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獲得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資訊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 

電話：07-821-4161 

2023.12.04 
精製特砂 1公噸/袋、50公斤/袋、25公斤/袋 精製細砂 1公噸/袋、25公斤/袋 

精製二砂 1公噸/袋、25公斤/袋 台糖二號砂白 1公斤/袋 

台糖精製特砂 1公斤/袋 台糖精製細砂 1公斤/袋 

特用精製細砂 25公斤/袋 特製液糖 散裝 

轉化液糖 散裝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 

電話：06-5819731 

2025.2.02 
台糖二號砂白(本土二砂) (50公斤/包、25公斤/包) 台糖本土甘蔗糖(600公克/包) 

台糖善化糖廠古早糖 (0.3公斤/包、170公克/包)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 

電話：05-6321540 

2023.2.02 
本土二砂 (25公斤/袋、50公斤/袋) 甘蔗糖漿 (1,000公斤/桶、散裝) 

黑糖糖漿 (3公斤/桶、散裝) 本土二砂糖漿 (散裝)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 

電話：05-2659566 

2023.2.02 
台糖晶冰糖 500公克/袋、1公斤/袋、20公斤/袋 粉糖 20公斤/袋 

台糖黑糖 300公克/袋、20公斤/袋 
台糖貳號砂糖 500公克/袋、2公斤/袋、5公斤/

袋 

台糖精製特砂 500公克/袋 台糖精製細砂 500公克/袋、2公斤/袋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 

電話：05-2659566 

2023.2.02 
台糖6公克細砂糖（棒型）600公克(約100支)/袋 

台糖8公克細砂糖（棒型）400公克(約50支)/

盒 

台糖甘蔗液糖 25公斤/桶、3公斤/袋 台糖蔗糖調味糖漿 25公斤/桶 

永良商行                                

電話：06-680-3502 
2023.10.16 

甲上冰糖 600 公克/袋、20 公斤/袋 
晶晶冰糖 2000 公克/袋、20 公斤/袋、30 公斤

/袋 

手造金冰糖 2000 公克/袋 
萬代牌台灣黑糖 450 公克/袋、20 公斤/袋、30

公斤/袋 

永良台灣黑糖 20 公斤/袋、30 公斤/袋 晶晶幼白糖 1000 公克/袋 

晶晶粗白糖 1000 公克/袋 晶晶赤砂糖 1000 公克/袋 

晶晶精緻細砂糖 20 公斤/袋、30 公斤/袋 老頭家黑糖三福寶 300 公克/瓶 

晶晶綿糖 20 公斤/袋、30 公斤/袋 老頭家冬瓜茶磚 550 公克/塊 

永良-冰糖 600 公克/袋、3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幼白糖 1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赤砂糖 1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粗白糖 1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晶晶冰糖 2 公斤/袋、20 公斤/袋、30 公斤/

袋 
永良-金冰糖 2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糖粉 1 公斤/袋、3 公斤/袋、6 公斤/袋、20

公斤/袋 

永良 100%純糖粉 1 公斤/袋、3 公斤/袋、6 公

斤/袋、20 公斤/袋 

甲上白冰糖 3000 公克/袋、30 公斤/袋 永良老頭家．迷你冬瓜茶磚 250 公克/袋 

冬瓜茶磚 550 公克/塊 永良-台灣黑糖 450 公克/袋、1 公斤/袋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華盛糖業有限公司 

電話：08-864-1060 

2023.9.28 
華盛糖業 精緻特砂 25 公斤/袋、50 公斤/袋 

華盛糖業 冰糖(細) 3 公斤×10 包/袋、600 公克

×50 包/袋 

華盛糖業 冰糖(小) 3 公斤×10 包/袋、600 公克×50

包/袋 

華盛糖業 冰糖(中) 3 公斤×10 包/袋、600 公克

×50 包/袋 

華盛糖業 二砂 25 公斤/袋、50 公斤/袋 

媽媽家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 02-2557-5272 

2024.2.01 
正港冰糖(30 公斤/袋) 

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電話：04-2558-6636 

2023.11.10 
黑金磚玫瑰四物黑糖塊 250g/罐、450g/罐 黑金磚薑桂圓黑糖塊 250g/罐、450g/罐 

黑金磚原味黑糖塊 250g/罐、450g/罐 黑金磚古早味黑糖粒 300g/罐 

黑金磚老薑黑糖塊 250g/罐、450g/罐 黑金磚海燕窩黑糖塊 250g/罐、400g/罐 

黑金磚枇杷黑糖塊 450g/罐 黑金磚紅棗桂圓黑糖塊 450g/罐 

黑金磚薑黃黑糖塊 250g/罐、400g/罐 黑金磚桂花黑糖塊 250g/罐、450g/罐 

黑金磚純黑糖粉 500g/包 黑金磚純甘蔗黑糖粒 400 g/罐 

黑金磚純甘蔗原味黑糖粉 500g/包 黑金磚黑糖粒 20 KG/包 

黑金磚甘蔗黑糖粉 25KG/包、1kg/包 薑母茶粉(顆粒狀) 20 kg/箱 

黑金磚桂圓紅棗黑糖塊 250g/罐 黑金磚黑糖粉 30KG/包、1kg/包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糖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363-3733 
2023.5.02 

糖藝薑母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

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

克±3% × 12 入/包 

糖藝紅棗桂圓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

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

/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菊花枸杞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

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紅棗桂圓薑母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

包、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玫瑰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

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

克±3% × 12 入/包 

糖藝牛蒡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

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

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桂花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

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

克±3% × 12 入/包 

糖藝冬瓜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

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

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冬瓜寒天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

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原味寒天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

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

/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蔓越莓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

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香柚檸檬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

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

/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原味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24 公克±

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

克±3% × 12 入/包 

糖藝香柚檸檬寒天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

包、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蔓越莓寒天黑糖 24 公克±3% × 12 入/包、

24 公克±3% × 15 入/包、35 公克±3% × 10 入/

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冬瓜寒天海燕窩黑糖 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通過 THIDA 清真驗證之糖品廠商 

驗證廠商 證書效期 商品中文名稱 

糖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363-3733 

2023.5.02 糖藝原味寒天海燕窩黑糖 35 公克±3% × 10 入/

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蔓越莓寒天海燕窩黑糖 35 公克±3% × 

10 入/包、35 公克±3% × 12 入/包 

糖藝冬瓜茶磚 550g±3%/bag、600g±3%/bag 糖藝手炒黑糖 3000g±3%/bag 

糖藝養生手炒黑糖 3000g±3%/bag 

駟馬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7709-3699 

2023.7.21 黑糖道黑糖(1500 克/袋、250 克/袋) 黑糖道醇黑糖(300 克/罐、20 公斤/袋) 

黑糖道職人黑糖(300 克/袋) 黑糖道醇黑糖蜜(250 克/袋、5000 克/桶) 

雅傳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 02-8200-0338 

2023.3.30 金老傳家古早味黑糖 450g/bag、5000g/bag 金老傳家傳統黑糖 3000g/bag 

YA-CHUAN® 雅傳傳統黑糖 1500g/bag THE ALLEY 黑糖 1000g/bag 

金老傳家正宗台灣味傳統黑糖 900g/bag 
金老傳家金古早味台灣傳統手工黑糖 

800g/bag 

金老傳家台灣傳統手工黑糖 500g/bag THE ALLEY 特製砂糖 3kg/bag 

新韋譽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 03-4987978 

2023.3.30 金老傳家台灣古早味黑糖(25 公斤±3%/袋) 新韋譽台灣紅糖(30 公斤±3%/袋) 

新韋譽台灣傳統黑糖(450g±5%/袋) 

新南糖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6-5771120 

2023.1.16 新字黑糖 30Kg/袋 順字黑糖 30Kg/袋 

黑字黑糖 30Kg/袋 黑砂糖(紅糖) 450g/包、9Kg/箱 

特級黑糖(順) 450g/包、9Kg/箱 黑糖薑母茶 350g/包、7kg/箱 

黑糖粹 30Kg/袋 

本表僅供參考，如需其他資訊請洽本會(THIDA):thida.info@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