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與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 過敏原 是否使用基改 產品責任險

樂雅樂紐西蘭沙朗
牛排(3入裝)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A-
123932737-00000-4

02-2563-
6865#372

台北市松江路156-1號 牛肉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澳洲普德霖薑汁汽
水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A-
123932737-00000-4

02-2563-
6865#372

台北市松江路156-1號
糖.水.薑汁.檸檬酸.蘋果酸.天然香料.防腐劑(苯甲酸鈉.己二
烯酸鉀).玉米糖膠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澳洲日本種和牛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台北濱江有限公司A-
124489705-00000-7

02-8792-0010#12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40
巷27號1樓

牛肉 無 無使用基改 泰安產物保險1500萬

嫩肩菲力骰子牛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台北濱江有限公司A-
124489705-00000-7

02-8792-0010#12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40
巷27號1樓

牛肉 無 無使用基改 泰安產物保險1500萬

美式豬肋排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台北濱江有限公司A-
124489705-00000-7

02-8792-0010#12
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140
巷27號1樓

豬肋排、糖、蒜頭粉(蒜頭.鹽.纖維素)、豆瓣醬(黃豆.大蒜.
糖.鹽.玉米澱粉.香辛料).醬油粉(黃豆.大麥.鹽.麥芽糊精).鹽

本產品含麩質穀類.
大豆，可能導致過
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泰安產物保險1500萬

(原)屏東三地門芒
果青-長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N-
128095323-00000-3

04-896-55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
路300號

芒果、糖、鹽
本產品含芒果，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原)icake蜂蜜千層
蛋糕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H-
116562842-00000-10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
號

雞蛋、奶油[植物油(棕梠油、大豆油)、軟水、乳固形物、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脂)、大豆卵磷
脂、奶粉、乳脂肪、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脂)、抗氧
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調味劑(檸檬
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蔗糖、麵
粉、鮮乳油、蜂蜜
食品添加物：蛋糕乳化劑【水、丙二醇、脂肪酸甘油脂、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甘油、硬脂酸蔗糖酯、硬脂酸鉀、氯
化鈣、焦糖色素、檸檬酸】(乳化劑)、香草莢醬【甜味劑
(D-山梨醇)、溶劑(丙二醇)、食用香料、葡萄糖、天然香草
莢籽、著色劑(β-胡蘿蔔素)、粘稠劑(玉米糖膠)】(香料)

本產品含雞蛋.乳製
品.麩質穀類.大
豆，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美亞產物-產品責任險500萬

(原)帕森朵62%巧
克力捲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H-
116562842-00000-11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
號

雞蛋、鮮乳油、巧克力、蔗糖、水、牛乳、麥芽糖、麵
粉、可可粉、大豆油、奶油[植物油(棕梠油、大豆油)、軟
水、乳固形物、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
脂)、大豆卵磷脂、奶粉、乳脂肪、香料(香料、中鏈三酸
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
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玉米粉、明膠、巧克力粉、食鹽
食品添加物：小蘇打粉(膨脹劑)、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
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品質改良劑)

本產品含雞蛋.乳製
品.麩質穀類.大
豆，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美亞產物-產品責任險500萬

(宅)泰國冷凍山竺
(帶殼)

二十一世紀股份有限公司A-
189627033-00000-6

五甲木農產有限公司E-
125162699-00000-3

07-7877802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
一路29巷 4-4號

榴槤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500萬

(原)WEL.B香蕉草
莓乾6入組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Joe-Ry Family Company
Limited

+6634871825 

99/20 Moo 2
Pantainorasingh Road,
Muang Samutsakorn,
Samutsakorn 74000,
Thailand

乾燥香蕉,乾燥草莓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白儷人無糖抹
茶巧克力100g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The Belgian chocolate
Group NV

+3214258525 
Geelseweg 72, 2250
Olen, Belgium

甜味劑(麥芽糖醇).可可脂.全脂奶粉.可可塊.乳化劑(大豆卵
磷脂).天然香料(香草).抹茶.麩質,蛋及天然糖分

本產品含牛奶,堅果
仁,麩質,蛋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WEL.B水密桃
乾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Joe-Ry Family Company
Limited

+6634871825 

99/20 Moo 2
Pantainorasingh Road,
Muang Samutsakorn,
Samutsakorn 74000,
Thailand

乾燥水蜜桃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GH橄欖油洋芋
片-海鹽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Good Health Natural
Products

+13362850735
115 Pomona Drive
Greensboro, NC 27407

馬鈴薯,橄欖油,海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GH橄欖油洋芋
片-迷迭香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Good Health Natural
Products

+13362850735
115 Pomona Drive
Greensboro, NC 27407

馬鈴薯,橄欖油,迷迭香,海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GH橄欖油洋芋
片-黑胡椒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Good Health Natural
Products

+13362850735
115 Pomona Drive
Greensboro, NC 27407

馬鈴薯,橄欖油,黑胡椒,海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澳洲大嘴魚薯
格格-甜椒乳酪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TIXANA PTY Ltd +61297849700 
17 Elizabeth St,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烤馬鈴薯(馬鈴薯粉,葵花油,馬鈴薯澱粉,鹽),酸奶酪及甜椒
香料(砂糖,鹽,麥芽糖,香料(胡椒,甜椒),醋酸鈉,檸檬酸,乳酸,
乳酸鈣,天然香料,洋蔥粉,二氧化矽,植物油(大豆油)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澳洲大嘴魚薯
格格-香草烤雞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TIXANA PTY Ltd +61297849700 
17 Elizabeth St,
Campsie NSW 2194,
AUSTRALIA

烤馬鈴薯(馬鈴薯粉,葵花油,馬鈴薯澱粉,海鹽),香草烤雞香
料(麥芽糊精,鹽,酵母萃取物,植物粉(洋蔥,大蒜),砂糖,天然香
料,醋酸鈉,檸檬酸,乳酸,乳酸鈣,香草(洋香菜,奧勒岡葉,百里
香),香料萃取物(胡椒,紅椒,含薑黃及紅椒色素),植物油(大豆
油),香料, 二氧化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森永瑪莉餅乾夾心
冰淇淋禮盒(香草&
草莓)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7216600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7號14樓

(香草)餅乾(小麥粉、砂糖、牛奶、玉米澱粉、酥油、奶
油、人造奶油、全脂乳粉、椰子油、葡萄糖果糖糖漿、食
鹽、濃縮乳清蛋白粉)、砂糖、脫脂乳粉、奶油、葡萄糖
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糊精、加工奶油(牛奶)、香
草豆、大豆卵磷脂、香料、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

本產品含有小麥製
品、牛奶製品及大
豆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3370萬

森永巧克力餅乾夾
心冰淇淋禮盒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7216600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27號14樓

<香草口味>餅乾(小麥粉、砂糖、酥油(棕櫚油、油菜籽
油、魚油)、可可粉、食鹽)、巧克力醬(葡萄糖漿、葡萄糖
果糖糖漿、砂糖、可可漿、可可粉、植物油(棕櫚油、椰子
油))、乳製品(脫脂乳粉)、砂糖、葡萄糖漿、植物油脂(棕
櫚油、椰子油)、糊精、複方香料(香草香料、乙醇、丙二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
品、小麥製品及大
豆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3370萬

中祥巧心蘇打(蔥香
原味)-常

中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104850123-00000-1)

中祥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71-3688
334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
613號

麵粉、棕櫚油、麥芽糖、海藻糖、糖、奶油、奶粉、蛋白
霜(蔗糖、
蛋白粉、食鹽、酒石酸)、青蔥、鹽、膨脹劑(碳酸氫鈉)、
酵母、抗氧化劑(維生素E)。

本產品含奶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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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塔吉特草莓甜
心千層(切片)

銘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B-
180048717-00000-4)

銘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工業
路118號

鮮奶油、水、草莓、草莓卡士達-加工澱粉(磷酸二澱粉、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上白糖、水飴、奧利多糖液、食用精
製加工油脂、蛋白、濃縮草莓果汁、精製鹽、增黏劑(玉米
糖膠)、香料、著色劑(食用紅色102、食用黃色5號)、PH
調整劑(檸檬酸)、乳化劑(甘油脂肪酸酯)、水、蛋、砂糖、
麵粉、奶粉、樹薯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奶油、乳酸
鈣、乙酼化己二酸二澱粉、檸檬酸、鹽、果膠、草莓香
料。

本產品含奶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Tonon點心派
對綜合餅乾

采洲有限公司(F-
129149403-00000-5)

采洲有限公司 02-2280374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6巷
22弄5號2樓

麵粉、糖、非氫化植物脂肪油(棕櫚油)、玉米澱粉、混合
水果醬(人造蜂蜜、蘋果泥、歐洲酸櫻桃泥、杏泥、凝膠
劑、蘋果果膠、酸度調節劑、檸檬酸)、葡萄糖漿、雞蛋、
乳清粉、雞蛋白粉、膨脹劑(碳酸氫銨、碳酸氫鈉、焦磷酸
鈉)、食鹽、香料、大豆卵磷脂、食用色素(焦糖)、碳酸鈣

本產品含大豆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御見巧克力凹
蛋糕三盒

林昱妏(御見輕烘焙) 林昱妏(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力行里中正
路２７１―２號２１樓

雞蛋、砂糖、麵粉、巧克力、可可粉、油
本產品含雞蛋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園果園味-芭樂
鮮果乾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6巷31號

芭樂、蔗糖、鹽、甘草粉、檸檬酸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園果園味-鳳梨
鮮果乾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6巷31號

鳳梨、蔗糖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園果園味-蕃茄
鮮果乾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6巷31號

蕃茄、蔗糖、檸檬酸、椰子油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法式水果軟糖
(綜合)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區南崁路二段
226巷31號

糖、海藻糖、梅子、鳳梨、藍莓、蔓越莓、芒果、麥芽
糖、水、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蘋果酸、食用氯化
鈣、木薯粉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枋山觀光果園/
芒果冰淇淋

保証責任屏東縣優質農產品
生產合作社(mango house
枋山農園)

保証責任屏東縣優質農產品
生產合作社(mango house枋
山農園)

0935-470-498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國中
路3號

芒果、煉乳[砂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
(棕櫚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脂)]

本產品含奶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依蕾特-法式風
味乳酪塔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D-169597074-00000-8)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06-2916916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205號

蔓越莓乳酪塔(奶蛋素)-奶油乳酪、糖、無鹽奶油、蔓越莓
果乾、雞蛋、檸檬原汁、麵粉、玉米粉、鏡面果膠、鹽、
紅蘿蔔萃取物、泡打粉、香草香料
檸檬乳酪塔(奶蛋素)-奶油乳酪、雞蛋、檸檬原汁、糖、無
鹽奶油、麵粉、玉米粉、鹽、泡打粉、香草香料
芒果乳酪塔(奶蛋素)-奶油乳酪、芒果醬、雞蛋、糖、無鹽
奶油、檸檬原汁、麵粉、玉米粉、芒果乾、鹽、泡打粉、
香草香料

本產品含雞蛋、奶
類製品，可能導致
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烤友社-沙嗲雞
肉串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D-
125062782-00000-3)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 06-6235101
台南市柳營區重溪里五軍
營3-12號

雞肉、南洋風味粉(白糖、咖哩粉(胡荽子、薑黃、芥末、
豌豆、小茴、葫蘆巴、黑胡椒、大茴)、鹽、L-麩酸鈉、麥
芽糊精、胡椒、蒜、葡萄糖、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
水)、辣椒、乳糖、胺基乙酸、甜味劑(甜菊酸苷)、洋蔥、
肉精(植物水解蛋白、牛隻、豬肉抽出物、洋蔥、香料、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烤友社-豬雪花
培根串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D-
125062782-00000-3)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 06-6235101
台南市柳營區重溪里五軍
營3-12號

 豬肉、水、大豆蛋白、鹽、白糖、鼠尾草、蔥
本產品含大豆成
份，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烤友社-無骨雞
腿排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D-
125062782-00000-3)

烤友社實業有限公司 06-6235101
台南市柳營區重溪里五軍
營3-12號

雞肉、水、醬油、白糖、味精、蒜、肉精粉(食鹽、糊精、
植物水解蛋白(玉米、大豆、小麥)、乳酸、調味劑(L-麩酸
鈉醬油、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氨基乙
酸、DL-胺基丙酸)、糖、豬肉抽出物、洋蔥、葡萄糖、香
料、D-木糖、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和濃縮生物醇)、辣
椒、沙茶醬、南洋風味粉(白糖、咖哩粉(胡荽子、薑黃、
芥末、豌豆、小茴、葫蘆巴、黑胡椒、大茴)、鹽、L-麩酸
鈉、麥芽糊精、胡椒、蒜、葡萄糖、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無水)、辣椒、乳糖、胺基乙酸、甜味劑(甜菊酸苷)、洋
蔥、肉精(植物水解蛋白、牛隻、豬肉抽出物、洋蔥、香
料、D-木醣、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和濃縮生物醇)、酵
母提取物、醬油)、琥珀酸二鈉、水解動物蛋白(水解動物
蛋白、糊精、鹽、L-麩酸鈉、DL-胺基酸、二氧化矽、乙
基麥芽醇、呈味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沙茶粉(九母魚粉、麵包粉、花
生、芝麻、蔥、蒜、蝦、L-麩酸鈉、胡椒、甘草、鹽、
DL-胺基丙酸、辣椒、油桂、琥珀酸二鈉、陳皮、八角、
花椒、L-天門冬酸鈉、丁香、小茴、呈味核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醃料含花
生，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宅間蜂蜜花
生量販包

上友有限公司(A-
186128771-00000-8)

株式會社宅間食品 0568-86-5585
愛知縣春日井市松河戶町
字八反田252番地

花生、砂糖、棕櫚油、糊精、蜂蜜、葡萄糖、食鹽、甜味
劑(D-山梨醇)、黏稠劑(玉米糖膠)、氧化澱粉(原料一部分
含有大豆成分)

含有大豆成分，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新光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
3000萬

(原)台塑龍眼蜂蜜
(1罐)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李東峰 0953-625-918
彰化縣二水鄉上豐村芋內
巷2號

龍眼蜂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台塑蔬菜蕎麥
麵(3包)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源永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 26811327 台中市大甲區幼獅路七號 楊梅農場蔬菜、蕎麥粉、麵粉、水、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宅)台塑有機蔬菜
箱-銀髮族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2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楊梅農場蔬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宅)台塑有機蔬菜
箱-樂活家庭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2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楊梅農場蔬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與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 過敏原 是否使用基改 產品責任險

(宅)台塑有機蔬菜
箱-幼童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2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楊梅農場蔬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禪茗-日月潭紅茶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蘇茂森 02-27122211#6466 茶葉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台塑菇粉(免稅)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70370357-00000-0)

長樂菇類農場 曾小姐 049-2251715
台灣巴西蘑菇、香菇、增智菇、玉皇菇、茶樹姑、猴頭
菇、鮑魚菇、杏鮑菇、蠔菇、菇類蛋白質、酵母抽出物、
乳糖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溪和野生透抽二入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透抽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野生軟絲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軟絲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紅目鰱二入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紅目鰱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帶殼小鮑魚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帶殼鮑魚、鹽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墨魚旗魚丸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旗魚、墨魚、金鈎蝦、鹽、樹薯粉、豬肉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海大蝦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海大蝦
本產品含有蝦類，
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挪威薄鹽鯖魚二片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鯖魚片、鹽、味霖、糖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海味澎派組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透抽)、(新鮮帶殼鮑魚、食鹽)、(新鮮貝柱)、(旗魚、
墨魚、金鈎蝦、食鹽、樹薯粉、豬肉)、(新鮮鯖魚片、食
鹽、味霖、糖)、(新鮮竹筴魚、食鹽)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野生鱈魚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新鮮扁鱈 無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海味三罐組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魩仔魚、沙拉油、辣椒、大蒜、糖、胡椒粉、食鹽)、(櫻
花蝦、杏仁果條、白芝麻、砂糖、麥芽糖、食鹽)、(黑
豆、食鹽、魩仔魚煮汁、水、甘草、麥芽糖、冰糖、砂糖)

本產品含有蝦類，
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溪和海饌四罐組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G-
197480700-00000-9)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03-9907998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
利興二路11號

(魩仔魚、沙拉油、辣椒、大蒜、糖、胡椒粉、食鹽)、(櫻
花蝦、杏仁果條、白芝麻、砂糖、麥芽糖、食鹽)、(魩仔
魚、沙拉油、辣椒、大蒜、糖、胡椒粉、食鹽)、(小卷、
沙拉油、辣椒、大蒜、糖、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蝦類，
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無使用基改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原)帕森朵73%巧
克力蛋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
號

巧克力、鮮乳油、雞蛋、麥芽糖、水、蔗糖、牛乳、可可
粉、麵粉、大豆油、奶油[植物油(棕梠油、大豆油)、軟
水、乳固形物、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
脂)、大豆卵磷脂、奶粉、乳脂肪、香料(香料、中鏈三酸
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
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玉米粉、巧克力粉、明膠、食鹽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
500萬元

(原)帕森朵62%巧
克力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
號

雞蛋、鮮乳油、巧克力、蔗糖、水、牛乳、麥芽糖、麵
粉、可可粉、大豆油、奶油[植物油(棕梠油、大豆油)、軟
水、乳固形物、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
脂)、大豆卵磷脂、奶粉、乳脂肪、香料(香料、中鏈三酸
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
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玉米粉、明膠、巧克力粉、食鹽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
500萬元

(原)中村曼特寧咖
啡核桃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
號

雞蛋、糖、無鹽奶油(乳脂、水)、麵粉、核桃、水、大豆
油、可可巴芮小脆片、咖啡粉、蘭姆酒、品質改良劑、咖
啡精、防潮糖粉、咖啡酒、食鹽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
1000萬元

(原)CHOC IT 75%
生巧克力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亮誼國際有限公司 02-24980258 新北市金山區環金路39號 巧克力、鮮乳油、奶油、蔗糖、頂級可可粉
本產品含牛乳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
1000萬元

(原)山田村一巧克
力生乳酪蛋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山田村一有限公司 02-77163388
新北市泰山區中山路二段
965號8樓

雞蛋、奶油乾酪、鮮乳、蔗糖、深黑可可粉、白巧克力、
低筋麵粉、玉米粉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第一產物保險
500萬元

(原)Hello Kitty松露
草莓巧克力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馬湛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02-27693399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527
巷12號

草莓、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棕櫚油、香草
香料

本產品含牛乳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蘇黎世產物-產品責任險600
萬

(宅)Joyce
chocolate綜合手
工巧克力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Joyce巧克力工房 02-82956808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
號

法國調溫黑巧克力、 歐洲進口原味跳跳糖、法國進口米
果、法國進口頂級奶油、法國進口頂級動物性鮮奶油

本產品含牛乳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
100萬元

(宅)Joyce
chocolate迷你果
乾巧克力磚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Joyce巧克力工房 02-82956808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
號

法國調溫黑巧克力、法國調溫杜絲巧克力、天然乾燥草莓
粒、天然乾燥香蕉片、天然檸檬果乾、天然柳橙果乾

本產品含牛乳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
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
100萬元

(宅)繽紛巧克力小
雪球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邦貝樂啾國際有限公司 06-2050564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一街83
號

深黑巧克：麵粉、雞蛋、砂糖、奶粉、苦甜黑巧克力
巴黎草莓：純真草莓：麵粉、雞蛋、砂糖、奶粉、草莓巧
克力(氫化棕櫚油、奶粉、糖、乳糖、可可脂、草莓顆粒、
大豆卵磷脂、香料、食用紅色40號鋁麗基、天然色素胭脂
紅)、乾燥草莓顆粒
台灣蔥花：麵粉、雞蛋、砂糖、奶粉、白巧克力(氫化棕櫚
油、奶粉、糖、乳清粉、乳糖、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
交酯化篦麻酸聚合甘油酯)、乾燥蔥花
深情咖啡：麵粉、雞蛋、砂糖、奶粉、咖啡巧克力(氫化棕
櫚油、奶粉、咖啡原豆、糖、乳糖、可可脂、乳酸、大豆
卵磷脂、香料)、濃縮咖啡、黃金蕎麥
小農芝麻：麵粉、雞蛋、砂糖、奶粉、白巧克力(氫化棕櫚
油、奶粉、糖、乳清粉、乳糖、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
交酯化篦麻酸聚合甘油酯)、芝麻醬、芝麻粒
優格檸檬：麵粉、雞蛋、砂糖、奶粉、優格巧克力、檸檬
巧克力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產品投保新安東京海上產
物保險2000萬元

(宅)雪球物語禮物
提袋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邦貝樂啾國際有限公司 06-2050564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一街83
號

頂級黑巧：麵粉、雞蛋、砂糖、奶粉、苦甜巧克力
純真草莓：麵粉、雞蛋、砂糖、奶粉、草莓巧克力(氫化棕
櫚油、奶粉、砂糖、乳糖、可可脂、草莓顆粒、大豆卵磷
脂、香料、食用紅色40號鋁麗基、天然色素胭脂紅)、乾燥
草莓顆粒
優格檸檬：麵粉、雞蛋、砂糖、奶粉、優格巧克力、檸檬
巧克力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產品投保新安東京海上產
物保險2000萬元

(原)超級小冰鮮果
冰棒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品天食品事業有限公司 (02)2930-9900
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五段
77-1號B1

草莓牛奶：草莓、RO純水、蔗糖、鮮乳油、玉米澱粉
橘子：橘子、RO純水、蔗糖、玉米澱粉
芒果牛奶：芒果、RO純水、蔗糖、鮮乳油、玉米澱粉
火龍果：火龍果、RO純水、蔗糖、玉米澱粉

本產品含牛乳、芒
果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本產品投保第一產物保險
1000萬元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與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 過敏原 是否使用基改 產品責任險

(原)枝仔冰城夏戀
水果雪糕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捷希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7-6616139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
211號

1.香蕉脆皮雪糕：水、香蕉、牛奶雪皮漿【椰子油、奶
粉、蔗糖、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著色劑(食
用色素黃色5號、β胡蘿蔔素)】、棕櫚油、麥芽糖、蔗
糖、奶粉、乳清蛋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
膠、香料、刺槐豆膠、檸檬、鹿角菜膠
2.芒果脆皮雪糕：水 、芒果、牛奶雪皮漿(椰子油、奶粉、
砂糖、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食用色素黃色
5號、β-胡蘿蔔素)、麥芽糖、棕櫚油、蔗糖、奶粉、乳清
蛋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八
十)、關華豆膠、海藻酸鈉、玉米糖膠、蘋果酸、香料、食
用色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黃色5號

本產品含雞蛋、牛
乳、芒果類製品，
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無使用基改
蘇黎世產物-產品責任險
1200萬

(原)日本青森縣令
人渴望的蘋果派

聯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132442)(日本)株式會社Ragunoo Sasaki81-172-35-0353
青森縣弘前市大字百石町
九番地

糖漬蘋果(高果糖糖漿,蘋果),麵包皮 (小麥粉,人造奶油(棕櫚
油,大豆油),蛋黃,食鹽）,小麥粉,   液體雞蛋,小麥粉調製品
(小麥粉,砂糖),加糖蛋黃,白蘭地,   食用乳化油脂（麥芽糖,
菜籽油,大豆油，糊精,乳蛋白),   還原麥芽糖,砂糖,肉桂,檸檬
酸,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抗氧化劑(維生素C,維生素E),乳
酸鈣,膨脹劑（碳酸氫鈉）,   香料,酒精,著色劑(β-胡蘿蔔
素),黏稠劑(玉米糖膠)， (原料的一部分含有大豆製品)

本產品含蛋、牛
奶，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原)日本青森縣糕
點師蘋果棒

聯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132442)(日本)株式會社Ragunoo Sasaki81-172-35-0353
青森縣弘前市大字百石町
九番地

糖漬蘋果(高果糖糖漿，蘋果),麵包皮(小麥粉,人造奶油(棕
櫚油,沙拉油),蛋黃,食鹽),小麥粉調製品(小麥粉,砂糖),  液體
雞蛋,小麥粉,起酥油，人造奶油（棕櫚油，沙拉油)，麥芽
糖,食用乳化油脂(麥芽糖，棕櫚油，糊精，乳蛋白)，還原
麥芽糖漿，砂糖，脫脂奶粉，肉桂，複方成分(玉米澱粉，
玉米糖膠)，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膨脹劑（碳酸氫
鈉），檸檬酸，乳酸鈣，  抗氧化劑(維生素C,維生素E)，
酒精，香料，食用色素(胭脂紅色素，β-胡蘿蔔素)  (原料的
一部分含有含有大豆製品)

本產品含蛋、牛
奶，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原)日本青森蘋果
餡森巧克力蛋糕

聯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132442)(日本)株式會社Ragunoo Sasaki81-172-35-0353
青森縣弘前市大字百石町
九番地

巧克力,乾燥蘋果(蘋果,砂糖）,人造奶油 (棕櫚油,沙拉油),液
體雞蛋,牛奶,砂糖,小麥粉,加糖蛋黃,  可可粉,果實酒,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香料，抗氧化劑  (維生素C,維生素E),檸檬
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  (原料的一部分含有含有大豆製
品)

本產品含蛋、牛奶,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原)日本濃厚巧克
力蛋糕

聯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6132442)(日本)株式會社Ragunoo Sasaki81-172-35-0353
青森縣弘前市大字百石町
九番地

巧克力,牛奶,人造奶油(棕櫚油,大豆油),液體雞蛋, 砂糖,小麥
粉,加糖蛋黃,可可粉,香料,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抗氧化
劑(維生素E),
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  (原料的一部分含有含有大豆
製品)

本產品含蛋、牛奶,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
萬

(宅)韓味道綜合泡
菜組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F-
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蔬菜、辣椒 無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韓味道韓國泡菜(切
片)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F-
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大白菜,辣椒粉,糖,鹽,蔥,薑,蒜,魚露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韓味道絕品蘿蔔泡
菜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F-
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蘿蔔塊,辣椒粉,糖,鹽,蔥,薑,蒜,魚露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韓味道柚香蘿蔔切
片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F-
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蘿蔔塊,黃金柚子,白醋,糖,鹽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原)濟州島柚子茶2
入組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柚子果肉,白糖
本產品含堅果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海樂多海苔酥
(原味)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F-
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韓國海青菜,玉米胚芽油,黑芝麻油,糖,鹽,白芝麻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
萬

(原)白葡萄麝香葡
萄果醋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高果糖漿,水,麝香葡萄醋,白葡萄濃縮液,麝香葡萄濃縮液,檸
檬酸,香料(麝香葡萄),海魚皮膠原蛋白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石榴果醋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高果糖漿,發酵石榴醋,水,石榴濃縮液,檸檬酸,石榴香料,海魚
皮膠原蛋白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韓國辣椒醬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麥芽糖漿，調味料(辣椒粉末,大蒜,洋蔥,鹽,水),小麥粉,水,鹽,
酒,米粉,味精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海苔杏仁脆片5
入組(原味)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杏仁,海苔,混合調味料[糖,釀造醬油(大豆,小麥,鹽,米酒),
調味料1(酵母抽出物,昆布,木薯澱粉,辣椒粉),調味料2(蝦,木
薯澱粉,鹽,)]

本產品含杏仁,大豆
穀類製品可能導致
過敏症狀。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韓國大昌海苔
片組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海苔,玉米油,麻鹽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夏林蔘雞湯三
入組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蔘雞,糯米,高麗人蔘,栗子,紅棗,大蒜,食鹽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玉米鬚茶-箱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F-
189447314-00000-3)

韓國廣東製藥(株) 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
號

水,烤玉米抽取液,糙米濃縮液,糙米香料,玉米鬚抽取液,碳酸
氫鈉,玉米鬚粉(維生素C,甜菊糖苷(甜味劑),玉米鬚抽取粉
末),胺基乙酸

無 無使用基改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3000
萬

(原)雪天使繽紛歡
樂巧克力組

久喜國際有限公司(登錄中) 久喜國際有限公司 02-26490338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里大同
路一段３３７巷１６弄２
４號

牛奶原味: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
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
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 生
乳,砂糖,海藻糖藍莓長頸鹿: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關華豆膠,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聚山
梨純酐脂肪酸酯八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D-山梨醇液
70%(甜味劑),丙二醇)),生乳, 砂糖,海藻糖,咖啡濃縮液(咖啡
萃取液,甜菜糖漿),藍莓醬(藍莓,脫水蘋果,檸檬酸,鹽,濃縮檸
檬汁),咖啡濃縮液(咖啡萃取液,甜菜糖漿)
焦糖老虎: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
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聚山梨純酐脂肪酸酯八
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生
乳, 砂糖,海藻糖,咖啡濃縮液(咖啡萃取液,甜菜糖漿),焦糖(砂
糖,鮮奶油),桂竹炭粉
草莓: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劑(水,
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梨醇
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生乳,砂
糖, 海藻糖,草莓醬(草莓果粒,高果糖漿,水,砂糖,調味劑(檸檬
酸,檸檬酸鈉)),著色劑(食用紅色40號, 食用藍色一號)
卡士達斑馬: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
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聚山梨純酐脂肪酸酯
八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
生乳, 砂糖,海藻糖,咖啡濃縮液(咖啡萃取液,甜菜糖漿),卡士
達醬(牛奶,玉米粉,蛋黃,香草粉), 桂竹炭粉

牛奶、蛋及其製品 是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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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雪天使繽紛歡
樂巧克力組

久喜國際有限公司(登錄中) 久喜國際有限公司 02-26490338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里大同
路一段３３７巷１６弄２
４號

香蕉巧克力: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
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
生乳,砂糖, 海藻糖,純可可粉,苦甜巧克力(糖,棕櫚油,大豆卵
磷脂,交酯化菎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草香料, 鹽),香蕉醬(香蕉
果泥,糖,檸檬酸)
濃醇巧克力: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
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
生乳,砂糖, 海藻糖,純可可粉,苦甜巧克力(糖,棕櫚油,大豆卵
磷脂,交酯化菎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草香料, 鹽)
榛果巧克力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
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
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醇)),生
乳,砂糖, 海藻糖,純可可粉,苦甜巧克力(糖,棕櫚油,大豆卵磷
脂,交酯化菎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草香料,鹽), 榛果醬(榛果粒,
植物油,卵磷脂,咖啡萃取物)
草莓巧克力:雞蛋,麵粉,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
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D-山梨醇液70%(甜味劑),丙二
醇)),生乳,砂糖, 海藻糖,純可可粉,苦甜巧克力(糖,棕櫚油,大
豆卵磷脂,交酯化菎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草香料, 鹽),草莓醬
(草莓,高果糖漿,水,砂糖,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酸鈉)),著色劑

牛奶、蛋及其製品 是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艾波索巧克力
黑金磚蛋糕

艾波索烘焙有限公司(F-129146530-00000-3)艾波索烘焙有限公司 02-35012035
新北市三峽區龍恩里國際
二街７號

鮮奶,動物鮮奶(忌廉牛奶製造,鹿角菜膠),砂糖,可可粉,紅麥
芽,貝可拉74苦甜粒(可可膏,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榛果
餡(榛果,砂糖,大豆卵磷脂,香料),保安泡打粉無鋁配方(鹼性
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大豆沙拉油,膨脹
劑(碳酸氫鈉)

牛奶及其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艾波索72%比
利時鈕扣巧克力

艾波索烘焙有限公司(F-129146530-00000-3)艾波索烘焙有限公司 02-35012035
新北市三峽區龍恩里國際
二街７號

可可膏,可可脂,砂糖,大豆卵磷脂  ,香草香料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黑魔粒(一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A-180618239-00000-5)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
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可可粉,巧克力粒,奶油<
殺菌牛乳>,蛋白粉

牛奶、蛋及其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黑魔粒(4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A-180618239-00000-5)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
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可可粉,巧克力粒,奶油<
殺菌牛乳>,蛋白粉

牛奶、蛋及其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黑魔粒(7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A-180618239-00000-5)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
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可可粉,巧克力粒,奶油<
殺菌牛乳>,蛋白粉

牛奶、蛋及其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原味*8黑魔粒*8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A-180618239-00000-5)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
巷15號5樓

黑魔粒生乳捲: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可可粉,
巧克力粒,奶油<殺菌牛乳>,蛋白粉
原味生乳捲: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
奶油

牛奶、蛋及其製品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CHOCOART水
果巧克力薄片

采洲有限公司(F-129149403-00000-5)采洲有限公司 02-2280-374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6巷
22弄5號

草莓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草莓粉、全脂奶粉、大豆卵
磷脂、膨化米、香草
芒果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芒果粉、全脂奶粉、大豆卵
磷脂、膨化米、香草
葡萄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紅葡萄果汁粉(紅葡萄濃縮
汁、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檸檬酸、香料、葡萄果
皮色素)、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膨化米、香草
檸檬薄片巧克力 :糖、可可脂、檸檬果汁粉(檸檬濃縮汁、
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檸檬酸、香料、ß-胡蘿蔔
素)、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膨化米、香草

牛奶、芒果及其製品是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CHOCOART繽
紛巧克力禮盒

采洲有限公司(F-129149403-00000-5)采洲有限公司 02-2280-374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6巷
22弄5號

草莓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草莓粉、全脂奶粉、大豆卵
磷脂、膨化米、香草
芒果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芒果粉、全脂奶粉、大豆卵
磷脂、膨化米、香草
葡萄薄片巧克力:糖、可可脂、紅葡萄果汁粉(紅葡萄濃縮
汁、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檸檬酸、香料、葡萄果
皮色素)、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膨化米、香草
檸檬薄片巧克力 :糖、可可脂、檸檬果汁粉(檸檬濃縮汁、
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檸檬酸、香料、ß-胡蘿蔔
素)、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膨化米、香草
咖啡巧克力:糖、可可脂、可可漿、全脂奶粉、咖啡粉、奶
酒、咖啡豆、大豆卵磷脂、香草
草莓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乾燥草莓果粒、乾燥
草莓粉、大豆卵磷脂、香草芝麻巧芝麻巧克力:糖、可可
脂、可可漿、芝麻醬、黑芝麻粒、全脂奶粉、大豆卵磷

牛奶、芒果及其製品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原)小松菜2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小松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小白菜2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小白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青江菜2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青江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黑葉白菜2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黑葉白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荷葉白菜2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荷葉白菜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紅蘿蔔6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邱小姐 0927-299738
雲林縣元長鄉新吉村63-2
號

紅蘿蔔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杏鮑菇2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長樂菇類農場 049-2251715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1541
巷168號

杏鮑菇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黑木耳2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長樂菇類農場 049-2251715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1541
巷168號

黑木耳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珍珠菇18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長樂菇類農場 049-2251715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1541巷168號珍珠菇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豌豆苗12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峰有機芽菜農場 (03)3826688　 豌豆苗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綠豆芽3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峰有機芽菜農場 (03)3826688　
桃園市大溪區新峰里13份
12鄰15號

綠豆芽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青花苗1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峰有機芽菜農場 (03)3826688　
桃園市大溪區新峰里13份
12鄰15號

青花苗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永慶米(白
米)10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 (03)8831-789 花蓮縣富里鄉石牌村中興路26號白米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永慶米(糙
米)100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天賜糧源股份有限公司 (03)8831-789 花蓮縣富里鄉石牌村中興路26號糙米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禪茗-東方美人
茶(應稅)50g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台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
27122211#646
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1號前棟5樓

茶葉 無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與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 過敏原 是否使用基改 產品責任險

(原)英國懷茲奶奶
巧克力奶油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英國J Wild (Confectioners)
Ltd

+441535650501 

Millennium Business
Park, Station Road,
Steeton, Keighley, West
Yorkshire, BD20 6RB

強化小麥粉(碳酸鈣,還原鐵,煙鹼酸,維生素B1),植物油(非氫
化棕櫚油和棕櫚仁油,油菜籽油,水,鹽,天然香料),糖,純巧克
力片(糖,可可塊,可可脂,乳化劑(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鹽

可能含有堅果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英國懷茲奶奶
奶油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英國J Wild (Confectioners)
Ltd

+441535650501 

Millennium Business
Park, Station Road,
Steeton, Keighley, West
Yorkshire, BD20 6RB

強化小麥粉(碳酸鈣,還原鐵,煙鹼酸,維生素B1),含鹽奶油
(30％),糖,鹽

本產品含牛奶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皇家愛丁堡巧
口燕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英國Shortbread House of
Edinburgh Ltd

+441315555212 
14 Saxe Coburg Place,
Edinburgh, EH3 5BR

燕麥(33.5%),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和菜籽油),鹽,脂肪酸
甘油脂,天然色素:薑黃,婀娜多,香料,糖,麵粉,植物油(棕櫚油
和菜籽油),部分轉化糖漿,椰子,膨脹劑(碳酸氫鈉,磷酸二氫
鈉)

本產品含牛奶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原)皇家愛丁堡摩
卡奶油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
153091253-00000-1)

英國Shortbread House of
Edinburgh Ltd

+441315555212 
14 Saxe Coburg Place,
Edinburgh, EH3 5BR

麵粉,奶油,糖,米粉,植物油(棕櫚油和菜籽油),摩卡複合物[焦
糖糖漿,糖,咖啡萃取物,香料,甜味劑:麥芽糖醇],鹽

本產品含牛奶 無使用基改 富邦產責險-3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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