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中心 

客戶及文件資料一覽表 
 

CY3-03-03 REV.4.2 

 109.04 

編號 經營業者名稱 文件/資料名稱 有效日期 品項 

AA-040610-02 吳素雯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6/24 

虱目魚、

白蝦 

AA-001018-01 陳宏炫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鱸魚 

AA-001018-02 蔡易霖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鱸魚、台

灣鯛 

AA-001018-05 陳振崑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鱸魚 

AA-001021-03 
李沅晟(阿暉

伯)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烏魚、白

蝦 

AA-001021-05 莊國顯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烏魚 

AA-010811-04 陳王寶蝦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9/18 

白蝦、黃

蠟鰺 

AA-020811-01 葉怡君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9/30 白蝦 

AA-020817-01 蘇明生養殖場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9/30 虱目魚 

AA-020817-03 陳振明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9/30 鱸魚 

AA-021026-03 劉貫宇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鱸魚 

AA-021026-04 劉沛雯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22 鱸魚 

AA-021212-01 林美桂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21 白蝦 

AA-021212-02 蘇金田養殖場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21 虱目魚 

AA-030715-01 蔡宗瑋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0/1 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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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30715-03 黃淑青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0/1 白蝦 

AA-030722-01 蔡育修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0/1 烏魚 

AA-030820-02 連素華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白蝦 

AA-031018-03 柯  忠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鱸魚 

AA-031030-02 林茂生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台灣鯛 

AA-040610-03 吳峻峰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9/16 虱目魚、白

蝦、草魚 

AA-040610-04 吳文豪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9/16 

虱目魚、

白蝦 

AA-040610-05 林漢鼎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9/16 

虱目魚、

白蝦 

AA-040624-01 林秀幸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文

蛤 

AA-040726-01 金煌休閒魚塭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40815-01 李子銘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40912-01 李木人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烏魚 

AA-040912-01 蔡長安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41003-05 唐昕遠養殖場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虱目魚、

白蝦 

AA-050911-01 蕭淳仁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台灣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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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41011-01 楊國川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0/30 白蝦 

AA-041208-01 
嘉南水產股份

有限公司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7 

鱸魚、台

灣鯛 

AA-050910-01 蔡明利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虱目魚 

AA-051001-01 邱竹何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白蝦 

AA-051001-03 莊鎮懋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白蝦 

AA-051008-01 曾俊綱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烏魚 

AA-051008-02 曾治發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烏魚 

AA-051008-03 莊月英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白蝦 

AA-051008-04 王坤禾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白蝦 

AA-051008-06 鄭木村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1/7 鋸緣青蟹 

AA-051023-01 李欣記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白蝦 

AA-051030-01 王明和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鱸魚 

AA-051030-03 劉麗珍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6 烏魚 

AA-060803-01 裴秋碧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文蛤 

AA-060811-01 劉伊茲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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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60811-02 江泳志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 

AA-060818-01 莊國勝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烏魚 

AA-060910-01 邱晉爵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 

AA-060911-01 柯丁益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 

AA-060911-02 江錦珠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 

AA-060911-03 李明生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白蝦 

AA-060921-01 曾鴻胤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6 文蛤 

AA-060924-01 
宏盛養殖場-王

博信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台灣鯛 

AA-061021-01 施吉元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6 白蝦 

AA-061031-01 許再發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6 烏魚 

AA-061031-02 林水清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6 白蝦 

AA-060924-02 馬嘉增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9/30 文蛤 

AA-061129-01 黃振偉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6 白蝦 

AA-061211-01 陳明瞭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2/19 文蛤 

AA-070817-01 柯明賢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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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70817-02 施文慶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70922-01 蔡右弘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71010-01 謝戎宥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71010-02 蔡長欽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0/30 白蝦 

AA-071021-01 謝獻忠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文蛤 

AA-071028-01 楊謙二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虱目魚 

AA-071104-01 鍾秀琴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鱸魚、白

蝦 

AA-071118-01 劉明輝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白蝦、虱

目魚 

AA-071122-01 陳昭成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鱸魚 

AA-071122-02 周祥泰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台灣鯛 

AA-071206-01 吳定輝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文蛤 

AA-071207-01 許榮達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1/12/13 

烏魚、白

蝦 

AB-021201-01 
臺南市北門漁

產生產合作社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0/11/22 台灣鯛 

AA-081015-01 林東言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0/31 白蝦 

AA-081015-02 楊清照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0/31 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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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80824-01 黃友男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9/30 白蝦 

AA-081001-01 黃國基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0/31 白蝦、虱目

魚、台灣鯛 

AA-081109-01 翁慶龍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13 白蝦 

AA-081117-01 原川水產 
驗證申請書、相關驗證稽

核資料、檢驗報告 
2022/12/13 

白蝦、虱

目魚 

     

     

     

     

     

     

     

     

     

     

     

更新日期： 109.04.10                              製表人：陳右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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