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表日期 105/5/13 

105年 CAS優良農產品生產廠(場)追蹤查驗等級表 

肉品項目 

廠家數 66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信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雅勝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香食品有限公司 

味一食品有限公司 

和榮意食品有限公司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畜殖事業

部 

大成長城股份有限公司柳營廠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源欣興農畜食品有限公司土庫廠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大農畜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鼎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格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分公司 

大得利家畜肉食品加工廠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成長城集團關係企業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埤頭廠 

誠昌實業有限公司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宜蘭酒廠 

花蓮縣光豐地區農會肉品加工場 

保證責任台灣省台中家禽運銷合作社 

八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 

宇台肉品有限公司 

東峰股份有限公司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瑞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峰榮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芬芳烹材股份有限公司 

沅泰食品有限公司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 

香里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中台股份有限公司 

友宏有限公司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曉陽店) 



振聲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復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台灣省北台肉雞運銷合作社 

鈜景國產肉品專賣店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鹽水鎮冷凍肉雞產銷班肉雞電宰廠 

勝贏屠宰場股份有限公司 

韋祥企業有限公司 

萬偉股份有限公司 

嘉一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廠 

裕毛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公益店) 

思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亦盛實業有限公司 

金豐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廠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億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高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平鎮、

台中、員林、台南、中和、忠孝、中壢、斗

南、南湖、內湖、新店、景平、台南佳里、

八德、中崙、嘉義、湳雅、頭份、土城)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花蓮、天母、文心、屏東、

成功、樹林、中原、安平、經國) 

凱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耀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立瑞畜產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上德食品有限公司 



  

 

冷凍食品項目 

廠家數 35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碁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廠 

金吉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偉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立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瑞芳二廠 

安得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欣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欣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吉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津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永昇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匯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匠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楠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如記食品有限公司 

正鑫水產加工有限公司 

溢大食品有限公司 

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源冠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捷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豐誠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一厰 

禾家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天恩食品有限公司(停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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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汁項目 

廠家數 3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臺灣可果美股份有限公司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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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米項目 

廠家數 23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壽米屋企業有限公司二林廠 

源福順碾米工廠 

泉順碾米工廠後龍廠 

台東縣關山鎮農會碾米加工廠 

東遠碾米工廠 

花蓮縣花蓮市農會 

南投縣草屯鎮農會 

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聯發碾米工廠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聯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協和碾米工廠 

花東製米股份有限公司 

梓園碾米工廠第二分廠 

建興碾米工廠富興分廠 

弘昌碾米工廠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糧食工廠第二廠 

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松仁碾米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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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漬蔬果項目 

廠家數 4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食品廠 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宜蘭

廠 

南投縣農會食品廠 

聖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即食餐食項目 

廠家數 6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平鎮廠 禎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太子油飯股份有限公司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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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調理食品項目 

廠家數 7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祺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生鮮食用菇項目 

廠家數 2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萬生農產行 

台灣北斗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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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造食品項目 

廠家數 3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穀盛股份有限公司 

百家珍釀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點心食品項目 

廠家數 8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中食品廠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龍潭廠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廣興廠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城廠 

禾品企業有限公司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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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品項目 

廠家數 28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永順興牧場 

隆昌牧場 

立祥畜牧場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石安牧場 

偉良畜牧場 

富源畜牧場 

金大畜牧場 

義進牧場 

大新養雞畜牧場 

立益農牧場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生鮮蛋廠) 

臺南蛋品股份有限公司(液蛋廠) 

佳縈畜牧場 

吳記蛋品有限公司 

山水畜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廣大利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浤良食品有限公司 

羅東鎮農會食品工廠 

大毅蛋品有限公司 

津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勤億蛋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成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福商勝蛋品有限公司 

來燕畜牧場 

燕來畜牧場  

金寶蛋品科技有限公司 

瑞記畜牧場 

 

製表日期 105/5/13 

 



 

生鮮截切蔬果項目 

廠家數 26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保證責任雲林縣漢

光果菜生產合作社 

夏暉物流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嘉義市嘉全果菜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彰化縣永靖合作農場(寶莊分場) 

保證責任彰化縣員林合作農場台中配銷處 

福和生鮮農產有限公司 

百菓園水果企業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新湖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雲林縣庄西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嘉義縣嘉鹿果菜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山內聯合社區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雲林縣子茂果菜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嘉義縣明華果菜生產合作社(停工中) 

保證責任高雄市大社聯合社區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雲林縣饒平合作農場 

保證責任高雄市溪洲果菜運銷合作社 

中原食品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後湖合作農場 

豐富家實業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嘉義縣青松果菜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彰化縣韭菜生產合作社 

高雄市梓官區農會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高雄市生和青果運銷合作社 

富士鮮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青年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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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項目 

廠家數 28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佳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展昇生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和興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吉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同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春勝食品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建榮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活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安得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鑫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味一食品有限公司屏南廠 

金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盛洋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力香食品有限公司 

隆育企業有限公司 

海和有限公司 

祐全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昇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匯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匠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區漁會新塭冷凍食品加工廠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冷凍廠 

正鑫水產加工有限公司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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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絨項目 

廠家數 2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大洋羽毛股份有限公司 

合隆毛廠股份有限公司 
 

乳品項目 

廠家數 12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市廠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 

養樂多股份有限公司 

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廠 

保證責任台灣省嘉南羊乳運銷合作社 

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辰頴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農會台農鮮乳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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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生產廠（場）之追蹤管理分為普級、良級、優級及加嚴級等 4個等級 :  

ㄧ、普級追蹤：其頻率每年不得少於 3次，新通過之生產廠(場)均列為此等級。 

二、良級追蹤：其頻率每年不得少於 2次。 

三、優級追蹤：其頻率每年不得少於 1次。 

四、加嚴級追蹤：其頻率每個月追查或抽驗 1次。 

 

 

林產品項目 

廠家數 4家 

優級追蹤廠商 良級追蹤廠商 普級追蹤廠商 加嚴級追蹤廠商 

 永霆國際竹炭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龍崎區農會 

武岫農圃 

愛農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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