.05毆殺滅(Oxamyl)0.07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12 青江菜 江合益蔬果行C090 板橋區 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板橋區果菜批發市場供應戴號PP99733-516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02克凡派(Chlorfenapyr)0.03達滅芬(Dimethomorph)0.09氟比來(Fluopicolide)0.06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13 蔥 江合益蔬果行C090 板橋區 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板橋區果菜批發市場供應代號N88988-37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加保扶(Carbofuran)0.03普拔克(Propamocarbhydrochloride)0.02百克敏(Pyraclostrobin)0.04克凡派(Chlorfenapyr)0.19撲滅寧(Procymidone)0.613-羥基加保扶(3-OHCarbofuran)0.09達滅芬(Dimethomorph)0.02益達胺(Imidacloprid)0.06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14 青蔥 阿良行蔬果行C001 板橋區 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崙陽合作農場(板橋果菜批發市場)代號099704-566貨號3314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15 茄子 顉伸蔬?行C012 板橋區 板橋區板城路1000號 新民合作農場 南投縣 名間鄉 新民村外埔巷2-1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益達胺(Imidacloprid)0.02 與規定相符 南投縣
16 木瓜 向陽水果行 新莊區 新莊區中平路82巷3號 大欣水果行 新北市 三重區 中正北路111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托敏(Azoxystrobin)0.13益達胺(Imidacloprid)0.02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17 綠無子葡萄 屏東水果 新莊區 新莊區中和街42號 旭昇水果行 新北市 板橋區 板城路1000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縣市別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名冊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18 蘋果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泰山區 泰山區明志路1段281號1樓 實現苑望流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 安南區 安吉路1段650-1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07派美尼(Pyrimethanil)1.02剋安勃(Chlorantraniliprole)0.02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19 早秋甜柿 向陽水果行 新莊區 新莊區中平路82巷3號 陳世丕 台中市 東勢區 東關路6段43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台中市20 木瓜 新北香雞排店 三重區 三重區重新路2段73號 方金川 嘉義縣 中埔鄉 中埔村20巷87弄16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亞滅培(Acetamiprid)0.02 與規定相符 嘉義縣
21 蔥 無市招菜攤 板橋區 板橋區四維路269巷32號 無市招菜攤 新北市 板橋區 四維路269巷32號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賽速安(Thiamethoxam)0.03福多寧(Flutolanil)0.02可尼丁(Clothianidin)0.03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22 九層塔 無市招菜販 板橋區 板橋區四維路279巷 三重果菜市場批發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未檢出農藥多重殘留分析(380項)檢出細項撲滅寧(Procymidone)0.06達滅芬(Dimethomorph)0.04賓克隆(Pencycuron)0.03 與規定相符 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