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萬家香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6618-0101

2020.08.27

商品中文名稱
萬家香醬汁(非基改) 1Ton~25Tons(HDPE)
萬家香零添加純釀醬油(非基改) 450ml(GLASS)

萬 家 香 純 釀 造 醬 汁 ( 非 基 改 ) 6kg(HDPE) 、
1Ton~25Tons(HDPE)
萬家香純釀造醬油(非基改) 450ml(GLASS)、
6kg(HDPE)、1Ton~25Tons(HDPE)

萬家香油膏(非基改) 1200g(PET)、1GAL(HDPE)、 萬家香純釀造 油膏 ( 非 基 改 ) 360g(GLASS) 、
600g(PET)、1200g(PET)
6kg(HDPE)
萬家香油膏(不添加防腐劑)(非基改)6kg(HDPE)

萬家香香菇素 蠔油 ( 非 基 改 ) 360g(GLASS) 、
600g(PET) 、 1200g(PET) 、 1gallon(HDPE) 、
6kg(HDPE)

萬家香極品香菇素蠔油(非基改) 1200g(PET)

萬家香頂級香菇素蠔油(非基改) 1gallon(HDPE)

萬家香香菇素蠔油 (不添加防腐劑) (非基改) 6kg(HDPE)
丸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592-6424

2020.07.18

丸莊螺寶黑豆原汁蔭油清 150 毫升/瓶、300 毫升/
丸莊黑豆有機醬油清 300 毫升/瓶、420 毫升/瓶
瓶、420 毫升/瓶
丸莊金品黑豆蔭油清 420 毫升/瓶

丸莊竹級黑豆蔭油 300 毫升/瓶

丸莊極品黑豆蔭油清 150 毫升/瓶、300 毫升/瓶、
丸莊黑豆紅麴醬油 300 毫升/瓶、420 毫升/瓶
420 毫升/瓶
丸莊黑豆薄鹽醬油 150 毫升/瓶、300 毫升/瓶、420
毫升/瓶
丸莊梅級黑豆蔭油清 420 毫升/瓶

丸莊丸膳純釀醬油 150 毫升/瓶、300 毫升/瓶
丸莊壺底油清 43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5
公升/瓶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丸莊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592-6424

2020.07.18

丸莊陳年醬油 1600 毫升/瓶、5 公升/瓶

丸莊陳釀醬油 10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丸莊金珍露釀造醬油 1600 毫升/瓶、5 公升/瓶、
丸莊珍露釀造醬油 300 毫升/瓶、430 毫升/瓶
10 公升/瓶
丸莊黃標調合醬油 10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丸莊珍味醬油 5 公升/瓶
3.6 公升/瓶
丸莊銀標調合醬油 10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丸莊溢香調合醬油 3.6 公升/瓶、5 公升/瓶
丸莊佳味純釀醬油 5 公升/瓶

丸莊竹級黑豆蔭油清 420 毫升/瓶

丸莊螺光黑豆原汁蔭油膏 180 公克/瓶、370 公克/
丸莊黑豆有機醬油膏 350 公克/瓶、500 公克/瓶
瓶、500 公克/瓶
丸莊金品黑豆蔭油膏 500 公克/瓶

丸莊竹級黑豆蔭油膏 350 公克/瓶、500 公克/瓶

丸莊極品黑豆蔭油膏 350 公克/瓶、500 公克/瓶

丸莊松級黑豆蔭油膏 500 公克/瓶

丸莊特福調合油膏 500 公克/瓶

丸莊梅級蔭油膏 500 公克/瓶

丸莊壺底油膏 500 公克/瓶、5.8 公斤/瓶

丸莊冠品辣椒醬 500 公克/瓶

丸莊珍露油膏(調合) 500 公克/瓶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3-380-1226

2020.07.17

金蘭非基因生醬油(1KL、12KG(10L), 24KG(20L)
金蘭非基因生醬油(18KL)

金蘭非基因生醬油(55GAL)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3-380-1226

2019.11.24

金 蘭 非基 因 改造 黃豆醬 油 (500ML、 5000ML、
金蘭無添加原味醬油(500ML、110ML)
12KG(10L)、24KG(20L)
金蘭有機醬油(310ML、24KG(20L))

金蘭蓬萊醬油(590ML、1GAL、5GAL、55GAL)

金蘭國產有機醬油(340ML)
高慶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9-226-2239

2019.08.31

100%純釀造黃豆醬油 11 公斤/桶、24 公斤/桶、 100%純釀造黑豆醬油 24 公斤/桶、1050 公斤/
1050 公斤/桶
桶
100%非基改純釀造黃豆醬油 11 公斤/桶、24 公斤
高慶泉醬油(釀造) 全素 5 公升/桶
/桶、1050 公斤/桶
高慶泉醬油(釀造) 1000 毫升/瓶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5-226-4650

2019.09.13

黑龍 特級黑豆蔭油(清) (6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特級黑豆蔭油(膏) (6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黑豆壺底油 (6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特級有機壺底油 (6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極品手工精釀黑豆蔭油 (6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極品手工精釀黑豆蔭油膏 (600±10 毫升/
瓶)
玻璃瓶)
黑龍 極品手工精釀黑豆壺底油(6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春蘭級黑豆蔭油(清油) (400±10 毫升/玻璃
瓶)
瓶)
黑龍 春蘭級黑豆蔭油(膏油) (4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夏荷級黑豆蔭油(膏油) (400±10 毫升/玻璃
瓶)
瓶)
黑龍 秋菊級黑豆蔭油(清油) (4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秋菊級黑豆蔭油(膏油) (400±10 毫升/玻璃
瓶)
瓶)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5-226-4650

2019.09.13

黑龍 冬梅級黑豆蔭油(膏油) (4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薄鹽黑豆蔭油膏 (400±10 毫升/玻璃瓶)
瓶)
黑龍 高純度黑豆蔭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紅麴黑豆蔭油膏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日式純釀醬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蒸魚蔭汁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好湯頭蔭油露(湯底專用) (400±10 毫升/玻璃
黑龍 老味道黑豆蔭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瓶)
黑龍 純釀黑豆蔭油露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淡色蔭油露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有機壺底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黑豆蔭油(膏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綠
標)

國立嘉義大學 烏豆蔭油 (400±10 毫升/玻璃瓶)

國立嘉義大學豆麥釀造特級醬油露(400±10 毫
升/玻璃瓶)

黑龍 黑豆白蔭油 (5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日本の味純釀醬油 (500±10 毫升/玻璃瓶)

金泉盛 極鮮醬油 (500±10 毫升/玻璃瓶)

金泉盛 極鮮油膏 (500±10 毫升/玻璃瓶)

金泉盛 肉桂辣醬 (5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40%減鈉 減鹽醬油 (3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肉桂香辣醬 (300±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春蘭黑豆蔭油(清油) (400ml/玻璃瓶) (美
標)

黑龍 春蘭黑豆蔭油(膏油)(400ml/玻璃瓶)(美標)

黑龍 秋菊黑豆蔭油(清油) (400ml/玻璃瓶)(美
標)

黑龍 秋菊黑豆蔭油(膏油) (400ml/玻璃瓶)(美標)

黑龍 蒸魚蔭汁 (500ml/玻璃瓶) (美標)

黑龍 日式和風純釀醬油 (500ml/玻璃瓶)(美標)

黑龍 減鹽醬油 40%減鈉 (300ml/玻璃瓶)(美標)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5-226-4650

2019.09.13

商品中文名稱
黑龍 肉桂香辣醬 (300ml/玻璃瓶) (美標)

黑龍 春蘭級黑豆蔭油(清油)-50%減糖 (1 加侖/
玻璃瓶)(美標)

AAA 高純度黑豆醬油 (400ml/玻璃瓶)

AAA 紅麴黑豆醬油膏(400ml/玻璃瓶)

AAA 日式純釀醬油 (400ml/玻璃瓶)

AAA 蒸魚蔭汁 (400ml/玻璃瓶)

AAA 秋菊級黑豆醬油 (400ml/玻璃瓶)

AAA 秋菊級黑豆醬油膏(400ml/玻璃瓶)

AAA 薄鹽黑豆醬油膏(400ml/玻璃瓶)

AAA 減鹽醬油(40%減鈉)(300ml/玻璃瓶)

AAA 肉桂香辣醬(300ml/玻璃瓶)

黑龍 薄口黑豆醬油(釀造醬油) (300ml/玻 璃
瓶)(涂媽媽)

黑龍 壺底 黑豆醬油膏(釀造醬油) (300ml/玻璃 黑龍 蒸魚豉油(釀造醬油) (300ml/玻璃瓶) (涂
瓶) (涂媽媽)

媽媽)

黑龍 壺底 黑豆醬油(釀造醬油) (300ml/玻璃瓶) 黑龍 薄口黑豆醬油膏(釀造醬油) (300ml/玻璃
(涂媽媽)
瓶) (涂媽媽)
黑龍 兒童醬油 (300±10ml/玻璃瓶) (涂媽媽)

黑龍 水餃沾汁 (300±10ml/玻璃瓶) (涂媽媽)

黑龍 肉桂香辣醬 (300±10ml/玻璃瓶) (涂媽媽)

FI 日式減鹽醬油 (300 毫升/玻璃瓶)

FI 蒸魚醬油(300 毫升/玻璃瓶)

FI Premium Black Soybean Soy Sauce
(1Gallon/Glass Bottle)

有机泉 淡色黑豆醬油 (400± 10 毫升/玻璃瓶)

有机泉 黑豆老滷汁 (400± 10 毫升/玻璃瓶)

有机泉 黑豆老滷汁 (400± 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無添加薄鹽黑豆蔭油 (400± 10 毫升/玻璃
瓶)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三鷹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5-226-4650

2019.09.13

黑龍 黑豆壺底油膏 (400± 10 毫升/玻璃瓶)

黑龍 有機黑豆醬油 (400ml/玻璃瓶) (美標)

AAA 有機黑豆醬油 (400ml/玻璃瓶)

AAA 紅燒滷肉醬 (400ml/玻璃瓶)

黑龍 極品手工精釀零添加薄鹽蔭油 (600±10 毫 黑龍 極品手工精釀有機壺底油(600±10 毫升/玻
升/玻璃瓶)
璃瓶)

狀元醬油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2693-0306

2019.12.28

AAA 無添加薄鹽黑豆醬油 (400ml/玻璃瓶)

黑龍 二年釀有機壺底油 (600±10 毫升/玻璃瓶)

狀元正壺底油膏 480 公克/瓶

狀元正壺底油清 450 毫升/瓶

狀元陳年醬油 10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狀元甘醇醬油 500 毫升/瓶、10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6 公斤/瓶

狀元素 XO 醬(純素)(純齋) 180 公克/瓶、380 公克/
狀元照燒醬 1000 公克/瓶
瓶
狀元珠仔黑蔭油膏 480 公克/瓶

狀元豆釀壺底油 450 毫升/瓶

黃豆醬油(原料) 90 公噸/桶
成運企業社
電話: 07-315-1311

2020.07.13

Zhong Qiao Brand SUSHI SOY SAUCE (5ml*100pcs/bag)

華南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9-225-0465

2019.05.22

原味醬油(1000cc、1600cc)

新健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9-225-0465

2020.02.26

大豆胺基酸液(一般.淡色.脫色) (24kg、35kg、散裝)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506-5020

2020.01.08

C 級生油 1000 公升/IBC 桶、1000 公升/PE 桶、1500 AS 生油 1000 公升/IBC 桶、1000 公升/PE 桶、
公升/PE 桶、2000 公升/PE 桶
1500 公升/PE 桶、2000 公升/PE 桶

喜樂之泉股份有限公司

2020.02.06

電話:04-2208-6165

喜樂之泉有機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瓶、1600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瓶、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青仁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蔭油膏 500 毫升/瓶、210 毫
升/瓶、17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黃豆薄鹽醬油 5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薄鹽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瓶、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薄鹽醬油膏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薄鹽醬油 500 毫升/瓶、210
瓶、1700 毫升/瓶

毫升/瓶

喜樂之泉純麥有機白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喜樂之泉香菇有機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瓶
瓶、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香菇醬油膏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喜樂之泉昆布有機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
瓶
瓶、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素蠔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醬油(里仁) 500 毫升/瓶
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純麥有機白醬油(里仁) 5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黃豆薄鹽醬油 (里仁) 5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醬油(里仁) 5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素蠔油(里仁) 500 毫升/瓶

護生台灣原生種有機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210 屏東縣滿州鄉農會原釀有機黑豆醬油 500 毫升/
毫升/瓶
瓶、210 毫升/瓶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醬油類產品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喜樂之泉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2208-6165

2020.02.06

商品中文名稱
護生台灣原生種有機黑豆蔭油膏 210 毫升/瓶

屏東縣滿州鄉農會原釀有機黑豆蔭油膏 210 毫
升/瓶

東農有機青仁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

台灣阿甘有機青仁黑豆醬油 210 毫升/瓶

有機梅精醬油 210 毫升/瓶

有機黃梅和風醬 21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素蠔油(香菇) 500 毫升/瓶、210 喜樂之泉有機香菇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210
毫升/瓶
毫升/瓶、1700 毫升/瓶、5000 毫升/瓶
大堯金甘有機恆春半島黑豆醬油 265 毫升/瓶

大堯金甘有機段木香菇黑豆醬油 265 毫升/瓶

喜樂甘露黑豆醬油 5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喜樂甘露黃豆醬油 500 毫升/瓶、1600 毫升/瓶、
5000 毫升/瓶
5000 毫升/瓶
喜樂甘露香菇醬油 500 毫升/瓶、1700 毫升/瓶、 喜樂甘露素蠔油 500 毫升/瓶、1700 毫升/瓶、
5000 毫升/瓶
5000 毫升/瓶
喜樂甘露昆布醬油 500 毫升/瓶、1700 毫升/瓶、 喜樂之泉有機黑豆素蠔油 1700 毫升/瓶、5000
5000 毫升/瓶
毫升/瓶
本表僅供參考，如需最新資訊請洽本會(THIDA):thida.inf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