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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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idessert卡士達泡芙蛋糕捲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水、麵粉、蔗糖、奶油起士【牛奶、乳酪、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乳酸菌】、脂肪抹醬【水、

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型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脂、鹿角菜

膠、β-胡蘿蔔素】、調合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大

豆油、卡士達粉【砂糖、修飾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品質改良劑

(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海藻酸鈉、香料、著色劑(β胡蘿蔔素)】、煉乳【蔗糖、奶粉、水、沙拉

油、無水奶油、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

水、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水奶油、香料、

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脂肪抹醬【水、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

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鉀、

鹽、香料、玉米糖膠(含有大豆)、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轉化糖漿【特級砂糖、水、麥芽膏、檸檬酸、

碳酸氫鈉】、玉米粉、糖粉【葡萄糖、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粉末油

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碘鹽、塔塔粉【品

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植物纖維【葡萄糖、葡甘露聚糖、

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牛奶香粉【香料、葡萄糖、食用色素(黃色四號)、品質改良劑(含二氧化矽、葡萄

糖、阿拉伯糖、麥芽糊精)】、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

(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icake蜂蜜千層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調味劑(檸

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蔗糖、麵粉、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

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型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

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調

合蜜【果糖、蜂蜜、香料、焦糖糖漿】、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葡萄糖、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

酸丙二醇酯、脂肪酸蔗糖酯】、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

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香草莢醬【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溶劑(丙二醇)、食用香料、葡萄

糖、天然香草莢籽、著色劑(β-胡蘿蔔素)、粘稠劑(玉米糖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順成生巧克力長條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 2299-930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台灣

苦甜巧克力塊(糖、氫化植物油脂(棕櫚仁油)、可可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

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蛋白、砂糖、蛋黃、麵粉、大豆沙拉油、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乳化

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可可粉、奶油(乳脂、水、鹽)、奶水、苦甜巧克力塊53.5%(糖、可

可膏、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乳化油(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

櫚酸脂)、氮氣)、桔子水(蜜柑原汁30%以上、砂糖、檸檬酸)、葡萄糖漿、小脆片(麵粉、糖、脫水奶脂、乳

糖、乳蛋白、鹽、麥芽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巧克力漿(植物性油脂、特級砂糖、水、可可粉、麥芽膏、

乳化劑、香料)、軟質牛奶巧克力(特級砂糖、牛油、大豆沙拉油、可可粉、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

料)、橙皮酒、幕斯凝固膠粉(糊精、洋菜、品質改良劑(檸檬酸鈣))、泡打粉(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玉米

澱粉、酸性焦磷酸鈉)、塔塔粉(玉米澱粉、D-酒石酸氫鉀)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7 字第18AML0000005

號-產品責任險1000萬

帕森朵62%巧克力捲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代可可脂巧克力【糖、氫化植物油(棕櫚仁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E222)、香草香料】、脂肪抹醬

【水、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

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鉀、鹽、香料、玉米糖

膠(含有大豆)、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蔗糖、水、調合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麥芽糖漿、麵粉、可可粉、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大豆油、巧克力

【可可豆、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萃取】、玉米粉、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

軟水、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水奶油、香

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型物、精煉棕櫚仁

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

膠、大豆卵磷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明膠〔來源：豬皮〕、巧克力粉【可可膏、脫脂奶粉、糖、

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小蘇打粉、塔塔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

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拉米爾提拉米蘇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型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

基磷酸二澱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

卵磷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雞蛋、脂肪抹醬【水、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

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

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鉀、鹽、香料、玉米糖膠(含有大豆)、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水、調合

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麵粉、砂糖、慕斯預拌粉

【葡萄糖、蔗糖、海藻糖、明膠、關華豆膠】、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乳化劑(脂肪

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

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酪粉【全脂

奶粉、乳清粉、海藻糖、糖、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中鏈三酸甘油酯、明膠、香料】、沙拉油、巧克

力粉【可可膏、脫脂奶粉、糖、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黑巧克力【可可塊、糖、減

脂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咖啡酒香料【乙醇、果糖、焦糖液、香料】、咖啡

粉、牛奶香精【鮮奶油、牛奶香料、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E471)、酵素製劑(脂肪分解酵

素)】、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

料)】、乳酪膏【棕櫚油、大豆油、乳酪、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E471)、酵素製劑】、塔塔粉【品質改良劑

(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順成拿破崙千層派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 2299-930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台灣

奶粉、麵粉、葡萄乾、核桃、人造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 水、食鹽、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

檬酸鉀)、防腐劑( 己二烯酸鉀)、複方香料(丙二醇、香料、食用酒精)、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

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雞蛋、奶油、糖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7 字第18AML0000005

號-產品責任險1000萬



朋‧亞比提午茶分享三重奏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布朗尼核桃】

雞蛋、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核桃、奶油、巧克力風味糖(可可膏、蔗糖、可可脂、大

豆卵磷脂、香料)、巧克力風味糖(蔗糖、棕櫚仁油、可可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

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食鹽)、可可粉、麵粉、玉米澱粉、巧克力風味糖{蔗糖、可可液、可可脂、乳

脂、可可粉、乳化劑﹝卵磷脂(E322)﹞}、蘭姆酒、酒石酸氫鉀、食鹽

【檸檬乳酪】

鮮奶油乳酪(牛乳、乳脂、鹽、乳酸菌、刺槐豆膠)、蔗糖、乳酪派皮預拌粉(麵粉、乳粉、奶油、蔗糖、食

鹽)、奶油、調和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果膠﹝

水、蔗糖、葡萄糖漿、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

膠)、檸檬汁、動物性鮮乳油(乳油、鹿角菜膠)、檸檬

【覆盆子乳酪】

動物性鮮奶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鮮奶油乳酪(牛乳、乳脂、鹽、乳酸菌、刺槐豆膠)、乳酪派皮預拌粉(麵

粉、乳粉、奶油、蔗糖、食鹽)、蔗糖、覆盆子果泥(覆盆子、蔗糖)、奶油、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

膠)、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水、雞蛋、玉米澱

粉、檸檬汁、麵粉、白蘭地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六福皇宮芋香布蕾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02-8770-6556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3

號
台灣

芋頭餡【芋頭、蔗糖、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甜味劑(山梨醇粉) 、碘鹽】、動物性鮮奶油【乳脂、鹿

角菜膠】、芋頭、格斯粉【砂糖、馬鈴薯澱粉、脫脂奶粉、氫化植物油脂(椰子油)、葡萄糖漿、海藻酸鈉、

牛奶蛋白、磷酸鈣、焦磷酸鈉、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天然香草香料、著色劑(核黃素) 、食用天然

色素(婀娜多)】、雞蛋、砂糖、蛋黃、牛乳【水、奶粉、精製椰子油、生乳、異麥芽寡醣、麥芽糊精、脂肪

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香料(含奶粉、乾酪素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甘油酯) 、海藻酸鈉】、

長春發泡奶油、低筋麵粉、紫地瓜、安佳奶油、可可粉、吉利丁片、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證明書

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7AML0002293號

一禮烘焙巧克力蘋果香緹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
02-8770-6556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3

號
台灣

青蘋果餡【蘋果、葡萄糖漿、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C) 、防腐劑(己二烯

酸鉀) 、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厄瓜多牛奶巧克力40%【糖、全脂奶粉、可可脂、可

可膏、大豆卵磷脂】、雞蛋、植物性鮮奶油【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

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 、磷酸氫二鈉、香料、β-胡蘿

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

E))】、砂糖、蛋黃、低筋麵粉、牛乳【水、奶粉、精製椰子油、生乳、異麥芽寡醣、麥芽糊精、脂肪酸甘

油酯、乳酸硬脂酸鈉、香料(含奶粉、乾酪素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甘油酯) 、海藻酸鈉】、安佳

奶油、葡萄糖漿【葡萄糖、水】、可可粉、吉利丁片、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證明書

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7AML0002293號

中村德式黑森林蛋糕-6吋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雞蛋、櫻桃、藍莓果餡﹝藍莓、山梨醇、水、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檸檬酸、藍莓香料、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植物性鮮奶油﹝水、棕櫚油、蔗糖、山梨糖醇、羧甲基纖

維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磷酸氫二鈉、檸檬酸鈉、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

脂肪酸酯、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香料、食鹽、β胡蘿蔔色素﹞、植物性鮮乳油{水、

玉米糖漿、棕櫚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食用奶精

香料﹝乙基麥芽酚、麥芽醇、苯甲醛、丙二醇、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六

十、食鹽、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食用奶精香料(乳酸、水、檸檬酸三乙酯)﹞、β胡蘿蔔色素}、草莓、蔗

糖、巧克力風味糖﹝蔗糖、可可液、可可脂、乳脂、可可粉、乳化劑(卵磷脂)、香料﹞、水、麵粉、大豆

油、動物性鮮奶油(鮮乳油、鹿角菜膠)、可可粉、藍莓、紅醋栗、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

麥蛋白、蔗糖、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

酒、酒石酸氫鉀、碳酸氫鈉、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中村德式黑森林蛋糕-8吋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雞蛋、櫻桃、藍莓果餡﹝藍莓、山梨醇、水、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檸檬酸、藍莓香料、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巧克力風味糖﹝蔗糖、可可液、可可脂、乳脂、可可粉、

乳化劑(卵磷脂)、香料﹞、蔗糖、植物性鮮乳油﹝水、棕櫚油、蔗糖、山梨糖醇、羧甲基纖維素鈉、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磷酸氫二鈉、檸檬酸鈉、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肪酸酯、乳化

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香料、食鹽、β胡蘿蔔色素﹞、植物性鮮乳油{水、玉米糖漿、棕櫚

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食用奶精香料(乙基麥芽

酚、麥芽醇、苯甲醛、丙二醇)、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六十、食鹽、玉米

糖膠、關華豆膠、食用奶精香料﹝乳酸、水、酯類(檸檬酸三乙酯)﹞、β胡蘿蔔色素}、水、麵粉、大豆油、

草莓、葡萄、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藍莓、紅醋栗、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

麥蛋白、蔗糖、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

酒、酒石酸氫鉀、碳酸氫鈉、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朋‧亞比提芋頭布丁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香芋豆餡{白鳳豆沙、麥芽糖、大豆油、蔗糖、海藻糖、乳粉、食鹽、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

香料﹝香料、丙二醇、D-山梨醇液70%、食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黃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二氧

化鈦、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醇芋餡﹝芋頭、白鳳豆沙、大豆油、蔗糖、D-山梨醇液70%、海藻酸鈉、硫

酸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布丁(水、蔗

糖、奶粉、棕櫚油、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蒟蒻粉、β胡蘿蔔素、牛奶香料)、雞蛋、植物性鮮奶油﹝水、

棕櫚油、蔗糖、山梨糖醇、羧甲基纖維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磷酸氫二鈉、檸

檬酸鈉、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肪酸酯、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香料、食

鹽、β胡蘿蔔色素﹞、植物性鮮乳油{水、玉米糖漿、棕櫚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

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食用奶精香料﹝乙基麥芽酚、麥芽醇、苯甲醛、丙二醇、磷酸氫二鉀、脂

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六十、食鹽、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食用奶精香料(乳酸、水、檸檬

酸三乙酯)﹞、β胡蘿蔔色素}、蔗糖、大豆油、麵粉、橘子風味水(新鮮蔬果、水、蔗糖、玉米澱粉、蘋果

酸、食用橘子香料、β-胡蘿蔔素、食用色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醋栗、玉米澱粉、焦糖米豆﹝

蔗糖、大豆、棕櫚油、葡萄糖、榛果醬、食用色素(焦糖、榛果香料、食鹽、摩卡香料)﹞、複方品質改良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蔗糖、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開心果、酒石酸氫鉀、食鹽、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中村經典紅豆麻糬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麥芽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蔗糖、雞蛋、

酒漬櫻桃(櫻桃、蔗糖、酒精、櫻桃白蘭地)、紅豆、植物性鮮乳油〔水、棕櫚油、蔗糖、山梨糖醇、羧甲基

纖維素鈉、鹿角菜膠、關華豆膠、磷酸氫二鈉、檸檬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大豆卵磷脂、聚氧

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烯酒石酸酯)、香料、食鹽、β胡蘿蔔色素

〕、植物性鮮乳油{水、玉米糖漿、棕櫚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

素、甲基纖維素、食用奶精香料﹝乙基麥芽酚、麥芽醇、苯甲醛、丙二醇、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

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六十、食鹽、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食用奶精香料(乳酸、水、檸檬酸三乙酯)﹞、

β胡蘿蔔色素}、水、大豆油、麵粉、海藻糖、巧克力風味糖(蔗糖、棕櫚仁油、可可粉、脂肪酸山梨醇甘

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食鹽)、橘子風味水(新鮮蔬果、水、蔗糖、玉米澱

粉、蘋果酸、食用橘子香料、β胡蘿蔔色素、食用色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黃色5號)、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

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玉米澱粉、開心果、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蔗糖、羥

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酒石酸氫鉀、

食鹽、複方品質改良(醋酸鈉、反丁烯二酸、脂肪酸甘油酯、棕櫚油)、碳酸氫鈉、複方品質改良劑(葡甘露

聚糖、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葡萄糖)、香料、二氧化鈦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idessert重濃厚起司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奶油起士【牛奶、乳酪、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乳酸菌】、蔗糖、調合乳【水、乳粉、棕櫚

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麵粉、大豆油、起士【牛奶、水、鮮奶油、檸檬

酸鈉、食鹽、乾酪菌種、己二烯酸(防腐劑)、檸檬酸、食用色素( β-衍-8'-胡蘿蔔醛、β胡蘿蔔素、婀娜多色

素、紅椒色素)、大豆卵磷脂、凝乳酵素】、水、酸奶【酸奶脂、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明膠】、乳酪粉

【牛乳、鹽、植物性凝乳酵素】、樹薯粉、煉乳【蔗糖、奶粉、水、沙拉油、無水奶油、脂肪酸甘油脂(脂

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糖粉【葡萄糖、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

粉末油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檸檬汁、植

物纖維【葡萄糖、葡甘露聚糖、鹿角菜膠、刺槐豆膠】、塔塔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

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

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

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拉米爾黃金起酥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酥片【麵粉、烘焙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水、奶

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

酒精)、香料(香料、奶油、水)、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

抗氧化劑(維生素E)))、水、蛋、鹽、乾酵母、檸檬酸】、雞蛋、蔗糖、水、脂肪抹醬【水、玉米糖漿、完全

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

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鉀、鹽、香料、玉米糖膠(含有大豆)、關華豆

膠、β-胡蘿蔔素】、麵粉、檸檬果餡【檸檬汁、水、玉米糖漿、鹽、胡蘿蔔素、玉米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

澱粉)、香料、己二烯酸鉀(防腐劑)】、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糖、精煉棕櫚

仁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鹽、香料、磷酸氫

二鈉、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聚合甘油酯、玉米糖膠】、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乳化劑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

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調味劑(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脂肪抹

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型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

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蔓越莓乾、大豆油、葡萄乾、卡士達粉【砂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

粉、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

素)】、開心果、可可粉、蘭姆酒、小蘇打粉、塔塔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

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

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

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順成焦糖摩卡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 2299-930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台灣

雞蛋、糖、麵粉、沙拉油、核桃、植物性乳化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化劑(脂肪

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檸檬酸

鉀)、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維生素E、L－抗

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脂肪酸

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

E))]、奶水[水、奶粉、沙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桔子水[蜜柑原汁30%、砂糖、檸檬酸、羧甲基纖維

素、鈉(黏稠劑)、β-胡蘿蔔素(著色劑，含水、脂肪酸甘油酯、β-胡蘿蔔素、維生素E)]、巧克力粒[可可粉、

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醛、香

料]、咖啡粉[咖啡豆、菊苣纖維]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7 字第18AML0000005

號-產品責任險1000萬



中村冰淇淋脆皮泡芙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香草】

調和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動物性鮮乳油﹝鮮乳

油、鹿角菜膠﹞、雞蛋、蔗糖、杏仁、麵粉、乳油、巧克力風味糖﹝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脫脂乳

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料(香莢蘭醛)﹞、水、核桃、

吉利丁片、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鈣、磷酸二氫納、酒石酸、檸檬酸、木聚糖酶、玉米澱粉)、食鹽、

香料

【巧克力】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雞蛋、巧克力風味糖﹝糖、可可液、可可脂、乳脂、可可粉、乳化劑

(卵磷脂)、香料﹞、巧克力風味糖(可可膏、蔗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調和乳﹝水、乳粉、棕櫚

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杏仁、麵粉、乳油、巧克力風味糖﹝糖、棕櫚仁

油、可可粉、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食鹽

﹞、水、蔗糖、核桃、吉利丁片、蘭姆酒、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鈣、磷酸二氫納、酒石酸、檸檬

酸、木聚糖酶、玉米澱粉)、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拉米爾黃金乳酪海苔肉鬆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蔗糖、麵粉、大豆油、水、沙拉醬【大豆油、糖、醋、蛋、鹽、乳清蛋白、乙醯化磷酸二澱粉(黏稠

劑)、己二烯酸鉀(防腐劑)、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鈣(品質改良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肉鬆

【豬後腿肉、碗豆粉、砂糖、醬油、大豆沙拉油、食鹽】、起士粉【乾酪、乳化鹽(磷酸氫二鈉)】點鹽、海

苔、塔塔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碳酸氫

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艾波索芒果半熟無限乳酪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艾波索烘焙有限公司 0909-633-777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乳酪{巴氏殺菌乳、稀奶油、鹽、發酵菌種(乳酸乳球菌乳脂亞種、乳酸乳球菌雙乙酰亞種、腸膜明串珠菌腸

膜亞種)、刺槐豆膠、生乳、奶脂}、牛奶餅乾、無鹽發酵奶油、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上白糖(蔗糖)、

芒果果凍{芒果果泥、砂糖、水、檸檬汁、吉利丁(豬皮萃取物)}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久久津彩虹雪戀乳酪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0911-100-275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４

８－１號１樓
台灣

鮮奶油(奶油,粘稠劑(鹿角菜膠),雞蛋,馬斯卡邦乳酪(殺菌奶脂,殺菌牛奶,乳酸),細砂糖,綜合莓果果泥(黑莓,草

莓,藍莓,黑醋栗,轉化糖漿),覆盆子果泥(覆盆子,糖),日本麵粉,草莓果泥(草莓,糖),乳酪(牛奶,奶油,鹽,乳化劑(檸

檬酸鈉,三聚磷酸鈉),芒果果泥(芒果,糖),吉利丁,牛奶,鹽醱酵奶油82%(乳脂82%),覆盆子,藍莓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207第05PL0N000007

拿破崙先生紅豆牛奶冰淇淋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0-8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953-530-91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水、紅豆餡(紅豆、麥芽糖、二砂糖、水、奶油、香草棒)、奶油、脫脂奶粉、麥芽糖、砂糖、葡萄糖、脂肪

酸甘油脂、關華豆膠、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鹿角菜膠、海藻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保險編號：0900-2236002717-02

佳德鳳梨酥(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02-87878186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 台灣 麵粉、砂糖、進口奶油、蛋、鹽、鳳梨餡、少許冬瓜餡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法藍四季罐子蛋糕(3入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7-3732-036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台灣

莓果:蛋糕【雞蛋、小麥粉、植物性奶油(軟質棕油、 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水、乳調合物(水、奶油、

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脂、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香料、

檸檬酸甘油脂、檸檬酸鉀)、奶粉、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

酸棕櫚酸脂)、檸檬酸、檸檬甘油脂、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棕櫚油、中鏈三酸甘油脂、香料、奶

油)、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

化劑(維生素)、砂糖、牛乳、可可粉】、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脂、聚山梨醇酐

脂肪酸脂八十、乳酸甘油脂)、覆盆子果泥(85%覆盆子、轉化糖漿) 草莓果醬(草莓、砂糖、果醬、乙醯化二

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羅望子膠、結蘭膠、檸檬酸、果酸、檸檬酸納、乳酸鈣、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香料、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四十號、矽樹脂(消泡劑)

熱帶水果:蛋糕【雞蛋、小麥粉、植物性奶油(軟質棕油、 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水、乳調合物(水、奶

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脂、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香

料、檸檬酸甘油脂、檸檬酸鉀)、奶粉、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

壞血酸棕櫚酸脂)、檸檬酸、檸檬甘油脂、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脂、、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著色劑、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砂糖、牛

乳、鹽】、熱帶水果餡【鳳梨、黃桃、蘋果、麥芽糖、砂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劑)、水、檸檬酸、

胡蘿蔔素】、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八十、乳酸甘油

脂)、濃縮大豆蛋白、乳化劑(聚山梨醇甘脂肪酸脂六十、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聚合甘油脂)、羥丙基甲基纖

維素、海藻丙二醇、食用香料、檸檬酸納、鹽、天然香料】百香果泥【百香果、水、糖】

芋頭:蛋糕【雞蛋、小麥粉、植物性奶油(軟質棕油、 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水、乳調合物(水、奶油、

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脂、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香料、

檸檬酸甘油脂、檸檬酸鉀)、奶粉、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

酸棕櫚酸脂)、檸檬酸、檸檬甘油脂、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棕櫚油、中鏈三酸甘油脂、香料、奶

油)、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

化劑(維生素)、砂糖、牛乳】、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

八十、乳酸甘油脂】、芋頭泥【白鳳豆、芋頭、麥芽糖、砂糖、調合植物油、全脂奶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起士公爵-小小公爵綜合2入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起士公爵有限公司 06-303-5063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４３６

巷１１號１樓
台灣

原味:凝脂乳酪、蛋、糖

楓糖蔓越莓:凝脂乳酪、蛋、糖、楓糖、蔓越莓果乾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7字第17Aml0001887號

亞尼克草莓生乳捲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

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88號5樓之

2
台灣

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草莓果泥、蛋白粉、草莓、奶油、覆盆子、葡萄糖漿、轉化糖

漿、吉利丁粉、紅麴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7-062206A10046

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草莓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

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88號5樓之

2
台灣

原味: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水、蛋白粉、沙拉油

草莓: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草莓果泥、蛋白粉、草莓、奶油、覆盆子、葡萄糖漿、轉化

糖漿、吉利丁粉、紅麴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7-062206A10046

亞尼克生乳捲原4特4抹4莓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

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88號5樓之

2
台灣

原味: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水、蛋白粉、沙拉油

特黑: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特黑巧克力粉

抹茶: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水、蛋白粉、沙拉油、抹茶醬

草莓:日本奶霜、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草莓果泥、蛋白粉、草莓、奶油、覆盆子、葡萄糖漿、轉化

糖漿、吉利丁粉、紅麴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7-062206A10046

龍泰起士條(檸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龍泰西點麵包店 02-2392-4578
臺北市中正區文祥里杭州南路

１段１４３巷２號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鹽、糖、蛋、檸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險N0085第05PLP03108號

香帥芋香捲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香帥蛋糕有限公司 0937-037-003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里汐萬路1段

238號1樓
台灣 芋頭、麵粉、大豆植物油、食鹽、雞蛋、可可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

香帥綜合捲組芋香6紅豆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香帥蛋糕有限公司 0937-037-003 
新北市汐止區江北里汐萬路1段

238號1樓
台灣

芋頭捲：芋頭、麵粉、大豆植物油、食鹽、雞蛋、可可粉；紅豆捲：紅豆、麵粉、大豆植物油、食鹽、雞

蛋、可可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



糖村波士頓香草乳酪捲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笠豐食品有限公司 04-25327288 分機205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08號 台灣 蛋,鮮奶油,鮮奶,糖,法國無鹽奶油,乳酪,日本麵粉,海藻糖,奶粉,泡打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物保險130206AKP0000219

雅培米堤超起士巧克力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雅培米堤 02-25311221 台北市民生東路2段97號 台灣

起士條成份:奶油乳酪(牛奶、乳油、鹽、刺槐豆膠、乳酸菌)、蛋、糖、鮮奶油、奶油、麵粉    巧克力條成

份:可可液、可可粉、可可脂、糖、麵粉、蛋、奶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保險-0605DT00168

糖村牛軋糖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笠豐食品有限公司 04-25327288 分機205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08號 台灣 麥芽糖,美國加州杏仁粒,法國進口奶油,奶粉,砂糖,蛋白,水,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物保險130206AKP0000219

國王你好原味曲奇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991#251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自強三路

三號
台灣 麵粉, 天然奶油, 海藻糖, 蛋, 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17-字第17AML0000034號

美德日式特製三色蛋糕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03)361-5913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台灣

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高脂可可粉【純可可粉(脂含量20-22%)】、仙人掌果實、芋頭、雞

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油)、食用醋(水、糯米、果糖、鹽、麥

芽抽出物)、代可可脂苦甜黑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植物油脂(棕櫚仁)、減脂可可粉(16%)、葵花籽卵磷脂、

香料(香草醛)】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白木屋珍心香草蛋糕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白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8965558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獅路８

１３巷２２弄６號
台灣

布丁【水、砂糖、奶粉、棕櫚油、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蒟蒻粉、β-胡蘿蔔素、牛奶香料】、蛋糕專用脂

【水、乳油、棕櫚核仁油、葡萄糖、蔗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山梨

醇酐酯、脂肪酸蔗糖酯、大豆卵磷脂)、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糖膠)、黏稠劑(羥

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鹽、磷酸氫二鈉、香料、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雞

蛋、巧克力風味糖【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奶粉、乳糖、麥芽糊精、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

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交酯化萞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香料、著色

劑(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紅色四、七號)】、蘋果餡【蘋果、高果糖漿、水、玉米糖漿、羥丙基磷酸二

澱粉、洋菜、檸檬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偏亞硫酸氫鈉)、鹽、天然香料、檸檬汁、防腐劑(己二烯

酸鉀、苯甲酸鈉)】、麥芽糖、麵粉、砂糖、大豆油、蜜柑汁【蜜柑汁、砂糖、檸檬酸、山梨醇、阿拉伯

膠、醋酸異丁酸蔗糖酯、棕櫚油、香料、β-胡蘿蔔素】、水、海藻糖、蔓越莓、吉利丁粉、奶油、蘭姆

酒、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劑)】、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

粉、麥芽糊精】、白色色粉【二氧化】、鹽、香草粉【葡萄糖、香莢蘭醛、乙基香莢蘭醛、乳糖、二氧化

矽、微結晶狀α-纖維素、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銀

色色粉【矽酸鋁鉀珠光色素、二氧化鈦】、粉紅色色漿【D-山梨醇液、水、丙二醇、紅色色素七號、紅色

色素四十號、玉米糖膠】、食用紅色色素七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旺旺友聯1205第05PLON000010號

白木屋馨愛巧克力蛋糕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白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8965558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獅路８

１３巷２２弄６號
台灣

雞蛋、蛋糕專用脂【水、乳油、棕櫚仁油、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形物、葡萄糖、蔗糖、羥丙基磷酸二

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蔗糖

酯、大豆卵磷脂)、黏稠劑(鹿角菜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

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糖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鹽、香料、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

蔔素)】、砂糖、水、果膠【葡萄糖漿、水、柑橘果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玉米糖漿、二氧化鈦、檸檬

酸、檸檬酸鈉、磷酸鈣、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氯化鉀】、麵粉、栗子丁【板栗、砂糖、水、維生素C(抗氧

化劑)、梔子黃色素、乙烯二胺四醋酸鈣、低亞硫酸鈉】、大豆油、巧克力風味糖【棕櫚仁油、砂糖、可可

粉、奶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交酯

化萞麻酸聚合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鹽、香料】、杏仁角、麥芽糖、鮮奶、提拉米蘇粉

【糖、奶粉、明膠、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葡萄糖漿、香料、鹽、奶油、焦糖色素、β-胡蘿蔔素】、蜂蜜、

麥芽糖、可可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海藻糖、吉利丁粉、蘭姆酒、塔

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紅色色漿【D-山梨醇液、水、丙二醇、紅色色

素四十號、玉米糖膠】、鹽、咖啡、碳酸氫鈉、可可脂、白色色粉【二氧化鈦】、食用紅色色素七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旺旺友聯1205第05PLON000010號

酷聖石心．愛的禮物冰淇淋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A-128459597-00000-7 金格食品(股)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縣大竹北路90-66號 台灣

香奶冰淇淋【奶油、脫脂牛乳、牛乳、蔗糖、玉米糖漿、關華豆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婀娜多色素】、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柑橘

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複方乳化

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β-胡蘿蔔素(葵花籽

油、β-胡蘿蔔素)】、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

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蔓越莓、玫瑰風味荔枝

覆盆莓果泥【荔枝、覆盆子、蔗糖、黑醋栗、玫瑰香料】、葡萄汁、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漿(麥芽

糖、水、葡萄糖)、檸檬酸】、紅醋栗、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明膠【動物膠(豬皮萃取物)】、荔

枝果泥(荔枝、蔗糖)、水、蔗糖、果凍粉(葡萄糖、檸檬酸鈉、蒟蒻粉、氯化鉀、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羧

甲基纖維素鈉)、檸檬酸、食用紅色六號、玫瑰香料(香料、丙二醇)、β-胡蘿蔔素(玉米澱粉、麥芽糊精、玉

米油、β-胡蘿蔔素)、食用紅色四十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附件提供

酷聖石甜蜜之心蛋糕捲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A-128459597-00000-7 金格食品(股)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縣大竹北路90-66號 台灣

香奶冰淇淋【奶油、脫脂牛乳、牛乳、蔗糖、玉米糖漿、關華豆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婀娜多色素】、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葡

萄糖、蔗糖、複方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複

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

β-胡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雞蛋、蔗糖、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柑橘果膠、檸檬

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草莓糖漿【水、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草莓、葡萄糖、蔗糖、

柑橘果膠、香料、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野櫻梅汁、DL-蘋果酸、食用紅色四十號】、低筋麵粉(小

麥)、水、食用大豆油、草莓、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

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

基】、糖粉(蔗糖、樹薯澱粉)、杏仁粉、紅醋栗、草莓蔓越莓果醬【麥芽糖漿(麥芽糖、寡醣、葡萄糖、

水)、蔗糖、蔓越莓、草莓、水、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柑橘果膠、檸檬酸、複方香料(丙二醇、甘油、香

料、醋酸)、食用紅色四十號】、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磷酸

二澱粉、磷酸二氫鈣)、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檸檬酸】、食鹽、芋頭色

醬【甜味劑(D-山梨醇)、水、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品

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食用紅色四十號、β-胡蘿蔔素(玉米澱粉、麥芽糊精、玉米

油、β-胡蘿蔔素)、色膏【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

色四十號、食用黃色五號、玉米糖膠】、食用紅色六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附件提供

芙甜朱古力六重奏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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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榛果達克瓦茲（蛋白、細砂糖、榛果粉、可可粉、低筋麵粉、糖粉），黑醋粒糖液（黑醋意果泥、水、細

砂糖、白蘭地），巧克力慕斯（70%苦甜巧克力，蛋黃，動物性鮮奶油，吉利丁片），白巧克力慕斯（牛

奶、細砂糖、蛋黃、吉利丁片、35%白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牛奶巧克力慕斯（33%牛奶巧克力慕斯、

牛奶、吉利丁片、動物性鮮奶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 1000萬

芙甜焦糖黑森林蛋糕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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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巧克力（64%f巧克力＋橙酒＋葡萄糖漿＋動物性鮮奶油），巧克力蛋糕（蛋白＋砂糖＋沙拉油＋牛奶＋

麵粉＋可可粉＋蛋黃＋苦甜巧克力鈕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 1000萬



Mita經典香草布丁蛋糕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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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草蛋糕（蛋白,細砂,沙拉油,桔籽油,調理專用乳,低筋麵粉,玉米粉.蛋黃）＋香堤鮮奶油（動物性鮮奶油,植

物性鮮奶油）＋粉紅色淋面（糖,葡萄糖漿,F1巧克力,吉利丁,煉乳,粉紅色色素）＋布丁＋黑櫻桃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 1000萬

長崎本舖提拉米蘇蛋糕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05013258-00000-2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6300 台北市中華路2段41號 台灣

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雞蛋、水、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完全氫化椰子

油、酪乳固形物、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

酯、蔗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鮮奶油乾酪(牛乳、鮮奶油、食

鹽、乳酸菌、刺槐豆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蔗糖、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葡萄糖、蔗

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複方品質改良劑

(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β-胡蘿蔔素

(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瑪斯卡邦乾酪(乳脂、牛乳、檸檬酸)、低筋麵粉(小麥)、食用可可粉、食用大

豆油、糖粉(蔗糖、樹薯澱粉)、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乳糖、食用可可粉、可

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

基)、卡士達克林姆粉(蔗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蛋白、氫化椰子油、海藻酸鈉、香料、β-胡蘿蔔素)、

杏仁粉、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吉利丁片【動

物膠(豬皮萃取物)】、草莓蔓越莓果醬【麥芽糖漿(麥芽糖、寡醣、葡萄糖、水)、蔗糖、蔓越莓、草莓、

水、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柑橘果膠、檸檬酸、複方香料(丙二醇、甘油、香料、醋酸)、食用紅色四十

號】、焦糖糖漿、調和製餡油【植物油(棕櫚油、食用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複方抗氧化劑

(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西點

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檸檬酸】、咖啡酒、咖啡粉、碳酸氫鈉、乳粉、咖

啡香料(香料、丙二醇)、食鹽、β-胡蘿蔔素(玉米澱粉、麥芽糊精、玉米油、β-胡蘿蔔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物保險2000萬元

大億麗緻莓果慕斯蛋糕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15388#118 同供應商 台灣

鮮奶油(奶脂、鹿角菜膠)、代可可脂草莓風味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糖、乳糖、脫脂奶粉、可可脂、

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 、胭脂紅

色素)、保久乳、覆盆子果泥(果泥、糖)、糖、雞蛋、代可可脂深黑苦甜巧克力(可可粉、完全氫化棕櫚仁

油、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鏡面果膠(水、

蔗糖、葡萄糖漿、果膠、鹿角菜膠、檸檬酸)、水、打發專用脂(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乳化劑(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蔗糖酯)、大豆卵磷脂、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

素、多磷酸鈉)、關華豆膠、粘稠劑(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香料、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吉利丁(明膠(動物膠E441(豬)))、代可可脂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糖、乳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

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烤酥油(大豆油、無水奶油、大豆卵磷脂、

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

素))、大豆油、麵粉、玉米澱粉、可可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蔗糖)、果糖漿、香料、胡蘿蔔濃

縮物、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草莢粉、焦糖)、咖啡粉、代可可脂檸檬風味巧克力(完全氫

化棕櫚仁油、糖、乳糖、脫脂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

醛、香料、β胡蘿蔔素)、紅麴色素(麥芽糊精、紅麴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6PDT00065

奇華綜合蝴蝶酥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1

樓
台灣

蝴蝶酥 -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橄欖油

咖啡蝴蝶酥-麵粉、奶油、蔗糖、咖啡粉、香料、食鹽、橄欖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元

娘家滴雞精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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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羽土雞滴雞精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娘家滴雞精20入+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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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羽土雞滴雞精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娘家益生菌60入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2-28708250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路139

號
台灣

非基改玉米澱粉、糖粉、脫脂奶粉、NTU101乳酸菌、異麥芽寡糖、香料(優格香料)、營養添加劑(β-胡蘿蔔

素)、調味劑(蘋果酸、檸檬酸)、酵母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娘家益生菌60入-2盒組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02-28708250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路139

號
台灣

非基改玉米澱粉、糖粉、脫脂奶粉、NTU101乳酸菌、異麥芽寡糖、香料(優格香料)、營養添加劑(β-胡蘿蔔

素)、調味劑(蘋果酸、檸檬酸)、酵母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哈根達斯浪漫之心7吋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A-186384960-00000-2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

司
02-8964-3481

新北市板橋區22065中山路一段

156號8樓
台灣

草莓冰淇淋[鮮奶油、糖漬草莓(草莓、糖)、濃縮脫脂乳、糖、蛋黃、水]、白鏡面 (糖、可可脂、氫化棕櫚

油、奶粉、乳糖、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麥芽糖、明膠、二氧化

鈦、奶粉)、海綿蛋糕 [蛋白、糖、蛋黃、沙拉油、低筋麵粉、可可粉、泡打粉 (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

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酒石酸氫鉀、碳酸鈣)]、植物性鮮奶油 [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

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

鈉、香料、β-胡蘿蔔素( 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

酸酯、維生素E)]、翻糖玫瑰花 (糖、葡萄糖漿、小麥澱粉、棕櫚仁油、棕櫚油、水、葡萄糖、檸檬酸甘油

酯、脂肪酸蔗糖酯、二氧化鈦、玉米糖膠、香料、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蕾絲糖[砂糖、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馬鈴薯澱粉、葡萄糖、麥芽糊精、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海藻酸鈉、玉米糖膠、二氧化鈦]、鏡面果

膠 [水、蔗糖、葡萄糖漿、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翻糖 [糖 、葡萄糖漿、小麥澱粉、植

物油(棕櫚仁油、棕櫚)、水、植物脂肪(棕櫚)、葡萄糖、小麥麵粉、檸檬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二氧化

鈦、玉米糖膠、天然香料(奶油、香草)]、哈根達斯LOGO牌 (糖、氫化棕櫚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交酯

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奶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二氧化鈦)、葡萄糖、阿拉伯膠、鹿角菜

膠、洋菜、糊精、可可脂、抹茶粉、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物保險NT$166,332,000

神旺可可雙后生巧蛋糕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18556774-00000-1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316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卡拉膠)、雞蛋、蔗糖、巧克力風味糖(可可塊、蔗糖、可可脂、可可粉、大豆卵磷

脂、香料)、櫻桃果泥(紅酸櫻桃、蔗糖)、牛奶巧克力風味糖(蔗糖、可可脂、全脂乳粉、可可塊、大豆卵磷

脂、香莢蘭醛)、調和乳(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覆盆子果泥(覆盆子果

泥、蔗糖)、大豆油、草莓果泥(草莓果泥、蔗糖)、白巧克力風味糖(蔗糖、可可脂、全脂乳粉、脫脂乳粉、

乳清粉、大豆卵磷脂、香草)、精米粉、杏仁粉、巧克力風味糖(可可膏、蔗糖、可可脂、天然香草香料、二

氧化鈦、氧化鐵)、奶油、乳酪(乳脂、牛乳、乳酸)、可可粉、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30006AKP0001063

神旺仙貝舒芙蕾雪糕捲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18556774-00000-1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316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雞蛋、鮮乳油﹝乳製品(乳脂、奶油、酪油、乳粉)、水、糊精、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脂肪

酸甘油酯)、乾酪素鈉、偏磷酸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香料﹞、蔗糖、調和乳(乳粉、棕櫚油、牛乳、乳

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鮮奶油乳酪(牛乳、乳脂、乳酸菌、食鹽、刺槐豆膠、玉米糖膠、關華豆

膠)、奶油、麵粉、海藻糖、仙貝預拌粉(精米、棕櫚油、玉米澱粉、蔗糖、葡萄糖、醬油粉、食鹽、L-麩酸

鈉)、複方品質粘稠劑(葡萄糖、麥芽糊精、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玉米澱粉、蛋白霜粉﹝糖粉、

蔗糖、蛋白霜、濃縮粉(雞蛋白粉、乙醯化磷二澱粉、蔗糖、明膠、羧甲基纖維素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30006AKP0001063



妖怪手錶蛋糕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A-118556774-00000-1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316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水蜜桃、布丁(水、蔗糖、奶粉、棕櫚油、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蒟蒻粉、β胡蘿蔔素、牛奶香料)、雞蛋、

奇異果、植物性鮮乳油﹝水、氫化植物油(棕櫚油)、蔗糖、甜味劑(山梨糖醇)、羧甲基纖維素鈉、羥丙基甲

基纖維素、鹿角菜膠、關華豆膠、磷酸氫二鈉、檸檬酸鈉、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丹硬脂肪酸酯、乳化劑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香料、食鹽、β胡蘿蔔色素﹞、植物性鮮乳油{水、玉米糖漿、棕櫚仁

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食用奶精香料﹝乙基麥芽

酚、麥芽醇、苯甲醛、丙二醇、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甘脂肪酸酯六十、食鹽、玉米

糖膠、關華豆膠、食用奶精香料(乳酸、水、檸檬酸三乙酯)﹞、β胡蘿蔔色素}、糖、水、麵粉、大豆油、動

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可可粉、藍莓、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蔗糖、

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酒石酸氫

鉀、碳酸氫鈉、食鹽、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F-197313611-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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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

樓
日本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HELLO KITTY曼特寧咖啡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后政企業有限公司 05-3714372
嘉義縣太保市梅埔里１０鄰梅

子厝８４之２號
印尼 咖啡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KITTY櫻花蘋果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25號 台灣 水、糖、蘋果濃縮汁、櫻花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KITTY芙蓉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25號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洛神花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老協珍熬雞精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水、老母雞、豬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喵星人輕食組合包(3入)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1068035913
香港商新邦環球貿易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8360755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83號

一樓
台灣

每100g/旗魚蔓越莓潔牙片:蛋白質4%以上、脂肪1%以上、纖維0.1%以下、水分10%以下、灰分1%以下、

鈉11.6mg/100g

鱈魚雞肉絲:蛋白質20%以上、脂肪1%以上、纖維0.1%以下、水分15%以下、灰分2%以下、鈉

45.7mg/100g

鮪魚潔牙棒:蛋白質4%以上、脂肪1%以上、纖維0.1%以下、水分10%以下、灰分1%以下、鈉

10.6mg/100g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7667字第06ML000083號

毛小孩大滿足組合包(3入)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1068035913
香港商新邦環球貿易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02-28360755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83號

一樓
台灣

每100g: 雞肉腳印餅:蛋白質15%以上、脂肪5%以上、纖維0.1%以下、水分15%以下、灰分1%以下、鈉

15.3mg/100g

螺旋潔牙棒:蛋白質20%以上、脂肪2%以上、纖維2%以下、水分15%以下、灰分1%以下、鈉

12.4mg/100g

牛肉細棒條:蛋白質15%以上、脂肪4%以上、纖維0.1%以下、水分20%以下、灰分1%以下、鈉

65.0mg/100g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7667字第06ML000083號

博士巧思無穀犬食-羊肉地瓜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1068035913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978-697725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45號 台灣
每100g:  蛋白質24%以上、脂肪12%以上、纖維4%以下、水分10%以下、灰分7%以下、鈣1.4以上、磷

0.8%以上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503字第06PD02932號

博士巧思無穀犬食-高齡犬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1068035913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978-697725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45號 台灣 每100g:蛋白質22%以上、脂肪10%以上、纖維5%以下、水分10%以下、鈣0.8以上、磷0.5%以上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503字第06PD02932號

Move Free益節加強型迷你錠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A-154375715-00000-5
香港商香港利潔時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0937-590-650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

六樓
美國

主要成分: 微結晶纖維素、雞軟骨(含10毫克非變性第二型膠原蛋白)、氯化鉀、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二氧

化矽、硬脂酸鎂

外膜：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二氧化鈦、聚糊精、滑石粉(三矽酸鎂)、麥芽糊精、中鏈三酸甘油脂、甘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GBL000546160

Airborne發泡錠香橙口味 裕利股份有限公司 A-154375715-00000-5
香港商香港利潔時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
0937-590-650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

六樓
美國

D-山梨醇(甜味劑)、維生素C (抗壞血酸、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水、氯化鈉)、檸檬酸、碳酸氫鈉、紫錐菊(紫

錐菊萃取物、麥芽糊精、二氧化矽)、香料[麥芽糊精、糖、天然香橙味香料、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阿拉伯

膠、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二氧化矽、α-生育醇 (抗氧化劑)]、碳酸氫鉀、聚乙二醇、硫酸

鎂、氧化鎂、維生素E (乙酸dl-α-生育醇酯、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二氧化矽)、醋磺內酯鉀(甜味劑)、硫酸

鋅、葡萄糖酸錳、二氧化矽、紅甜菜色素(麥芽糊精、紅甜菜萃取物、檸檬酸、抗壞血酸)、人參(麥芽糊

精、人參萃取物、二氧化矽)、蔗糖素(甜味劑)、維生素A(麥芽糊精、阿拉伯膠、玉米澱粉、維生素A粉末、

生育醇)、維生素B2(核黃素)、亞硒酸鈉 (磷酸氫鈣、亞硒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GBL000546160

萊萃美葉黃素軟膠囊組合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統一藥品 0225778899 #82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

號
美國

魚油 (魚油(鯷魚、沙丁魚)、混合生育醇維生素E (抗氧化劑))、大豆油、維生素C、維生素E、葉黃素 (玉米

油、葉黃素(含玉米黃素))、蜂蠟、硒酵

母、大豆卵磷脂、氧化鋅、β-胡蘿蔔素(葵花油、

β- 胡蘿蔔素)、硫酸銅。

外膜：明膠(豬來源)、甘油、水、食用紅色40號鋁麗基、食用藍色2號鋁麗基、二氧化鈦(著色劑)、食用黃

色6號鋁麗基。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A-184449046-00000-7

萊萃美蝦紅素青春軟膠囊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統一藥品 0225778899 #82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

號
美國 玉米油、紅藻萃取(含蝦紅素)、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膠囊:明膠(豬)、甘油、水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A-184449046-00000-7

法藍四季火腿肉鬆三明治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2-

27887887#2135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台灣

雞蛋、麵粉、奶油、火腿、紐西蘭起士、肉鬆、糖、鹽、磷酸鈉、L-麩酸鈉、異抗壞血酸

鈉、丁二酸納澱粉、亞硝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法藍四季切達起司三重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2-

27887887#2135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台灣 小麥粉、奶油(棕櫚油)、雞蛋、起士片、切達乳酪丁、白起士片、莫札瑞拉起司、糖、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佳樂波士頓派水蜜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京樂蛋糕食品有限公司
02-

27887887#2135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七街302號台灣

雞蛋、鮮奶油(水、部分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糖、甜味劑(山梨醇)、乾酪素納

(奶類、衍生物)、乳酸硬脂酸納、羥丙基纖維素

、羥丙基甲基纖維素、鹽、磷酸氫二鉀、香料、B-胡蘿蔔素、麵粉、蔗糖、大豆油、牛乳

粉、水、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

(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水蜜桃

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3305ML000260



拿破崙先生拿破崙卷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0-8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

27887887#2135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台灣

水、雞蛋、低筋麵粉、中筋麵粉、細砂糖、大豆油、可可粉、棕櫚油、硬質棕油、動植物

油脂(牛脂、完全氫化硬質棕油、軟質棕油)、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

粉、磷酸二氫鈣)、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聚合甘油脂)、卵磷脂、乳調合物(水、奶

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腐劑(已二烯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複方香料(丙二醇、香

料、食用酒精)、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胡蘿蔔素、維生素E)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保險編號：0900-2236002717-02

老協珍燕窩蛋糕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白木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8965558
 桃園市楊梅區高山里高獅路８

１３巷２２弄６號
台灣

乾酪【殺菌奶脂、檸檬酸】、鮮奶油【乳油、黏稠劑(鹿角菜膠)】、水、覆盆子果泥【覆盆子、轉化糖

漿】、雞蛋、砂糖、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蘋果果膠、黏著劑(海藻酸鈉、鹿角菜膠、玉米

糖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磷酸鈣、香料】、濃縮奶品【水、奶粉、完全氫化椰子

油、糖、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碳酸氫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香料】、小蘋果、鮮

奶、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形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

澱粉、聚山磷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脂、

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蜜燕窩【水、冰糖、燕盞】、大豆油、麵粉、海藻糖、可可粉、慕斯粉【明膠

(豬)、葡萄糖、大豆多醣、洋菜、檸檬酸鈣】、吉利丁粉【明膠200B(豬)】、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脂肪

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丙二醇酯、丙二醇酯、D-山梨醇、水】、果膠粉【蘋果果膠、磷酸

二氫鈉、葡萄糖、磷酸鈣】、覆盆子酒、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水、丙二醇、食用紅色四十號、

玉米糖膠】、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金箔。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52-03330008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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