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基隆市生鮮農漁產品品質證明標章」業者

項次 案件編號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項目 地址

1 KLF9801 柚子

2 KLF0601 蜂蜜

3 KLF9802 綠竹筍

4 KLF0002 樹梅

5 KLF0425 山藥

6 KLF9803 柚子

7 KLF9804 綠竹筍

8 KLF9809 葉山藥園休閒農場 葉金印博士 (02)2456-5075/            0933-715222 埃及野麻嬰 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43號

9 KLF0401 小卷

10  KLF0501 透抽

11 KLF0402 小卷

12 KLF0616 透抽

13 KLF0421 凱聖6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明蝦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14 KLF0619 凱聖23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明蝦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15 KLF0407 透抽

16 KLF0411 小卷

17 KLF0408 透抽

18 KLF0504 大明蝦

19 KLF0511 黃金蟹

20 KLF0410 透抽

21 KLF0505 黃金蟹

22 KLF0510 大明蝦

23 KLF0413 紫蘇

24 KLF0508 魚腥草

25 KLF0417 鴻寶滿（張有全） 張有全 (02)2469-5041            0910-090618 小卷 新北市瑞芳區深澳路19號

26 KLF0418 透抽

27 KLF0419 小卷

28 KLF0422 大明蝦

陳黃登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10樓之20939-346396

楊鄭金滿女士 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51號

林永福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43之2號3樓

游添明/ 游政穆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41巷2弄17號2樓

游添明/ 游政穆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41巷2弄17號2樓

0932-163126            0970-586965

0932-163126            0970-586965

 0978-390198            0935-684377

0910-336288 林先生

0984-255286 林太太

林進助 基隆市中正區八斗街37號3樓

杜燦榮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80巷16號1樓

李龍順先生 基隆市七堵區大同街63號之1

杜政圭 基隆市中正區漁港三街136號3樓

(02)2456-2053

0932-161647

0932-710570

0933-100465

張清波場長 基隆市七堵區大華二路162-1號

蔡玉慧小姐/闕先生
基隆市七堵區大同街58-1號

金明昌休閒農場

大牛稠山河居

(02)2456-2574               0919-322856

0933-095781蔡小姐

0933-240000闕先生

龍順觀光果園

新進利（杜黃美娟）

華國129號（杜燦榮）

新盛發（林進助）

林進助(新盛發)

日春206（游添明）

日春268（游添明）

芳裕農場

永福188號（林永福）

金瑞益66號（陳黃登）



29 KLF0423 黃金蟹

30 KLF0603 透抽

31 KLF0424 山藥

32 KLF0506 綠竹筍

33 KLF0602 蜂蜜

34 KLF0426 新順發（胡麗雲） 盧小姐/ 盛船長 0928-250983 小卷 基隆市信義區花源7街40號

35 KLF0427 明蝦

36 KLF0428 透抽

37 KLF0509 添財農園 李秋慶先生 0938-633390 綠竹筍 基隆市七堵區大同街60號

38 KLF0515 大明蝦

39 KLF0516 透抽

40 KLF0617 小卷

41 KLF0618 黃金蟹

42 KLF0517 大方合展有限公司 王小芳小姐 (02)24690800        0922-254107 飛魚卵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71號

43 KLF0605 劍蝦

44 KLF0621 花枝

45 KLF0606 透抽

46 KLF0607 明蝦

47 KLF0608 黃金蟹

48 KLF0609 昇吉興號（陳詩維） 陳秀燕小姐 0926-975503 明蝦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28號

49 KLF0610 小卷

50 KLF0611 透抽

51 KLF0612 巨暉商行 陳秀燕小姐 0926-975503 飛魚卵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28號

52 KLF0613 源漁號（許永麗） 許永麗 0988-567167 小卷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194巷24號

53 KLF0614 小卷

54 KLF0615 透抽

55 KLF0620 凱聖7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明蝦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陳秀燕小姐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36巷50弄18號3樓全漁6號（王意晴） 0926-975503

阮松茂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吳秀英/蔡萬輝 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28號

陳英仁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90號

陳黃登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10樓之2

0932-261870

0939-346396

0932-262352

0933-768037

李鳳嬌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14號

陳黃登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10樓之2

陳俊龍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47-1號

0939-346396

0919-393467

0911-206819

金瑞益66號（陳黃登）

竹緣農場

滿瑞富6號（李鳳嬌）

滿瑞富號（高鵬翔）

 金瑞益21號（陳傳文）

益大168號（阮松茂）

福順186號（吳秀英）



107年度「基隆市加工農漁產品品質證明標章」業者

項次 案件編號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項目 地址

加工1. 

        
KLM9801 花枝排

加工2. 

        
KLM9802 花枝丸

加工3. 

        
KLM0501 小章魚

加工4. 

        
KLM0502 黃金蟹

加工5. 

        
KLM0503 透抽

加工6. 

        
KLM0504 白帶魚

加工7. 

        
KLM0602 小卷

加工8. 

        
KLM9803 透抽（魷）

加工9. 

        
KLM0505 大明蝦

加工

10.       

 

KLM0506 劍蝦

加工

11.       

 

KLM0601 黃金蟹

加工

12.       
KLM9901 飛魚卷

加工

13.       
KLM9902 北歐泡芙

加工

14.       
KLM9903 麻吉燒

加工

15.       
KLM9904 紫芋卷

加工

16.       
KLM9905 芝心包

加工

17.       
KLM9906 章魚燒

加工

18.       
KLM0201 魚包蛋

加工

19.       
KLM0202 豆腐堡

加工

20.       
KLM0204 龍蝦沙拉

加工

21.       
KLM0507 鱈之燒

加工

22.       
KLM0508 岩燒章魚

加工

23.       
KLM0603 起司蝦堡

加工

24.       
KLM0604 黃金起司條

107年度「基隆市生鮮/加工農漁產品品質證明標章」  新申請  業者

黃雅玲 基隆市深澳坑路277號

張國書副總 基隆市大武崙工業區武訓街8號

川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耀集食品工廠(股)公司

(02)24653188

(02)24331982

蕭麗美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23號北都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4691116



項次 案件編號 單位 聯絡人 電話 項目 地址

新1 KLF0701 日春206（游添明） 游添明/ 游政穆 0932-163126            0970-586965 劍蝦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41巷2弄17號2樓

新2 KLF0702 日春268（游添明） 游添明/ 游政穆 0932-163126            0970-586965 劍蝦 基隆市中正區和一路41巷2弄17號2樓

新3 KLM0701 川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雅玲 (02)24653188 小卷 基隆市深澳坑路277號

新4 KLF0703 凱聖6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透抽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新5 KLF0704 凱聖7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透抽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新6 KLF0705 凱聖23號（朱游玉梅） 林威成 0932-924618 透抽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新7 KLF0706 瑪陵蔚象山農莊 楊成蔚 (02)24552975 肉桂 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51號

新8 KLF0707 竹緣農場 陳俊龍 0919-393467 土蜂蜜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47-1號

新9 KLF0708 金瑞益66號（陳黃登） 陳黃登 0939-346396 花枝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10樓之2

新10 KLF0709 金瑞益66號（陳黃登） 陳黃登 0939-346396 小卷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10樓之2

新11 KLF0710 瑪陵蔚象山農莊 楊成蔚 (02)24552975 柚子 基隆市七堵區大成街51號

新12 KLF0711 竹緣農場 陳俊龍 0919-393467 柚子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47-1號

新13 KLF0712 益大10號（劉志賢） 阮松茂 0932-262352 黃金蟹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14 KLF0713 益大10號（劉志賢） 阮松茂 0932-262352 赤鯮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15 KLF0714 益大606號（高貴英） 阮松茂 0932-262352 透抽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16 KLF0715 益大606號（高貴英） 阮松茂 0932-262352 黃金蟹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17 KLF0716 全漁36號（陳志勇） 陳志強先生（許小姐/陳太太） 0910-933721 小卷 基隆市中正區漁港三街76號5樓

新18 KLF0717 全漁36號（陳志勇） 陳志強先生（許小姐/陳太太） 0910-933721 透抽 基隆市中正區漁港三街76號5樓

新19 KLM0702 漁品軒有限公司 許曼玲 0916-901137 鎖管調合米粉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新20 KLM0703 漁品軒有限公司 許曼玲 0916-901137 魚土魠魚調合米粉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新21 KLM0704 漁品軒有限公司 許曼玲 0916-901137 旗魚調合米粉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新22 KLM0705 漁品軒有限公司 許曼玲 0916-901137 小管醬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新23 KLM0706 漁品軒有限公司 許曼玲 0916-901137 旗魚鬆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新24 KLF0718 添財農園 李秋慶先生 0938-633390 柚子 基隆市七堵區大同街60號

新25 KLM0707 耀集食品工廠(股)公司 張國書副總 (02)24331982 魚卵沙拉 基隆市大武崙工業區武訓街8號

新26 KLF0719 凱聖67號（吳幼婷） 林威成 0932-924618 透抽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新27 KLF0720 凱聖67號（吳幼婷） 林威成 0932-924618 明蝦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6巷11號4樓



新28 KLF0721 益大168號（阮松茂） 阮松茂 0932-262352 肉魚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29 KLF0722 益大168號（阮松茂） 阮松茂 0932-262352 鮟鱇魚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新30 KLF0723 益大168號（阮松茂） 阮松茂 0932-262352 赤鯮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7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