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地址
原產國 成分

產品責任險

(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原)JC星球巧克力塔綜合禮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JOYCE巧克力工房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號 02-82956808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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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薩姆紅茶茶液、萊姆酒、

天然覆盆子果泥、73%比利時進口調溫黑巧克力、比利時進

口調溫白巧克力、食用金箔、進口香草塔殼、森半抹茶粉、

咖啡豆粉。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3801-00

(原)JC歡樂聖誕棒棒糖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JOYCE巧克力工房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107號 02-82956808 台灣 可可膏、砂糖、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鹽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3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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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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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21風味館醬燒豬肋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03-4527272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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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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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小蒙牛安格斯嫩肩牛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1樓 02-27965995 美國 牛肉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005AKP0000816

(原)芙甜憨吉朱古力磅蛋糕 I-134971763-00000-6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8號 05-2256058 台灣 麵粉、地瓜、糖、鮮奶油、70%調溫巧克力、沙拉油 國泰產險1000萬

(原)芙甜香草巧克力棋格蛋糕 I-134971763-00000-6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8號 05-2256058 台灣

巧克力戚風蛋糕（巧克力，麵粉，糖，蛋白，奶油）

香草戚風蛋糕（香草籽，麵粉，糖，蛋白，奶油）

巧克力慕斯（70%調溫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

奶油克林姆（雞蛋，鮮奶油）

巧克淋面（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

國泰產險1000萬

(原)米塔招牌生巧克力蛋糕 I-134971763-00000-6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芙甜法式點心坊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68號 05-2256058 台灣

巧克力蛋糕（麵粉，糖，蛋，牛奶，調溫50%巧克力，可可

粉），巧克力甘納許（動物性鮮奶油，調溫50%巧克力），

可可粉，金箔

國泰產險1000萬

(原)艾波索草莓法式絲綢巧克力蛋糕 F-129146530-00000-3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3段147號 02-35012035 台灣
可可苦甜粒、牛奶、麥芽、雞蛋、鮮奶、鮮奶油、大豆沙拉

油、低筋麵粉、可可粉、泡打粉、膨脹劑、草莓餡
國泰產險1000萬

(原)法布甜巧克力火山蛋糕 B154249801000002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堤烘焙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墩路982號 04-23201996 台灣

牛奶巧克力、砂糖、海藻糖、鮮奶油、覆盆子果泥、草莓果

泥、牛奶、吉利丁片、蛋白、塔塔粉、洋菜粉、沙拉油、可

可粉、蘇打粉、低筋麵粉、玉米粉

國泰產險1000萬

(原)雅培米堤經典生巧克力 A-180297911-00000-5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02-25311221 台灣 黑巧克力、鮮奶油、奶油 明台產物保險-0605DT00168

(原)雅培米堤苦甜熔岩巧克力 A-180297911-00000-5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02-25311221 台灣 巧克力、麵粉、蛋、糖 明台產物保險-0605DT00168

(原)草莓香蕉黑巧克力9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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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5號2樓221 02-22901133 台灣
100%天然草莓、香蕉、砂糖、可可粉、可可膏、脫脂奶

粉、棕梠核仁油、卵磷脂、香料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60-106-06574753-00008-PDL

(原)邦貝樂啾雪球動物3入提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邦貝樂啾國際有限公司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一街83號 06-2050564 台灣

頂級黑巧：成份：麥粉、頂級深黑苦甜巧克力(棕櫚仁油、可

可粉、亞硫酸-銨鹽焦糖、大豆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香莢蘭醛、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砂糖、雞蛋、玉米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

保險證號：1700004ML000190

(原)Hello Kitty 米十九露香檳醋飲禮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誠生物科技研發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103-1號 02-26934789 台灣

蘋果香檳醋飲:  碳酸水.蘋果醋.土鳳梨汁.冰糖.蘋果萃取物(含

纖維).檸檬酸.葡萄子萃取物.蘋果萃取物(含多酚)。

蔓越莓香檳醋飲: 碳酸水.蔓越梅醋.冰糖.海洋深層水.綜合莓果

明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8506PD00466

(原)福源花生醬蔬菜蔥餅 O200031925000003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福源商行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03-5328118 台灣
麵粉、花生醬、棕梠油、酥油、青蔥、鹽、糖、酵母、膨鬆

劑
國泰產險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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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LAPCOS x Snoopy可可脂潤澤花香護手霜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原)LAPCOS X Disney眼影盤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原)LAPCOS X Disney口紅(嫩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原)LAPCOS X Disney口紅(紅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原)LAPCOS 完美親膚霧感粉底液粉撲組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原)LAPCOS PS無瑕聚光氣墊粉餅史努比限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之3 82263332*234 韓國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4字第 05PD01673號

(宅)亞尼克黑魔粒生乳捲1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202 台灣

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酯、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

纖維)、乳清、香料>,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可可粉,代可可脂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黑魔粒8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202 台灣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

鮮奶油                                                                             黑魔力:

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原4抹茶4特黑4黑魔粒4 A-180618239-00000-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202 台灣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

鮮奶油                                                                                  抹

茶-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搭啵S重乳酪黑色幽默 E-200092267-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搭啵重乳酪蛋糕 高雄市前金區後金里自強一路４９巷２６號１樓 0903156066 台灣 乳酪、雞蛋、巧克力、發酵奶油、可可粉、櫻桃白蘭地 E-200092267-000009

(宅)久久津榛果巧克力雪茄蛋糕1盒 N-12461921500000-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04-7770895 台灣
奶油,糖粉,雞蛋,可可粉,低粉,榛果醬62%巧克力,40%牛奶巧克

力,鮮奶油,巴芮脆片,白芝麻
1207第 05PL0N000007

(宅)久久津榛果巧克力雪茄蛋糕8盒 N-12461921500000-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04-7770895 台灣
奶油,糖粉,雞蛋,可可粉,低粉,榛果醬62%巧克力,40%牛奶巧克

力,鮮奶油,巴芮脆片,白芝麻
1207第 05PL0N000007

(宅)法布甜香蕉巧克力蛋糕捲1入 B154249801000002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堤烘焙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墩路979號 04-23201996 台灣 法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台灣新北蕉、麵粉、蛋、海藻糖 國泰產險1000萬

(宅)法布甜香蕉巧克力蛋糕捲4入 B154249801000002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堤烘焙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墩路980號 04-23201996 台灣 法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台灣新北蕉、麵粉、蛋、海藻糖 國泰產險1000萬

(宅)法布甜香蕉巧克力蛋糕捲9入 B154249801000002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法堤烘焙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墩路981號 04-23201996 台灣 法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台灣新北蕉、麵粉、蛋、海藻糖 國泰產險1000萬

(宅)樂樂巧克檸檬小蛋糕1盒 B-200090902-00000-0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樂樂甜點 台中市太平區成功路38號 04-2275-8822 台灣
雞蛋、細砂糖、麵粉、杏仁粉、可可粉、柳橙汁、檸檬汁、

檸檬皮、奶油、巧克力、榛果巧克力醬、可可脂、食用金粉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壹仟萬元整、

證號：1842-16PR0000087

(宅)樂樂巧克檸檬小蛋糕4盒 B-200090902-00000-0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樂樂甜點 台中市太平區成功路38號 04-2275-8822 台灣
雞蛋、細砂糖、麵粉、杏仁粉、可可粉、柳橙汁、檸檬汁、

檸檬皮、奶油、巧克力、榛果巧克力醬、可可脂、食用金粉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壹仟萬元整、

證號：1842-16PR0000087

(宅)樂樂超濃巧克布朗尼蛋糕 B-200090902-00000-0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樂樂甜點 台中市太平區成功路38號 04-2275-8822 台灣
成份：雞蛋、砂糖、鹽、麵粉、牛奶、玉米粉、吉利丁、發

酵奶油、巧克力、馬斯卡彭起司、動物性鮮奶油、食用金箔

台壽保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台幣壹仟萬元整、

證號：1842-16PR00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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