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 販售商 販售商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或進口商)電話 製造商(或進口商)地址 成份 過敏原 熱量 產品責任險

21風味館桃木燻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A-189627033-00000-6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7111
台南市永康工業區還公
路87號

雞肉、蔗糖、醬油、食鹽、香辛料(蒜、辣椒粉、洋蔥粉、薑粉)、豬血漿蛋白、乳糖、酵母粉、調味劑(檸檬酸鈉、
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品質改良劑(多磷酸
鈉)、香料、焦糖色素

無 216.7大卡/每100克 華南產物保險400萬

中元普渡拜拜套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A-189627033-00000-6 紙最金迷有限公司 02-29335067
台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五
段93號1樓

紙、錫箔、木材、檀香 無 無

原味千尋經典綜合分享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A-189627033-00000-6 安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4-8333215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
段421巷80號

清境蜂蜜乳酪絲：全脂牛奶、糖、奶油、蜂蜜、鹽、氯化鈣(食品製造劑)、植物性凝乳酵素、乳酸菌
熊本香菇脆片：香菇、果糖(樹薯粉)、食鹽、白胡椒粉、植物油(黃豆油、棕梠由)、L-麩酸鈉
豆豆桑元氣果仁：腰果、杏仁果、蔓越莓、南瓜子、麥芽糖、核桃、食鹽、糖、咖哩粉、梅粉

牛乳、堅果種子類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440.0大卡/每100克
黑胡椒杏仁香脆肉紙445.5大卡/每100
克

明台產物保險1000萬

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A-189627033-00000-6 全滋稻食品有限公司 02-22448888#207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
段340巷57號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白、葡萄糖、大豆油、D-山
梨醇液(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
黑胡椒杏仁香脆肉紙：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黑胡椒、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白、葡萄糖、大
豆油、D-山梨醇液(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

無
清境蜂蜜乳酪絲491.6大卡/每100克
豆豆桑元氣果仁497.6大卡/每100克
熊本香菇脆片171.3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200萬

堅果黑糖沙琪瑪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西塢食品廠有限公司 07-3512129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
570號

小麥粉、棕櫚油、麥芽糖、雞蛋、黑糖、芝麻、葡萄乾、南瓜子、杏仁片、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焦糖色素、食
鹽、香料

小麥粉、雞蛋 488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物保險3000萬

黑芝麻&三星蔥奇亞籽蛋捲組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維世康國際(股)公司 04-23112808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
段180巷1號

黑芝麻:蛋(殺菌蛋、藥殘檢驗未檢出)、麵粉(無漂白)、糖、棕櫚油、椰子油、奇亞籽、黑芝麻、L-阿拉伯糖
三星蔥:蛋(殺菌蛋、藥殘檢驗未檢出)、麵粉(無漂白)、糖、棕櫚油、椰子油、蔥、奇亞籽、胡椒、鹽、L-阿拉伯糖 花生等核果、蛋及其製品

三星蔥 550大卡/每100克
黑芝麻561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物保險3000萬

香椿蘇打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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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713688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613號

麵粉ˋ棕櫚油ˋ香椿ˋ麥芽糖ˋ砂糖ˋ起士粉ˋ芝麻ˋ鹽ˋ膨脹劑(碳酸氫胺ˋ碳酸氫鈉)ˋ食品製造用劑(酸性焦磷
酸鈣ˋ磷酸二氫鈣)ˋ酵母ˋ抗氧化劑(維生素E) 小麥 牛奶類製品 482大卡/每100克

國泰世紀產品責任險1504字第
03PD01465號保單續保

中祥復古經典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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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713688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1966黑糖餅乾):麵粉ˋ黑糖ˋ棕櫚油ˋ雞蛋ˋ奶粉ˋ葡萄糖漿ˋ鹽ˋ膨脹劑(碳酸氫胺ˋ碳酸氫鈉)ˋ抗氧化劑(偏亞
硫酸氫鈉ˋ維生素E) (1970麥穗蘇打):麵粉ˋ棕櫚油ˋ鹽ˋ膨脹劑ˋ(碳酸氫鈉)ˋ酵母ˋ抗氧化劑ˋ(維生素E)  (1977 小麥 牛奶類製品 蛋類原料

1966黑糖420大卡/每100克
1970麥穗蘇打507大卡/每100克

國泰世紀產品責任險1504字第
中祥復古經典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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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713688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
613號

硫酸氫鈉ˋ維生素E) (1970麥穗蘇打):麵粉ˋ棕櫚油ˋ鹽ˋ膨脹劑ˋ(碳酸氫鈉)ˋ酵母ˋ抗氧化劑ˋ(維生素E)  (1977
蔬菜餅乾):麵粉ˋ棕櫚油ˋ青蔥ˋ鹽ˋ膨脹劑ˋ(碳酸氫鈉)ˋ酵母ˋ抗氧化劑(維生素E)

小麥 牛奶類製品 蛋類原料 1970麥穗蘇打507大卡/每100克
1977蔬菜餅乾512大卡/每100克

國泰世紀產品責任險1504字第
03PD01465號保單續保

北日本城市沙拉棒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A-179995261-00000-6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445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
段91巷35弄40號1樓

麵粉，植物性油脂，砂糖，葡萄糖，玉米澱粉，人造奶油(含牛奶製品)，酥油(含大豆)，食鹽，白芝麻，乾燥蔬菜(菠
菜、蕃茄、青蔥)，酵母菌，青海苔，香辛料，粉末醋，肉類萃取物(含雞肉)，水解蛋白，蔬菜萃取粉，膨脹劑，調
味料(胺基酸等)，酸味料，酵素，食品酵母

本產品包含麵粉、牛奶、大豆、芝麻等成分。對穀類、奶類、大
豆、芝麻過敏者，不宜使用。
本產品之製造工廠亦生產含有穀類、甲殼類、蛋類、奶類、大豆、
芝麻等產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496大卡/每100克 蘇黎世產險2500萬

健司加藤日本風高級仙貝禮盒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A-179995261-00000-6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445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
段91巷35弄40號1樓

滿月仙貝:澱粉(馬鈴薯),植物油脂(菜籽油、棕櫚油),馬鈴薯澱粉,魷魚,小蝦,石蓴,蝦,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 ),食鹽,砂糖,膨脹劑(鉀明礬)
玄米仙貝:澱粉(木薯澱粉、糯玉米澱粉),糙米,馬鈴薯澱粉,植物油脂(菜籽油、棕櫚油),蝦,調味劑(氯化鉀),DL-蛋胺酸, 乳
酸鈣,磷酸氫二鉀,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琥珀酸、 L-麩酸
鈉),鹽,砂糖,水解蛋白(含玉米、大豆、小麥、沙丁魚、鰹魚),糊精,咖啡豆萃取物

滿月仙貝:本產品含有來自魷魚、蝦成分。對甲殼類、軟體動物類過
敏者，不宜使用。
本商品之製造工廠亦生產含有穀類、甲殼類、螺貝類、蛋類、魚
類、花生大豆、奶類、堅果、亞硫酸鹽、芒果、芹菜、芥菜、奇異
果、芝麻、軟體動物類、羽扇豆等產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玄米仙貝:本產品含有來自小麥、大豆、魚類、蝦子成分。對穀類、
甲殼類 、魚類、大豆產品過敏者，不宜使用。
本商品之製造工廠亦生產含有穀類、甲殼類、螺貝類、蛋類、魚
類、花生大豆、奶類、堅果、亞硫酸鹽、芒果、芹菜、芥菜、奇異
果、芝麻、軟體動物類、羽扇豆 等產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514大卡/每100克 蘇黎世產險2500萬

台糖葵花油3公升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D-103794905-00000-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小港廠

07-8135077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33號

100%純葵花油 無 900大卡/每100ml 新光產險1000萬

台糖大豆沙拉油3公升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D-103794905-00000-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
事業部小港廠

07-8135077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
133號

100%純大豆沙拉油 無 900大卡/每100ml 新光產險1000萬

台糖茄汁鯖魚(紅罐)3入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D-103794905-00000-8 隆育企業有限公司 03-9904622
宜蘭縣冬山鄉德興四路
17號

鯖魚、番茄糊、蔗糖、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甘草粉、大豆油 無 149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險2500萬台糖茄汁鯖魚(紅罐)3入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D-103794905-00000-8 隆育企業有限公司 03-9904622
17號

鯖魚、番茄糊、蔗糖、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甘草粉、大豆油 無 149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險2500萬

台糖安心豚豬肉醬(五香)3入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D-103794905-00000-8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大園廠 03-3866317
桃園市大園區大工路11
號

精選台糖豬肉、番茄糊、黃豆醬、大豆蛋白、紅蔥頭、蔗糖、醬油、蒜頭、米酒、胡椒粉、呈味核苷酸二鈉(調味劑)、胡蘿蔔色素。無 128.8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險2500萬

乖乖5入好運綜合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H-104217017-00000-7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02) 2388-6166
#1524

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48
號

1.乖乖奶油椰子：非基因改造玉米、砂糖、奶油、椰子粉、全脂奶粉、乳清粉、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
血酸棕櫚酸酯))、鹽、碳酸鈣
2.乖乖五香：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花生醬 (花生、脂肪酸甘油
酯)、蝦米、釀造醬油(水、黃豆、小麥、鹽、砂糖、著色劑(焦糖色素)、酵母抽出物、調味劑(蘋果酸、檸檬酸鈉)、糊
精、甜味劑(甘草萃)、紅麴色素)、砂糖、麥芽糖、鹽、乳化劑 (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檸檬酸甘油酯)、焦
糖色素(普通焦糖) 、椰子粉、調味劑 (味精 (L-麩酸鈉)、香菇精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門冬酸鈉、檸檬酸)、肉味調味料(食鹽、糊精、乳糖、醬油粉、水解植物蛋白
(小麥來源)、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
胺基乙酸)、氫化棕櫚油、砂糖、棕櫚油、豬肉抽出物、洋蔥粉、葡萄糖、香料、D-木糖、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
合濃縮生育醇))、胡椒粉、水解植物蛋白(小麥來源)、乳糖、普魯蘭膠(微生物製取)、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抗氧
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1.乖乖奶油椰子：本產品含有牛奶。
2.乖乖五香：花生、蝦、含有麩質的穀類、大豆、牛奶及其製品。本
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魚類、蟹、頭
足類、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

五香乖乖498大卡/每100克
椰子乖乖 435大卡/每100克
孔雀香魚449大卡/每100克
彎的-玉米濃湯537大卡/每100克
彎的-煉乳527大卡/每100克
喔喔燒大阪章魚燒532大卡/每100克 第一產物保險1000萬

乖乖5入好運綜合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H-104217017-00000-7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02) 2388-6166
#1524

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48
號

3.孔雀香魚：麵粉、砂糖、棕櫚油(軟質棕櫚、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玉米澱粉、太白粉、麥芽糖、魚
粉、黑芝麻、膨脹劑(碳酸氫銨(碳酸氫銨、碳酸鎂)、酒石酸氫鉀)、鹽、味素(L-麩酸鈉)、醬油粉(醬油、鹽、麥芽糊
精、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L-丙胺酸、焦糖色素)、食用修飾澱
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氫鈣、酵母抽出物、花生醬(花生、脂肪酸甘油酯)、素食調味粉(糊精、醬油粉(醬油、
糊精、食鹽)、酵母精粉(酵母抽出物、鹽、糊精)、糖、水解植物蛋白(小麥來源)、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菜籽油、氫化棕櫚油、胡蘿蔔精粉(胡蘿蔔抽出物、氧化澱粉)、鹽、焦糖色素、香
料)、香菇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蒜頭粉、酒石酸、乙基麥芽醇、抗氧化劑(混合濃
縮生育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著色劑(食用黃色五號、食用黃色四號)、甜味劑(甘草萃)
4.彎的脆果煉乳：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砂糖、煉乳(砂糖、奶粉、

3.孔雀香魚：本產品含有：含有麩質的穀類、魚類、堅果種子類、大
豆、花生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
理：牛奶及其產品。
4.彎的脆果煉乳：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
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

五香乖乖498大卡/每100克
椰子乖乖 435大卡/每100克
孔雀香魚449大卡/每100克
彎的-玉米濃湯537大卡/每100克
彎的-煉乳527大卡/每100克
喔喔燒大阪章魚燒532大卡/每100克

第一產物保險1000萬

4.彎的脆果煉乳：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砂糖、煉乳(砂糖、奶粉、
水、鮮奶、脂肪酸甘油酯、乳糖)、奶油、奶粉、乳清粉、食用修飾澱粉(氧化澱粉)、麥芽糖、麥芽糊精、焦糖色素
(普通焦糖)、乳清蛋白、葡萄糖、香料(牛奶香料(含丙二醇、中鏈三酸甘油脂、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棕櫚
油、甘油、阿拉伯膠)、焦糖香料(含丙二醇)、香草香料(含葡萄糖粉、阿拉伯膠、丙二醇)、乙基麥芽醇)、碳酸鈣、
鹽、碳酸氫鈉、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
品。



商品名稱 販售商 販售商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或進口商)電話 製造商(或進口商)地址 成份 過敏原 熱量 產品責任險

乖乖5入好運綜合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H-104217017-00000-7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02) 2388-6166
#1524

桃園市中壢區東園路48
號

5.彎的脆果玉米濃湯：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 、砂糖、乳清粉、脫脂
奶粉、全脂奶粉、玉米濃湯調味粉 (砂糖、奶精粉(玉米糖漿、氫化椰子油、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
多磷酸鉀、矽鋁酸鈉、乳酸硬脂酸鈉)、鹽、味精 (L-麩酸鈉)、麥芽糊精、香料、二氧化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甜味劑(甜菊醣苷))、麥芽糊精、玉米醬粉(玉米醬(玉米、糖、澱粉、
鹽)、麥芽糊精、砂糖、β-胡蘿蔔素(含麥芽糊精、中鏈三酸甘油酯、砂糖、阿拉伯膠、β-胡蘿蔔素) 、玉米香料)、馬
鈴薯粉(馬鈴薯、抗氧化劑(維生素C、二丁基羥基甲苯)、固體乳清、乾酪素鈉、乾酪素鈣、磷酸鈣、氫氧化鈣、脂肪
酸甘油酯、焦磷酸鈉、亞硫酸氫鈉)、奶精粉(葡萄糖漿、棕櫚油、乾酪素鈉、磷酸鉀、品質改良用劑(磷酸氫二鉀、
多磷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二氧化矽、鹽)、葡萄糖、乾酪粉(帕米桑乾
酪、小麥纖維)、香料(玉米香料(含丙二醇)、甜玉米香料(含丙二醇)、牛奶香料(含麥芽糊精) 、香草香料(含葡萄糖、
阿拉伯膠、丙二醇)、培根香料(含乳糖))、鹽、濃縮乳清蛋白、焦糖色素(普通焦糖)、肉味調味料(食鹽、糊精、乳
糖、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植物水解蛋白(小麥來源)、調味劑(味精(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 、氫化棕櫚油、砂糖、棕櫚油、豬肉抽出物、乳酸鈣、麥芽
糊精、洋蔥粉、葡萄糖、D-木糖、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洋蔥粉、乳酵母粉、蛋黃粉、碳酸鈣、
洋香菜葉、大豆卵磷脂、二氧化矽、抗氧化劑 (混合濃縮生育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6.喔喔燒大阪章魚燒：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砂糖、麵包屑(麵粉、
水、植物油(棕櫚油、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鹽、酵母、非基因改造黃豆粉、玉米澱粉、品質
改良劑(硫酸鈣、L-半胱胺酸鹽酸鹽)、膨脹劑(碳酸氫銨)、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醬油、炒麵醬粉(砂糖、鹽、
醋、香辛料(胡椒)、菜籽油、洋蔥、蒜、辣椒、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蘋果酸、檸檬酸)、焦糖色素(普通焦糖)、碳酸鈣)、食用修飾澱粉(氧化澱粉)、葡萄糖、奶
粉、柴魚粉(鰹魚、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麥芽糊精)、烏斯
達醬(醋、砂糖、鹽、蔬果(洋蔥、蕃茄、蘋果)、焦糖色素(普通焦糖)、香辛料(胡椒、蒜)、酵母抽出物、鹽、糊精、
胡椒粉、蒜粉、洋蔥粉、生薑粉)、糖蜜、焦糖色素(普通焦糖)、海苔粉、蝦醬粉(糊精、蝦醬、鹽)、蛋黃粉、酵母抽

5.彎的脆果玉米濃湯：本產品含有：蛋、牛奶、含有麩質的穀類、大
豆及其製品。
6.喔喔燒大阪章魚燒：本產品含有：含有麩質的穀類、蝦、魚類、頭
足類、蛋、牛奶、大豆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
生產管線有處理：堅果種子類、花生及其產品。

五香乖乖498大卡/每100克
椰子乖乖 435大卡/每100克
孔雀香魚449大卡/每100克
彎的-玉米濃湯537大卡/每100克
彎的-煉乳527大卡/每100克
喔喔燒大阪章魚燒532大卡/每100克

第一產物保險1000萬

胡椒粉、蒜粉、洋蔥粉、生薑粉)、糖蜜、焦糖色素(普通焦糖)、海苔粉、蝦醬粉(糊精、蝦醬、鹽)、蛋黃粉、酵母抽
出物、蝦殼粉、烤魷魚粉(魷魚、砂糖、醬油粉、L-麩酸鈉)、肉味調味料(食鹽、糊精、乳糖、醬油粉、水解植物蛋白
(小麥來源)、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氫化棕櫚
油、砂糖、棕櫚油、豬肉抽出物、洋蔥粉、葡萄糖、香料、D-木糖、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奶
油、香料(烤肉香料(麥芽糊精、L-麩酸鈉、磷酸鈣、檸檬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章魚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乳糖、二氧化矽)、章魚燒香料(含丙二醇))、碳酸鈣、胺基乙酸、大豆卵磷脂、檸檬
酸、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旺仔小饅頭經濟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G-141695406-00000-9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221-991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
680巷190號

成分：馬鈴薯澱粉、砂糖、雞蛋、低筋麵粉、脫脂奶粉、蜂蜜、麥芽糖漿、乳糖、卵磷脂、精鹽
食品添加物：香料 牛奶,雞蛋 385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000萬

米豆經濟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G-141695406-00000-9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221-991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
680巷190號

商品成分：糯米、砂糖、醬油、玉米澱粉、馬鈴薯澱粉、紅椒色素、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粘稠劑(磷酸二澱
粉)、調味劑(L-麩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乳化劑(脂肪酸蔗糖脂) 無 391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000萬

紅麴物語經濟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H-104217017-00000-7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221-991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
680巷190號

商品成分：精米、棕櫚油、馬鈴薯澱粉、砂糖、精鹽、麥芽糊精、紅麴粉、小麥胚芽、海洋深層鹽                    食品
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品質改良劑(碳酸鈣) 無 469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000萬

浪味仙分享包 乖乖股份有限公司 H-104217017-00000-7 宜蘭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221-991
宜蘭縣蘇澳鎮新城路13
號

商品成分：
番茄-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粉、棕櫚油、麥芽糊精、砂糖、精鹽、番茄粉、醬油粉、雞肉粉、洋蔥粉、蒜粉、紅椒
粉、酵母抽出物、醋粉、辣椒粉。
蔬菜-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粉、棕櫚油、砂糖、精鹽、青蔥粉、白胡椒粉。
海苔-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粉、棕櫚油、砂糖、麥芽糊精、海苔、醬油粉、海苔精粉、葡萄糖、海鮮味粉、蛤蠣精
粉。
香蒜-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粉、棕櫚油、麥芽糊精、砂糖、精鹽、蒜粉、芝士粉、乳清粉、奶精粉、醬油粉、酵母抽
出物、雞肉粉。
食品添加物：
番茄-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香料。

牛奶及其製品

蔬菜506大卡/每100克
香蒜510大卡/每100克
海苔500大卡/每100克
番茄467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000萬

番茄-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香料。
蔬菜-調味劑(L-麩酸鈉)。
海苔-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香料。
香蒜-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

KittyXRody純釀造蜂蜜梅酒 二林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N-127880653-00000-0 二林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03-5349012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中
和巷13號之15

青梅、蜂蜜 無 酒類免標熱量 台灣產物2000萬

多喝水1500ml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6121907-00000-0 群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980886
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內
埔路1-1號

水 無 0大卡/每100ml 明台產險1000萬

百事可樂600ml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6121907-00000-0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62-2111
台中市沙鹿區興安路65
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焦糖色素,磷酸,咖啡因,香料 無 46大卡/每100ml 明台產險1000萬

百事可樂330ml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6121907-00000-0 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662-2111
台中市沙鹿區興安路65
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焦糖色素,磷酸,咖啡因,香料 無 46大卡/每100ml 明台產險1000萬

FIN健康補給飲料1460ml 客集股份有限公司 A-197085911-00000-8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0800-21108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78號

水、高果糖糖漿、菊糖、香料(含乙醇、水、阿拉伯膠、醋酸異丁酸蔗糖酯、棕櫚油)、氯化鈉、檸檬酸、檸檬酸鈉、
氯化鉀、氯化鎂、乳酸鈣、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 無 17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1000萬

黑松汽水C&C氣泡飲(檸
檬)330ml

客集股份有限公司 A-197085911-00000-8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0800-21108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78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砂糖、濃縮檸檬果汁、檸檬酸、香料(含乙醇、水、阿拉伯膠、醋酸異丁酸蔗糖酯、棕櫚油)、
檸檬酸鈉、維他命C(L-抗壞血酸)、紅花黃(含乙醇、糊精)、綜合維生素B群(含麥芽糊精、乳糖、煙鹼硫胺、維生素
B6、葉酸、維生素B12)、β-胡蘿蔔素(含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脂、砂糖)

無 40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1000萬

FIN健康補給飲料300ml 客集股份有限公司 A-197085911-00000-8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0800-21108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78號

水、高果糖糖漿、菊糖、香料 (含乙醇.水.阿拉伯膠.醋酸異丁酸蔗糖酯.棕櫚油)、檸檬酸、氯化鈉、檸檬酸鈉、DL-蘋
果酸、氯化鉀、氯化鎂、乳酸鈣、重合磷酸鹽(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蔗糖素(甜
味劑)

無 18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1000萬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黑松沙士245ml 客集股份有限公司 A-197085911-00000-8 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0800-211080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
178號

碳酸水、砂糖、焦糖色素(純砂糖熬煮而成)、香料(含乙醇、水)、檸檬酸 無 41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1000萬

原萃日式綠茶1250ml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

H-180033073-00000-9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3) 364-8800
台中市梧棲區草湳里13
鄰大業路6號

水、茶葉萃取物(綠茶)、維生素C鈉鹽(抗氧化劑)、抹茶、碳酸氫鈉(小蘇打) 無 0大卡/每100ml 富邦產險29,855.9萬

動元素運動飲料600ml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

H-180033073-00000-9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3) 364-8800
330桃園市龜山工業區
興邦路46號

水、高果糖糖漿、檸檬酸、礦物鹽(包括氯化鈉、氯化鉀、硫酸鎂及乳酸鈣)、檸檬酸鈉、香料、維生素C(抗氧化
劑)、蔗糖素(甜味劑)

無 15大卡/每100ml 富邦產險29,855.9萬

芬達橘子330ml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

H-180033073-00000-9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3) 364-8800
330桃園市龜山工業區
興邦路46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天然香料、檸檬酸、胡蘿蔔素、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維生素C(抗氧化劑) 無 48大卡/每100ml 富邦產險29,855.9萬

可口可樂330ml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

H-180033073-00000-9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3) 364-8800
330桃園市龜山工業區
興邦路46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蔗糖、焦糖色素、磷酸、香料、咖啡因 無 42大卡/每100ml 富邦產險29,855.9萬

雪碧330ml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可口可樂股
份有限公司

H-180033073-00000-9
英屬維京群島商太古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3) 364-8800
330桃園市龜山工業區
興邦路46號

碳酸水、高果糖糖漿、檸檬酸、天然香料、檸檬酸鈉 無 46大卡/每100ml 富邦產險29,855.9萬

希望之露蘋果汁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A-122454883-00000-4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02)2218-1010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
路538巷1號2F

蘋果(青森縣產). 無 56大卡/每100ml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希望果實彩園蔬果汁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A-122454883-00000-4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02)2218-1010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
路538巷1號2F

蘋果,胡蘿蔔,蕃茄,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無 37.8大卡/每100ml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黃金蜂蜜柚子茶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A-122454883-00000-4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02)2218-1010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
路538巷1號2F

柚子,砂糖,果糖,奧利果寡糖,蜂蜜,檸檬酸,海草纖維素 無 270大卡/每100克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激安殿堂竹鹽海苔12入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A-122454883-00000-4 恩旺貿易有限公司 (02)2218-1010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
路538巷1號2F

乾海苔,玉米油,胡麻油,食鹽,L-麩酸鈉,竹鹽. 無 24大卡/每1份量 4.5克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 36大卡/每100ml
津津蘆筍汁245ml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003799-00000-3 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800432071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5
段45號

水、果糖、砂糖、蘆筍濃縮汁、檸檬酸、胺基乙酸、鹽、L-麩酸鈉、香料、維生素B2 無
36大卡/每100ml
本包裝含 12份

台灣產險2000萬

紅牌速纖纖維飲料250ml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003799-00000-3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432071
彰化縣福興工業區興業
路14號

水、砂糖、小麥水溶性纖維、檸檬酸、檸檬酸鈉、蘋果濃縮汁、香料(含丙二醇)、酸甲基纖維素鈉、綜合蔬果濃縮汁
(綠花椰菜汁、包心白菜汁、芹菜汁、波菜汁、甘蔗汁、百香果汁、胡蘿蔔汁、白葡萄濃縮汁、鳳梨濃縮汁、檸檬
汁、甘藍菜汁、萵苣汁)紅花黃色素、B-胡蘿蔔素

無 38大卡/每100ml 台灣產險3600萬



商品名稱 販售商 販售商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或進口商)電話 製造商(或進口商)地址 成份 過敏原 熱量 產品責任險

波蜜果菜汁250ml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003799-00000-3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432071
彰化縣福興工業區興業
路14號

水、砂糖、紅蘿蔔汁、鳳梨濃縮汁、紅蘿蔔濃縮汁、蘋果濃縮汁、芹菜汁、果糖、酸甲基纖維素鈉、柳橙濃縮汁、
檸檬酸、檸檬濃縮汁、波菜汁 無 37大卡/每100ml 台灣產險3600萬

愛之味麥仔茶250ml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003799-00000-3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00432071
彰化縣福興工業區興業
路14號

水、糖、大麥、決明子、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碳酸氫鈉(小蘇打) 無 16大卡/每100ml 台灣產險3600萬

蔗雞王三牲禮組合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涓科技有限公司 02-2906-788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7
巷46號

蔗香雞: 土雞肉.鹽.糖.醬油.冰糖.五香粉.花椒粉.肉桂粉.白胡椒.月桂葉.豆蔻粉(添加物:調味劑-味精.L-麩酸鈉.琥珀酸二
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5'次黄嘌呤核甘磷酸二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                                                          蔗香
三層肉: 後腿五花肉.蒜頭.薑.鹽.糖.醬油.五香.肉桂. 八角.小茴香.柴魚片.月桂葉.鰹魚粉(添加物:調味劑-味精.L-麩酸鈉.
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5'次黄嘌呤核甘磷酸二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
香酥魚: 鱸魚.鹽,胡椒鹽

無
蔗香雞114.7大卡/每100克
蔗香三層肉359.3大卡/每100克
香酥魚183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蔗雞王蔗香公雞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涓科技有限公司 02-2906-788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7
巷46號

土公雞.鹽.糖.冰糖.五香粉.花椒粉.肉桂.白胡椒.月桂葉.豆蔻粉(添加物:調味劑-味精.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
胺基乙酸.5'次黄嘌呤核甘磷酸二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 無 202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農心安城湯麵20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星禾國際有限公司 03-386-8282
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
104號

▲麵: 小麥粉, 棕櫚油, 馬鈴薯澱粉, 精製馬鈴薯澱粉, 鹽, 麥芽糊精,
　大蒜萃取物, 甜味劑(D-山梨醇), 碳酸鉀, 碳酸鈉, 磷酸鈉,
　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抗氧化劑(維生素E), 大豆卵磷脂,
　綠茶萃取物, 著色劑(核黃素)
▲調味包: 麥芽糊精, 水解大豆蛋白質, 水解小麥蛋白質, 鹽, 大豆, 小麥粉,
　酵母萃取物, 醬油, 大蒜, 黑胡椒, 香菇, 糖, 紅辣椒, 紅辣椒籽油, 大蒜,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乾燥海帶, 乾燥紅辣椒, 著色劑(焦糖色素)

無 425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農心馬鈴薯麵20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星禾國際有限公司 03-386-8282
桃園市大園區民生路
104號

▲麵: 馬鈴薯澱粉, 小麥粉, 棕櫚油, 小麥麵筋, 馬鈴薯粉, 鹽, 碳酸鉀, 磷酸鈉,
　碳酸鈉, 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抗氧化劑(維生素E), 大豆卵磷脂,
　麥芽糊精, 大蒜萃取物, 甜味劑(D-山梨醇), 大蒜油, 綠茶萃取物, 檸檬酸,
　著色劑(核黃素)
▲調味包: 洋蔥, 麥芽糊精, 水解大豆蛋白, 大白菜, 鹽, 酵母萃取物, 大蒜, 水,
　大白菜, 糖, 菠菜, 水解小麥蛋白, 精製玉米澱粉, 櫛瓜, 胡蘿蔔,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琥珀酸二鈉,
　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 檸檬酸鈉, 葡萄糖, 辣椒, 蘑菇萃取物, 番茄, 蘿蔔,
　大蒜萃取物, 洋蔥萃取物, 棕櫚油, 磷酸鉀, 醬油, 玉米粉, 水解玉米蛋白,
　精製樹薯澱粉, 小麥麵筋, 膨脹劑(酒石酸氫鉀), 黑胡椒油, 海帶, 蔥, 維生素B1,
　檸檬酸, 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 米糠油, 薑油, 黑胡椒, 甜味劑(D-木糖),
　高果糖玉米糖漿, 二氧化矽, 碳酸鈉, 樹薯澱粉, 甘草, 著色劑(焦糖色素), 薑,
　黑胡椒油, 鹽酸L-二胺基己酸, 牛磺酸, 薑油, 白胡椒萃取物, 甜味劑(D-山梨醇),
　丙二醇, 辣椒油, L-天冬醯胺酸, 麩醯胺酸, 乳酸, 辣椒萃取物, 葡萄籽萃取物,
　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脂肪酸蔗糖酯), 大豆卵磷脂, 甘油, 磷酸鈣,
　阿拉伯膠, 精緻玉米澱粉, 辣椒萃取物, 黑胡椒油, 樹薯澱粉, 菜籽油
▲附加調味料: 乾燥高麗菜, 乾燥白菜

無 453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麻醬乾麵-
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芝麻、醬油、醋、冰糖
油蔥乾麵-
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紅蔥頭、醬油、天然豬油、天然調味料
麻辣乾麵-

傳統味泡麵五味飄香組合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傳統味企業有限公司 02-2362-2634
 臺北市大安區古莊里羅
斯福路３段９５號１１
樓

麻辣乾麵-
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醬油、花椒、植物油、辣豆瓣醬、辣椒粉、酒釀、黃豆醬、天然辛香料
傻瓜乾麵-
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芝麻、醬油、純釀米醋、蔬果汁、鹽、糖、水、天然焦糖、天然辛香料
日式蕎麥涼麵-
麵：75g±5g醬包：48g±5g
內容物：蕎麥麵、和風醬包、芝麻海苔包、山葵包。麵成份：蕎麥粉、小麥、麵粉、食鹽、焦糖液、水。醬料成
份：西洋山葵、醬油、醋、冰糖、芝麻、海苔、鹽
麻油乾拌麵線-
麵：75g±5g醬包：27g±3g。內容物：麵線、黑豆蔭油膏包、麻油包。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黑芝
麻、黑豆、澱粉、鹽、糖
芝麻炸醬乾麵-
麵：75g±5g醬包：30g±3g。內容物：麵、芝麻炸醬包。麵成份：麵粉、食鹽、水。醬料成份：白芝麻、豆瓣醬、
植物油、鹽、糖、辣椒

小麥. 芝麻

麻醬乾麵每334.2大卡/每100克
麻辣乾麵每228.9大卡/每100克
日式蕎麥麵每289.8大卡/每100克
油蔥乾麵每336.9大卡/每100克
傻瓜乾麵每245.4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正哲生技礦鹽蘇打餅組合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
(02)2618-3508 分機
58

新北市八里區 249龍米
路二段2-1號

胡椒蕎麥:小麥麵粉、棕櫚油、白芝麻、紅糖、酵母粉、大麥麥芽精(裸大麥、酶製劑) 、辛香料(白胡椒粉、辣胡椒粉
、花椒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白胡椒粉、羅勒)白胡椒粉、亞麻籽、黑芝麻 、礦鹽(比例0.41%) 小麥麩皮、昆布
粉、香菇粉、蕎麥粉、 碳酸氫鈉(小蘇打)    香椿:小麥麵粉、棕櫚油 、紅糖、芝麻、大麥麥芽精(裸大麥、酶製劑)、
礦鹽(比例1.22%)、乾酵母、香椿葉、白胡椒粉、昆布粉、碳酸氫鈉、唐辛子(辣椒)、羅勒  海苔:：小麥麵粉、棕櫚
油、紅糖、起司粉、大麥麥芽精 、小麥麩皮、乾酵母、礦鹽(比例0.64%) 、海苔 、大豆抽出物(含卵磷脂)、小麥胚
芽、白胡椒粉、大豆蛋白(無添加奶粉)、啤酒酵母、昆布粉 、白芝麻 、 碳酸氫鈉(小蘇打)   香辣：小麥麵粉、棕櫚
油、脫水奶油、糖、黑胡椒、白芝麻、大麥麥芽精(裸大麥、酶製劑) 、亞痲籽 、 礦鹽(比例1.55%) 礦鹽(比例0.64%)
、小麥麩皮、乾酵母、起司粉、海苔 、白胡椒、花椒、辣椒粉、羅勒、奧勒岡、洋香菜、昆布粉、香菇粉、碳酸氫
鈉(小蘇打)

無

香辣百匯風味253.17大卡/每100克
三寶海苔風味248.18大卡/每100克
香椿風味248.57大卡/每100克
胡椒蕎麥風味245.71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鈉(小蘇打)

弘森綜合軟糖(龜苓膏+紅棗)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 路367號
龜苓膏軟糖：水飴洋菜 / 海藻抽取物/青草膏/百草蜜焦糖/德製椰子油
紅棗軟糖：水飴洋菜 / 海藻抽取物/青草膏/紅糖蔗糖/德製椰子油 無

龜苓膏352大卡/每100克
紅棗358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翠果子MIDO-頭等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豆之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
段226巷31號

海苔小捲+翠果子+腰果+杏仁 無 507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松記名點饞豆組(咖哩+川辣)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松記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02-2992-7333
242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
里頭前路2巷7號

 脫殼蠶豆、植物油、野生雞心辣椒、川辣花椒、天然岩鹽、咖哩粉 蠶豆 470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三星蔥牛軋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正六香有限公司 02-8282-7909
新北市蘆洲區永康里環
堤大道82號

麵粉、奶油、麥芽、海藻糖、糖、蛋、鹽、蔥、芝麻 奶油 502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熊很大甜甜圈(草莓+藍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海納川貿易有限公司 02-2555-7625*10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
段32號12樓之4

草莓口味：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砂糖、葡萄糖、麥芽糊精、奶
粉、草莓果汁粉(草莓濃縮汁、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砂糖、檸檬酸、洛神花萃取物(洛神花萃取液、麥芽
水飴)、草莓香料、β-胡蘿蔔素(含麥芽糊精、中鏈脂肪酸、砂糖、阿拉伯膠、β-胡蘿蔔素)、檸檬酸、香料(草莓香料
(含丙二醇)、牛奶香料(含丙二醇)、香草香料(含葡萄糖粉、阿拉伯膠、丙二醇)、乙基麥芽醇、糖香料(含糖蜜、麥芽
糊精))、鹽、大豆軟磷脂、乳酸粉(含乳酸、乳酸鈣、二氧化矽)、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混合濃縮生育醇(含大豆
油)、檸檬酸鈉、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藍莓口味：非基因改造玉米、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砂糖、葡萄糖、麥芽糊精、奶
粉、麥芽糊精、乳清粉、藍莓果汁粉(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藍莓濃縮汁、葡萄汁色素、麥芽糊精、藍莓香料、檸檬
酸、葡萄果皮色素、梔子藍色素)、香料(藍莓香料(含丙二醇)、牛奶香料(含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棕櫚油、甘
油、阿拉伯膠、丙二醇)、糖香料(含糖蜜、麥芽糊精)、乙基麥芽醇)、酒石酸、乳酵母粉、鹽、乳酸粉(乳酸、乳酸
鈣、二氧化矽)、檸檬酸、檸檬酸鈉、大豆卵磷脂、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食用藍色一號)、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
醇(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無
草莓519大卡/每100克
藍莓471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牛奶口味:玉米、棕櫚油、砂糖、奶粉、鹽、乳清粉、酥油(棕櫚油、黃豆油、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脂、卵磷

熊很大甜甜圈(牛奶+巧克力)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海納川貿易有限公司 02-2555-7625*10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
段32號12樓之4

牛奶口味:玉米、棕櫚油、砂糖、奶粉、鹽、乳清粉、酥油(棕櫚油、黃豆油、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脂、卵磷
脂、牛奶香料、丁基羥苯甲醚、-胡蘿蔔素、檸檬酸)
巧克力口味成分:玉米、棕櫚油、砂糖、奶粉、鹽、乳清粉、可可粉

無
牛奶557.6大卡/每100克
巧克力526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險15000萬

十味觀紅油辣子2入 吉康食品 B-123107476-00000-9 吉康食品 02-2788-1929
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
167號1樓

大豆沙拉油、乾辣椒片、豆豉、花椒、糖、芝麻、鹽 大豆、芝麻 893大卡/每100克 明台產險1000萬元



商品名稱 販售商 販售商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或進口商)電話 製造商(或進口商)地址 成份 過敏原 熱量 產品責任險

泰山黑八寶12入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661701-00000-6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8742211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一
段788號

水、蔗糖、 黑糯米、 黑豆 、大麥仁、 燕麥 、紅豆、 綠豆、 桂圓、黑糖、糖蜜、黑芝麻、香料（含丙二醇、乙醇、
水、蔗糖）、 品質改良劑（無水碳酸鈉、多磷酸鈉、偏磷酸鈉、焦磷酸鈉） 黑豆、大麥仁、燕麥、黑芝麻 75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泰山健康好理由純芥花油2.6公升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661701-00000-6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8742211
彰化縣田中鎮興工路6
號

芥花油 無 826大卡/每100ml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泰山台灣花生湯6入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159661701-00000-6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8742211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一
段788號

水、花生、蔗糖、品質改良劑（無水碳酸鈉、多磷酸鈉、偏磷酸鈉、焦磷酸鈉) 花生 109大卡/每100克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000萬

比利時時代啤酒330ml6入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A-180243583-00000-1 捷成國際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653-0600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21號6樓之五

大麥芽、水、穀物、啤酒花、酵母 無 酒類免標熱量

雙健茶王輕檸茶530ml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Q-165534366-00000-2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0800-211521
嘉義縣民雄鄉工業二路
11號

水、異麥芽寡糖、糖、冰糖、茶葉、蘋果酸、香料、檸檬酸、甜味劑(醋磺內酯鉀)、檸檬酸鈉、檸檬濃縮汁、甜味劑
(蔗糖素)(含天然咖啡因20mg/100ml以下) 無 19.2大卡/每100ml 國泰世紀產險5000萬

妞妞甜八寶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Q-165534366-00000-2 愛之味股份有限公司 0800-211521
嘉義縣民雄鄉工業二路
11號

水、糖、糯米、大麥、紅豆、花生、桂圓、薏仁、甘蔗糖漿、玉米澱粉、磷酸二澱粉、焦糖糖漿、栗子、白木耳、
蒟蒻粉、海藻酸鈉 大麥、花生 72.7大卡/每100克 國泰世紀產險5000萬

每朝烏龍茶650ml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70806628-00000-6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 2359-0808 台中市工業區九路15號
水、烏龍茶(含咖啡因22毫克/100毫升)、菊苣纖維、香料(含乙醇、水、甘油、丙二醇、維生素B1)、維生素C(抗氧化
劑)、小蘇打

無 0大卡/每100ml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御茶園冰釀綠茶335ml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70806628-00000-6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 2359-0808 台中市工業區九路15號
水、蔗糖、綠茶茶葉 (含咖啡因20毫克/100毫升以下)、抗氧化劑 (維生素C、異抗壞血酸鈉)、小蘇打、香料(含丙二
醇,乙醇,水)

無 18.4大卡/每100ml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舒跑250ml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70806628-00000-6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 2359-0808 台中市工業區九路15號

水、高果糖糖漿、蔗糖、異麥芽寡糖漿、檸檬酸、香料(含水、乙醇、阿拉伯膠、醋酸異丁酸蔗糖酯、中鏈三酸甘油
酯)、葡萄糖、檸檬酸鈉、氯化鈉、胺基乙酸、維生素C、乳酸鈣、果糖、氯化鉀、L-天門冬酸鈉、氯化鎂、綜合胺基
酸 (L-精胺酸、鹽酸L-二胺基己酸、L-異白胺酸、 L- -胺基異戊酸、L-白胺酸)

無 28.4大卡/每100ml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御茶園特上奶茶250ml 維他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70806628-00000-6 久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768-8562
彰化縣福興工業區興業
路14號

水、蔗糖、奶粉、奶精 (玉米糖漿、氫化椰子油、乾酪素鈉、檸檬酸鉀、二氧化矽、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
磷酸氫二鉀、碳酸鈉）、茶葉（含咖啡因20毫克/100毫升以下）、大麥、乳化安定劑（硬脂酸蔗糖酯、棕櫚酸蔗糖
酯）、香料(含丙二醇、水、乙醇、焦糖色素、維生素B1)、北海道煉乳（牛奶、蔗糖）、乾酪素鈉、氯化鈉、決明
子、小蘇打、和三盆糖

無 43.7大卡/每100ml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三好米-15度C御膳米 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22608851-00000-0 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297-7088
萬華區西昌街142號8樓
之5

米 無 341大卡/每100克 新光產險 1000萬

開喜凍頂烏龍茶無糖340ml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美達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庫廠

05-6622636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路36
號

水、蔗糖、烏龍茶、抗氧化劑(維生素C)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牛奶類、花生類、芒果類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 0大卡/每100公克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

開喜凍頂烏龍茶清甜340ml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美達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庫廠

05-6622636
雲林縣虎尾鎮建國路36
號

水、蔗糖、烏龍茶、抗氧化劑(維生素C)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牛奶類、花生類、芒果類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 13大卡/每100克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

BECK貝克啤酒330ml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百威英博雪津啤酒有限公司 0800-652008
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涵江
區工業路660號

水、大麥芽、啤酒花、酵母 無 酒類免標熱量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

曼特寧咖啡二合一240ml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A-122009933-00000-6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02-23656551
中壢市仁美里榮民南路
412號

水、咖啡萃取液、奶粉、碳酸氫鈉、乳化劑(脂肪酸蔗糖脂)、大豆卵磷脂 無 15大卡/每100ml 台灣產物產險2930萬

伯朗醇黑咖啡(無糖)240ml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A-122009933-00000-6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02-23656551
中壢市仁美里榮民南路
412號

水、咖啡萃取液、碳酸氫鈉 無 3大卡/每100ml 台灣產物產險2930萬

奧利多碳酸飲料240ml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A-122009933-00000-6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02-23656551
中壢市仁美里榮民南路
412號

碳酸水、寡糖(異麥芽寡糖、半乳糖寡糖)、高果糖糖漿、砂糖、無水檸檬酸、檸檬酸鈉、維生素C、香料、甜味劑 : 醋磺內酯鉀及阿斯巴甜(內含苯丙安酸)、無 28大卡/每100ml 台灣產物產險2930萬

【泡菜風味拉麵】
成    份：小麥麵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醋酸澱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鹽、小麥蛋白、蛋殼

不倒翁泡菜風味拉麵&海鮮風味
拉麵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H-127392649-00000-7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03)222-1026
桃園縣蘆竹鄉五福一路
50巷6號

鈣、大蒜粉、豬骨萃取粉、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多磷酸鈉)、著色劑(維生素B2)
【海鮮風味烏龍拉麵】
成    份：小麥麵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醋酸澱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鹽、乳化劑(大豆卵磷
脂)、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多磷酸鈉)、蛋殼鈣、小麥蛋白、豬骨萃取粉、大蒜粉、關華豆膠、著色劑(維生素B2)
調 味 料：鹽、鰹魚萃取粉、糖、洋蔥粉、葡萄糖、醬油粉(大豆、小麥、鹽)、紅辣椒粉、墨魚萃取粉、淡菜萃取
粉、海帶萃取粉、黑胡椒粉、蝦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酵母萃取粉、糊
精
乾燥食材： 海藻、青蔥、胡蘿蔔、鱈魚、香菇、脫水海帶

※本產品含有大豆、含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蝦、蛋、牛奶、魚、頭足類、螺貝類、堅果種子
類的產品於
  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 ( 紐西蘭 )

泡菜風味425大卡/每100克
海鮮風味425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3500
萬元

不倒翁起司風味拉麵&辛辣拉麵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H-127392649-00000-7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03)222-1026
桃園縣蘆竹鄉五福一路
50巷6號

【起司風味拉麵】
成    份：小麥麵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醋酸澱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小麥蛋白、鹽、蛋殼
鈣、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豬骨萃取粉、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多磷酸鈉)、著色劑(維生素B2)
【辛辣拉麵】
成    份：小麥麵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醋酸澱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小麥蛋白、鹽、乳化
劑(大豆卵磷脂)、蛋殼鈣、蔬菜萃取粉(洋蔥、大蒜、蘿蔔、青蔥)、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多磷酸鈉)、關華豆膠、著色
劑(維生素B2)

※本產品含有蛋、牛奶、魚、大豆、含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蝦、頭足類、螺貝類、堅果種子類的產品於同一
工廠生產，
  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起司風味423.4大卡/每100克
辛辣425大卡/每100克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3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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