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與登錄字號 製造商或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製造商地址 成分 過敏原 是否使用基改 產地 產品責任險

正哲生技礦鹽蘇打-胡
椒蕎麥

正哲生技有限公司(F-
127506170-00000-1)

正哲生技有限公司 02-29875018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二段34巷1號
酵母粉、麥芽抽取液、香辛料(白胡椒粉、辣椒粉、花椒粉、黑胡椒粉、羅勒)、
昆布粉、香菇粉、碳酸氫鈉(小蘇打)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老媽拌麵麻辣口味
好食樂食品(F-154299077-
00000-6)

好食樂食品 02-2693413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5號

麻辣醬包：麻辣醬(豆瓣(鮮紅辣椒，蠶豆，食用鹽，菜籽油，味精，小茴香，香
草，桂皮，八角，山奈，荳蔻，月桂葉，丁香，印度零陵香，乙二酸鉀(防腐
劑)，味醂(糯米，米麹，釀造用糖類)，蒜頭粉，辣椒油，豆鼓，紅辣椒，砂糖，
花椒粉，Ｌ-麩酸鈉（味精），白胡椒粉，已二烯酸鉀(防腐劑)，維生素Ｅ（抗氧
化劑）。香菇素蠔油包：水，蔗糖，黃豆，小麥，食鹽，黏稠劑(玉米糖膠，已醘
化已酸二澱粉)，酵母粉，苯甲酸（防腐劑）香菇粉。香油醬包：白芝麻籽，大
豆。

蠶豆、黃豆、大豆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松記名點御用綜合堅果
松記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
請憑證中)

松記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9912778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2巷7號 松子、夏威夷果、核桃、腰果、南瓜子 堅果類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金門聖祖原味貢糖花生
酥糖

聖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W-
116846927-00000-3)

聖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8-2323456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2段301號 花生、砂糖、麥芽、生薑、白芝麻、鹽 花生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第一家芋冰城椒鹽芋頭
條

第一家芋冰城(E-200029909-
00000-2)

第一家芋冰城 07-6751868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102號 胡椒粉、鹽巴、橄欖油、芋頭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萬益烤小卷
三嘉馨企業有限公司(B-
180219774-00000-7)

三嘉馨企業有限公司(萬益食品) 04-23551100*27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38路197號 糖、鹽、辣椒、魷魚、L-麩酸鈉、已二烯酸、山梨醇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御家族醇品乳酪絲    
寬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F-
128726588-00000-9)

寬鴻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29629696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89巷25號 乳酪、蔬果調味料 蛋及其製品 無 巴西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韓式魷魚大腳切片
韓太有限公司(F-170475090-
00000-5)

韓太有限公司 02-86926832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155號6樓 魷魚、砂糖、精鹽 無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不倒翁芝麻拉麵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H-
127392649-00000-7)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03-2221026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一路50巷6號

成    份：小麥麵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
(醋酸澱粉))、鹽、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品質改良劑(碳酸
鉀、碳酸鈉)、大蒜粉  調 味 料：鹽、葡萄糖、醬油粉(大豆、小麥、鹽)、牛肉萃
取粉、紅辣椒粉、玉米澱粉、海帶萃取粉、糖、大蒜粉、黑胡椒粉、芝麻、香菇
萃取粉、洋蔥粉、酵母萃取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乾燥青蔥、乾燥海帶、天然色素(辣椒紅)、紫菜  調味油包：紅辣椒
油、芝麻油、玉米油  乾燥食材：乾燥全蛋塊、糊精、玉米糖漿、青蔥、玉米澱
粉、胡蘿蔔、芝麻、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

小麥麵粉、大豆及其製
品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翠果子MIDO航空米果
商務艙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216699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玉米澱粉、糯米、豌豆、杏仁、麵粉、糖、醬油、樹薯澱粉、棕櫚油、辣椒粉、
鹽、椰子油、食用色素黃色5號、食用色素藍色１號、調味劑（L-麩酸鈉、5’次
黃嘌呤核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磷酸二鈉）、甜椒色素、焦糖色素、 香料

杏仁、豌豆、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法里曼椰棗核桃
采洲有限公司(F-129149403-
00000-5)

采洲有限公司 02-2280-3741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46巷22弄5號 新鮮核桃.椰棗 核桃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台南盛發無糖愛文芒果
燒(乾)

盛發食品行(D-110830146-
00000-4)

盛發食品行 06-574-2932 台南市玉井區中正路50號 芒果 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花蓮縣餅原味奶油酥條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U-
154771927-00000-0)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3-8337818 花蓮市中華路1號 麵粉、天然奶油、棕櫚油、大豆油、全蛋、糖、黑糖、鹽 麵粉、豆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花蓮縣餅蒜味奶油酥條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U-
154771927-00000-0)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3-8337818 花蓮市中華路1號 麵粉、天然奶油、棕櫚油、大豆油、全蛋、糖、黑糖、鹽、辣椒粉、新鮮蒜泥、 麵粉、豆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MAX TEA
TARIKK】奶茶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F-
128316079-00000-9)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 02-22114360 新北市新店區吉安街14號 糖、植物性奶精 (棕梠油)、無脂肪奶粉、即溶茶 奶製品 無 印尼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揪揪購大尾蝦酥(原
味+蒜味)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
154792578-00000-0)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6365078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民族路7號1樓 原味: 白蝦、糖、鹽、油蒜味: 白蝦、糖、鹽、棕櫚油、香蒜粉(蒜頭) 白蝦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揪揪購大尾蝦酥(原
味+麻辣)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
154792578-00000-0)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6365078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民族路7號1樓
原味: 白蝦、糖、鹽、油麻辣: 白蝦、糖、鹽、棕櫚油、麻辣粉(麥芽糊精、L-麩酸
鈉、乳糖、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玉米澱粉、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吟核苷磷酸二鈉、辣椒、花椒、當歸、川芎)

白蝦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漁品軒海鮮米粉組
(旗魚/鎖管/土魠)

漁品軒有限公司(C-180746683-
00000-2)

漁品軒有限公司 02-2469-4680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76號1樓

旗魚調和米粉調和米粉：在萊米、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黏稠劑(羧
甲基纖維素)  調理包：水、旗魚、樹薯粉、鹽、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汁調味粉、柴魚粉、雞油粉、葡萄
糖  白胡椒粉調味包：鹽、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柴魚粉、雞油粉、葡萄糖  白胡椒粉油蔥包：大豆油、油
蔥酥、蛋酥、蝦仁、維生素E(抗氧化劑)   蔬菜包：乾燥脫水蔬菜鎖管調和米粉調
和米粉：在萊米、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黏稠劑(羧甲基纖維素)調理
包：水、鎖管、樹薯粉、鹽、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汁調味粉、柴魚粉、雞油粉、葡萄糖、白胡椒粉調味
包：鹽、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柴魚粉、雞油粉、葡萄糖、白胡椒粉油蔥包：大豆油、油蔥酥、蛋酥、蝦
仁、維生素E(抗氧化劑)蔬菜包：乾燥脫水蔬菜土魠魚調和米粉調和米粉：在萊
米、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黏稠劑(羧甲基纖維素)調理包：水、土
魠、樹薯粉、鹽、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雞汁調味粉、柴魚粉、雞油粉、葡萄糖、白胡椒粉調味包：鹽、調
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柴魚
粉、雞油粉、葡萄糖、白胡椒粉油蔥包：大豆油、油蔥酥、蛋酥、蝦仁、維生素
E(抗氧化劑)蔬菜包：乾燥脫水蔬菜

蛋及其製品、蝦仁、大
豆及其製品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老媽拌麵蔥油開洋
拌麵

好食樂食品(F-154299077-
00000-6)

好食樂食品 02-2693-413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5號

香油醬包: 白芝麻仔、大豆。麵條成分:高筋麵粉、鹽、水。蔥油醬包:沙拉油、三
星蔥、蝦米、糖 。油包: 水、黑豆、鹽、糖、焦糖色素、紅麴、檸檬酸、多磷酸
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甘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酸二
鈉)、甜味劑(蔗糖素、醋酸內脂鉀) 、苯甲酸鈉(防腐劑)。蔥包:脫水青蔥、香菇風
味調味料(鹽、L-麩酸鈉、香菇粉、糖、調味料(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焦糖色
素、核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

大豆及其製品、蝦米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DOGA香酥脆椒(檸
檬椒鹽)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D-
154079812-00000-7)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市新市區大社里485號
辣椒、芝麻、麵粉、豌豆(含食用藍色1號、食用黃色4號)、花生、大豆沙拉油、
檸檬粉、白胡椒粉、鹽、糖、味精、L-麩胺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生育醇(抗氧化劑)

麵粉、花生、大豆及其
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DOGA香酥脆椒(墨
西哥椒)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D-
154079812-00000-7)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市新市區大社里485號
辣椒、芝麻、麵粉、豌豆(含食用藍色1號、食用黃色4號)、花生、大豆沙拉油、
墨西哥番椒、胡椒、花椒、蒜粒、鹽、糖、味精、乳糖、生育醇(抗氧化劑)

麵粉、花生、大豆及其
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韓國膠囊柚子茶
仲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A-
170564023-00000-5)

仲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
27790103#168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1號4樓 糖,果糖,柚子,蜂蜜,檸檬酸,檸檬酸鈉,鹿角菜膠,維生素C,純水 無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韓國廣川李辣味海
苔

仲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A-
170564023-00000-5)

仲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
27790103#168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1號4樓 海苔,芥花油,胡椒粉,食鹽 無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園果園味檸檬片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檸檬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MIDO日式綜合米
菓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米、棕櫚油、糖、樹薯澱粉、氧化澱粉、鹽、醬油、麥芽糊精、奧勒岡草粉、番
茄粉、胡椒粉、洋蔥粉、洋香菜片、薑黃粉、胡荽粉、孜然粉、肉桂粉、月桂
葉、甘草粉、豆蔻粉、丁香粉、大蒜粉、辣椒粉、黑胡椒、白胡椒粉、辣椒紅、
BBQ香料(棕櫚油、煙燻香料、胡椒油、胡荽油、麝香油、大蒜油、香料)、黑胡
椒香料、焦糖色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辣
椒萃取物、維生素 E(抗氧化劑)、酵母粉

大豆及其製品 無 泰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客摩司蜂蜜奶油洋
芋片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F-
128316079-00000-9)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 02-26183508#58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2之1號
馬鈴薯、棕櫚油、蜂蜜調味料[果糖,混合奶油粉(加工奶油,乳糖)]、鹽粉(鹽,磷酸
鈣)、細糖粉、奶粉、發酵奶粉

奶製品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年方十八紅豆水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
154792578-00000-0)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6365078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民族路７號１樓 紅豆濃縮萃取粉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年方十八薏仁水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P-
154792578-00000-0)

富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6365078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民族路７號１樓 薏仁山藥濃縮萃取粉、麥芽糊精、羧甲基纖維素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卡啦脆魷(原味)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Q-
128550238-00000-7)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上海路171號 新鮮魷魚、鹽、糖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卡啦脆魷(芥末椒
鹽)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Q-
128550238-00000-7)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上海路171號 新鮮魷魚、鹽、糖、芥末粉、棕梠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韓國不倒翁泡麵起
司風味拉麵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H-
127392649-00000-7)

邁可隆實業有限公司 03-2221026 桃園縣蘆竹鄉五福村五福一路50巷6號

小麥麵粉、修飾馬鈴薯澱粉(馬鈴薯澱粉、黏稠劑(醋酸澱粉))、棕櫚油、馬鈴薯澱
粉、小麥蛋白、鹽、蛋殼鈣、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豬骨萃取粉、品質改良劑(碳
酸鉀、碳酸鈉)、著色劑(維生素B2)  調味料:鹽、葡萄糖、醬油粉(大豆、小麥、
鹽)、紅辣椒調味粉(酵母萃取粉、紅辣椒粉、洋蔥粉)、蔬菜雞湯粉(蔬菜萃取粉
(洋蔥、蘿蔔、大蒜、青蔥、甘藍菜)、雞肉萃取粉、胡椒、焦糖粉)、烤味調味粉
(醬油、大蒜粉、酵母萃取粉、糖、牛骨萃取粉、洋蔥粉、糊精)、綜合調味粉(牛
肉萃取粉、香菇萃取粉)、大蒜粉、蔬菜湯粉(甘藍菜萃取粉、白菜萃取粉、洋蔥
粉)、糖、綜合風味粉(酵母萃取粉、薑粉、糊精)、蛋白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黑胡椒粉、紅辣椒粉、關華豆膠、玉
米澱粉、辣椒粉、調味劑(琥珀酸二鈉、檸檬酸)薑粉  起司湯粉:起司粉、奶粉  乾
燥食材:乾燥火腿風味片(鱈魚、馬鈴薯澱粉、鹽)、胡蘿蔔、甘藍菜、甜玉米、波
菜

小麥麵粉、大豆及其製
品

無 韓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黃金水果鋪果醬(草
莓蔓越莓)

耐特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申請憑
證中)

耐特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4-
23206610#213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138號13樓之一 新鮮水果、檸檬汁、糖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Candy Poppy爆米
花(焦糖)

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H-
154805291-00000-9)

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513322*218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明三街5-1號
砂糖、玉米(非基因改造)、麥芽糖漿、椰子油、乳糖、黑糖、海藻糖、大豆卵磷
脂、糖蜜、奶油鹽巴、玉米澱粉、分離液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Candy Poppy爆米
花(巧克力)

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H-
154805291-00000-9)

波滋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513322*218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明三街5-1號
砂糖、玉米(非基因改造)、麥芽糖漿、椰子油、海藻糖、可可粉、大豆卵磷脂、
奶油鹽巴、玉米澱粉、分離液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活力本味雜糧層層
棒(原味)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F-
128316079-00000-9)

三協成事業有限公司 (02)2618-3508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2之1號 麵粉、水、奶油、糖、杏仁角、白芝麻、起司粉、鹽 麵粉、奶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常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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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市場蔗雞王超大雞
腿組

高涓科技有限公司(F-
128129246-00000-7)

高涓科技有限公司 02-2906788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7巷46號 帶骨雞腿、鹽、糖、水、白胡椒粉、白胡椒粉、肉桂粉、肉荳蔻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巴特里拉絲蒜香起司奶
油餐包

巴特里餐包(E-124405662-
00000-1)

巴特里餐包 07-7173388*212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2號 麵粉、砂糖、鹽、蒜泥、巴西里、雞蛋、奶油 麵粉、蛋、奶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主播楊中化爆漿大貢丸 主播貢丸商行(申請憑證中) 主播貢丸商行 0936162425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里民生西路１５７號 食鹽、磷酸鹽、豬後腿肉、 豬背油、砂糖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北斗范氏 肉圓生
范氏商行(N-200018194-
00000-5)

范氏商行 04-8888349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62號1樓 番薯粉、米、麻竹筍、豬肉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明星咖啡俄羅斯軟糖
明星咖啡食品有限公司(A-
128859355-00000-3)

明星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02-23815589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5號2樓 核桃、糖、吉力丁、洋菜、水、鹽、香料 核桃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東門市場鮮肉大餛飩
東門市場三色海鮮水餃店(A-
200041415-00000-4)

東門市場三色海鮮水餃店 02-23278087 台北市信義路2段79巷14-5號 鮮肉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果貿吳媽 高麗菜蝦仁
餃子

久本和有限公司(E-200029543-
00000-6)

久本和有限公司 07-5874085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路５９１號 麵粉、豬肉、蔥、高麗菜、鹽、糖、辛香料、蝦仁 麵粉、蝦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果貿吳媽家 手作豚味
獅子頭

久本和有限公司(E-200029543-
00000-6)

久本和有限公司 07-5874085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路５９１號 豬肉、蔬菜、雞蛋、水、糖、醬油、鹽 蛋、大豆製品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美食村元氣厚片土司 美食村食品行(申請憑證中) 美食村食品行 04-7637910 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彰水路２段５５７號

顆粒花生-糖、花生粉、奶油
卡士達奶酪-雞蛋、糖、玉米粉、奶油、香草棒
起司火腿-火腿片、起司片、黑胡椒粒、蕃茄醬、沙拉油
黑胡椒燻雞-燻雞肉、披薩絲、黑胡椒粒、牛奶
巴西里香蒜-欣鮮巴西里、欣鮮蒜泥、奶油
海鮮大阪燒-章魚、蟹肉棒、高麗菜、柴魚片、沙拉醬

花生、蛋、奶製品、蟹
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基隆百年吳家鼎邊銼
基隆廟口股份有限公司(F-
112805024-00000-5)

基隆廟口股份有限公司 02-26945750 台北縣汐止市福德一路421巷33號 肉羹、銼、蝦仁羹、魷魚、小魚干、金鉤蝦、香菇、竹筍、金針、蒜頭酥 蝦仁、金鉤蝦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紐西蘭綜合莓果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A-
123148363-00000-8)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87923779 台北市內湖區潭美街291號1樓 藍莓、覆盆莓、蔓越莓、黑醋栗、草莓、波森莓 無 無 紐西蘭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鄉味 手工蔥肉水餃 鄉味水餃(申請憑證中)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市大甲區第一公有市場 蔬菜、豬肉、糖、醬油、麻油、香料 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鄉味 泡菜水餃 鄉味水餃(申請憑證中)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市大甲區第一公有市場 蔬菜、豬肉、糖、醬油、麻油、香料 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彙饌 脆皮紹興醉雞
彙饌食品有限公司(H-
128908721-00000-2)

彙饌食品有限公司 03-3752655 桃園縣桃園市大智路11-1號1樓 雞肉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新竹石記 包餡魚丸 新竹石記魚丸(申請憑證中) 新竹石記魚丸 03-5613388 新竹市興學街44號 鯊魚、黑豬肉、蔥、香菇、調味料、茡薺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熊家 萬巒豬腳
熊家企業有限公司(T-
128657148-00000-8)

熊家企業(萬巒豬腳) 08-7810980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156號 豬腳、鹽、糖、味素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綜合五色養生水餃招財
組

英屬蓋曼群島商花蓮香股份有限
公司(F-153000036-00000-0)

英屬蓋曼群島商花蓮香股份有限公司 02-89146029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里寶中路95之3號３樓 豬肉、麵粉、香油、調味料、玉米、鮮蝦、高麗菜、韭菜、韭黃、鰇魚 鮮蝦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蔡家造型包子組
鴻洋食品行(I-200036648-
00000-4)

鴻洋食品行 05-2223061 嘉義市東區興南里吳鳳南路１５號１樓
麵粉、糖、水、豬肉、紅豆、麻糬、南瓜、草莓香料、紅麴、抹茶粉(黃色4號、
藍色1號)、維生素C、竹碳粉

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蔥阿伯 宜蘭蔥肉餡餅 金旺來發商行(申請憑證中) 金旺來發商行 02-82121212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527巷118號 蔥、豬肉、麵粉、高麗菜、薑、醬油、麻油 麵粉、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麵包叔叔檸檬吐司
+巧克力熔岩吐司

豐禾興實業有限公司(U-
189581487-00000-8)

豐禾興實業有限公司 03-8323436*2106 花蓮市中華路296-2號

檸檬吐司:麵粉、檸檬餡(水、高果糖玉米糖漿、糖、食物澱粉、蔬菜油、黃豆、
棉籽、檸檬酸、濃縮檸檬、人工香料、鹽、己二烯酸甲(防腐劑0.5g/kg以下)、食
用色素黃色5號、食用色素黃色6號、抗氧化劑、乳化劑)、奶油、細砂糖、牛奶、
雞蛋、奶粉、酵母、鹽
巧克力熔岩吐司:麵粉、巧克力(水、鮮奶油、甜味劑(山梨醇)、75%巧克力鈕扣、
奶精、黏稠劑(澱粉WB-H2: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麥芽糊精、非調溫黑巧克力、
糖、可可膏、可可粉、無鹽奶油、萊姆酒、品質改良劑(無水醋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甲)、細砂糖、雞蛋、奶油、奶粉、酵母、蜂蜜、鹽、麵Q寶(品質改良劑)

麵粉、黃豆、雞蛋、牛
奶及其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泰味御廚-泰式酸辣
雞湯

豐郁軒企業社(申請憑證中) 豐郁軒企業社 02-86726409 台中市東興路三段257號
雞里肌草菇、酸辣醬、椰奶、南薑、香茅、檸檬葉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泰凱食堂-泰式打拋
豬肉水餃

泰凱企業(E-138690976-00000-
0)

泰凱企業 02-77034169*11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299號
豬絞肉、九層塔、、蒜頭、辣椒、太白粉、胡椒粉、蠔油、細砂、菜豆、高筋麵
粉、中筋麵粉、食鹽、澱粉

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江家-無骨鳳爪組 韋佑食品行(申請憑證中) 韋佑食品行 0929-180-173 台南市安南區培安路406巷21號 雞爪、中藥材、酒、精鹽、香油、蠔油、調味料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億長御坊百香果青
木瓜絲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F-
153696041-00000-7)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青木瓜、百香果醬（百香果、砂糖、蘋果酸、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果
膠、醋酸內脂鉀、百香果香料、已二烯酸鉀)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玫瑰廚房牛丼豚丼
調理包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A-
123148363-00000-8)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87923779 台北市內湖區潭美街291號
醬油、糖、味霖、米酒、鰹魚風味粉(柴魚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
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酸二鈉、DL胺基酸丙)防腐劑
(己二烯酸甲)

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夠披薩好康組
貴客國際事業有限公司(申請憑
證中)

貴客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04-23154216 台中市西屯區惠安巷56號
韓式泡菜(韓式泡菜、豬柳) 大阪章魚燒(章魚丁、海苔、芝麻、柴魚粉、玉米) 黃
金夏威夷(鳳梨、玉米、洋菜粉) 義式總匯(豬肉丸、火腿片、玉米、磨菇、青椒、
洋蔥) 燻雞蘑菇(燻雞肉、磨菇、洋蔥、青豆仁、玉米)

無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厚片吐司蘿蔔糕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申請憑證中)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51巷8號 在來米、澱粉、蘿蔔、調味料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海霸王 超人氣情人
果冰

海霸王(股)公司台北分公司(A-
107726302-00000-5)

海霸王(股)公司台北分公司
(02)2552-
2181#717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62號6樓
開水、青仔芒果、蔗糖、鹽、檸檬酸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料里長-好時節韓式
拌冬粉

維易國際有限公司(A-
124466787-00000-2)

維易國際有限公司 02-2748-4629 臺北市松山區莊敬里撫遠街３７６巷１６號１樓
韓國進口辣醬、甘藷冬粉、豬肉、香菇、洋蔥、黑木耳、紅蘿蔔、鹽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料里長-來自星星韓
式炸雞

維易國際有限公司(A-
124466787-00000-2)

維易國際有限公司 02-2748-4629 臺北市松山區莊敬里撫遠街３７６巷１６號１樓
鮮嫩雞丁、韓國進口辣醬、洋蔥、大蒜、太白粉、醬油、糖

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麵包叔叔綜合貝果
6入

豐禾興實業有限公司(U-
189581487-00000-8)

豐禾興實業有限公司 03-8323436*2103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296之2號

原味貝果：麵粉、糖、橄欖油、奶粉、鹽、酵母、品質改良劑［乳酸硬脂酸鈉、
糊精、碳酸鈣、酵素製劑、維生素C(抗氧化劑)］
蔓越莓貝果：麵粉、蔓越莓、糖、橄欖油、奶粉、鹽、酵母、品質改良劑［乳酸
硬脂酸鈉、糊精、碳酸鈣、酵素製劑、維生素C(抗氧化劑)］
起士貝果：麵粉、乳酪、糖、橄欖油、奶粉、鹽、酵母、品質改良劑［乳酸硬脂
酸鈉、糊精、碳酸鈣、酵素製劑、維生素C(抗氧化劑)］

麵粉、奶製品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私房蔡先生梅釀番
茄

合心坊珍味有限公司(A-
153929978-00000-0)

合心坊珍味有限公司 02-27909639 臺北市中正區幸福里鎮江街７號２樓之１
蕃茄、蔗糖、醋(水、酒精、糯米)、梅子、烏梅汁、鹽、甘草、甜味劑(蔗糖素)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明治巧克力冰淇淋
雪糕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A-
103538906-00000-2)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459號
水、脫脂奶粉、巧克力、砂糖、麥芽糖、蛋黃、食鹽、關華豆膠、甲基纖維素、
刺槐豆膠、香料、食用色素(婀娜多)

奶製品、蛋黃 無 日本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明治煉乳金時雪糕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A-
103538906-00000-2)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459號
水、葡萄糖果糖液糖、砂糖、脫脂奶粉、紅豆、棕櫚油、椰子油、食鹽、關華豆
膠、香料、大豆卵磷脂、食用色素(花青素、胡蘿蔔色素、核黃素)

奶製品 待確認 日本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園果園味古早味棒
棒冰(芒果)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水、芒果、糖、玉米糖膠、蘋果酸、檸檬酸

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園果園味古早味棒
棒冰(荔枝)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186830223-00000-7)

豆之家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3-3216699#234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水、荔枝、甘蔗汁、糖、蘋果酸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花蓮吳媽媽包子暢
銷組

達成食品行(U-200001297-
00000-8)

達成食品行(花蓮吳媽媽包子專賣店) 038-522737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２７鄰中山路１段１４號

鮮肉包:麵粉、水、絞肉、豆薯、沙茶粉、油蔥酥、酵母，糖，乳化劑，醬油，香
油，鹽                                                                                               高麗菜包:麵粉、
水、高麗菜、紅蘿蔔、木耳、香菇，酵母，糖，乳化劑，醬油，香油，鹽
義大利培根起司包:麵粉、水、培根、洋蔥、刨絲乾酪、胡蘿蔔素、酵母，糖，義
大利香料粉、乳化劑，鹽

麵粉、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花蓮吳媽媽包子人
氣組

達成食品行(U-200001297-
00000-8)

達成食品行(花蓮吳媽媽包子專賣店) 038-522737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２７鄰中山路１段１４號
蔥燒包:麵粉、水、絞肉、青蔥、酵母，糖，乳化劑，醬油，香油，鹽
剝皮辣椒包:麵粉、水、絞肉、剝皮辣椒，酵母，糖，乳化劑，醬油，香油，鹽
黑糖包:麵粉、水、黑糖粉、酵母，糖，乳化劑，鹽

麵粉、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曾媽手作菓子工房-
北海道半熟乳酪

曾媽精緻蛋糕小舖(申請憑證中) 曾媽精緻蛋糕小舖 03-553-7734 新竹縣竹北市竹義里新光街228-1號
SAPUTO天然奶油、北海道LUXE乳酪、雞蛋、牛奶、砂糖

牛奶及其製品、雞蛋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花蓮公正街包子排
隊組

豐郁軒企業社(申請憑證中) 豐郁軒企業社 02-86726409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22巷61號
公正包:豬肉、鹽、糖、蔥花、麵粉皮
蒸餃:豬肉、鹽、糖、蔥花、麵粉皮

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億長御坊牛三拼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F-
153696041-00000-7)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31巷13號
牛腱、牛肚、牛筋、醬油、花椒、麻油、糖、辣椒粉、鹽

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梁幼祥鮮蝦大餛飩
幼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憑
證中)

幼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2192035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503之5號4樓
麵粉、水、豬肉、蝦、鹽、香油、胡椒粉、薑、油蔥、海帶芽

麵粉、蝦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蔥阿伯台南手工蝦
仁小肉圓

金旺來發商行(申請憑證中) 金旺來發商行 02-82121212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路77巷1號11樓之1
豬肉、在萊米漿、地瓜粉、鹽、糖、蝦仁、醬油、胡椒鹽(鹽、L-麩酸鈉、胡椒)

蝦仁、醬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波妹-名古屋日式炒
烏龍麵

波龍那食品有限公司(F-
116070902-00000-8)

波龍那食品有限公司 02-22258958 新北市中和區員富里中正路１２２０巷９號
麵:麵粉、醋酸澱粉鹽、小麥蛋白、雞蛋粉、鹽  醬料:活力豬肉、鮮採洋蔥、紅蘿
蔔、魚板、蒜頭、調味料、水、玉米澱粉

麵粉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鼎月樓蝦仁腸粉
彙饌食品有限公司(H-
128908721-00000-2)

彙饌食品有限公司 03-3752655 桃園縣桃園市大智路11-1號1樓

冷凍魚漿、豬背脂、馬蹄丁、水、紅蘿蔔、青蔥、糖、鹽、冬粉、蝦仁、L-麩酸
鈉、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鈉(品質改良劑)、海
鮮香精(海鮮抽出物【雜魚、螃蟹、老薑】、反應香料【雜碎魚肉、洋蔥、大蒜、
葡萄糖、蔗糖、醬油、海鮮香精】、丙二醇)、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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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水解蛋白、L-麩酸鈉、肉
品風味香精(香料、天然香料、中鏈三酸甘油脂、大豆油、大豆水解蛋白、棕櫚
油、維生素B1、維生素C、維生素E、丁基羥基甲氧苯)

蝦仁、蟹及其製品、醬
油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冰烤地瓜王6色地
瓜

北灣食品行(申請憑證中) 北灣食品行 02-24280606 基隆市仁愛區福仁里南榮路75號1樓
地瓜

無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饗福月亮蝦餅
福寶貿易有限公司(F-
129137455-00000-9)

福寶貿易有限公司 02-82212000 臺北市萬華區福音里貴陽街２段７６號７樓之１
蝦仁、魚漿(鯊魚肉、旗魚肉、樹薯澱粉、日本太白粉、鹽)、豬板油、春捲皮(高
筋麵粉、中筋麵粉、麥麩、鹽、水)、砂糖、香油(芝麻油、黃豆油)、蒜、白胡椒
粉

蝦仁、麵粉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興達港歐董花枝蝦
排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E-
127842119-00000-6)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 07-6986998 高雄縣茄萣鄉大發路81號

花枝肉、金線魚、白蝦仁、豬背油、樹薯澱粉(磷酸二澱粉)、麵包粉(麵粉、棕櫚
油、黃豆粉、品質改良劑(硫酸鈣))、白砂糖、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胺基
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食
鹽、香料(葡萄糖、乙基麥芽醇、乳糖、麥芽糊精)、白胡椒粉、品質改良劑(多磷
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二氧化矽)  醬包成分:糖、水、辣椒、
蒜、鹽、醋酸

白蝦仁、麵粉 待確認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義豐蔥油派
義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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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麵粉、青蔥、豬油、鹽

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三星翠玉蔥抓餅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供銷及保險
部(申請憑證中)

宜蘭縣三星地區農會供銷及保險部 03-9893900 宜蘭縣三星鄉萬德村上將路六段330號
麵粉、水、蔥、棕櫚油、鹽、黑胡椒粉、白胡椒粉

麵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十勝生乳捲
原味(一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特黑
(一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芒果
(一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芒果果泥(100%芒果),麵粉,奶油<殺菌牛乳>,蛋白粉,海
藻糖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抹茶
(一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糖
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十勝生乳捲
原味(4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特黑
(4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芒果
(4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芒果果泥(100%芒果),麵粉,奶油<殺菌牛乳>,蛋白粉,海
藻糖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抹茶
(4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糖
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十勝生乳捲
原味(7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特黑
(7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芒果
(7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鮮奶,砂糖,芒果果泥(100%芒果),麵粉,奶油<殺菌牛乳>,蛋白粉,海
藻糖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 抹茶
(7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日本鮮奶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糖
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十勝生乳捲
原味(16入)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
*8+特黑*8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原味: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特黑:蛋、鮮
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
*8+芒果*8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原味: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芒果:日本鮮奶
油,蛋,鮮奶,砂糖,芒果果泥(100%芒果),麵粉,奶油<殺菌牛乳>,蛋白粉,海藻糖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芒果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
*8+抹茶*8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原味: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日本鮮奶油  抹茶:日本鮮奶
油、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乳)、水、抹茶醬(玉米糖漿、抹茶
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蛋、鮮奶及其製品、麵
粉

無 台灣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低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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