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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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亞尼克芒果生乳捲(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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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

玉米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芒果*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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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

芒果: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

玉米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原味6特黑4芒果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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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特黑:蛋、鮮奶、砂糖、奶油<

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巧克力粉

芒果: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

玉米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夢想村25度N檸檬派6吋*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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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鹽奶油,檸檬,日本麵粉,蛋,砂糖,海藻糖,杏仁粉,糖粉,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奶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水,沙拉油,蛋白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檸檬派*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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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鹽奶油,檸檬,日本麵粉,蛋,砂糖,海藻糖,杏仁粉,糖粉,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奶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水,沙拉油,蛋白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檸檬派*7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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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鹽奶油,檸檬,日本麵粉,蛋,砂糖,海藻糖,杏仁粉,糖粉,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奶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水,沙拉油,蛋白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夢想村烤布丁派6吋*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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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奶,蛋,日本麵粉,無鹽奶油,乳酪,砂糖,杏桃果膠,水,杏仁粉,糖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布丁派*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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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奶,蛋,日本麵粉,無鹽奶油,乳酪,砂糖,杏桃果膠,水,杏仁粉,糖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亞尼克布丁派*7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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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奶,蛋,日本麵粉,無鹽奶油,乳酪,砂糖,杏桃果膠,水,杏仁粉,糖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6A10046

(宅)龍泰起士條(檸檬)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05062898-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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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３巷２號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鹽、糖、蛋、檸檬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明台產險N0085第05PLP03108號

(宅)龍泰起士條(檸檬)10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05062898-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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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３巷２號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鹽、糖、蛋、檸檬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明台產險N0085第05PLP03108號

(宅)塔吉特經典芒果多千層蛋糕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P-123780871-00001-0 豐喜食品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芒果、脂肪抹醬[水、棕榈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

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

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

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慕斯粉[糖、葡萄糖、動物膠、乳糖、粘稠

劑(塔拉膠)]、蛋、芒果濃糖果漿[芒果泥、高果糖糖漿、砂糖、水、DL-蘋果酸、檸檬酸鈉、香料、

抗氧化劑(維生素C)]、麵粉、奶粉、砂糖、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

澱粉、無水奶油(乳脂、水)、檸檬濃縮汁、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糖酸-δ-内酯、偏磷酸鈉、檸檬

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本產品含芒果、蛋、牛奶其及

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7第05AKP0000060號保單

(宅)綜合A款(蕾雅起士+牛奶+巧克力+岩燒提拉)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P-123780871-00001-0 豐喜食品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貝里斯牛奶: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

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 、蛋、牛奶、低筋麵粉、砂糖、奶粉、貝

里斯奶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發酵奶油(殺菌牛乳、乳酸、發酵菌種)、玉米澱

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

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修格拉巧克力:脂肪抹醬 [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

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

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氫化

棕梠仁油、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低筋麵粉、奶粉、砂糖、蘭姆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

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蕾雅起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

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

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乳酪(殺菌全脂牛乳及乳脂、鹽、乳

酸菌、刺槐豆膠)、鮮奶油(乳脂肪、鹿角菜膠)、黑櫻桃(櫻桃、水、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

蛋、砂糖、麵粉、糖粉、奶粉、白蘭地、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水奶油

(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

焦磷酸鈉]、鹽。

岩燒提拉:水、馬斯卡邦(殺菌奶脂、檸檬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

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全蛋

液、砂糖、麵粉、奶粉、防潮可可粉、咖啡粉、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

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

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 1307第05AKP0000060號保單

(宅)塔吉特蛋糕芒果多2+綜合2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P-123780871-00001-0 豐喜食品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貝里斯牛奶: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

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 、蛋、牛奶、低筋麵粉、砂糖、奶粉、貝

里斯奶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發酵奶油(殺菌牛乳、乳酸、發酵菌種)、玉米澱

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

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修格拉巧克力:脂肪抹醬 [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

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

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氫化

棕梠仁油、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低筋麵粉、奶粉、砂糖、蘭姆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

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蕾雅起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

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

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乳酪(殺菌全脂牛乳及乳脂、鹽、乳

酸菌、刺槐豆膠)、鮮奶油(乳脂肪、鹿角菜膠)、黑櫻桃(櫻桃、水、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

蛋、砂糖、麵粉、糖粉、奶粉、白蘭地、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水奶油

(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

焦磷酸鈉]、鹽。

岩燒提拉:水、馬斯卡邦(殺菌奶脂、檸檬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

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全蛋

液、砂糖、麵粉、奶粉、防潮可可粉、咖啡粉、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

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

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芒果:芒果、脂肪抹醬[水、棕榈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

本產品含芒果、蛋、牛奶其及

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 1307第05AKP0000060號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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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塔吉特蛋糕芒果多5+綜合5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P-123780871-00001-0 豐喜食品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貝里斯牛奶: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

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 、蛋、牛奶、低筋麵粉、砂糖、奶粉、貝

里斯奶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發酵奶油(殺菌牛乳、乳酸、發酵菌種)、玉米澱

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

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修格拉巧克力:脂肪抹醬 [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

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

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蛋、苦甜巧克力(可可粉、氫化

棕梠仁油、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低筋麵粉、奶粉、砂糖、蘭姆酒、氧化羥丙基澱粉、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無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

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蕾雅起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

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

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水、乳酪(殺菌全脂牛乳及乳脂、鹽、乳

酸菌、刺槐豆膠)、鮮奶油(乳脂肪、鹿角菜膠)、黑櫻桃(櫻桃、水、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

蛋、砂糖、麵粉、糖粉、奶粉、白蘭地、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水奶油

(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鹽、酸性

焦磷酸鈉]、鹽。

岩燒提拉:水、馬斯卡邦(殺菌奶脂、檸檬酸)、脂肪抹醬[水、棕櫚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

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全蛋

液、砂糖、麵粉、奶粉、防潮可可粉、咖啡粉、氧化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吉利丁、無

水奶油(乳脂、水)、保鮮劑[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偏磷酸鈉、檸檬酸、多磷酸鈉、食

鹽、酸性焦磷酸鈉]、鹽。

芒果:芒果、脂肪抹醬[水、棕榈仁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香料、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乾酪素鈉、鹽、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 ]、水、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

本產品含芒果、蛋、牛奶其及

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 1307第05AKP0000060號保單

(宅)佳樂波士頓派水蜜桃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200042622-00000-2 京樂蛋糕食品有限公司 0982-92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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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3305ML000260

(宅)佳樂波士頓派水蜜桃4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200042622-00000-2 京樂蛋糕食品有限公司 0982-92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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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3305ML000260

(宅)佳樂波士頓派水蜜桃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200042622-00000-2 京樂蛋糕食品有限公司 0982-92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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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蛋、牛奶其及製品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3305ML000260

(宅)瑪莉屋3入(宮保雞丁/經典肉醬香腸/豪華夏威夷)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130224702-00001-6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宮保雞丁:雞肉、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醬油、花椒、橄欖油、發酵粉、鹽、義

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

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

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宅)瑪莉屋12入(宮保*4+肉醬香腸*4+豪華夏威夷*4)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130224702-00001-6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宮保雞丁:雞肉、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醬油、花椒、橄欖油、發酵粉、鹽、義

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

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

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宅)瑪利屋30入(宮保*10+肉醬香腸*10+豪華夏威夷*10)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H-130224702-00001-6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宮保雞丁:雞肉、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醬油、花椒、橄欖油、發酵粉、鹽、義

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

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

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原)八口田椒麻花生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園庄貿易有限公司 04-25609836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 台灣 麵體:小麥麵粉、水、鹽。香蔥醬包:水、釀造醬油、蔗糖、芥花油、食鹽、L-麩酸鈉、香料、5’-

烏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花生拌麵醬:水、芝

麻、蔗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花生、混合醬油、味醂、芝麻油、大豆油、蒜、食鹽、釀造

醋、辣椒、麥芽糊精、大蒜萃取物、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烏嘌呤核?磷酸二

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香料、多磷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

鉀)、焦糖色素。椒麻油包:大豆油、辣椒籽油、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含小麥、花生 03AKP5000067

(原)八口田椒麻花生拌麵-12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園庄貿易有限公司 04-25609836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 台灣 麵體:小麥麵粉、水、鹽。香蔥醬包:水、釀造醬油、蔗糖、芥花油、食鹽、L-麩酸鈉、香料、5’-

烏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花生拌麵醬:水、芝

麻、蔗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花生、混合醬油、味醂、芝麻油、大豆油、蒜、食鹽、釀造

醋、辣椒、麥芽糊精、大蒜萃取物、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烏嘌呤核?磷酸二

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香料、多磷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

鉀)、焦糖色素。椒麻油包:大豆油、辣椒籽油、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含小麥、花生 03AKP5000067

(原)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U-154771927-00003-3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933-79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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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蛋及牛奶製品 富邦產險0508字第04ML000052號

(原)義豐蔥油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G-153305826-00000-6 義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03-9577201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生路130-1 台灣 蔥、麵粉、豬油、鹽 N/A 臺灣產物保險138706000017號

(原)新興461軟骨肉-紅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10873968-00000-3 新興四六一小吃店 0980-299-702 台南市仁德區全福路80巷10號 台灣 軟骨豬肉、鹽 N/A 南山產物0901-2236002544-00

(原)新興461軟骨肉-清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10873968-00000-3 新興四六一小吃店 0980-299-702 台南市仁德區全福路80巷10號 台灣 軟骨豬肉、糖、鹽、醬料、辛香料 N/A 南山產物0901-2236002544-00

(原)卡娜赫拉的小動物脆皮軟糖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54368355-00000-7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223093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柑橘果膠、檸檬酸、哈密瓜香料、藍莓香料、DL蘋果酸、檸檬酸鈉、阿拉伯膠、維生素C、食用色

素藍色1號、黃色4號、紅色40號、食品亮光劑(棕櫚蠟、棕櫚油、棕櫚核仁油)

本產品生產設備及管線有處理

芒果、牛奶及其製品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07ML000002

(原)蜷尾家華人冰王蛋捲冰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200020698-00000-7 全道味有限公司 02-25472589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720號 台灣 蜂蜜紅茶口味（鮮奶︑水︑鮮奶油︑砂糖︑冰淇淋粉(葡萄糖︑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

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香料)︑紅茶葉︑餅乾(水︑麵粉︑玉米粉︑

棕櫚油︑卵磷脂︑焦糖色素)︑蜂蜜︑葡萄糖 ︑茶粉︑焦糖醬(砂糖︑水)︑鹿角菜膠︑玉米糖膠）

焦糖雞蛋布丁口味（鮮奶︑水︑鮮奶油︑蛋黃醬(葡萄糖漿︑煉乳︑蛋黃醬︑白砂糖︑水︑香料︑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紅辣椒萃取物︑薑黃素)︑砂糖︑冰淇淋粉(葡萄糖︑脫脂奶粉︑脂肪

酸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香料)︑餅乾(水︑麵粉︑

玉米粉︑棕櫚油︑卵磷脂︑焦糖色素)︑葡萄糖︑煉奶(生乳︑糖)︑無鹽奶油︑麥芽糖︑黑糖︑焦糖

醬(砂糖︑水)︑柑橘果膠︑食鹽︑脂肪酸甘油酯）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6字第17AML00003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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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柴米夫妻泰式打拋豬肉1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J-137946520-00000-3 禎立實業社 02-2805800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2巷25弄3號 台灣 豬肉、番茄丁、九層塔、蒜、洋蔥、薑、辣椒、大豆蛋白、植物油、鹽、白胡椒、蠔油【水、鹽、

糖、醬油、乙醯化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水解蛋白(鹽、水解大豆蛋白、豬肉明膠水解蛋白、麥

芽糊精、L-麩酸鈉、5’-鳥嘌呤核甘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胺基乙酸)、調味劑(蘋

果醋、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香料、焦糖色素、蠔萃取物(葡萄

糖、麥芽糊精)、已二烯酸鉀(防腐劑)、阿斯巴甜(甜味劑)、玉米糖膠】、醬油、米酒、乙醯化己二

酸二澱粉(黏稠劑)、糖、水、泰國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

如包裝所示 富邦產物保險，0523第17AML000159號

(原)柴米夫妻泰式打拋豬肉15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J-137946520-00000-3 禎立實業社 02-2805800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2巷25弄3號 台灣 豬肉、番茄丁、九層塔、蒜、洋蔥、薑、辣椒、大豆蛋白、植物油、鹽、白胡椒、蠔油【水、鹽、

糖、醬油、乙醯化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水解蛋白(鹽、水解大豆蛋白、豬肉明膠水解蛋白、麥

芽糊精、L-麩酸鈉、5’-鳥嘌呤核甘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胺基乙酸)、調味劑(蘋

果醋、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香料、焦糖色素、蠔萃取物(葡萄

糖、麥芽糊精)、已二烯酸鉀(防腐劑)、阿斯巴甜(甜味劑)、玉米糖膠】、醬油、米酒、乙醯化己二

酸二澱粉(黏稠劑)、糖、水、泰國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

如包裝所示 富邦產物保險，0523第17AML000159號

(原)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F-153693396-00001-8 全滋稻食品有限公司 02-22448888#207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40巷57號 台灣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白、葡萄

糖、大豆油、D-山梨醇液(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

黑胡椒杏仁香脆肉片

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黑胡椒、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白、葡萄糖、大豆油、

D-山梨醇液(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

如包裝所示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4B10138

(原)枝仔冰城超果漾雪糕組 云品生活 E-180177459-00001-4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8-7629586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台灣 香蕉雪糕：水、香蕉、牛奶雪皮漿【椰子油、奶粉、蔗糖、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著

色劑(食用色素黃色5號、β胡蘿蔔素)】、棕櫚油、麥芽糖、蔗糖、奶粉、乳清蛋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關華豆膠、香料、刺槐豆膠、檸檬、鹿角菜膠。

芒果雪糕：水、芒果、牛奶雪皮漿(椰子油、奶粉、蔗糖、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食

用色素黃色5號、β-胡蘿蔔素)、麥芽糖、棕櫚油、蔗糖、奶粉、乳清蛋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關華豆膠、鹿角菜膠、海藻酸鈉、玉米糖膠、蘋果酸、香料、食用色

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黃色5號。

本產品含有牛奶、芒果、大豆

及其製品，對上列特殊過敏體

質者，可能會導致過敏症狀。

蘇黎世產物保險

50-106-07723877-00004-PDL

(原)抹茶入綠茶(3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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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茶,抹茶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女性生活綺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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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大豆,烏龍茶,玉米,桑葉,白甘藷茶(西蒙一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沖繩香檬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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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檬,果糖葡萄糖液糖,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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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每日一杯青汁飲料 (6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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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溶性食物纖維(玉米),大麥嫩葉粉,羽衣甘藍

汁,綠茶粉,鋅酵母,洋菜,乳酸菌粉(殺菌),玉米糖膠,

關華豆膠,維生素E.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零酒精啤酒風味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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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水,麥芽,麥芽糖,小麥食物纖維,米麴萃取物,

啤酒花,香料,檸檬酸,胺基乙酸,脂肪酸甘油酯.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龍馬無酒精飲料-啤酒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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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水,麥芽,烘焙麥芽,啤酒花.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碳酸飲料[梅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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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梅,砂糖,碳酸(二氧化碳)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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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30-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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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沐月HELLO KITTY烏龍茶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B-128166136-00000-2 華剛製茶廠 04-25266364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二街180號 台灣 茶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7PD01595號

(原)HELLO KITTY草莓精釀啤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K-153401285-00001-7 雲端製酒股份有限公司 037226456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台灣 水、大麥芽、草莓汁、啤酒花、酵母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7PD01595號

(原)LITTLE TWIN STARS 星光白甜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N-12788063-00001-1 二林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0921-182-298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中和巷13號-15

台灣 葡萄汁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7PD01595號

(原)LP33膠囊 統一企業(股)公司 A-116239438-00000-4 統一企業(股)有限公司委託景岳生物

科技(股)公司生產

06-5991511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台灣 活性乳酸菌冷凍乾燥菌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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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玉米澱粉、麥芽糊精、果寡醣、硬脂酸

鎂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6 字第18AML0000434號

(原)熱情果綜合果凍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B-116257574-00000-6

熱情果有限公司 0921-798-104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3段259號

台灣 百香果凍

成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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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香果原汁 產地：台灣埔里鎮果樹第四班

/檸檬口味

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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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原汁產地:屏東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06482005-00006-PFL

(原)TOPDRY 蜜汁豬肉條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52273939-00000-8 盛鈞國際有限公司 02-87727990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148號2樓 台灣 台灣後腿豬肉、砂糖、香辛料、食鹽、醬油(水、小麥、大豆、糖、鹽)  添加物：D-山梨醇液（甜

味劑）、味精（調味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己二烯酸鉀（防腐劑）千分之二以下、異抗

壞血酸鈉（抗氧化劑）、亞硝酸鹽（保色劑）百分之0.007以下、食用色素40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5-18AML0000388

(原)TOPDRY 蒜了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52273939-00000-8 盛鈞國際有限公司 02-87727990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148號2樓 台灣 蒜頭、鹽、糖、棕櫚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5-18AML0000388

(原)元祖經典冰淇淋麻糬組(10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09462684-00000-7 元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8-4090*166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4號2樓 台灣 元祖冰淇淋麻糬--草莓

成分：水、砂糖、糯米粉、麥芽糖、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

酸酯)]、脫脂奶粉、果糖、蛋白、樹薯粉、草莓濃縮汁、沙拉油、覆盆子、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β-澱粉酶)、草莓香料(丙二醇、醋酸、香料)、玉米糖膠、脂肪酸甘油酯、DL-蘋果酸、刺

槐豆膠、檸檬酸、乳酸鈣、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鹿角菜膠、蔗糖)、精鹽、關華豆膠、焦糖

色素、胭脂紅色素(麥芽糊精、胭脂蟲酸鋁鹽)。

元祖冰淇淋麻糬--芒果

成分：水、砂糖、糯米粉、芒果顆粒醬[芒果、砂糖、水、柑橘果膠、安定劑(關華豆膠、羧甲基纖

維素鈉、葡萄糖、乳糖、麥芽糊精、二氧化矽)、檸檬酸、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

精、水、蔗糖、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土芒果汁、麥芽糖、脫脂

奶粉、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無水奶油、蛋白、樹

薯粉、沙拉油、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β-澱粉酶)、羧甲基纖維素鈉、脂肪酸甘油酯、芒

果香料(丙二醇、甘油、乙醇、水、香料、芒果萃取物)、芒果香料(香料、乙醇、水)、10%β-胡蘿

蔔素[麥芽糊精、中長鏈脂肪酸甘油酯、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β-胡蘿蔔素、水、維生素E(抗氧化

劑)、二氧化矽、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1%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中鏈三

酸甘油酯、阿拉伯膠、麥芽糊精、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生育醇(抗氧化劑)]、刺槐豆

膠、精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蔗糖)、關華豆膠、乳酸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1字第06PD01570號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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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類及大豆製品 和泰產物保險

(原)峰田小町酒粕香米捲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B-157234801-00000-9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04-23393252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10號 台灣
糙米、棕櫚油、麥芽糊精、白米、玉米、蛋黃粉、砂糖、醬油粉(大豆、小麥、鹽、糖)、酒粕粉、

麥片、綠豆、蕎麥、蓮子、薏仁、豌豆、紅豆、花豆、黑豆、黑米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

品、蛋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

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本

生產線有生產牛奶及其製品。

已投保華南產險保單號碼：

1408第062050023號

(原)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綜合果汁組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P-164975674-00001-2 幸鑫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廠) 05-597-1151 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南勢200號

台灣
水、砂糖、草莓濃縮汁、藍莓濃縮汁、蘋果濃縮汁、紅葡萄濃縮汁、白葡萄濃縮汁、檸檬酸、磷酸

氫二鉀、香料、羧甲基纖維素納、檸檬酸鈉、維生素C(抗氧化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006AKP0000389

(宅)美德生乳軟法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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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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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本產品含有奶類、蛋類、含有

麩質之穀類，及其製品，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宅)美德生乳軟法9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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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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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本產品含有奶類、蛋類、含有

麩質之穀類，及其製品，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原)Move Free益節加強型迷你錠(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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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3-63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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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GBL00054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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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Move Free益節加強型迷你錠(6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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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3-63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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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GBL000546160

(原)大甲王記滷味組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B-196909536-00000-6 大甲王記滷味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東西八路一段398巷32號 台灣 雞腳、鴨翅、黃豆（基因改造）、豬肝、米、豬血、醬油(非基因改造)、辣椒、八角、糖、食鹽、

利甘素（甜味劑）、L-麩酸鈉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福義軒福椒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I-186981143-00000-6 福義軒食品廠有限公司 05-2838123 嘉義市西區成功街98號 台灣 麵粉、椰子油、奶油、海鹽、胡椒粉、酵母、泡打粉（玉米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糙

米、膨脹劑（碳酸氫鈉）、L-麩酸鈉、肉桂粉、甘草粉、砂糖、棕櫚油、大蒜粉、香辛料（奧勒岡

草、迷迭香、羅勒、辣椒、巴西里）、乾燥橘皮、洋蔥粉、抗氧化劑（維生素E）、二氧化矽。

蛋、堅果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山豬壞壞椒鹽玉米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U-154251714-00000-7 花東菜市集 038-532345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一街31號 台灣 玉米、棕櫚油、糙米、砂糖、麥芽糊精、白胡椒粉、黑胡椒粉、辣椒粉、鹽、食品級二氧化矽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名川杏仁千層酥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E-142807610-00000-0 名川食品有限公司 0927-258526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91號 台灣 麵粉、精緻植物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石質棕油、大豆油)、糖粉、杏仁片、雞蛋、乳化劑(脂肪酸

聚合甘油酯、脂肮酸甘油脂、交脂化蔥麻酸聚合甘油脂)、食鹽、大豆卵磷脂、調味劑(檸檬酸)、抗

氧化劑(維生素E)、著色劑(B-胡蘿蔔素)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名川鹽烤火山豆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E-142807610-00000-0 名川食品有限公司 0927-258526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91號 台灣 夏威夷豆、食鹽 堅果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福源花生醬蔬菜蔥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O-200006080-00000-7 福源商行 03-5328118 新竹市東區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麵粉、花生醬、棕梠油、酥油、青蔥、鹽、糖、酵母、膨鬆劑 牛奶、花生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原)大甲王記三牲組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B-196909536-00000-6 大甲王記滷味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東西八路一段398巷32號 台灣 豬五花肉、雞肉、台灣鯛、地瓜粉、玉米粉、三色豆、洋蔥、鳳梨、木耳、白醋、番茄醬、肉桂、

紅辣椒、薑、糖、醬油(非基因改造)、辣椒、八角、糖、食鹽、蜂蜜、白醋、利甘素（甜味劑）、

L-麩酸鈉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

號

(愛)1919愛心捐贈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好勁道家常麵條-:D173251209-00000-0

統一沙拉油：D173251209-00000-0

御膳米：F-186213452-00000-4

愛之味韓式泡菜：Q-165534366-00001-3

愛之味土豆麵筋：Q-165534366-00001-3

好勁道家常麵條：統一企業

統一沙拉油：統一企業

御膳米：聯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之味韓式泡菜：愛之味股份有限公

司

愛之味土豆麵筋：愛之味股份有限公

司

好勁道家常麵條：

0800037520

統一沙拉油：02-

87866888#2153

御膳米：04-8928601

愛之味韓式泡菜：

(02)29144866分機223

愛之味土豆麵筋：

(02)29144866分機223

好勁道家常麵條：臺灣臺南市永康區中

正路301號A區

統一沙拉油：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

號

御膳米：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2段526

號

愛之味韓式泡菜：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

工業二路11號

愛之味土豆麵筋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工

台灣

好勁道家常麵條：麵粉、水、食鹽

統一沙拉油：大豆沙拉油

御膳米：100%白米

愛之味韓式泡菜：白菜、水、果糖、魚露、蒜、紅蘿蔔、辣椒粉、薑、蔥、L-麩酸鈉、鹽(鈉鹽、

鉀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乳酸鈣

愛之味土豆麵筋：麵筋、水、醬油、糖、花生、鮮味香菇汁(L-麩酸鈉、香菇原汁、昆布原汁、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鈉鹽、鉀鹽)、羧甲基纖維素鈉、甜味劑(複

方甘草酸鈉(麥芽糊精、檸檬酸鈉、甘草酸鈉))

如包裝所示 泰安產險 07字第062207A000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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