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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或進口商

廠商名稱 行政區 廠商名稱

28 三芝國民中學 三芝區 2017/3/10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9 三芝國民中學 三芝區 2017/3/10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 二重國小 三重區 2017/1/6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 二重國小 三重區 2017/1/6 桶餐 第一餐盒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7 正義國小 三重區 2017/2/23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複抽合格

34 五華國民小學 三重區 2017/3/3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35 五華國民小學 三重區 2017/3/3 桶餐 第一餐盒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3 碧華國小 三重區 2017/5/5 桶餐 第一餐盒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01 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 三重區 2017/6/13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02 碧華國中 三重區 2017/6/14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03 碧華國中 三重區 2017/6/14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109 集美國小 三重區 2017/6/15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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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三重國民小學 三重區 2017/9/11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8 三重國民小學 三重區 2017/9/11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0 三峽國小 三峽區 2017/5/11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49 清水高中 土城區 2017/3/7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0 清水高中 土城區 2017/3/7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1 清水高中 土城區 2017/3/7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75 中正國民中學 土城區 2017/4/20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76 中正國民中學 土城區 2017/4/20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21 中和國小 中和區 2017/1/12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22 中和國小 中和區 2017/1/12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26 漳和國中 中和區 2017/2/23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複抽合格

32 光復國小 中和區 2017/3/3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33 光復國小 中和區 2017/3/3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抽驗校園桶餐紀錄明細表

序號
抽驗業者

抽驗日期 抽驗產品 檢驗結果 處辦情形



84 積穗國中 中和區 2017/5/11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85 積穗國中 中和區 2017/5/11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0 自強國中 中和區 2017/6/19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1 自強國中 中和區 2017/6/19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2 南山高級中學 中和區 2017/6/19 桶餐 寬大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23 南山高級中學 中和區 2017/6/19 桶餐 百原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1 復興國民小學 中和區 2017/9/11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2 復興國民小學 中和區 2017/9/11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4 成州國民小學 五股區 2017/5/5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5 成州國民小學 五股區 2017/5/5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141 德音國民小學 五股區 2017/9/12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20 頂溪國民小學 永和區 2017/1/11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4 永和國小 永和區 2017/3/6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45 永和國小 永和區 2017/3/6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46 永和國小 永和區 2017/3/6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6 網溪國小 永和區 2017/4/18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7 永平高級中學 永和區 2017/4/18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8 永平高級中學 永和區 2017/4/18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8 秀朗國民小學 永和區 2017/5/12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89 秀朗國民小學 永和區 2017/5/12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3 永和國民中學 永和區 2017/9/11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4 永和國民中學 永和區 2017/9/11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5 永和國民中學 永和區 2017/9/11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6 秀峰高級高中 汐止區 2017/1/6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7 秀峰高級高中 汐止區 2017/1/6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6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 汐止區 2017/4/11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7 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 汐止區 2017/4/11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99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學 汐止區 2017/5/8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00 新北市青山國民中小學 汐止區 2017/5/8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7 白雲國民小學 汐止區 2017/6/14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國際餐飲(股)有限公司 合格



108 白雲國民小學 汐止區 2017/6/14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39 樟樹國民中學 汐止區 2017/9/11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0 樟樹國民中學 汐止區 2017/9/11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 大觀國小 板橋區 2017/1/5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 大觀國民中學 板橋區 2017/1/6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25 文德國小 板橋區 2017/2/23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複抽合格

39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3/3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40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3/3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1 埔墘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3/3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42 埔墘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3/3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9 國光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4/14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64 重慶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4/17 午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65 重慶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4/17 午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83 文聖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5/11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86 海山國小 板橋區 2017/5/12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87 海山國小 板橋區 2017/5/12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0 實踐國小 板橋區 2017/5/17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複抽合格

1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6/16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111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6/16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116 沙崙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6/19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17 沙崙國民小學 板橋區 2017/6/19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26 溪崑國中 板橋區 2017/6/6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複抽合格

129 光復高級中學 板橋區 2017/9/11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8 文德國小 板橋區 2017/9/15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52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泰山區 2017/3/8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53 新北市立泰山國民中學 泰山區 2017/3/8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58 明志國小 泰山區 2017/4/12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23 淡水商工 淡水區 2017/2/14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24 淡水商工 淡水區 2017/2/14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71 新興國民小學 淡水區 2017/4/18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72 新興國民小學 淡水區 2017/4/18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24 竹圍國小 淡水區 2017/6/19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盒餐有限公司 合格

125 竹圍國小 淡水區 2017/6/19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4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淡水區 2017/9/12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5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淡水區 2017/9/12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股) 合格

138 深坑國民中學 深坑區 2017/9/11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0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店區 2017/1/6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1 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新店區 2017/1/6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0 大豐國小 新店區 2017/3/2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31 大豐國小 新店區 2017/3/2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38 文山國中 新店區 2017/3/3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6 北新國小 新店區 2017/5/8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97 北新國小 新店區 2017/5/8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8 北新國小 新店區 2017/5/8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4 新和國小 新店區 2017/6/16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15 新和國小 新店區 2017/6/16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6 五峰國中 新店區 2017/9/11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37 五峰國中 新店區 2017/9/11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 思賢國小 新莊區 2017/1/5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2 思賢國小 新莊區 2017/1/5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 光華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1/6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8 光華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1/6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9 光華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1/6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3 民安國小 新莊區 2017/3/30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複抽合格

54 豐年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3/9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55 豐年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3/9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73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新莊區 2017/4/19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飲食 合格

74 新北市立新莊國民中學 新莊區 2017/4/19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81 新莊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5/11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82 新莊國民小學 新莊區 2017/5/11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112 福營國民中學 新莊區 2017/6/16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13 福營國民中學 新莊區 2017/6/16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18 昌隆國小 新莊區 2017/6/19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119 昌隆國小 新莊區 2017/6/19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30 新莊高級中學 新莊區 2017/9/11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49 新莊國小 新莊區 2017/10/11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複查合格

18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樹林區 2017/1/10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9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樹林區 2017/1/10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7 三多國中 樹林區 2017/3/6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48 三多國中 樹林區 2017/3/6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69 樹林高中 樹林區 2017/4/18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70 樹林高中 樹林區 2017/4/18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142 三多國小 樹林區 2017/9/12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43 三多國小 樹林區 2017/9/12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4 仁愛國小 蘆洲區 2017/1/5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5 仁愛國小 蘆洲區 2017/1/5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36 鷺江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3/3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37 鷺江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3/3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60 蘆洲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4/14 桶餐 味味美食有限公司美食 合格

61 蘆洲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4/14 桶餐 食家安飲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飲食 合格

62 忠義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4/14 桶餐 愛欣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63 忠義國民小學 蘆洲區 2017/4/14 桶餐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1 蘆洲國民中學 蘆洲區 2017/5/5 桶餐 新北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92 蘆洲國民中學 蘆洲區 2017/5/5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6 鷺江國民中學 蘆洲區 2017/9/13 桶餐 統鮮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147 鷺江國民中學 蘆洲區 2017/9/13 桶餐 上將食品有限公司食品 合格

14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鶯歌區 2017/1/6 桶餐 沅益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5 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鶯歌區 2017/1/6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77 鶯歌國中 鶯歌區 2017/5/10 桶餐 沅益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78 鶯歌國中 鶯歌區 2017/5/10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79 鶯歌國中 鶯歌區 2017/5/10 桶餐 雙翼食品有限公司 合格

104 鶯歌國小 鶯歌區 2017/6/14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105 鶯歌工商 鶯歌區 2017/6/14 桶餐 全盛美食有限公司 合格

106 鶯歌工商 鶯歌區 2017/6/14 桶餐 久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