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原)WEL.B香蕉草莓乾6入組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泰國 乾燥香蕉,乾燥草莓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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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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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WEL.B水密桃乾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泰國 乾燥水蜜桃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GH橄欖油洋芋片-海鹽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美國 馬鈴薯,橄欖油,海鹽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GH橄欖油洋芋片-迷迭香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美國 馬鈴薯,橄欖油,迷迭香,海鹽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GH橄欖油洋芋片-黑胡椒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美國 馬鈴薯,橄欖油,黑胡椒,海鹽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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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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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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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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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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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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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英國懷茲奶奶奶油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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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皇家愛丁堡巧口燕麥餅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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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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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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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白儷人無糖莓果黑巧克力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可可塊,甜味劑:麥芽糖醇(42%),可可脂,櫻桃,大豆卵磷脂,檸檬酸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白儷人貝殼巧克力65g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糖,植物油(椰子),可可脂,可可塊,全脂奶粉,榛果,碳酸鈣,脫脂可可粉,乳糖,乳清粉,
乳化劑(大豆卵磷脂),天然香料(香草),乳脂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白儷人72%醇黑巧克力100g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可可,可可脂,低脂可可粉,糖,乳化劑(大豆卵磷脂),巧克力最少含有72%可可固形物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BROOKSIDE藍莓黑巧克力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加拿大

黑巧克力(糖,巧克力,可可脂,奶脂,可可,大豆卵磷脂,牛奶,鹽,天然香料),糖,玉米糖
漿,濃縮果汁(紅石榴,蘋果,覆盆莓,藍莓,蔓越莓,檸檬),麥芽糊精,濃縮憑果汁,天然香
料,蘋果果膠,蘋果酸,菜籽油,巴西莓濃縮果泥,碳酸氫鈉,維生素C,檸檬酸鈉,蟲膠,檸
檬酸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500字第04ML002666號

(原)澳洲普德霖薑汁汽水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樂雅樂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02-2563-6865#372 台北市松江路156-1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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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險5000萬

(原)HelloKitty松露草莓巧克力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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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草莓、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棕櫚油、香草香料 蘇黎世產物-產品責任險600萬

(原)23阿秋師燒酒薑母鴨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中藥材湯汁(水、當歸、枸杞、桂枝、青耆)、鴨肉、米酒、麻油、薑、食鹽、枸
杞、冰糖、川芎、味鮮(L-麩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原)45東大門韓式部隊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07-6962329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台灣

水、熱狗〔豬肉、禽肉、水、精離黃豆蛋白、蔗糖、食鹽、匈牙利紅椒、荳
蔻、芫荽、丁香、乳清粉、蛋白粉、白胡椒粉、辣椒粉、磷酸二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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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酸鈉、醋酸鈉、多磷酸鈉、偏磷酸鈉、焦磷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
混合濃縮生育醇)、保色劑(亞硝酸鈉)、食用紅色四十號〕、乾麵﹝麵粉、醋酸
澱粉、棕櫚油、精鹽、麵筋、蛋殼鈣、萃取液(洋蔥、蒜、高麗菜、胡蘿蔔、
薑、蘑菇)、調味劑(碳酸鈉、碳酸鉀、焦磷酸鈉)、食用色素(維生素B2)、綠茶油
﹞、德式香腸〔豬肉、水、羊腸衣、蔗糖、食鹽、膠原纖維、蒜粉、酵母萃取
物、豬肉抽出物、白胡椒粉、辣椒粉、薑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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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偏磷酸鈉、焦磷酸
鈉、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保色劑(亞硝酸鈉〕、凍豆腐(水、基因改
造黃豆、硫酸鈣)、培根〔豬肉、水、食鹽、乳清粉、蛋白粉、蔗糖、精離黃豆
蛋白、豌豆萃取物、胡蘿蔔萃取物、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纖維、明膠、麥芽糊
精、血漿蛋白、煙燻液、膠原蛋白、乳酸、琥珀酸、檸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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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焦
磷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酵素製劑、蟲漆酸、香料、保色劑(亞硝酸
鈉、硝酸鉀)、脂肪酸甘油酯、矽樹脂〕、泡菜(大白菜、蘿蔔、辣椒粉、大蒜、
魚露、蔥、鹽、糖)、金針菇、大白菜、魚卵卷〔魚漿(金線魚)、水、魚卵、
糖、鹽、大豆沙拉油、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L-麩酸鈉、紅麴色素、油性辣椒紅色素、柴魚精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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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魚節粉末、柴魚抽出物粉末〕、
年糕（壽司米、食鹽）、乾酪〔乳酪、水、牛乳固形物、非乳脂固形物、調味
劑(檸檬酸鈉、檸檬酸)、大豆卵磷脂、鹽、防腐劑(己二烯酸)、天然色素(婀娜
多、紅椒)〕、辣椒醬(辣椒粉、小麥粉、麥芽糖、鹽、玉米澱粉)、雞汁湯寶
〔水、鹽、雞油、濃縮雞汁、糖、麥芽糊精、雞肉粉、酵母粉抽出物、大豆卵
磷脂、玉米糖膠、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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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蔗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
酸二鈉、乳糖、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麥芽糊
精、起司香料、蛤蜊精粉〔麥芽糊精、鹽、糖、蛤蜊精粉(麥芽糊精、蛤蜊抽出
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
酸、鹽)、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柴魚粉〕

新安東京上海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37饗城岡山羊肉爐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中藥材湯汁(水、羊大骨、當歸、故紙花、玉竹、川芎、黃耆、桂枝、肉桂、大
麥、甘甜果、甘草、熟地)、羊肉、麻油、枸杞、紅棗、米酒、薑片、食鹽、雞
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雞油、蔗糖、雞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
食鹽) 】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39饗城十全百菇燉土雞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高湯(水、雞骨、白菜心)中藥包(當歸、川芎、生白芍、黨參、茯苓、白朮、甘
草、黃耆、肉桂、桂枝、甘甜果、熟地)、雞肉、杏鮑菇、秀珍菇、木瓜螺、紅
棗、米酒、食鹽、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雞肉、雞油、水解
大豆蛋白(胺基酸、鹽)】。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52-21風味館黃金燻雞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7111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0號8樓 台灣
雞肉、蔗糖、醬油、食鹽、大蒜、辣椒粉、洋蔥粉、薑粉、豬血漿蛋白、乳
糖、麥芽糊精、酵母抽出物。

泰安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61夏爸餃子舖經典雙味水餃組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這是寶媒體有限公司 0955765763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之7號7樓 台灣

【剝皮辣椒鮮肉水餃】麵粉、豬肉、青江菜、剝皮辣椒、豬油、香菜、高湯
（水、洋蔥、紅蘿蔔）、香油、鹽。
【佛手瓜鮮蝦肉水餃】麵粉、豬肉、佛手瓜、蝦子、豬油、蝦湯(水、蝦殼)、
水、香油、薑、鹽、大豆沙拉油、黑胡椒粉、米酒。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300萬

(原)22阿秋師燉補四味湯組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薑母鴨：中藥材湯汁(水、當歸、枸杞、桂枝、青耆)、鴨肉、米酒、麻油、薑
片、食鹽、枸杞、冰糖、川芎。
黃金蟲草雞：中藥材湯汁(水、雞骨、玉竹、當歸)、雞肉、黃金蟲草、人參鬚、
枸杞、薑片、米酒、食鹽。
鱘龍魚湯：高湯(水、雞骨)、鱘龍魚、排骨、薑片、枸杞、米酒、食鹽。
藥燉排骨：中藥材湯汁(水、雞骨、當歸、川芎、故紙花、玉竹、黃耆、桂枝、
肉桂、大麥、甘甜果、甘草、熟地、黑棗)、排骨、枸杞、薑片、米酒、食鹽。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28錦霞樓干貝蹄筋湯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水、排骨、蹄筋、干貝、草菇腿、豬肉、竹笙、香菇、蠔油、紅露酒、米酒、
食鹽。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胺基乙酸、胺基丙酸、核苷酸調味料、琥珀酸二鈉、氯化
鈉、L-天門冬酸鈉)

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原)46台北濱江泰式酸辣海鮮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07-6962329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台灣

水、蝦子、魷魚、金針菇、洋蔥、椰奶、凍豆腐(水、基因改造黃豆、硫酸鈣)、
蕃茄、酸辣湯醬料〔大豆油、香茅、蔥、水、檸檬汁、鹽、辣椒、南薑、糖、
卡菲萊姆葉、味精、天然紅椒色素、防腐劑(苯甲酸鈉)〕、魚肉、檸檬汁〔水、
檸檬酸、糖、檸檬、DL-蘋果酸、香料、精鹽、胺基乙酸、己二烯酸(防腐劑)、
抗氧化劑(維生素C)〕、魚露〔鯷魚、鹽、糖、醋酸、核糖核苷酸二鈉、醋磺內
脂鉀(甜味劑)〕、袖珍菇、香茅粉、雞汁湯寶(水、鹽、雞油、濃縮雞汁、糖、
麥芽糊精、雞肉粉、酵母粉抽出物、大豆卵磷脂、玉米糖膠、胺基乙酸、DL-胺
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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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薑、辣椒粉、檸檬酸、蔗糖、卡菲萊姆葉

新安東京上海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中村雙餡銅鑼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抹茶紅豆：紅豆餡（蔗糖、水、紅豆、海藻膠）、雞蛋、麵粉、動物性鮮乳油
（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大豆油、複方品
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粉、麵粉、小麥澱粉、乳酸硬脂酸鈉、脂肪
酸甘油酯、黃豆粉（非基因改造）、檸檬酸］、蜂蜜、人造奶油［食用芥花
油、芥籽油、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生育醇）〕、水、調合牛乳
（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複方膨脹
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蘭姆酒、抺茶風味
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明膠（豬
皮萃取物）、碳酸氫鈉
抹茶麻糬：雞蛋、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麵粉、水、甜
味劑（D-山梨醇液70%）、大豆油、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
粉、麵粉、小麥澱粉、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非基因改
造）、檸檬酸］、蜂蜜、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修飾澱粉（羥丙
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糖、人造奶油［食用芥花油、芥籽油、卵
磷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生育醇）〕、調合牛乳（水、乳粉、棕櫚
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
鈉、碳酸氫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蘭姆酒、抺茶風味粉（茶葉、麥芽
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明膠（豬皮萃取物）、碳
酸氫鈉、植物纖維粉末（葡甘露聚糖、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葡萄糖）、二氧
化鈦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元

中村抹茶冰淇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牛乳、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冰淇淋基料粉〔葡萄糖、
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鈉、海藻膠、
鹿角菜膠、香料〕、抺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
號、食用藍色一號）、葡萄糖粉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元

朋亞比提抹茶乳酪蛋糕捲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雞蛋、奶油乳酪、蔗糖、水、麵粉、大豆
油、調合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
抺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
檸檬汁、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粉、麵粉、小麥澱粉、乳酸
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非基因改造）、檸檬酸］、複方膨脹劑
（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複方膨脹劑（酒石酸
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食鹽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元

中村抹茶香柚塔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奶油乳酪、蔗糖、麵粉、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調合牛乳(水、
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鏡面果膠、柚子、
雞蛋、無鹽奶油（乳脂、水）、焦糖米豆、人造奶油〔棕櫚油、軟質棕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丙二
醇、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脫水奶
油（乳脂）、乳粉、檸檬汁、抺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
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吉利丁片、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碳酸氫鈉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元

中村抹茶德國布丁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牛乳、麵粉、無鹽奶油（乳脂、水）、
蔗糖、雞蛋、抺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
藍色一號）、食鹽

本商品投保新光產物保險1000萬元

屏東三地門芒果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水、土芒果、蔗糖、食鹽 本商品投保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阿秋師富貴醉雞腿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土雞肉、湯汁(水、食鹽、米酒、紹興酒、當歸、紅棗)、枸杞、調味劑(麩胺酸
鈉)

本商品投保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川味麻辣三寶(950g)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湯汁(水、雞骨、辣椒油、大辣椒、甜麵醬、辣椒醬、冬蝦、扁魚、花椒粒、
蔥、蒜頭、桂枝、八角、草果、黑胡椒、白胡椒、鹽)、鴨血、大腸、牛肚、
清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雞肉、雞油、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

本商品投保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番茄排骨鍋(950g)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湯汁(水、烏醋、紅蔥酥、冰糖、鹽、蒜粉、洋蔥粉、白胡椒粉)
排骨丁、蕃茄丁、肉醬（豬肉、辣椒醬、大豆蛋白(非基改)、糖、醬油）

本商品投保南華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萬

水晶冰花(單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三愛農業科技集
團

02-8911-8866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17號10樓 台灣 冰花 本商品投保第一產物保險1000萬元
水晶冰花(三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台灣三愛農業科技集
團

02-8911-8866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17號10樓 台灣 冰花 本商品投保第一產物保險1000萬元

抹茶歐蕾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砂糖,乳糖,糊精,棕櫚油,脫脂
奶粉,抹茶,加工黑糖,食鹽,乾酪素鈉,醋酸鈉,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Blendy抹茶球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砂糖,抹茶,小麥纖維素,香料,
食用色素(黃梔子),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蔗糖素),抗氧
化劑(維生素C).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抹茶拿鐵飲料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砂糖,全脂奶粉,棕櫚油,綠茶
(抹茶),糊精,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
,香料,抹茶纖維素,維生素C,玉米糖膠,關華豆膠,甜味
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食用色素(黃色4號,藍色1號).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津輕完熟蘋果果汁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1日分野菜汁[紙包裝]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蔬菜(胡蘿蔔,蕃茄,紫色甘藷,
紅椒,四季豆,黃麻七葉,抱子甘藍葉,萵苣,甘藍,青椒,
白蘿蔔,白菜,蘆筍,青豌豆,芹菜,紫蘇,花椰菜,南瓜,明
日葉,油菜,牛蒡,苦瓜,生薑,綠豆芽,西洋芹,水芹,高麗
菜,紅蘿蔔,菠菜,鴨兒芹),檸檬果汁,水溶性膳食纖維
(難消化性糊精,玉米),乳酸鈣,氯化鎂,抗氧化劑(維生
素C).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Bikkle乳酸飲料6入裝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糖類(砂糖,果糖葡萄糖液糖),
發酵乳,脫脂奶粉,奧利果寡糖,牛乳鈣,蘋果果膠,檸
檬酸,香料,氯化鎂,抗氧化劑(維生素C).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哈密瓜風味蘇打飲料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公司

太冠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6巷11弄20號1樓 日本
果糖葡萄糖液糖,香料,檸檬酸,
碳酸水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宅間蜂蜜花生量販包(進口商品) F-186128771-00001-4 上友有限公司 上友有限公司 02-2707-6698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95號13樓 日本
花生、砂糖、棕櫚油、湖精、蜂蜜、葡萄糖、食鹽、甜味劑(山梨糖醇)、黏稠劑
(玉米糖膠)、氧化澱粉(原料的一部分含有大豆成份)。

新光產物保險:1300-04AKP0000511

北海道干貝原味 A-116983891-00000-3 上友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股份有限公
司

02-2755-6969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23巷20弄12
號5樓

日本
帆立貝,還原水飴,砂糖,米釀造醋,食鹽,甜味劑(D-山梨醇),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胺
基乙酸,DL-胺基丙酸,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氯化鉀,
偏磷酸鈉,多磷酸鈉,醋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1300-04AKP00005111

北海道干貝辣味 A-116983891-00000-3 上友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股份有限公
司

02-2755-6969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23巷20弄12
號5樓

日本
帆立貝,還原水飴,砂糖,米釀造醋,食鹽,辣椒,甜味劑(D-山梨醇),L-麩酸鈉,琥珀酸二
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氯
化鉀,偏磷酸鈉,多磷酸鈉,醋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1300-04AKP00005111

(原)台塑蔬菜蕎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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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台塑禪茗日月潭紅茶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楊梅農場蔬菜、蕎麥粉、麵粉、水、鹽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台塑菇粉-免稅 A-170370357-00000-0 長樂菇類農場 049-2251715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1541巷168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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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原)台塑有機輕食蔬菜箱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3億元
(原)小松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4億元
(原)小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5億元
(原)青江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6億元
(原)黑葉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7億元
(原)荷葉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8億元
(原)紅蘿蔔600g A-170370357-00000-0 迴善有機農場 0927-299738 雲林縣元長鄉新吉村63-2號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9億元
(原)杏鮑菇200g A-170370357-00000-0 長樂菇類農場 049-2251715 南投市彰南路三段1541巷168號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0億元
(原)永慶米(白米)1000g A-17037035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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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1億元
(原)永慶米(糙米)1000g A-17037035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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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2億元
(原)禪茗-東方美人茶(應稅)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3億元
(原)廣島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4億元
(原)山茼蒿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5億元
(原)黑芥藍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6億元
(原)波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7億元
(原)蘿蔓A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8億元
(原)小芥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19億元
(原)福山A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02-27122211#646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1號前棟5樓 台灣 無 富邦產物保險20億元
(宅)台塑有機蔬菜箱-銀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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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蔬菜 富邦產物保險21億元

(宅)台塑有機蔬菜箱-樂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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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蔬菜 富邦產物保險22億元
溪和野生透抽二入 G-197480700-00001-0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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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新鮮透抽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0萬
溪和野生軟絲 G-197480700-00001-0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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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 新鮮軟絲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0萬
帶殼小鮑魚 G-197480700-00001-0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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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新鮮帶殼鮑魚、鹽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1萬

挪威薄鹽鯖魚二片 G-197480700-00001-0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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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挪威 新鮮鯖魚片、鹽、味霖、糖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5萬

溪和野生鱈魚 G-197480700-00001-0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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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陵蘭海域 新鮮扁鱈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006萬
韓味道綜合泡菜組 海樂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台灣 韓味道韓國泡菜(切片)：大白菜、辣椒粉、糖、鹽、蔥、薑、蒜、魚露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1號
濟州島柚子茶2入祖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濟州特產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柚子果肉、白糖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海樂多海苔酥(原味) 海樂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25066210-00000-5 海樂國際有限公司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台灣 韓國海青菜、玉米胚芽油、黑芝麻油、糖、鹽、白芝麻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1號

白葡萄麝香葡萄果醋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韓國希杰集團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高果糖漿、水、發酵白葡萄醋、白葡萄濃縮液、檸檬酸、麝香葡萄香料(辛酸乙
酯,丙二醇,甘油)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石榴果醋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韓國希杰集團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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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韓國辣椒醬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土薄伊 淳昌食品株式會
社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麥芽糖醬、調味料(辣椒粉末,大蒜,洋蔥,鹽,水)、小麥粉、水 、鹽、酒、米粉、味
精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海苔杏仁脆片5入組(原味)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Kwang Cheon Kim
Co.,Ltd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杏仁、海苔、混和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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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韓國海苔片禮盒組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B.O.S.CO.,LTD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海苔、玉米油、芝麻油、鹽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夏林蔘雞湯三入組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夏林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蔘雞、糯米、高麗人蔘、栗子、紅棗、大蒜、食鹽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玉米鬚茶-箱 韓華的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F189447314-00000-3 韓國廣東製藥
韓華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02-2298-4413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三路15號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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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菊醣苷(甜味劑),玉米鬚抽取粉末],胺基乙酸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險証號：0885字第04PDT00580號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上口美食 鮮蝦大餛飩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 #117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水、草蝦仁、後腿肉、餛飩皮、豬油、麻油、蔥、薑、蔗糖、食鹽、米酒、健
美鮮A(胺基乙酸、鹽、核苷酸調味料、琥珀酸二鈉、胺基丙酸、L-天門冬酸
鈉)、白胡椒粉、元保磷WS(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

明台產物保險1800萬元

中祥巧心蘇打(蔥香原味)-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已停售 台灣

(宅)御見巧克力凹蛋糕三盒 F-139956919-00001-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8號2樓 台灣 雞蛋、砂糖、麵粉、可可粉、比利時調溫巧克力、油 F-‐170762591-‐00000-‐0

(原)艾波索巧克力黑金磚蛋糕 F-129146530-00001-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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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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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原)艾波索72%比利時鈕扣巧克力 F-129146530-00001-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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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可可膏、可可脂、砂糖、大豆卵磷脂 (基因改造) 、香草香料 F-‐170762591-‐00000-‐0

(原)CHOCOART繽紛巧克力禮盒 F-129149403-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采洲有限公司 02-2280374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6巷22弄5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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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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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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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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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巧克力：糖、可可脂、可可漿、芝麻醬、黑芝麻粒、全脂奶粉、大豆卵磷
脂、香草

F-‐170762591-‐00000-‐0

(原)艾波索抹茶碧螺春捲 F-129146530-00001-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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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低筋麵粉、高筋麵粉、綠藻抹茶綠茶、抹茶粉(綠茶、小綠藻)、雞蛋蛋白液、雞
蛋蛋黃液、100%鮮牛奶、天然海鹽、發酵奶油【乳脂、乳酸、香料(乙基香莢
蘭醛)】、玉米粉、100%香草莢、鮮奶油【牛奶、棕櫚仁油、玉米糊精、酪蛋
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玉米纖維素 、乳清】黑糖麻糬（麥芽糖、
糯米粉、黑糖、馬鈴薯澱粉）、黑糖香料（丙二醇溶劑）、小麥粉、蔗糖、大
豆沙拉油(基因改造黃豆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份)、保安泡打粉無鋁配
方(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F-‐170762591-‐00000-‐0

(宅)御見抹茶紅豆雪融千層起士燒 F-139956919-00001-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8號2樓 台灣
奶油乳酪、鮮奶、奶油、雞蛋、砂糖、鹽、比利時74%巧克力、可可粉、動物
鮮奶油 

F-‐170762591-‐00000-‐0

(宅)典星坊抹茶雪山蛋糕 G-153266400-00001-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雪山蛋糕有限公
司

03-9557558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林森路146號一樓 台灣
黃金、蜜紅豆、瑞士咖瑪巧克力、白巧克力、雞蛋、鮮奶、海藻糖、植物油、
蛋糕粉、抹茶粉

F-‐170762591-‐00000-‐0

(原)艾波索抹茶唱片蛋糕 F-129146530-00001-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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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低筋麵粉、高筋麵粉、綠藻抹茶綠茶、抹茶粉(綠茶、小綠藻)、雞蛋蛋白液、雞
蛋蛋黃液、100%鮮牛奶、天然海鹽、發酵奶油【乳脂、乳酸、香料(乙基香莢
蘭醛)】、玉米粉、100%香草莢、鮮奶油【牛奶、棕櫚仁油、玉米糊精、酪蛋
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玉米纖維素 、乳清】黑糖麻糬（麥芽糖、
糯米粉、黑糖、馬鈴薯澱粉）、黑糖香料（丙二醇溶劑）、小麥粉、蔗糖、大
豆沙拉油(基因改造黃豆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份)、保安泡打粉無鋁配
方(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F-‐170762591-‐00000-‐0

(宅)御見抹茶紅豆生乳捲 F-139956919-00001-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8號2樓 台灣 雞蛋、砂糖、鮮奶、日本鮮奶油、麵粉、日本抹茶粉、紅豆泥 F-‐170762591-‐00000-‐0

(宅)御見抹茶紅豆生乳捲(2入) F-139956919-00001-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8號2樓 台灣 雞蛋、砂糖、鮮奶、日本鮮奶油、麵粉、日本抹茶粉、紅豆泥 F-‐170762591-‐00000-‐0

(宅)御見抹茶紅豆生乳捲(4入) F-139956919-00001-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御見輕烘焙 02-82216589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8號2樓 台灣 雞蛋、砂糖、鮮奶、日本鮮奶油、麵粉、日本抹茶粉、紅豆泥 F-‐170762591-‐00000-‐0

(宅)亞尼克生乳捲抹茶(1入) A-180618239-00001-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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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
糖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F-‐170762591-‐00000-‐0

(宅)亞尼克生乳捲抹茶(4入) A-180618239-00001-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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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
糖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F-‐170762591-‐00000-‐0

(宅)亞尼克生乳捲抹茶(7入) A-180618239-00001-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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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
糖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F-‐170762591-‐00000-‐0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抹茶*8 A-180618239-00001-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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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乳) 、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抹茶：日本
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糖
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F-‐170762591-‐00000-‐0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份 產品責任險

(宅)赤城DOLCE TIME冰淇淋(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
司

02-2788-7887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日本

優質巧克力口味：蔗糖、巧克力醬(蔗糖、玉米糖漿、可可膏加糖煉乳(牛奶、甜
菜)、脫脂奶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香料、檸檬果膠、玉米糖膠、乳化劑(脂肪
酸聚合甘油酯)、檸檬酸鈉)、玉米糖漿、乳製品(脫脂奶粉、乳清粉)、巧克力片
(蔗糖、可可膏、可可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可可亞餅乾(小麥粉蔗糖、植物
油(棕梠油、菜籽油、椰子油)可可粉、葡萄糖果糖糖漿、玉米粉、可可膏、乳清
粉、食鹽、碳酸氫鈉、碳酸氫銨、大豆卵磷脂、香料)、可可膏、植物油(棕梠
油、椰子油)、可可粉、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檸檬
果膠、萊姆果膠、香料、可可色素、食鹽、洋酒(一部分原料含有小麥、大豆)
餅乾抹茶口味：蔗糖、可可亞餅乾(小麥粉蔗糖、植物油(棕梠油、菜籽油、椰子
油)可可粉、葡萄糖果糖糖漿、玉米粉、可可膏、乳清粉、食鹽、碳酸氫鈉、碳
酸氫銨、大豆卵磷脂、香料) 、乳製品(脫脂奶粉、蔗糖、氫化椰子油、乳清粉)
植物油(棕梠油、椰子油)、抹茶粉(糊精、蔗糖、抹茶、棕梠油、粉末油脂(棕梠
油、大豆卵磷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馬鈴薯澱粉)、香料)宇治抹茶、乳化劑(脂
肪酸聚合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香料、槴子藍
色素、洋酒(蛋黃蛋白、白蘭地、蔗糖)
南瓜蒙布朗口味：蔗糖、玉米糖漿、南瓜醬(蔗糖、玉米糖漿、南瓜、牛奶、南
瓜粉末、洋菜、食鹽、葡萄糖酸、檸檬酸鈉、香料、檸檬果膠、玉米澱粉、胡
蘿蔔色素)、乳製品(脫脂牛奶、蔗糖、牛奶、椰子油)植物油(棕梠油、椰子油)、
南瓜湖、鮮乾(小麥粉、人造奶油(棕梠油、椰子油、菜籽油、奶油)、蔗糖、加
糖煉乳(牛奶甜菜)、食鹽、碳酸氫銨、碳酸氫鈉、大豆卵磷酯、香料)、蛋黃、
南瓜粉末香料、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檸檬果膠、
萊姆果膠、胡蘿蔔色素、紅甜菜色素

F-‐170762591-‐00000-‐0

SNOOPY TEA沐青清焙烏龍茶 H-153153519-00000-7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
司

華剛茶業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二街180號

台灣 茶葉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1503字第04PD001487號"

森永羅多倫咖啡歐蕾冰棒禮盒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A-122358925-00000-4) 森永製菓株式會社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
司

0227216600(20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C棟1樓) 日本

脆皮白巧克力(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葵花油)、蔗糖、乳糖、脫脂乳粉、全
脂乳粉、可可脂)、蔗糖、乳製品(脫脂乳粉、奶油)、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
咖啡(咖啡萃取液)、葡萄糖漿、糊精、咖啡油、複方乳化劑(含大豆卵磷脂、脂
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明膠(豬來
源)、焦糖色素、複方香料(香料、脂肪酸甘油酯)

已投保富邦產物責任保險�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森永巧克力餅乾冰淇淋禮盒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A-122358925-00000-4) 森永製菓株式會社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
司

0227216600(20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C棟1樓)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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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醇、甘油、甜味劑(D-山梨醇)、
脂肪酸甘油酯)、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
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糖色素、羅望子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塔拉
膠、鹿角菜膠、果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β-胡蘿蔔素
<草莓口味>餅乾(小麥粉、砂糖、酥油(棕櫚油、油菜籽油、魚油)、可可粉、食
鹽)、砂糖、巧克力醬(葡萄糖漿、葡萄糖果糖糖漿、砂糖、可可漿、可可粉、植
物油脂(棕櫚油、椰子油))、葡萄糖漿、乳製品(脫脂乳粉)、植物油(棕櫚油、椰子
油)、草莓果汁、糊精、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甘油、阿拉伯膠)、乳
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膨脹劑(碳酸氫鈉、碳
酸氫銨)、羅望子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塔拉膠、鹿角菜膠、果膠(檸檬果
膠、萊姆果膠)、焦糖色素、紅麴色素、紅甜菜色素、檸檬酸

已投保富邦產物責任保險�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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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永製菓株式會社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
司

0227216600(20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C棟1樓)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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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氫銨)、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胡蘿蔔
色素
             (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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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油、葡萄糖果糖糖漿、食鹽、濃縮乳清蛋白粉)、砂糖、草莓醬
(砂糖、葡萄糖果糖糖漿、草莓汁)、脫脂乳粉、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葡萄
糖漿、草莓汁、糊精、加工奶油(牛奶)、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膨脹
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
豆纖維(含大豆多醣)、關華豆膠、刺槐豆膠、蘋果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色
素(紅麴色素、紅甜菜色素、紅玉蜀黍色素)

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森永果汁果實冰綜合禮盒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A-122358925-00000-4) 森永製菓株式會社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
司

0227216600(209)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C棟1樓) 日本

果汁果實冰(葡萄):
葡萄果汁、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調味劑(酒石酸、檸檬酸)、甜味劑
(蔗糖素、醋磺內酯鉀)、二氧化矽
果汁果實冰(鳳梨)成分:
鳳梨果汁、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甜
味劑(阿斯巴甜、蔗糖素、醋磺內酯鉀)、多磷酸鈉、紅花黃、矽樹脂

已投保富邦產物責任保險�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黃金粹魯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22721208-00000-2�統一數網�A-170537075-00000-2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356�0800-281499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一路106號

台灣 豬肉、水、醬油、糖、鹽、蔥酥、蒜頭、洋蔥、米酒、八角粉、花椒粉、甘草
粉、味精(調味劑)

新安東京海上產務責任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000萬元
保險証號：17000字第04EL000177號

黃金雞絲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食品業者登錄字號�A-122721208-00000-2�統一數網�A-170537075-00000-2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356�0800-281499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一路106號

台灣 水、雞肉、雞油、醬油、鹽、糖、洋蔥、紅蔥頭、味精(調味劑) 新安東京海上產務責任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000萬元
保險証號：17000字第04EL000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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