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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期校園食品通過名單 

110.12.23 

表一、新申請之校園食品-通過品項，共 6件（有效期限為 2年自 111年 2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止） 

編號 品名 
供應商 

(製造廠商) 

保存

方式 

販售

方式 
包裝型態 驗證類別及編號 

A20-024-002 福樂一番鮮保久乳 
佳格食品(股) 

中壢廠 
常溫 常溫 康美包 150 毫升 TQF 040590034 

B06-004-127 乳香世家高品質純鮮乳 
光泉牧場(股) 

大園廠 
冷藏 冷藏 

PP杯 245 毫升 

12公克玉米脆片 

CAS 150303 

TQF 040300018 

B06-011-027 喜瑞爾玉米起司球(升級版) 福壽實業(股) 室溫 室溫 鋁箔袋 35 公克 TQF 020090031 

B06-011-028 
喜瑞爾玉米棒燒肉口味 

(升級版) 
福壽實業(股) 室溫 室溫 鋁箔袋 35 公克 TQF 020090048 

B06-011-029 
喜瑞爾酥脆條玉米濃湯口味 

(升級版) 
福壽實業(股) 室溫 室溫 鋁箔袋 35 公克 TQF 020090035 

B06-174-004 愛之味純濃燕麥(天然原味) 愛之味(股) 室溫 室溫 利樂包 250 毫升 TQF 160750003 

 

展延之校園食品-通過品項，共 33件 

表二、展延之校園食品-通過品項之有效期限為 2年（自 111年 2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止） 

編號 品名 
供應商 

(製造廠商) 

保存

方式 

販售 

方式 
包裝型態 驗證類別及編號 

A10-004-051 光泉鮮乳-成分無調整 
光泉牧場(股) 

嘉義廠 
冷藏 冷藏 TetraTop 290 毫升 

CAS 150401 

TQF 040110085 

A10-004-052 低脂高優質鮮乳 
光泉牧場(股) 

嘉義廠 
冷藏 冷藏 TetraTop 290 毫升 

CAS 150402 

TQF 040110086 

A10-024-002 福樂一番鮮特極鮮乳 
佳格食品(股) 

中壢廠 
冷藏 冷藏 新鮮屋 200 毫升 

CAS 150903 

TQF 040590003 

A10-024-003 福樂一番鮮低脂鮮乳 
佳格食品(股) 

中壢廠 
冷藏 冷藏 新鮮屋 200 毫升 

CAS 150902 

TQF 040590001 

A11-144-035 高屏鮮羊乳 
高屏羊乳運銷合作社 

辰穎(股)代工 
冷藏 冷藏 玻璃瓶 180 毫升 

CAS 155001 

TQF 040291001 

A50-215-011 
津津100% 

蘋果葡萄綜合果汁 

鑫津食品(股) 

久津實業(股)代工 
室溫 室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TQF 010350280 

A50-215-012 
津津100% 

蘋果柳橙綜合果汁 

鑫津食品(股) 

久津實業(股)代工 
室溫 室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TQF 010350281 

A50-215-013 
津津100% 

多果綜合果汁 

鑫津食品(股) 

久津實業(股)代工 
室溫 室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TQF 010350282 

A50-222-006 一日蔬果100%蔬果汁 久津實業(股) 室溫 室溫 利樂鑽 250 毫升 TQF 010350209 

A51-004-004 果汁時刻100%純柳橙汁 
光泉牧場(股) 

嘉義廠 
室溫 室溫 PET  290 毫升 TQF 01052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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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品名 
供應商 

(製造廠商) 

保存

方式 

販售 

方式 
包裝型態 驗證類別及編號 

A55-215-004 津津100%蘋果汁 
鑫津食品(股) 

久津實業(股)代工 
室溫 室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TQF 010350279 

A60-218-001 福樂低脂優酪乳 佳乳食品(股) 冷藏 冷藏 PE瓶 150 毫升 TQF 040100009 

A70-268-003 100%台灣產黃豆奶 
新北市農會 

義美食品(股) 代工 
常溫 常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產銷履歷驗證 

CAAPIC-AP-18001 

A70-268-004 100%台灣產黑豆奶 
新北市農會 

義美食品(股) 代工 
常溫 常溫 鋁箔包 250 毫升 

產銷履歷驗證 

CAAPIC-AP-18001 

A70-269-001 陽光樂豆乳 

保證責任臺中市大人物 

農產運銷合作社 

光泉牧場(股)嘉義廠 代工 

常溫 常溫 
Tetra Pak 

200 毫升 

TQF 160310080 

產銷履歷驗證 

1-006-401428 

B02-020-048 桂冠冷凍筍香包 桂冠實業(股) 冷凍 
蒸包機 

加熱 

多層塑膠袋25粒裝 

供應量：1粒(70g) 
CAS 021415 

B02-020-057 冷凍醬燒小肉包 桂冠實業(股) 加熱 
蒸包機 

加熱 

多層塑膠袋50粒裝 

供應量：2粒(60g) 
CAS 021465 

B02-020-058 冷凍醬燒大肉包 桂冠實業(股) 冷凍 
蒸包機 

加熱 

多層塑膠袋25粒裝 

供應量：1粒(100g) 
CAS 021465 

B03-072-001 肉鬆麵包 永贏食品(有) 室溫 室溫 塑膠袋 70 公克 * 

B03-155-001 漢堡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50 公克 * 

B03-155-002 大亨堡麵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50 公克 * 

B03-155-003 餐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25 公克 * 

B03-155-006 新鮮巧克力菠蘿麵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50 公克 * 

B03-155-216 新鮮波蘿麵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70 公克 * 

B03-155-217 新鮮肉鬆麵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70 公克 * 

B03-155-265 新鮮香蒜麵包 北記企業社 室溫 室溫 OPP塑膠袋 50 公克 * 

B03-263-001 金品海鮮比薩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 冷凍 
微波或 

烤箱加熱 
塑膠袋 100 公克 TQF 150520002 

B03-263-002 金品夏威夷比薩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 冷凍 
微波或 

烤箱加熱 
塑膠袋 100 公克 TQF 150520001 

B03-263-003 金品雞肉比薩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 冷凍 
微波或 

烤箱加熱 
塑膠袋 100 公克 TQF 150520003 

B03-263-004 金品總匯比薩 今口香調理食品(股) 冷凍 
微波或 

烤箱加熱 
塑膠袋 100 公克 TQF 1505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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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品名 
供應商 

(製造廠商) 

保存

方式 

販售 

方式 
包裝型態 驗證類別及編號 

B06-048-150 大熱狗 
高津食品(有) 

宏佳食品(有)總經銷 
冷凍 

電烤爐 

加熱 

袋裝30支  

供應量：1支(80g) 
CAS 018833 

B06-130-002 元本山味付海苔 
聯華食品工業(股) 

桃園廠 
室溫 室溫 

袋裝4切4枚  

2.3 公克 
TQF 020040002 

 

表三、展延之校園食品--通過品項之有效期限自 111年 2月 1日至 112年 6月 30止 

編號 品名 
供應商 

(製造廠商) 

保存

方式 

販售 

方式 
包裝型態 驗證類別及編號 

B02-027-007 冷凍沖繩黑糖捲 
奇美食品(股) 

湖內廠 
冷凍 

蒸包機 

加熱 

多層塑膠袋10粒裝 

供應量：1個(70g) 
CAS 022428 

 

*有效期限調整說明： 

依 110.11.01臺北市校園食品諮詢委員會決議，因應修訂後之 CAS驗證基準將於 111年 6月正式施

行，屬於舊制(指 111年 CAS不續約)但仍在有效期限之產品，其校園食品的販售資格有效期限一律

至 112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