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請填供應商之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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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儷人香草海馬巧克力 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有限公司 0282273650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糖,植物油(棕櫚油),全脂奶粉,可可塊,低脂奶粉,碳酸鈣,乳清粉(來源:牛奶),大豆卵磷脂,香料,榛果,

低脂可可粉,香草籽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及堅果 本產品工廠設備處理過其他堅果
富邦產責險-3200萬

白儷人松露海馬巧克力 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有限公司 0282273650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比利時
糖,可可脂,植物油(棕櫚油),全脂奶粉,可可塊,碳酸鈣,乳糖,乳清粉(牛奶),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香

料,榛果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及榛果 本產品工廠設備處理過其他堅果
富邦產責險-3200萬

joyce chocolate星球巧克力 F-126508349-00000-0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喬伊絲巧克力工房 02-82956808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號1樓 台灣

1.檸檬：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氧化鐵.檸檬果泥。                 2.咖啡：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

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氧化鐵.

咖啡豆粉。

3.抹茶：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氧化鐵.森半抹茶粉。             4.阿薩姆紅茶：66%比利時進口調溫

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

氧化鐵.阿薩姆紅茶。

5.威士忌：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

磷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氧化鐵.威士忌。                  6.焦鹽：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

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可可脂.糖.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二氧化鈦.二氧化鐵.

玫瑰鹽。

美亞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0萬333003387

joyce chocolate巧克力塔 F-126508349-00000-0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喬伊絲巧克力工房 02-82956808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號1樓 台灣

1.金典原味：80%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食用金箔.進口香草塔殼。

2.森半抹茶：比利時進口調溫白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天然

香草香料.食用金箔.進口香草塔殼.森半抹茶粉。

3.明潭烏龍：比利時進口調溫牛奶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天

然香草香料.進口香草塔殼.日月潭烏龍茶。

4.伯爵茶香：比利時進口調溫牛奶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天

然香草香料.進口香草塔殼。

5.嗡嗡蜂蜜：66%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葡萄糖漿.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進口香草塔殼.蜂蜜。

美亞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0萬333003387

中村銅鑼燒(巧克力覆盆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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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巧克力：雞蛋、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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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複方品質改

良劑［羥丙基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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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蜂蜜、人造奶油［油菜籽油、芥籽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

酯、抗氧化劑（生育醇）〕、水、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

改造）、磷酸二氫鈣］、蘭姆酒、無鹽奶油（乳脂、水）、巧克力、代可可脂巧克力（蔗糖、

棕櫚仁油、可可粉、卵磷脂、香草香料）、碳酸氫鈉、明膠、可可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

造）、香草香料

巧克力覆盆莓：雞蛋、麵粉、巧克力、蔗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

基澱粉、糖粉、麵粉、小麥澱粉、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調和牛乳

(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動物性鮮乳油（鮮奶油、鹿角

菜膠）、覆盆子果泥(覆盆子、蔗糖)、大豆油、蜂蜜、人造奶油［油菜籽油、芥籽油、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生育醇)］、水、蘭姆酒、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明膠、碳酸氫鈉

已投保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中村oreo巧克力蛋糕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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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雞蛋、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巧克力、oreo餅乾碎片﹝蔗糖、麵粉、棕櫚

油、抗氧化劑(丁基羟基甲氧苯)、可可粉、葡萄糖糖漿、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玉米澱

粉、食鹽、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麵粉、水、調和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

粉、脂肪酸甘油脂、鹿角菜膠)、可可粉、無鹽奶油(乳脂、水)、大豆油、巴芮小脆片、防潮糖

粉、複方品質改良劑﹝羟丙雞澱粉、糖粉、麵粉、小麥澱粉、乳酸硬脂酸鈉、黃豆粉(非基因改

造)、檸檬酸﹞、明膠、碳酸氫鈉、蘭姆酒、肉桂粉、食鹽

已投保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吉利市高山甜柿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勢區農會 04-25880485 台中市東勢區延平里中正路206號 台灣 甜柿 已投保新光產物保險
保險證號：1300-04AKP0000331

吉利市新雪梨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東勢區農會 04-25880485 台中市東勢區延平里中正路206號 台灣 雪梨 已投保新光產物保險
保險證號：1300-04AKP0000331

亞尼克生乳捲原味1入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02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昭和麵粉、蛋、糖、日本十勝生鮮奶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生乳捲雙漩1入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02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昭和麵粉、蛋、糖、日本十勝生鮮奶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生乳捲原味7入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02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昭和麵粉、蛋、糖、日本十勝生鮮奶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生乳捲雙漩7入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02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昭和麵粉、蛋、糖、日本十勝生鮮奶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雙漩8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02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昭和麵粉、蛋、糖、日本十勝生鮮奶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胡老爹一口球(乳酪布朗尼)

F-154698150-00000-1

晶帥食品有限公司 晶帥食品有限公司 02-89820389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20巷16號 台灣 麵粉.蛋.奶油.乳酪.糖.杏仁粉.玉米粉、巧克力、

1516 字第 05PD02536 號

義廚金皇后提拉米蘇(2入) E-200086058-00000-0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07-3454100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65號1樓 台灣
雞蛋、鮮奶油、起司、糖、無鹽奶油、巧克力(可可粉.糖.棕櫚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香

料)、食用金箔、草莓果醬
50-105-07966169-00001-PDL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義廚金皇后巧克力提拉米蘇8入 E-200086058-00000-0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07-3454100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65號2樓 台灣
雞蛋、鮮奶油、起司、糖、無鹽奶油、巧克力(可可粉.糖.棕櫚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香

料)、食用金箔、草莓果醬
50-105-07966169-00002-PDL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義廚粉紅繽紛提拉米蘇(2入) E-200086058-00000-0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07-3454100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65號3樓 台灣
雞蛋、鮮奶油、起司、糖、無鹽奶油、巧克力(可可粉.糖.棕櫚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香

料)、OREO餅乾、草莓果醬
50-105-07966169-00003-PDL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義廚粉紅繽紛提拉米蘇(8入) E-200086058-00000-0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原創義廚提拉米蘇企業社 07-3454100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65號4樓 台灣
雞蛋、鮮奶油、起司、糖、無鹽奶油、巧克力(可可粉.糖.棕櫚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香

料)、OREO餅乾、草莓果醬
50-105-07966169-00004-PDL蘇黎世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樂樂脆皮提拉米蘇2盒 B200090902000000 樂樂甜點 樂樂甜點 04-22250321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218號 台灣

樂樂脆皮提拉米蘇4盒 B200090902000000 樂樂甜點 樂樂甜點 04-22250321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218號 台灣

雅培米堤真巧巧克力條 A-180297911-00000-5 統一數網 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5311221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台灣 可可液、可可粉、可可脂、乳化劑、糖、麵粉、蛋、奶油 明台產物保險-0604PDT00149

米塔比利時巧克覆盆莓蛋糕 F-154302045-00000-6 統一數網 米塔手感烘焙 02-2692-7178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166號 台灣
54%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無鹽奶油、可可粉、低筋麵粉、玉米粉、蛋黃、蛋白、糖、杏仁

角、覆盆子餡
旺旺又聯1200第05PLON000120號

十勝生乳巧克力凹蛋糕1入 A-129048968-00001-5 統一數網 夢的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02) 2331-003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36號8樓 台灣
蛋黃、細砂糖、蛋白、法國鮮奶油、低筋麵粉、101可可粉、中澤鮮奶油、蘭姆酒、法芙娜純

可可粉
本產品投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3000萬元

十勝生乳巧克力凹蛋糕4入 A-129048968-00001-5 統一數網 夢的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02) 2331-003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36號8樓 台灣
蛋黃、細砂糖、蛋白、法國鮮奶油、低筋麵粉、101可可粉、中澤鮮奶油、蘭姆酒、法芙娜純

可可粉
本產品投保旺旺友聯產物保險3000萬元

夏日蜜蘋果酒-蘋果瓶裝四入 台財庫菸酒進字第DN009440123006 台灣嘉士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嘉士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87123639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29號6樓604室 馬來西亞 蘋果汁、水、糖 富邦產險

夏日蜜蘋果酒莓果罐裝四入 台財庫菸酒進字第DN009440123006 台灣嘉士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嘉士伯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87123639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29號6樓604室 克羅埃西亞 蘋果酒、天然莓果香料、水、糖 保險證號: 0500-04ML002995

栗之花即食甘栗(5入) A153120709-00000-5 好順國際有限公司 好順國際有限公司 0226276657#2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1號 中國 栗子 1300-04AKP0000813

海洋王宮干貝瑤柱燒2入組 A153120709-00000-5 好順國際有限公司 好順國際有限公司 0226276657#2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1號 中國 干貝(瑤柱絲)、大豆油、蝦仁、火腿、蒜、白砂糖、鹽、醬油、紅辣椒 1300-04AKP0000813

ora 津輕完熟蘋果汁-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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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蔬菜蕎麥麵 A-170370357-00000-0 源永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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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蕎麥麵 富邦產物保險2億元

台塑禪茗日月潭紅茶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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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菇粉-免稅 A-170370357-00000-0 長樂菇類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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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有機輕食蔬菜箱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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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箱 富邦產物保險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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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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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松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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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松菜 富邦產物保險4億元
小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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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菜 富邦產物保險5億元
青江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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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江菜 富邦產物保險6億元
黑葉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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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葉白菜 富邦產物保險7億元
荷葉白菜250g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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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葉白菜 富邦產物保險8億元

10森永果汁果實冰綜合禮盒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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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樂多海苔酥(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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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大昌海苔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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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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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密瓜風味蘇打飲料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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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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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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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干貝-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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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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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囊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越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 0800-037520 台灣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台灣

活性乳酸菌粉冷凍乾燥菌粉(LP33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33、LGG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副乾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NCFM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NCFM)、膠囊殼(含明膠、二氧化鈦、氧化鐵、硫酸月桂酯鈉、水)、葡萄糖、玉米澱粉、麥芽

糊精、果寡醣、硬脂酸鎂

富邦產險，0506字第04ML000365,產品責任險20000萬

雞蛋、砂糖、牛奶、麵粉、玉米粉、動物性鮮奶油、發酵奶油、吉利丁、杏仁角、巧克力淋醬
中國信託金控-台壽保產險。保單號碼：

184216PR0000087



108森永羅多倫咖啡歐蕾冰棒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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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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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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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園牧場100%鳳梨汁-6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鳳梨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綠園牧場100%鳳梨汁-12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鳳梨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綠園牧場100%鳳梨汁-24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鳳梨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綠園牧場100%柳橙汁-6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柳橙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綠園牧場100%柳橙汁-12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柳橙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綠園牧場100%柳橙汁-24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柳橙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131505AKD0000012
冷凍紅毛丹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甲木農產有限公司 07-7877802 高雄市大寮區義仁里鳳林一路29巷 4-4號 泰國 紅毛丹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500萬

充實野菜汁-綜合藍莓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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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甜菜,紫色甘藷,萵苣,紅椒,四季豆,甘藍,青椒,白菜,綠椰菜,芹菜,蘆筍,南瓜,油菜,明日

葉,歐芹,西洋菜,高麗菜,蘿蔔,菠菜,鴨芹),果實(蘋果,葡萄,檸檬,藍莓,仙人掌,西印度櫻桃),香料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森永大嘴鳥餅乾夾心冰淇淋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7216600#209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14樓 日本

<巧克力香草風味>餅乾【小麥粉、蔗糖、酥油(棕櫚油、魚油)、可可粉、食鹽】、巧克力醬

【蔗糖、葡萄糖漿、可可粉、可可醬、高果糖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乳製品(奶

油、脫脂乳粉)、蔗糖、葡萄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糊精、複方乳化劑(含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糖色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塔拉

膠、羅望子膠、果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β-胡蘿蔔素

<焦糖口味>餅乾【小麥粉、蔗糖、酥油(棕櫚油、魚油)、焦糖粉(加糖煉乳、脫脂煉乳、蔗糖、

全脂乳粉、乾酪)、雞蛋、食鹽】、蔗糖、巧克力醬【蔗糖、葡萄糖漿、可可粉、可可醬、高果

糖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葡萄糖漿、乳製品(脫脂乳

粉)、焦糖醬(葡萄糖漿、加糖煉乳、加糖脫脂煉乳、鮮乳油、麥芽萃取物、糖蜜、食鹽)、糊

精、鮮乳油、焦糖色素、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複方

乳化劑(含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

塔拉膠、羅望子膠、果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

已投保富邦產物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森永大嘴鳥餅乾夾心冰淇淋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7216600#209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14樓 日本

<巧克力香草風味>餅乾【小麥粉、蔗糖、酥油(棕櫚油、魚油)、可可粉、食鹽】、巧克力醬

【蔗糖、葡萄糖漿、可可粉、可可醬、高果糖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乳製品(奶

油、脫脂乳粉)、蔗糖、葡萄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糊精、複方乳化劑(含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糖色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塔拉

膠、羅望子膠、果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β-胡蘿蔔素

<焦糖口味>餅乾【小麥粉、蔗糖、酥油(棕櫚油、魚油)、焦糖粉(加糖煉乳、脫脂煉乳、蔗糖、

全脂乳粉、乾酪)、雞蛋、食鹽】、蔗糖、巧克力醬【蔗糖、葡萄糖漿、可可粉、可可醬、高果

糖糖漿、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葡萄糖漿、乳製品(脫脂乳

粉)、焦糖醬(葡萄糖漿、加糖煉乳、加糖脫脂煉乳、鮮乳油、麥芽萃取物、糖蜜、食鹽)、糊

精、鮮乳油、焦糖色素、複方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複方

乳化劑(含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

塔拉膠、羅望子膠、果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

已投保富邦產物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0506字第04ML000431號

森永羅多倫咖啡歐蕾冰棒 A-122358925-00000-4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02-27216600#209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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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草莓四重奏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巧克力,砂糖,麥芽糖,葡萄糖果糖液糖,草莓果汁、果肉棕櫚油,椰子油,脫脂奶粉,糊精.乾燥草莓,

檸檬汁,食鹽,洋菜,蘋果,果膠,檸檬酸,大豆卵磷脂,香料,紅甜菜色素,胡蘿蔔色素,黃梔子色素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明治特濃巧克力冰淇淋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脫脂奶粉,巧克力(可可,砂糖),砂糖,麥芽糖,可可,食鹽,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甲基纖維素,大豆卵磷

脂,香料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明治巧克力冰淇淋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脫脂奶粉,巧克力(可可,砂糖),砂糖,麥芽糖,蛋黃,食鹽,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甲基纖維素,大豆卵磷

脂,香料,婀娜多色素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明治角十棒 葡萄哈密瓜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麥芽糖,砂糖,葡萄果汁,棕櫚油,椰子油,脫脂奶粉,哈密瓜果汁,食鹽,洋菜,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香

料,大豆卵磷脂,食用色素(葡萄汁色素,藍藻色素,核黃素,胡蘿蔔色素),檸檬酸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明治角十棒 葡萄哈密瓜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麥芽糖,砂糖,葡萄果汁,棕櫚油,椰子油,脫脂奶粉,哈密瓜果汁,食鹽,洋菜,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香

料,大豆卵磷脂,食用色素(葡萄汁色素,藍藻色素,核黃素,胡蘿蔔色素),檸檬酸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明治草莓四重奏雪糕 A-103538906-00000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台北市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水,巧克力,砂糖,麥芽糖,葡萄糖果糖液糖,草莓果汁、果肉棕櫚油,椰子油,脫脂奶粉,糊精.乾燥草莓,

檸檬汁,食鹽,洋菜,蘋果,果膠,檸檬酸,大豆卵磷脂,香料,紅甜菜色素,胡蘿蔔色素,黃梔子色素
泰安產險，產品責任險3000萬

台塑有機地瓜葉(免稅) A-170370357-00000-0 台朔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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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億元
美國稻殼環保餐具組 N-153517413-00000-0 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峻成國際有限公司 04-8359543 峻成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 80%天然稻殼纖維、20%天然澱粉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萬
美國稻殼環保兒童餐具人偶款 N-153517413-00000-0 大智通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峻成國際有限公司 04-8359543 峻成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 80%天然稻殼纖維、20%天然澱粉 富邦產險，產品責任險1000萬
娘家滴雞精10入-美食誌 E-196975768-00000-9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常家禽生產合作社 05-788-8333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3號 台灣 黑羽土雞滴雞精 明台產物保險3300萬元
娘家滴雞精20入-美食誌 E-196975768-00000-9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常家禽生產合作社 05-788-8333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3號 台灣 黑羽土雞滴雞精 明台產物保險3300萬元
綠園牧場100%檸檬原汁-單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檸檬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0506字第 04ML000236
綠園牧場100%檸檬汁-雙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綠園牧場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台灣 檸檬 新光產物保險,保險證號0506字第 04ML000236

ICEBREAKERS水果糖1入 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美國
山梨醇,蘋果酸,酒石酸,麥芽糖醇,氫化植物油,檸檬酸,硬脂酸鎂,阿拉伯膠,大豆卵磷脂,草莓萃取物,

覆盆莓萃取物,櫻桃萃取物,色素(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40號,食用藍色1號)
富邦產責險-3200萬

ICEBREAKERS水果糖8入 F-153091253-00000-1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迦淂浰股份有限公司 0282280068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736號14樓之2 美國
山梨醇,蘋果酸,酒石酸,麥芽糖醇,氫化植物油,檸檬酸,硬脂酸鎂,阿拉伯膠,大豆卵磷脂,草莓萃取物,

覆盆莓萃取物,櫻桃萃取物,色素(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40號,食用藍色1號)
富邦產責險-3200萬

芙甜巧克力布蕾卷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米塔汐止食品有限公司 02-2692-7178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166號 台灣 巧克力、香草莢、吉利丁片、蛋、糖、麵粉 富邦0500字第16AML000194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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