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供應商名稱 製造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原產

國
成分 過敏原標示 產品責任險

楊記地瓜酥 E-126007513-00000-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振發地瓜專賣店 08-933-5818
95044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

路149-1號
台灣 精選地瓜，香濃蜜汁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花蓮縣餅奶油酥條原味 E-126007513-00000-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3-8312125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

華路１號１、２樓
台灣 麵粉.天然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日本Tropical Maria綜合莓果 A-127542226-00000-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常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790103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

111號4樓
日本 藍莓、覆盆子、黑莓、草莓 如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5106PDT00125

日本Tropical Maria藍莓 A-127542226-00000-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常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790103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1段

111號4樓
日本 藍莓 如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5106PDT00125

亞尼克夢想村25度N檸檬派*1組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

15號5樓
台灣

酸甜鮮榨綠檸檬、軟綿細緻炙燒蛋白霜、法國依絲妮

奶油
如包裝標示 07-0622D100138

亞尼克夢想村25度N檸檬派*4組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

15號5樓
台灣

酸甜鮮榨綠檸檬、軟綿細緻炙燒蛋白霜、法國依絲妮

奶油
如包裝標示 07-0622D100138

亞尼克夢想村25度N檸檬派*7組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

15號5樓
台灣

酸甜鮮榨綠檸檬、軟綿細緻炙燒蛋白霜、法國依絲妮

奶油
如包裝標示 07-0622D100138

千翔蜜汁特厚豬肉乾 A-170762591-00301-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L-麩酸鈉、雞

肉精粉 (雞肉、麥芽糊精、鹽、L-麩酸鈉、糖、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雞油、乙基麥芽醇)、山葵粉、黑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0-

03PD000463 

益生堂-梅桂仙楂粒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堂生堂 06-2209336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646號 台灣
仙楂、小麥粉、米麩、梅子、甘草、肉桂、白芷、丁

香、檸檬酸、蔗糖、鹽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褔源花生醬-花生(顆粒)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福源食品有限公司 03-5328118
新竹市東區東大路一段155

號
台灣 花生、糖、鹽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芳香藥膳田豆酥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龍芳行 04-7283862 彰化市彰新路一段2巷62號 台灣 蠶豆、黑胡椒、油桂、鹽、蜂蜜、特製香料香醇味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池上米餅-椒鹽口味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

號
台灣

池上米.棕櫚油.砂糖.玉米殿粉.麥芽糊精.麻辣粉.精鹽.葡

萄糖.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明膠.辣椒粉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池上米餅-紫米口味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

號
台灣 紫米、砂糖、植物油、麥芽、芝麻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熱情果-檸檬果凍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熱情果有限公司 04-9293-1104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3段

259號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檸檬酸鈉、檸檬酸、 蘋果酸、

刺槐豆膠、磷酸二氫鉀、鹿角菜膠、檸檬香料、玉米

糖膠。

如包裝標示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

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

06482005-00006-PFL

熱情果-百香果果凍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熱情果有限公司 04-9293-1104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3段

259號
台灣

水、砂糖、百香果原汁、檸檬酸鈉、檸檬酸、蘋果

酸、刺槐豆膠、磷酸二氫鉀、

鹿角菜膠、百香果香料、玉米糖膠、二氧化鈦、食用

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

如包裝標示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

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

06482005-00006-PFL

雪莉貝爾-小惡魔DIY冰棒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菖樺食品有限公司 04-23955902
台中市太平區新福東街109

號
台灣

"情人果: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

葡萄糖.樹薯澱粉)、情人果醬(芒果青.芒果香料.特砂.果

糖.水.蘋果酸.檸檬酸.檸檬酸鈉.果膠.乳酸鈣.己二烯酸甲.

異抗壞血酸鈉.偏磷酸鈉.多磷酸鈉.食用黃色4號.食用藍

色1號.)、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大瑪琳

膠.甲機纎維素鈉)、奶精(葡萄糖漿.植物油.乾酪素鈉.檸

檬酸鈉.脂肪酸單甘油酯.

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巧克

力香精(香料.丙二醇)、巧克力(純可可粉)

"

牛奶: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

萄糖.樹薯澱粉)、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

大瑪琳膠.甲機纎維素鈉)、奶粉(全脂奶粉)、奶精(葡萄

糖漿.植物油.乾酪素鈉.檸檬酸鈉.脂肪酸單甘油酯.脂肪

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乳清粉(脫

鹽乳清)、牛奶香精(香料.丙二醇)、巧克力香精(香料.丙

二醇)、巧克力(純可可粉)

"百香果: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

葡萄糖.樹薯澱粉)、百香果醬(百香果.百香果香料.特砂.

果糖.水.蘋果酸. 果膠.己二烯酸甲.偏磷酸鈉.食用黃色4

號.食用黃色5號.)

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大瑪琳膠.甲機纎

維素鈉)、奶精(葡萄糖漿.植物油.乾酪素鈉.檸檬酸鈉.脂

肪酸單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

氧化矽)、巧克力(純可可粉)、巧克力香精(香料.丙二

醇)

乳酸: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

萄糖.樹薯澱粉)、乳酸果醬(高果糖糖漿.砂糖.水.脫脂奶

粉.蘋果酸.檸檬酸鈉. 起雲劑.香料.己二烯酸甲.羧甲基纖

如包裝標示
新光保險1314第

05AKP0000038

LP33膠囊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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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

04ML000365,產品責任險

20000萬

統一LP33益生菌膠曩(2入)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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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

04ML000365,產品責任險

20000萬

娘家滴雞精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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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本商品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3300萬元

娘家滴雞精2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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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本商品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3300萬元

老協珍熬雞精1盒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

66號
台灣 水、老母雞、豬肉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

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老協珍熬雞精4盒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

66號
台灣 水、老母雞、豬肉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

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老協珍養生飲1盒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

66號
台灣 甜菜根、山楂、無花果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

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老協珍養生飲4盒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

66號
台灣 甜菜根、山楂、無花果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

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布莉克手工水果冰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竑順興企業社 06-5707087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關帝廟

15-1號
台灣

奇異果冰棒：奇異果、鮮乳、砂糖、麥芽糖(樹薯澱

粉、葡萄糖、麥芽二醣、麥芽三醣、麥芽四醣)、動物

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粘稠劑(羧丙基磷酸二澱

粉、微結晶狀α-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食品製造

用劑(多磷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梅子檸檬冰棒：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

醣、麥芽三醣、麥芽四醣)、檸檬、梅子【青梅、台鹽

天然鹽、複方添加物(無水葡萄糖、甜味劑-紐甜、甜味

劑-蔗糖素)、甜味劑(甘草酸鈉、紐甜)、二氧化矽(品質

改良劑)、香莢蘭醛(香料)】、砂糖、柳橙

草莓牛奶冰棒：草莓、鮮乳、砂糖、麥芽糖(樹薯澱

粉、葡萄糖、麥芽二醣、麥芽三醣、麥芽四醣)、動物

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粘稠劑(羧丙基磷酸二澱

粉、微結晶狀α-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食品製造

用劑(多磷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百香果冰棒：百香果、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

糖、麥芽二醣、麥芽三醣、麥芽四醣)、檸檬

玫瑰蜜桃果冰棒：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

麥芽二醣、麥芽三醣、麥芽四醣)、蘋果、玫瑰蜜桃果

茶(蘋果片、玫瑰果、檸檬酸、洛神葵、天然香料、甜

菊葉、橘皮、水蜜桃、玫瑰花瓣)

如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

1766705ML000125

松園農莊冠軍葡萄-1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松原農庄 0921-163-288

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19鄰

東盛14-2號
台灣 葡萄 如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

062206A00021號

松原農莊冠軍葡萄-6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松原農庄 0921-163-288

苗栗縣卓蘭鎮內灣里19鄰

東盛14-2號
台灣 葡萄 如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

062206A00021號

老耿冰晶千層彩虹布丁蛋糕 2條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緹歐食品坊 05-2293839
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

202號1樓
台灣 蛋、奶、焦糖，抹茶，芋頭，布丁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老耿冰晶千層彩虹布丁蛋糕 4條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緹歐食品坊 05-2293839
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

202號1樓
台灣 蛋、奶、焦糖，抹茶，芋頭，布丁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老耿冰晶千層彩虹布丁蛋糕 6條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緹歐食品坊 05-2293839
嘉義市東區安業里吳鳳南路

202號1樓
台灣 蛋、奶、焦糖，抹茶，芋頭，布丁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振頤軒芋到泥 3盒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800-352-16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之2

號
台灣

大甲芋頭、糖、鮮奶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振頤軒芋到泥 6盒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800-352-16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之2

號
台灣

大甲芋頭、糖、鮮奶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魔幻愛戀粉圓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豐誠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08-7755775

屏東縣里港鄉載興村載南路

23-7號
台灣

修飾澱粉(木薯澱粉、醋酸澱粉、馬鈴薯澱粉)、乙醯化

磷酸二澱粉、胡蘿蔔色素、紅麴色素、羧甲基纖維素

鈉、香料、槴子藍色素、乙基麥芽醇、蔗糖素(甜味劑)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25字第

17AML0001055號

芙甜芒果捲-2入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05-2256058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１

６６號一樓
台灣

新鮮芒果(愛文、金煌)、麵粉、糖、蛋糕、鮮奶油、奶

油、芒果果泥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芙甜芒果捲-4入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05-2256058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１

６６號一樓
台灣

新鮮芒果(愛文、金煌)、麵粉、糖、蛋糕、鮮奶油、奶

油、芒果果泥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芙甜芒果捲-8入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05-2256058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１

６６號一樓
台灣

新鮮芒果(愛文、金煌)、麵粉、糖、蛋糕、鮮奶油、奶

油、芒果果泥
如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1503-

05PD02008

我最芒100%鮮凍芒果冰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長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277218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28號

6F
泰國 芒果 如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

1722506ML0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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