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稱 行政區 地址 名稱 縣市別 行政區 地址

1 錦鯉小湯碗 小北百貨中和店 中和區
中和區中正路

221號

廣展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 阿蓮區

青旗里民生路

310號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2.270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1.420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與規定相符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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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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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2
雙色0008湯

匙
銓國百貨商品行 淡水區

淡水區中山北

路1段120號之

1

齊毅企業

(股)公司
台南市 佳里區

六安里117-29

號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3.29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3.34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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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3 M0008小湯匙 銓國百貨商品行 淡水區

淡水區中山北

路1段120號之

1

齊毅企業

(股)公司
台南市 佳里區

六安里117-29

號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2.450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3.69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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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4
西式餐碗

KT56061

宜得利(汐止遠

雄店)
汐止區

汐止區新台五

路1段99號2樓

敦景企業

(股)公司
台中市 北屯區

北平路4段142

號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1.38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2.480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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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5
長湯匙2入

KT56431

宜得利(汐止遠

雄店)
汐止區

汐止區新台五

路1段99號2樓

敦景企業

(股)公司
台中市 北屯區

北平路4段142

號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2.940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5.670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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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6 螺紋美耐筷 愛買三重店 三重區
三重區中正北

路193巷45號

富崇有限公

司
桃園市 蘆竹區

新南路1段305

巷1弄12號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

鐘)1.400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9.24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6.51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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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7 美耐皿餐具 家佳樂生活百貨 三峽區
三峽區復興路

255之1號

雙和興業有

限公司
台南市 安南區 開安六街30號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5.06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1.780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

鐘)2.38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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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8
7004日式拉

麵匙
小北百貨長江店 板橋區

板橋區長江路

2段245號

齊毅企業

(股)公司
台南市 佳里區 六安里117-2號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

鐘)1.420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4.710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3.83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與規定相符 台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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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9
米奇雙耳餐

碗51888
家樂福 新店區

新店區中興路

3段1號2.3樓

創泰實業

(股)公司
新北市 五股區 五權六路21號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0.490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0.610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鐘)未

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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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別

抽驗廠商 供應/製造商
檢查項目(標準) 判定結果

不合格名單

序號 品項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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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號 品項名稱
抽驗廠商

1
日風美耐皿

筷(5雙入)

家佳買生活百貨

行
林口區

林口區文化一

路1段48號之1

百樂龍家品

有限公司
新北市 泰山區 文程路178-2號

溶出試驗-甲醛(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蒸發殘渣(4%醋酸；95℃，30分

鐘)6.05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

(BB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高錳酸鉀消耗量(水；95℃，30分

鐘)20.980

溶出試驗-重金屬(比色法)(95℃，30分鐘)<1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DIDP)(正

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己二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A)(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正庚

烷；25℃，1小時)未檢出

材質試驗-鉛含量(ppm)未檢出

材質試驗-鎘含量(ppm)未檢出

溶出試驗-著色劑(4%醋酸；95℃，30分鐘)未檢

出

溶出試驗-酚(水；95℃，30分鐘)未檢出

溶出試驗-三聚氰胺(4%醋酸；95℃，30分

鐘)0.840

溶出試驗-塑化劑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DEHP)(正庚烷；25℃，1小時)未檢出

與規定不符 新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