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製造&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一般商品請填內容物)

需填寫同商品外鄉中文標示之成份or內容物
過敏原 產品責任險

波特小姐經典奶油餅乾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6030290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一號 麵粉,糖,植物油,奶油7%,椰子粉,蔗糖,鹽, 膨脹劑(碳酸氫銨), 天然香料
※本產品含麩質及牛奶, 其生產管線亦有處理

蛋及果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3600萬)

波特小姐蔓越莓燕麥餅乾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6030290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一號
小麥麵粉、糖、燕麥22%、棕櫚油、蔓越莓乾5%(蔓越莓、糖、葵花油)、奶油、乳糖、膨脹劑

(碳酸氫銨、碳酸氫)、鹽、天然香料

※本產品含麩質及牛奶, 其生產管線亦有處理

蛋及果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3600萬)

波特小姐綜合水果糖粒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6030290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一號
糖, 葡萄糖漿, 檸檬酸, 濃縮果汁0.2% (越橘,蘋果,柳橙,杏桃,水蜜桃,奇異果,櫻桃,黑莓,覆盆子,黑

醋栗,檸檬,草莓,萊姆),天然香料(檸檬,柳橙,黑醋栗),食用色素:辣椒,薑黃萃取色素
無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3600萬)

波特小姐野莓水果糖粒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26030290 24452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一號
糖,葡萄糖漿,檸檬酸,濃縮果汁0.3%(接骨木,越橘,蘋果,柳橙,杏桃,水蜜桃,奇異果,櫻桃,黑莓,覆盆

子,黑醋栗,檸檬,草莓,萊姆),天然香料(莓果,藍莓,覆盆子)
無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3600萬)

超值活力早餐點心麵茶組 阿振麵茶 04-7770876 彰化縣鹿港鎮龍山街99號 小麥粉、芝麻、糖、芝麻油 穀類、堅果種子及其製品 旺旺友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搖滾丁香魚 海龍食品有限公司 06-9932576 澎湖縣白沙鄉大赤崁漁港新村60號

品名：搖滾丁香魚

成份：丁香魚、砂糖、鹽、味精、次黃嘌呤核苷乾磷酸二鈉(海帶萃取)、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香菇萃取)

樂器風味粉：

主唱：泰式酸辣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香茅粉、辣

椒粉、糖、鹽、L-麩酸鈉、胺基乙酸、5'-核糖核苷酸

二鈉、蘋果酸、香料、二氧化矽

主奏吉他：墨西哥辣椒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辣椒粉、蒜粉、白胡椒粉、糖、鹽、L-麩酸

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5'-核糖核苷酸二鈉、香料

節奏吉他：嗆辣芥末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天然芥末粉、糖、鹽、L-麩酸鈉、胺基乙酸、

5'-核糖核苷酸二鈉、香料

爵士鼓：台式香蒜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蒜粉、食鹽、洋蔥粉、葡萄糖、砂糖、麩酸鈉、

辣椒粉、牛肉粉、胡椒粉、水解植物蛋白、檸檬酸、蔗糖素

電子鍵盤：檸檬椒鹽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純黑胡椒粉、糖、鹽、L-麩酸鈉、胺基乙酸、

5'-核糖核苷酸二鈉、香料、二氧化矽

貝斯：日式海苔風味粉 重量：1.5g  成份：海苔粉、鹽、麩酸鈉、砂糖、胺基乙酸、L-麩酸

鈉、胺基乙酸、5'-核糖核苷酸二鈉、二氧化矽、蔗糖素、柴魚粉。

本產品含有魚，其生產管線亦有處理蝦、魷等,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萬

紅酒草莓 十方廣食品有限公司 03-5388323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路284巷10號 大湖草莓、紅葡萄酒(法國)、砂糖 微量酒類成分，孕婦及兒童請酌量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二千萬產品責任險

白酒鳳梨 十方廣食品有限公司 03-5388323 新竹市香山區埔前路284巷10號 高雄鳳梨、白葡萄酒(法國)、砂糖 微量酒類成分，孕婦及兒童請酌量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二千萬產品責任險

愛品軒-擂茶元氣穀飲/綠茶 果然好食商行 04-7782907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三路45號-3號七樓
非基因改良黃豆、綠茶粉、白芝麻、黑芝麻、花豆、紅豆、淮山、胚芽米、燕麥、薏仁、高

梁、蓮子、白果、豌豆、玉米、米豆、蕎麥、小米、綠豆、伏苓、白鳳豆、蔗糖
穀類、堅果及其製品 中國信託人壽-產品責任險1000萬

愛品軒-擂茶元氣穀飲/紅棗 果然好食商行 04-7782908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三路45號-3號七樓
非基因改良黃豆、綠茶粉、紅棗、枸杞、白芝麻、黑芝麻、花豆、紅豆、淮山、胚芽米、燕

麥、薏仁、高梁、蓮子、白果、豌豆、玉米、米豆、蕎麥、小米、綠豆、伏苓、白鳳豆、蔗糖
穀類、堅果等及其製品 中國信託人壽-產品責任險1000萬

VIYA'S 極淨保濕潔顏組 麗緁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3-3469999 台灣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57號3F-1

雙效卸洗潔顏慕絲-天然橄欖油、蘆薈萃取、小黄瓜萃取、金縷梅萃取、洋甘菊萃取

奇肌光感防曬霜SPF30 -珊瑚草萃取、阿魏酸萃取、維它命B5 無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萬

CLINIQUE 勻淨隔離霜2+1 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 02-87882368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9號19樓 ZINC.OXIDE 4.000000(%W/W) 無 無

CLARINS 輕呼吸UV防曬組
新加坡商克蘭詩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02-87808555 台北市松智路1號9樓A室

輕呼吸全效UV隔離露-Ethylhexy Methoxycinnama te6.4935%(w/w)、Methlene bis-Benzotriazolyl、

Tetra Methylbuty-phenol(Tinsorb M)2.94%(w/w)

肌淨光美白清透乳液-Ethylhexy Methoxycinnama te7.4925%(w/w)、Phenyl benzimidazole Sulfonic

Acid2.7%(w/w)、Ethlhexy Salicylate2.%(w/w)、Butyl Methoxydibenzoylmethane2.0%(w/w)

無 無

ANNA SUI紫蝶戀淡香精 鋒恩國際有限公司 (02)2581-8000 台北市松江路158號9樓之3 紫蝶戀淡香水30ml 無 無

LANVIN浪凡迷你香氛禮盒 法意企業有限公司 (02) 2581-8000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8號9樓之3
光韻女性淡香精4.5ml+珍浪凡女性淡香精4.5ml+Marry me女性淡香精4.5ml+紫漾霓裳女性淡香精

4.5ml+Me女性淡香精4.5ml(再加贈Me女性淡香精4.5ml)
無 無

Philips 淨顏煥采潔膚儀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80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東側 潔膚儀SC5275/01 電壓：100V-240V/50 無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500萬

 Oops復古小圓包（藍色） 開成有限公司 02-27588952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432號9樓907/8室 纖維合成皮革, 棉布 無 無

繽紛彩糖撞色劍橋包（灰藍） 開成有限公司 02-27588953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432號9樓907/8室 人工皮革 無 無

法式甜心輕盈質感迷你水桶包（活

力黃）
開成有限公司 02-27588954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432號9樓907/8室 人工皮革 無 無

口袋小巧後背包(桃紅) 歐悅有限公司 02-85113727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96號3樓 pu 無 無

雙夾層造型小方包(紫藍) 歐悅有限公司 02-85113728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96號3樓 pu 無 無

信封造型雙面方包(橘紅) 歐悅有限公司 02-85113729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96號3樓 pu 無 無

三角永恆項鍊耳環(金色組) 杰恩俊國際有限公司 06-3129252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666號
項鍊：合金鍍金、鋯石

耳環：合金鍍金、925純銀耳針、鋯石
無 無

心心相扣水鑽項鍊耳環組(金色組) 杰恩俊國際有限公司 06-3129252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666號
項鍊：合金鍍金、鋯石

耳環：合金鍍金、925純銀耳針、鋯石
無 無

星月耳環(晶鑽銀)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0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金屬、水鑽 無 無

星月耳環(玫瑰金)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0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金屬、水鑽 無 無

綁帶藤編包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1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藤、棉麻布、人造皮革 無 無

草帽(米色)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2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紙草編 無 無

草帽(淺咖啡色)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3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紙草編 無 無

時尚墨鏡(咖啡色)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4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塑膠 無 無

時尚墨鏡(黑色) 億凡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5500365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5號3F 塑膠 無 無

TESCOM大風量負離子輕巧造型吹

風機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2-66257886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25號 吹風機 無 無

TESCOM鮮活榨汁機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2-66257886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25號 榨汁機 無 無

法國特福水漾不沾深平底鍋 香港商台灣賽博股份有限公司 02-28333716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37號4樓 鋁合金,電木塑膠 ,強化玻璃 無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3500萬

陶瓷不沾迷你雙面鍋 樂快股份有限公司 02-27973766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3號10樓之一

◆鍋身：鋁合金壓鑄鍋身，特殊矽膠條

◆內部塗層：陶瓷塗層

◆把手：耐熱樹脂

無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萬

tokuyo 豪華型健腹器TU-168 督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960707 桃園市龜山區文明路19號 鐵,泡棉,abs 無 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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