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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市 洋甘菊 2016.4.6

(更正)旺來鄉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臺

南市仁德區仁德里中

山路797號1樓

宣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

段76號9樓

不合格
護矽得：0.24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2 臺南市 茉莉花乾 2015.7.29

開南食品有限公司海

安店/臺南市北區海

安路三段265號1樓

葦蕎企業有限公司/南投

縣南投市嘉和里大庄路

97號

不合格
三落松：0.46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處辦

3 臺南市 上海玫瑰 2015.6.30
碧海中藥房/臺南市

佳里區光復路147號

天文堂蔘藥行/臺南市學

甲區宅港里70號
不合格

三泰芬：1.43ppm

（標準：0.05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 臺南市 白菊花 2018.3.11

三才中藥房/臺南市

新營區民生里民治路

75-1號

立德藥材有限公司/高雄

市三民區開原街32號
不合格

派美尼：0.88ppm

(標準：不得檢出)

撲滅寧：0.69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3.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業依食安法第

47條逕處

5 臺南市 錫蘭紅茶B2 2017.4.20

尤加利茗茶國際有限

公司/臺南市北區大

興街565巷12號

松盟公司/南投縣名間鄉

名松路一段503巷99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4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共861公

斤

2.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6 臺南市 菊花
進貨日期

(2015.03.19)

葉子菁檳榔連鎖總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

北路340號

隆大藥行/高雄市三民區

熱河二街205號
不合格

毆蟎多：0.07 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共1.65公

斤

2.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7 臺南市 青草茶葉
進貨日期

(2015.03.19)

葉子菁檳榔連鎖總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

北路340號

博仁中藥行/高雄 不合格

貝芬替：0.07ppm (標準：

0.05ppm)

剋安勃：0.12ppm (標準：

0.05ppm)

普拔克：0.28ppm (標準：

0.05ppm)

賓克隆：0.38ppm (標準：

0.05ppm)

達滅芬：0.11 ppm (標準：

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共144公

斤

2.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8 臺南市 特選綠茶 2016.4.5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296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15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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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南市 包種清茶 2016.3.21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296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5 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10 臺南市 烏龍茶
2015.3.9

(製造日期)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296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7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11 臺南市 烏龍茶 2016.2.22

英國藍紅茶店善化店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

路310號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296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8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12 臺南市 特選紅茶 2016.3.29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更正)

亞東製茶廠有限公司、

富宇茶行有限公司

不合格
芬普尼：0.004ppm

(標準：0.002ppm)

1.衛生局已請業者下架回收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13 臺南市 伯爵紅茶 2016.12.6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州界貿易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山區遼寧街101巷3

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4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14 臺南市 錫蘭紅茶 -

英國藍紅茶店東寧總

店/臺南市東區東寧

路490號

州界貿易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山區遼寧街101巷3

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15 新北市 紅茶(杉林溪) -
豆府花城/新北市樹

林區保安街一段14號

富宇茶行有限公司/臺北

市長春路490之1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9ppm

(標準：0.002ppm)

1.衛生局已請業者下架回收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16 新北市 四季青茶 2017.12.21

色杯子絕色飲舖/新

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

113號

品鮮製茶/南投縣名間鄉

名松路二段495巷6號
不合格

護矽得0.11ppm

（標準：不得檢出)

芬普尼0.014ppm

(標準：0.002ppm)

1.衛生局已請業者下架回收

2.移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處辦

17 桃園市 白毫綠茶 2015.3.5 舞茶道飲料店

大晃茶葉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2段

110巷22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處辦

18 桃園市 乾燥玫瑰花苞
2015.1.12

(進貨日期)

台灣茗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永興路

191號

原宜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2號

5樓之4

不合格
加福松：0.33ppm

(標準：0.2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19 高雄市 玫瑰花瓣 2015.12.5

玉裕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松竹街

100-1號

宣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

段76號9樓

不合格
佈飛松：0.520ppm

(標準：0.10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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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高雄市 洋甘菊 未標示

英格藍紅茶專賣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

路57號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

296號

不合格

陶斯松：0.714ppm

(標準：0.50ppm)

馬拉松：1.137ppm

(標準：0.50 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21 嘉義市
3點1刻直火

烏龍玫瑰茶
2016.12.4 全聯超市

烏龍茶：南投縣上峰製

茶所

玫瑰花瓣：何容食品公

司/高雄市三民區德旺街

368號

不合格

O, P'-DDT：0.03ppm

P, P'-DDT：0.08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相關衛生局處辦中

22 嘉義市 T世家烏龍茶/冷泡茶 2016.8.27 全聯超市
陳姓茶農/南投縣名間鄉

高頂茶廠
不合格

依芬寧：0.07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南投縣政府衛生局處辦

23 臺北市 初鹿牧場洛神花 2015.12.28 松菸誠品直營店

超能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台東分公司初鹿牧

場

/台東縣卑南鄉明峰村牧

不合格
達滅芬：0.13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24 臺北市 伯爵紅茶 2016.12.6

洲界貿易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

遼寧街101巷3號1樓

洲界貿易有限公司/臺北

市中山區遼寧街101巷3

號1樓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25 臺北市 茉莉花(茶)
104.3.4

(進貨日期)

喜喆咖啡屋(咖啡弄)/

臺北市中正區

館前路18號2樓

河億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市仁武區名湖街537號
不合格

三落松：0.13ppm

(標準：0.10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26 臺北市 玫瑰花 2015

有沒有餐飲企業

有限公司

(市招：有沒有咖啡

DOUBLE H 壹號店)/

臺

北市士林區中正路

宣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

段76號9樓

不合格
安丹：0.22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27 臺北市 菊花 -

瑪爾斯有限公司

士林分公司
(DAZZLING

EXPRESS蜜堂飲品)/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廣漢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市仁武區仁安三巷24-9

號

不合格
二氯松：0.06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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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臺北市 玫瑰夫人茶 105.7.4

玫瑰夫人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玫瑰夫人)/臺

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77號1樓

何屘(山都農場)/南投縣

埔里鎮一新里東峰路18

號

不合格
納乃得：0.09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廠商擬申請複驗

29 臺中市 鐵觀音 2016.3.9
壹卡夫股份有限公司

(市招：原沏鮮泡茶)

協裕興茶葉有限公司/苗

栗縣造橋鄉大西村大西

二街123巷10號1樓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移苗栗縣政府衛生局處辦

30 臺中市 紅茶A
104.4.13

(製造日期)

希望創造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市招：Mr.

Wish水果、天然、

富宇茶行有限公司/臺北

市長春路490之1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3.廠商擬申請複驗

31 臺中市 紅茶 2017.3.26
休閒小站股份

有限公司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4段107

號6樓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3.廠商擬申請複驗

32 臺中市 喬治派克紅茶 2017.4.13

墨力國際有限公司

（市招：喬治派克咖

啡 鮮果冰沙連鎖

富宇茶行有限公司/臺北

市長春路490之1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17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全面下架、暫停販售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33 桃園市 HT紅茶 2017.2.1

亞東製茶廠有限公司

(工廠)/桃園市龜山區

嶺頂村萬壽路二段

359號

亞東製茶廠有限公司/臺

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

80巷2號2樓

不合格
芬普尼：0.015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34 彰化縣
包種青茶

(茶包)
2017.1.5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縣員林鎮

三義里惠明街313之1

號1樓

聖芳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歸仁里中

山路一段46號

不合格

益達胺：3.9ppm

 (標準：3.0ppm)

三賽唑：0.08ppm

(標準：不得檢出)

1.業者自主通報

2.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3.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35 臺中市 四季春茶 -
沁語茶行/臺中市大

里區大明路328號

五十嵐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市南區新營路1
不合格

芬普尼：0.003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36 彰化縣 茉莉綠茶 -

TEA-WORK成功店/

彰化縣彰化市興北里

成功路340號

勝誠企業有限公司/桃園

市觀音區廣福村11鄰新

坡140-6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18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37 臺中市
Harney＆Sons

洋柑菊茶
2018.1.5

梨子咖啡館/台中市

豐原區陽明街86號

卡拉瓦里咖啡有限公司 /

新北市永和區水源街39

巷15號

不合格
亞滅培：0.08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38 臺中市 紅茶
104.3.15

(製造日期)

A tea 向心店/臺中市

南屯區向心南路956

松禾茶廠/臺南市北區大

興街376巷3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5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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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臺中市

39 臺中市 玫瑰花 -

鮮茶道沙鹿靜宜店臺

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

559號

鮮茶道有限公司/新北市

土城區復興街5號
不合格

平克座：0.15ppm

(標準：0.05ppm)

裕必松：0.10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40 嘉義市 茉莉花 -
恒昇堂蔘藥行/嘉義

市西區北興街373號

河億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市仁武區名湖街537號
不合格

芬普尼 :0.07ppm

(標準：0.002ppm)

陶斯松：0.06ppm

(標準：0.05ppm)

三落松：0.09ppm

(標準：0.05ppm)

賽洛寧：0.12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41 嘉義市 A茉莉花 106.7.23

心宜草堂(永昌堂)/嘉

義市東區民國路159

號2樓

河億貿易有限公司/高雄

市仁武區名湖街537號
不合格

三落松：0.11ppm

(標準：0.05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處辦中

42 澎湖縣 白菊花 -
乾益堂中藥房/澎湖

縣馬公市中央街42號

成興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雄市三民區(二)重

慶街165號

不合格
貝芬替、亞滅培、達滅芬等多種

農藥殘留超標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2 嘉義市 黃菊花 -
草本一族事業有限公

司/嘉義市東區興村

里過溪112號

宣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二段76號9樓

不合格
貝芬替：2.29ppm

(標準：1.0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3 嘉義市 枸杞 -

旺記國際有限公司/

嘉義市興村里過溪

110-48號

中惠(成興行)/高雄市重

慶街165號
不合格

三落松：0.05ppm

(標準：0.01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4 臺南市 綠茶（LD001）
104.3.20

(進貨日期)

聖芳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市歸仁區中

山路一段46號/06-

2391272

聖芳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

段46號/06-2391272

不合格
歐殺松0.11ppm

（標準0.05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第39項「阿薩姆紅茶」，5月8日經臺中市政府衛生局確認該產品係103年7月3日前進口，檢驗農藥芬普尼殘留0.004ppm，結果與當時法規標準(0.005ppm以下)相符，

爰從清單剃除



編

號

抽樣

縣市
品名 有效日期 抽驗地點 來源廠商及地點

檢驗

結果
不符規定原因 後續處辦情形

                                                                                 104年不合格市售茶飲產品原料清單                                                                        104.5.12更新

45 臺南市
綠茶

（南昌香包種）

103.6.24

(進貨日期)

聖芳茶業股份有限公

司/臺南市歸仁區中

山路一段46號/06-

2391272

南昌茶廠/南投縣名間鄉

新厝村新厝路5-6號/049-

2734833

不合格
三賽唑 0.12ppm

(標準：不得檢出)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南投縣衛生局處辦

46 臺中市 特選清茶 105.4.5

大統茶莊/臺中市西

屯區大河里甘肅路二

段41號一樓

亞東製茶廠有限公司、

貴雄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不合格

芬普尼：0.008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7 臺中市 特選紅茶 106.2.25

大統茶莊/臺中市西

屯區大河里甘肅路二

段41號一樓

亞東製茶廠有限公司/臺

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

80巷2號2樓

不合格
芬普尼：0.005ppm

(標準：0.002ppm)
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48 彰化縣 茉香綠茶 -

南海茶道民族店/彰

化縣彰化市彰安里民

族路255號

銨麒企業有限公司/彰化

縣花壇鄉三春村彰員路

一段439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11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衛生局處辦中

49 彰化縣 玫瑰 -

歐可茶葉科技有限公

司/彰化縣彰化市福

山里西南莊47號

宣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2段76號

9樓

不合格
佈飛松：0.26ppm

(標準：0.10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50 彰化縣 紅茶 2016.3.31

景大食品企業有限公

司/彰化縣大村鄉美

港村美港路51號

泉芳茶行/高雄市三民區

昌裕街9巷2號
不合格

芬普尼：0.009ppm

(標準：0.002ppm)

1.不合格產品已下架封存

2.移高雄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