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

油品
富 味 鄉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7.09.06
電話: 02-2298-1539

富味鄉胡麻油
185ml 玻璃瓶/370ml 玻璃瓶/190kg 鐵桶

富味鄉純淨麻油
185ml 玻璃瓶/370ml 玻璃瓶
550ml 玻璃瓶/190kg 鐵桶

富味鄉芝麻香油
185ml 玻璃瓶/370ml 玻璃瓶
550ml 玻璃瓶/190kg 鐵桶

富味鄉辣麻油
185ml 玻璃瓶/190kg 鐵桶

富味鄉辣椒油
富味鄉冷壓麻油
185ml 玻璃瓶/190kg 鐵桶 255ml 玻璃瓶

精製大豆油 20 Ton 太空包

富味鄉芥花油 18L 鐵桶

金花耐炸酥油 18L 鐵桶

台糖公司 07-8214161

2017.09.20

台糖大豆沙拉油<18 公斤、18 公升、3 公升、2.6 公升、2 公升、0.6 公升、1 公升>

嘉振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06-722-5126

2017.12.04

芝麻先生台灣頂級胡麻油

芝麻先生台灣頂級清麻油

寶之川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309-1002

2017.05.26

辣油
0.6L/3L

辣味花椒油
0.6L/3L

花椒油
0.6L/3L

麻辣紅油
3L

FI 純芝麻油

FI 香麻油

FI 香辣麻油

FI 辣油

大豆沙拉油

福壽芝麻油

福壽頂級濃香芝麻油

福壽芝麻香油

福壽香油

福壽好味香油

健味香油

胡麻油

福 壽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7.07.31
電話：04-2636-2111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福 壽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7.07.31
電話：04-2636-2111

商品中文名
福壽特級黑麻油(520ml)

福壽頂級香油(500G) 福壽大自然真香芝麻
香油

福壽大自然好香芝
麻香油

FI 炸酥油

福壽炸酥油

福壽大自然耐炸油

福壽特級耐炸油

福壽辣椒油(3L)

(18L)
大豆沙拉油(散裝、以油罐車運輸)

福壽芥花油
建 國 製 油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2017.01.29
電話：03-471-6789

香油(215 公克、540 公克、 金杯牌高級
100ML、270ML、500ML、 芝麻油(3 公升)

KLASS‧A
芝麻油(3 公升)

小磨香油(3 公升)

540ML、3 公升、3 公斤)
麻油(215 公克、500ML、 辣椒油(215 公克、500ML、3 公升)
3 公升、3 公斤)
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266-5116

2017.02.02

大 統 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7.01.05
電話：06-698-4500
續約中

玉米胚芽原油
(散裝貨櫃)

豐年玉米胚芽油
(18L、2.6L、槽車)

大豆沙拉油 (散裝)

芥花油 (散裝)

美食家大豆沙拉油
(18L、18K 馬口鐵、
3L、2.6L、2L PET 瓶)

美食家芥花油
(18L 馬口鐵、
2.6L PET 瓶)

非基改
芥花油
(散裝)

美食家油炸專用油(18L 馬口鐵)
香繼光 04-2395-8081

2018.03.25

香繼光肉品調理專用油 2.4L/罐，6 罐/箱

軟質棕櫚油 (散裝)
美食家好炸油
(18L 馬口鐵)

生力大豆沙拉油
(18L 馬口鐵)
香繼光海鮮調理油專用油 2.4L/罐，6 罐/箱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福 懋 油 脂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7.02.23
電話：04-26933621

商品中文名
一次全棕油/散裝

二次全棕油/散裝

二次精製全棕油
(遠東) /散裝

一次硬棕油/散裝

一次軟棕油/散裝

二次軟棕油/散裝

特製精製棕櫚油
/散裝

特製精製棕櫚油(福
慧、妙師傅) /散裝

聯福益康精製軟棕油
/18KG

二次精製軟棕油
(遠東) /散裝

一次超級軟棕油
/散裝

一次超級軟棕油

福懋漢氏益康耐炸油/18L

料理達人炸物油/16L 葵花油/散裝

二次超級軟棕油-散裝

一級黃豆油-散裝

福懋聯福益康沙拉油

福懋頂級烹調油
(調合油)-18L

-18L
福懋聯福益康巧炸油
(調合油)-18L

福懋聯福益康耐炸油
(調合油)-19L

精製芥花油-散裝

福懋聯福益康芥花油-18L

福懋聯福益康沙拉油
-18KG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2657-1112

2017.06.16

大豆沙拉油

芥花油

台耕產業工廠有限公司
電話: 04-2662-1277

2017.08.05

台耕芝麻香油
〈3L〉

台耕特級水洗大豆
香油〈18KG〉

明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7.11.17

玉米胚芽油原油〈槽車/散裝〉

電話: 04-7990990

台耕小磨香油
〈3L〉

/18L
葵花油/18KG
福懋聯福益康沙拉
油-19L
福懋聯福益康耐炸
油(調合油)-18L

台耕特級胡麻油
〈18KG〉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

2016.12.26
續約中

【MCB】
Omega-3 植物油粉

【MCB】
葵花油粉

【MCB】
大豆油粉

【MCB】
DHA 藻油粉

【MCB】
素大豆油粉

【MCB】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s 粉末
油脂

【MCB】
DHA 魚油粉

【MCB】
芥花油粉

油粉
銘崎生物科技
電話: 05-557-6060

【MCB】花生四烯酸油粉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5-557-1076

2017.04.28

發酵奶油粉 DG004L

【MCB】50%高纖大豆油粉 (低磷鉀)
棕櫚油粉 OG001L

中鏈脂肪酸油粉 OG005L

芥花油粉
OG002L

葵花油粉 OG003L

高油酸葵花油粉

詮亞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9-225-1448

2017.06.20

大豆油粉 SO

芥花油粉 CO

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322-2292

2017.09.03

蜜蜂牌 351 植物油粉
(棕櫚油粉) (25 公斤)

蜜蜂牌 352 素食植物油粉 蜜蜂牌 350 芥花油粉
(棕櫚油粉) (25 公斤)
(25 公斤)

2017.09.11

福汎健鈣精緻奶油 1.5KG

棕櫚油粉 PO

奶油
福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233-0736

本表僅供參考，如需最新資訊請洽本會(THIDA):thida.info@gmail.com

福汎健鈣精緻奶油(奶油抹醬) 400G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廠商對照表
類別

證書效期 驗證廠商

電話

2017.09.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539

2017.12.04 嘉振企業有限公司

06-722-5126

2017.07.31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36-2111

2017.01.29 建國製油工業有限公司

03-471-6789

2017.08.05 台耕產業工廠有限公司

04-2662-1277

2017.09.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539

2017.07.31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36-2111

2017.01.05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06-698-4500

2017.09.20 台糖公司砂糖事業部

07-8214161

2017.02.23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933621

2017.06.16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57-1112

2017.09.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539

2017.07.31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36-2111

2017.01.05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06-698-4500

2017.02.23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933621

2017.06.16 中聯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57-1112

2017.09.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539

2017.01.05 大統益股份有限公司

06-698-4500

2017.02.23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933621

2017.02.02 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66-5116

2017.11.17 明鼎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7990990

葵花油

2017.02.23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04-26933621

肉品/海鮮
調理專用油

2018.03.25 香繼光股份有限公司

04-2395-8081

2017.09.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1539

2017.05.26 寶之川股份有限公司

02-2309-1002

2017.07.31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36-2111

2017.01.29 建國製油工業有限公司

03-471-6789

油品-油脂類
芝麻油/香油

大豆油/
大豆沙拉油

芥花油

棕櫚油

玉米油

(調合油)

油品-調味油
辣椒油/辣油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油類產品/廠商對照表
類別

證書效期 驗證廠商

電話

花椒油

2017.05.26 寶之川股份有限公司

02-2309-1002

Omega-3
植物油粉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大豆油粉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2017.06.20 詮亞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1448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2017.04.28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076

2017.06.20 詮亞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1448

2017.09.03 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22-2292

2017.04.28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076

2016.09.03 環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22-2292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2017.04.28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076

中鍊脂肪酸
油粉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2017.04.28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076

花生四烯酸
油粉

2016.12.26 銘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6060

2017.04.28 立騏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076

2017.09.11 福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233-0736

油粉

芥花油粉

棕櫚油粉
葵花油粉

DHA 藻油粉
DHA 魚油粉
發酵奶油粉

奶油
奶油

本表僅供參考，如需最新資訊請洽本會(THIDA):thida.inf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