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 供應商名稱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過敏原註記 完整成分 產品責任險(投保金額非為理賠金額)

楊記地瓜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振發地瓜專賣店 0961-351-505 95044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149-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精選地瓜，香濃蜜汁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花蓮縣餅奶油酥條原味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933-798-638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１號１、２樓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麵粉.天然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夢想村25度N檸檬派6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

87978993*236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酸甜鮮榨綠檸檬、軟綿細緻炙燒蛋白霜、法國依絲妮奶油 07-0622D100138 

千翔蜜汁特厚豬肉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千傳食品有限公司(千翔食品) 02-27683243 臺北市松山區安平里南京東路５段２８１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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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胡

椒、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田中進發蜜麻花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進發環球有限公司 0912-769-293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斗中路２段７０５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麵粉、麥芽、糖、 花生、酥油、食鹽、沙拉油、酵母、雞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日本Tropical Maria綜合莓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27542226-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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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藍莓、覆盆子、黑莓、草莓 明台產物5106PDT00125

日本Tropical Maria藍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27542226-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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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藍莓 明台產物5106PDT00125

西井村滷味四件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09544200-00000-5 西井村蜂蜜滷味 06-2479548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1段568-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雞爪凍、鴨翅膀、泡泡糖、海鹽毛豆、鹽、糖、香辛料、醬油 0900-0333000155-07

美食村蒜味起司小羅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N-126929398-00000-9 美食村食品行 04-7617218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仁協巷3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老麵、麵粉 、鮮奶 、奶油 、糖、塩、 雞蛋、奶粉、起司、巴西里香蒜 新光人壽130305AKP0000418

美食村Q心小麵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N-126929398-00000-9 美食村食品行 04-7617218 彰化縣秀水鄉馬興村仁協巷3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成份：麵粉、糖、鹽、雞蛋、天然酵母、牛奶、奶油

內餡：牛奶、鮮奶油、保久乳、玉米粉、香草棒、雞蛋
新光人壽130305AKP0000418

胖胖球(起士)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27481353-00000-6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51巷8號1樓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馬鈴薯粉、棕梠油、鹽、糖、香辛料、起士調味料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老協珍養生飲-1盒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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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甜菜根、山楂、無花果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統一LP33益生菌膠曩 統一企業（股）公司 D-17325120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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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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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家滴雞精10入-美食誌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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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黑羽土雞滴雞精 本商品投保明台產物保險3300萬元

娘家滴雞精20入-美食誌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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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黑羽土雞滴雞精 本商品投保明台產物保險3300萬元

池上米餅-椒鹽口味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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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世紀產險1503-05PD02008

池上米餅-紫米口味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紫米、砂糖、植物油、麥芽、芝麻 國泰世紀產險1503-05PD02008

小琉球合家手工卡脆條(海苔)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小琉球合家食品行 0975-428770 屏東縣琉球鄉中正路192之2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麵粉、水、海苔、白芝麻、砂糖、酵母、食鹽、植物油 已投保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6字 第17AML0000775號

小琉球合家手工卡脆條(煉乳)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小琉球合家食品行 0975-428770 屏東縣琉球鄉中正路192之2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麵粉、水、煉乳、酵母、食鹽、植物油 已投保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6字 第17AML0000775號

福源花生醬蔬菜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福源商行 03-5328118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麵粉、花生醬、棕梠油、酥油、青蔥、鹽、糖、酵母、膨鬆劑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芙甜罐罐馬卡龍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芙甜法式點心坊 05-2256058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8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馬卡龍(杏仁粉、糖粉、蛋白、人工色素(黑、紅、黃、藍、綠))，夾餡(覆

盆子果泥、藍莓果泥、開心果醬、調溫巧克力、百香果果泥、動物性鮮奶

油、糖、奶油)

已投保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0字 第16AML0003952號

好涼冰店馬卡龍三明治冰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頂尖冰品有限公司 05-6320253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0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餅乾、奶粉、糖、水 已投保南山產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393700

Dreamgobar水果冰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繽果企業社 02-29342770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西瓜、奇異果、芒果、水 已投保蘇黎世產險保單號碼：68-105-08128079-00001-PDL

義廚玫瑰草莓提拉米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20008605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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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新鮮雞蛋.鮮奶油.乳酪.起司.糖.無鹽奶油.玫瑰糖漿.草莓果餡 50-105-07966169-00001-PDL

21風味館跳舞烤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烤雞包】:雞肉、水、烤雞浸漬粉(蔗糖、多磷酸鈉、食鹽、L-麩酸鈉、

糊精、胡椒、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胡椒抽出物)、香草烤雞粉(香辛料

(匈牙利椒、辣椒、大蒜、胡椒、青蔥、洋蔥、丁香、迷迭香、胡荽、牛

膝草、南薑、小茴香、大茴香、山艾、時蘿、月桂葉、蘿勒、百里香、荳

蔻)

【蔬菜包】:青花菜、馬鈴薯、蕃茄、紅椒、黃椒、鹽、洋蔥、雞油、香

草烤雞粉(香辛料(匈牙利椒、辣椒、大蒜、胡椒、青蔥、洋蔥、丁香、迷

迭香、胡荽、牛膝草、南薑、小茴香、大茴香、山艾、時蘿、月桂葉、蘿

勒、百里香、荳蔻)、砂糖、食鹽、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調味劑(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

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蕃茄粉(蕃茄、二氧化矽)、碳酸氫鈉、香料、

二氧化矽、多磷酸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義大利綜合香料(俄力

岡葉、蘿勒葉、迷迭香葉、蒜粒、洋香菜葉、辣椒片)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21風味館碳烤豬肋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水、豬肋排、蕃茄醬、糖、醬油、炸油(大豆油、軟質棕櫚油、矽樹脂、

二氧化矽)、CAJUN燒烤粉(鹽、墨西哥香料、蒜粉、洋蔥粉、黑胡椒粉、

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紅酒、蜂蜜調味糖漿

(果糖、蜂蜜、香料、焦糖色素)、黃芥末醬(蒸餾水、一級芥末子、水、

鹽、匈牙利番椒、香料、鬱金香、大蒜粉、天然調味料)、黑胡椒、香蒜

粉、洋蔥粉、百里香葉、俄力岡葉、匈牙利紅椒粉、tabasco(醋、紅椒、

食鹽)、辣醬油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21風味館巧達海鮮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水、鮮奶油、馬鈴薯、明貝肉、洋蔥、蝦仁、小卷、西芹、蛤蜊精N{麥芽

糊精、鹽、糖、蛤蜊精粉(麥芽糊精、蛤蠣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琥珀酸二

鈉、二氧化鈉、柴魚粉}、沙拉油、奶油、白葡萄酒、動物膠、黑胡椒、

香芹粉、百里香葉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蝦保能A(品質改良劑){多磷

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膨脹劑)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安格斯帶骨牛小排短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濱江有限公司 02-25022938  臺北市中山區濱江街21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牛肉 泰安產物保險，第07-062205B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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