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營業者名稱  驗證項目 評鑑類型 驗證有效期

1 陳○瞭 文蛤 重新評鑑 2020.12.19
2 許○棋 虱目魚 新戶 2023.03.01
3 黃○基 白蝦、虱目魚.台灣鯛 追蹤評鑑 2022.10.31
4 蕭○文 鱸魚 新戶 2023.12.24
5 蔡○鳴 白蝦 新戶 2023.12.24
6 杜○榮 虱目魚 新戶 2023.12.07
7 莊○葉 虱目魚 新戶 2023.12.07
8 杜○憲 虱目魚 新戶 2023.12.24
9 杜○榮 虱目魚 新戶 2023.12.24
10 吳○孝 虱目魚 新戶 2023.12.24
11 陳○成 虱目魚 新戶 2023.12.24
12 曾○德 虱目魚 新戶 2023.12.24
13 臺○市北門漁產生產合作社 台灣鯛 重新評鑑 2020.11.22
14 林○桂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21
15 蘇○田養殖場 虱目魚 追蹤評鑑 2021.12.21
16 吳○雯 虱目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06.24
17 吳○峰 虱目魚、白蝦、草魚 追蹤評鑑 2021.09.16
18 吳○豪 虱目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09.16
19 林○鼎 虱目魚 追蹤評鑑 2021.09.16
20 郭○南 蜆 新戶 2023.11.30
21 王○豊 台灣鯛 新戶 2023.08.31
22 黃○偉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2.06
23 曾○胤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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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莊○勝 文蛤 重新評鑑 2020.09.30
25 林○清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2.06
26 宏○養殖場(王博信) 石斑 重新評鑑 2020.09.30
27 阿○伯(李沅晟) 烏魚、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1.22
28 莊○顯 烏魚 重新評鑑 2020.11.22
29 楊○川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0.30
30 翁○龍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13
31 曾○綱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1.07
32 莊○英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1.07
33 王○禾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06
34 王○和 鱸魚、鰻魚 追蹤評鑑 2022.12.06
35 曾○發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1.07
36 劉○珍 烏魚 追蹤評鑑 2022.12.06
37 鄭○村 鋸緣青蟹 追蹤評鑑 2022.11.07
38 謝○忠 文蛤 追蹤評鑑 2021.12.13
39 李○記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06
40 許○發 烏魚 重新評鑑 2020.12.06
41 裴○碧 文蛤 重新評鑑 2020.09.30
42 曾○坤 白蝦 新戶 2023.09.30
43 林○幸 文蛤 重新評鑑 2020.09.30
44 吳○輝 文蛤 追蹤評鑑 2021.12.13
45 許○達 烏魚 追蹤評鑑 2021.12.13
46 林○言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0.31
47 楊○照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0.31
48 嘉○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鱸魚、台灣鯛 追蹤評鑑 2021.12.17
49 劉○輝 虱目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2.13



50 周○泰 台灣鯛 追蹤評鑑 2021.12.13
51 蔡○弘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2 謝○宥 虱目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3 鍾○琴 鱸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2.13
54 陳○寶蝦 黃鱲鰺、白蝦 追蹤評鑑 2021.09.18
55 祖○蝦養殖場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6 李○銘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7 蔡○安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8 唐○遠養殖場 虱目魚、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59 柯○賢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60 施○慶 白蝦 追蹤評鑑 2021.10.30
61 柯○益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09.30
62 江○珠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09.30
63 李○生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09.30
64 施○元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2.06
65 邱○爵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09.30
66 劉○茲 鱸魚 重新評鑑 2020.09.30
67 黃○青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0.01
68 蔡○瑋 烏魚 重新評鑑 2020.10.01
69 連○華 白蝦 重新評鑑 2020.11.22
70 柯○ 忠 鱸魚 重新評鑑 2020.11.22
71 陳○炫 鱸魚 重新評鑑 2020.11.22
72 陳○崑 鱸魚 重新評鑑 2020.11.22
73 蔡○霖 鱸魚、台灣鯛 重新評鑑 2020.11.22
74 林○生 台灣鯛 重新評鑑 2020.11.22
75 蔡○修 烏魚 重新評鑑 2020.10.01



76 黃○翔 白蝦 新戶 2023.12.07
77 張○仁 鱸魚 新戶 2023.12.24
78 黃○翔 白蝦 新戶 2023.09.30
79 蔡○宗 虱目魚、白蝦 新戶 2023.12.24
80 劉○宇 鱸魚 重新評鑑 2020.11.22
81 劉○雯 鱸魚 追蹤評鑑 2022.11.22
82 葉○君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09.30
83 陳○明 鱸魚 追蹤評鑑 2022.09.30
84 蕭○仁 台灣鯛 追蹤評鑑 2022.11.07
85 邱○何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06
86 莊○懋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12.06
87 黃○男 白蝦 追蹤評鑑 2022.09.30
88 陳○琪 鱸魚 新戶 2023.12.24
89 顏○山 石斑 新戶 2023.12.24
90 黃○玉 台灣鯛 新戶 2023.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