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食品與輸入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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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原)01中村法式水果千層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雞蛋、鳳梨罐頭(鳳梨、水、蔗糖)、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奇異果、水蜜

桃罐頭(水蜜桃、水、蔗糖、檸檬酸、氯化鈣)、草莓、無鹽奶油(乳脂、水)、蔗糖、蘋

果、調和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脂、鹿角菜膠)、麵粉、

杏仁粉、蘭姆酒、白蘭地、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

(偏亞硫酸氫鈉)﹞、玉米澱粉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02中村鮮藏草莓芙蓉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草莓、雞蛋、調合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

膠)、無鹽奶油（乳脂、水）、蔗糖、覆盆子果醬〔蔗糖、覆盆子、水、葡萄糖漿、葡

萄糖、蘋果果膠、玉米糖漿、莓果濃縮果汁、酸性焦磷酸鈉、檸檬酸鈣、檸檬酸、香

料、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杏仁粉、水、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

麵粉、玉米澱粉、明膠、藍莓、代可可脂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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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果膠〔水、

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白醋粒、代可可

脂牛奶巧克力（棕櫚仁油、蔗糖、乳粉、可可粉、可可脂、乳糖、大豆卵磷脂、脂肪

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開心果、果膠粉〔葡萄糖、刺槐豆

膠、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萊姆)、調味劑(檸檬酸鈉、氯化鉀)、乳酸鈣］、香草棒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58中村晶采果漾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水、食用再製乾酪、草莓、蘋果、水蜜桃罐頭（水蜜桃、水、蔗糖、檸檬酸、氯化

鈣）、奇異果、蔗糖、麥芽糖（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雞

蛋、葡萄、調合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

麵粉、檸檬汁、大豆油、果凍粉〔葡萄糖、刺槐豆膠、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萊

姆）、檸檬酸鈉、氯化鉀、乳酸鈣］、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

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桔子風味果汁〔蔬果汁、蔗糖、蘋果酸、食用色

素（黃色五號、黃色四號）］、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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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

酸）、蘭姆酒、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複方

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食鹽、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03中村經典黑森林蛋糕-8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植物性鮮乳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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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酐三硬酯酸酯、大豆卵磷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

酒石酸酯、人造奶油、食鹽、β-胡蘿蔔色素］、黑櫻桃罐頭（櫻桃、水、蔗糖）、雞

蛋、植物性鮮乳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羥丙

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香料、β-胡蘿蔔素）、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

膠）、紅櫻桃罐頭（櫻桃、水、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食

用色素紅色四十號）、牛奶巧克力風味磚（蔗糖、氫化棕櫚仁油、乳清粉、可可粉、

乳粉、卵磷脂、香莢蘭醛）、蔗糖、巧克力、水、麵粉、大豆油、藍莓餡〔藍莓、甜

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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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藍色一號）］、可可粉、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

（棕櫚仁油、蔗糖、乳粉、可可粉、可可脂、乳糖、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

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酒漬櫻桃（櫻桃、蔗糖、櫻桃酒）、果膠〔水、蔗

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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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

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

薯澱粉、麥芽糊精)、碳酸氫鈉、食鹽、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04中村巧克力慕斯長條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雞蛋、巧克力、蔗糖、水、麵粉、調合牛乳

(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大豆油、可可粉、可

可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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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明膠、複方膨脹劑

(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

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食鹽、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05朋亞比提乳酪三重奏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檸檬乳酪蛋糕

成分：麵粉、無鹽奶油（乳脂、水）、蔗糖、食用再製乾酪、雞蛋、鏡面果膠〔水、

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調合牛乳(水、乳

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乳粉、檸檬、食鹽

歐力歐乳酪蛋糕

成分：食用再製乾酪、蔗糖、OREO餅乾碎片［蔗糖、麵粉、棕櫚油、抗氧化劑（丁基

羥基甲氧苯）、可可粉、葡萄糖糖漿、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玉米澱粉、

食鹽、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調合牛乳(水、乳粉、棕櫚油、生乳、乳清粉、脂肪

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雞蛋、麵粉、無鹽奶油（乳脂、水）、動物性鮮乳油（鮮乳

油、鹿角菜膠）、可可粉、苦甜巧克力風味（蔗糖、棕櫚仁油、可可粉、葡萄糖、乳

清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香料、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

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明膠、食鹽

重乳酪蛋糕

成分：食用再製乾酪、雞蛋、蔗糖、無鹽奶油（乳脂、水）、麵粉、動物性鮮乳油（

鮮乳油、鹿角菜膠）、乳粉、水、食鹽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06中村重濃厚芋頭蛋糕-6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芋頭餡｛芋頭、白鳳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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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食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

防腐劑（已二烯酸鉀）}、芋頭餡〔芋頭、白鳳豆、大豆油、蔗糖、甜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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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蔗糖、大豆油、楊梅、麵粉、

桔子風味果汁〔蔬果汁、蔗糖、蘋果酸、食用色素（黃色五號、黃色四號）］、白巧

克力、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

鈉）］、紅醋栗、玉米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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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開

心果、蘭姆酒、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食

鹽、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57朋亞比堤芋頭布丁蛋糕-8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芋頭餡｛芋頭、白鳳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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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食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

防腐劑（已二烯酸鉀）}、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雞蛋、芋頭餡〔芋

頭、白鳳豆、大豆油、蔗糖、甜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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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丁（乳粉、奶油、棕櫚油、刺槐

豆膠、蔗糖、蒟蒻粉、β-胡蘿蔔素、水、香料）、蔗糖、植物性鮮乳油〔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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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醇酐三硬酯酸酯、大豆卵

磷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人造奶油、食

鹽、β-胡蘿蔔色素］、大豆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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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香料、β-胡蘿蔔素）、麵粉、桔

子風味果汁〔蔬果汁、蔗糖、蘋果酸、食用色素（黃色五號、黃色四號）］、櫻桃

餡、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棕櫚仁油、蔗糖、乳粉、可可粉、可可脂、乳糖、大豆卵

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玉米澱粉、焦糖米豆、果

膠〔水、蔗糖、葡萄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代可可

脂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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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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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

蘭姆酒、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開心果、食

鹽、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12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味1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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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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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

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黏稠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

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水、大豆油、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

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

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

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

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可可粉、卡士達克林姆粉【砂糖、粘稠劑(乙醯化磷酸二

澱粉)、奶蛋白、氫化椰子油、粘稠劑(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明

膠、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

精】、小蘇打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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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中鏈三酸

甘油酯、阿拉伯膠、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3拉米爾蛋糕布蕾捲-覆盆子1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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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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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粘稠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

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麵粉、覆盆子餡【水、玉米糖漿、糖、覆盆子、修

飾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汁、結蘭膠、香料、鹽、防腐劑(己二烯酸

鉀)、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水、大豆油、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

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

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

(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

醇、丁酸)、β-胡蘿蔔素】、卡士達克林姆粉【砂糖、粘稠劑(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奶

蛋白、氫化椰子油、粘稠劑(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明膠、草莓

香料【香料、食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

醇液70%)】、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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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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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4拉米爾蛋糕布蕾捲-芋頭1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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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餡【芋頭、白鳳豆、麥芽糖、特砂糖、甜味劑(D-山梨醇)、大豆沙

拉油、奶油、黃豆纖維、奶粉、椰奶粉、芋頭香料(芋頭香料、食用紅色6號、食用藍色

1號、中鏈三酸甘油酯、麥芽糖)、香草香料(香草香料、葡萄糖、麥芽糊精)、甜味香料

(甜味改良香粉、麥芽糊精)、著色劑(二氧化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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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麵粉、人造奶油【白脫

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黏稠劑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大

豆油、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

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

基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

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卡士達克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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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膠、芋頭香料【香

料、丙二醇、食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藍色一號)、甜味劑(D-山

梨醇液70%)、水】、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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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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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5拉米爾蛋糕布蕾捲-提拉米蘇1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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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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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

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黏稠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

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水、大豆油、提拉米蘇粉【細砂糖粉、奶精粉(樹

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甘油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二氧化矽)、明膠、

葡萄糖、咖啡粉、複合香料(丙二醇、三乙酸甘油酯)、二氧化矽】、人造奶油【水、玉

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

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

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鹽、食用香草香料(丙

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卡士達克林姆粉【砂糖、粘稠劑(乙

醯化磷酸二澱粉)、奶蛋白、氫化椰子油、粘稠劑(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

蔔素)】、咖啡粉、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

粉、麥芽糊精】、摩卡濃縮醬【焦糖糖漿、轉化糖、鹽、香料、焦糖色素(普通焦糖)、

丙二醇、三乙酸甘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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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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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6拉米爾蛋糕布蕾捲-綜合16入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內容物為：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味4入、拉米爾蛋糕布蕾捲-覆盆子4入、拉米爾蛋糕

布蕾捲-芋頭4入、拉米爾蛋糕布蕾捲-提拉米蘇4入，各單品成分如上單品所述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8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8+覆8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內容物為：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味8入、拉米爾蛋糕布蕾捲-覆盆子8入，各單品成分

如上單品所述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19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8+芋8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內容物為：拉米爾蛋糕布蕾捲-原味4入、拉米爾蛋糕布蕾捲-覆盆子4入、拉米爾蛋糕

布蕾捲-芋頭4入、拉米爾蛋糕布蕾捲-提拉米蘇4入，各單品成分如上單品所述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20icake黑糖千層蛋糕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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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

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黑糖蜜【黑糖、水、oligo寡糖、麥芽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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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糖香料【麥芽糖、丙二醇、黑糖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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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21id生乳卡士達泡芙蛋糕捲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水、雞蛋、麵粉、蔗糖、奶油起士【牛奶、乳脂、鹽、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

乳酸菌】、水蜜桃【水蜜桃、水、蔗糖、檸檬酸、氯化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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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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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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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煉乳、

卡士達克林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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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

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

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玉

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鹽、食用香草

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玉米粉、轉化糖漿【特級砂

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檸檬酸、碳酸氫鈉】、糖粉【葡萄糖、粘稠劑

(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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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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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微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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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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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22帕森朵62%巧克力莓果捲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雞蛋、代可可脂【糖、氫化植物油(棕櫚仁油)、可可粉、乳化劑(卵磷脂)、香草香

料】、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

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

基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

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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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

子餡【水、玉米糖漿、糖、覆盆子、修飾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汁、

結蘭膠、香料、鹽、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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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

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

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

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明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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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脹

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23拉米爾香檸蔓越莓卡士達蛋糕-4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縣蘆竹鄉蘆竹街195號 台灣

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特級砂糖、乳糖、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

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蔗糖酯)、香蘭素、香料、β-胡蘿蔔素】、雞蛋、蔗

糖、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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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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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角、杏仁膏【杏仁粉、糖、水、轉化糖漿、酒精】、大豆

油、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

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

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

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蔓越莓乾、

水、巧克力【糖、可可脂、焦糖(脫脂牛乳、乳清、糖、乳酪、香料)、全脂乳粉、可可

豆、大豆卵磷脂】、可可脂、杏仁粒、杏仁粉、檸檬皮香粉【糖、小麥澱粉、陳皮

粉、香料】、開心果、卡士達克林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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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蘋果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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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粉【葡萄糖、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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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黏稠劑(玉米糖膠)】、橘色色漿【甜味劑

(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黃色五號)、黏稠劑(玉米糖

膠)】、紅色色粉【食用紅色6號色素、著色劑(二氧化鈦)】、綠色色素【甜味劑(D-山

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藍色一號)、黏稠劑(玉米糖膠)】、巧

克力轉寫紙【白砂糖、棕櫚油、脫脂奶粉、乳清粉、磷脂、香莢蘭醛、二氧化鈦、食

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黃色五號鋁麗基】。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原)24順成法式巧克力黑櫻桃蛋糕-6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2299-9300#502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台灣

黑櫻桃（黑櫻桃、糖、水、檸檬酸）、蛋白、蔗糖、奶油、雪白油（棕櫚油、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氮氣）、植物性鮮奶油(【氫

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蔗糖、乾酪素鈉(奶類衍生

物)、乳酸硬脂酸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鹽】、【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纖維粉、黏稠劑(玉米糖膠)、著

色劑(β-胡蘿蔔素)】)、蛋黃、動物性鮮奶油、麵粉、巧克力醬（特級砂糖、大豆沙拉

油、精緻牛油、可可粉、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大豆沙拉油、奶酪（奶脂、牛

奶、檸檬酸）、蝴蝶造型巧克力（可可塊、糖、可可脂、黃油、大豆卵磷脂、香料、

食用色素【二氧化鈦，薑黃素，氧化鐵】)、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脫脂奶

粉、特級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質、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

拉伯膠、香莢蘭醛、香料）、紅醋栗、羽毛造型巧克力（糖、可可脂、可可塊、全脂

奶粉、乳糖、脫脂奶粉、黃油、大豆卵磷脂、香料）、咖啡酒（香料、濃縮咖啡萃取

液、酒）、吉利丁膠質物（豬皮萃取物）

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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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二氧化鈦，薑黃素，氧化鐵）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7 字第05ML000122號



(原)25iS英式法蘭絨草莓慕斯蛋糕-6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04-25687890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737號 台灣

鮮奶油、草莓果泥(草莓、轉化糖漿)、代可可脂白巧克力(添加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

糖、蛋、起士、軟質白巧克力、大豆沙拉油、白巧克力、麵粉、植物鮮奶油[水、氫化

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高果糖玉米糖漿、糖、乾酪素鈉、乳酸硬脂酸鈉、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鹽、天然香料、香料、β-胡蘿蔔素]、明膠、牛乳、鏡面果

膠[葡萄糖、水、蘋果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可可粉、康途

酒、小蘇打、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氫化棕櫚核仁

油、巧克力脆球[黑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脆餅

(小麥麵粉、米麵粉、糖、乳清粉、鹽)、蟲膠、阿拉伯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纖維

素、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鈦]、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七

號、食用藍色一號

如包裝標示 兆豐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214第05PDL00022

(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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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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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原)28 上海小館家傳感恩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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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台灣

腐乳肉：豬肉、水、紅糟【水、糯米、紅麴、食用酒精、食鹽、米麴】、冰糖、豆腐

乳（黃豆、糙米、鹽、味精、水、紅糟、 已二烯酸鉀（防腐劑））、醬油、糖、青

蔥、薑、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米酒、八角、高鮮味精、肉桂、白胡椒

芋頭排骨：豬肉、水、芋頭、炸油(大豆油(基因改造)、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二氧化矽)

紅燒海參：水、蹄筋、沙拉筍、醬油、花菇、黃酒(米、小麥)、大豆沙拉油、香油(大

豆油(基因改造)、芝麻油)、青蔥、蠔油(水、糖、鹽、蠔汁、L-麩酸鈉(調味劑)、修飾

玉米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著色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二砂、蒜仁、雞粉

(鹽、麥芽糖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

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甘磷酸二鈉)、胡椒)、蝦粉、薑、白胡椒粉

醉雞腿：土雞肉、雞高湯（雞骨頭、水）、米酒、鹽、雞粉（L-麩酸鈉、乳糖、水解

大豆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二氧化矽、紅花

油、維生素B1、乳酸）、枸杞

醃篤鮮：水、豬後大骨、豬肉碎排、五花肉、豬小排、家鄉肉(豬後腿肉、鹽、保色劑

(亞硝酸鈉))、紅蘿蔔、沙拉筍、千張皮(黃豆(非基改)、水、氯化鎂)、雞粉(鹽、麥芽糖

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非基改)、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含抗氧化

劑(第三丁基氫醌)、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胡椒)、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原)Georg Jensen甜心珠寶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04-25687890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737號 中國
伊莎貝爾巧杏球：糖、杏仁、氫化棕櫚核仁油、奶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卵磷脂、

甜味劑(巴糖醇)、阿拉伯膠、檸檬酸鈉、麥芽糖、檸檬酸、香料(含中鏈三酸甘油酯)、

DL-蘋果酸

如包裝標示 兆豐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214第05PDL00022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跳舞烤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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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烤蔬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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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紅椒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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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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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番茄粉（番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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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

抽、白蝦仁、雞油、白酒、香草烤雞粉【匈牙利紅椒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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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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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醯化已

二酸二澱粉、番茄粉（番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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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香料【紅椒粉、皮薩草（俄力岡葉）、迷迭香、

牛膝草、羅勒、香蒜粒】、白胡椒粉

焗烤起司雞：雞肉、水、起司絲(牛乳、鹽、乳酸菌、植物凝乳酵素、醋酸(調味劑))、

冷凍青花菜、聖女小蕃茄、起司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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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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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馬森起司粉、雞油

醬燒豬肋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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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達海鮮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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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27 21風味館最愛媽媽分享餐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46號 台灣



(原)Georg Jensen經典珠寶盒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04-25687890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737號 中國
伊莎貝爾巧杏球：糖、杏仁、氫化棕櫚核仁油、奶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卵磷脂、

甜味劑(巴糖醇)、阿拉伯膠、檸檬酸鈉、麥芽糖、檸檬酸、香料(含中鏈三酸甘油酯)、

DL-蘋果酸

如包裝標示 兆豐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214第05PDL00022

(原)LOURDES蒸氣眼罩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商安得士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4-23108800 台中市北區台灣大道二段340號7F-2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WONDER藍牙KTV麥克風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4188分機196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 路 116巷6號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嘉儀玻妞擦玻璃機器人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27256 台北市建國北路2段120號6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Thomson掃地機器人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4188分機196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 路 116巷6號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Thomson氣旋吸塵器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02-22984188分機196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 路 116巷6號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日青方好永生花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青方好店 0980-080340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18號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飛利浦蒸氣清潔機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飛利浦電子式厚片烤麵包機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飛利浦咖啡機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飛利浦微電腦迷你電子鍋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飛利浦音波震動牙刷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飛利浦冰溫亮眸spa按摩儀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飛利浦股份有限公司 02-3789-2575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1號14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29七見櫻堂櫻花盛開時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巧櫻有限公司 02-2258-0506 板橋莒光路200巷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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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

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黑糖蜜【黑糖、水、oligo寡糖、麥芽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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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糖香料【麥芽糖、丙二醇、黑糖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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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30寒舍艾美日黑巧克力蛋糕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95353091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水、雞蛋、麵粉、蔗糖、奶油起士【牛奶、乳脂、鹽、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

乳酸菌】、水蜜桃【水蜜桃、水、蔗糖、檸檬酸、氯化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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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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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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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煉乳、

卡士達克林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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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

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

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玉

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鹽、食用香草

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玉米粉、轉化糖漿【特級砂

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檸檬酸、碳酸氫鈉】、糖粉【葡萄糖、粘稠劑

(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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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脹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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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纖維微粉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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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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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1300-05A3P0U00022

(原)31艾波索芝心半熟乳酪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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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代可可脂【糖、氫化植物油(棕櫚仁油)、可可粉、乳化劑(卵磷脂)、香草香

料】、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

酸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

基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

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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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盆

子餡【水、玉米糖漿、糖、覆盆子、修飾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汁、

結蘭膠、香料、鹽、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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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奶油【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

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

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

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明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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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脹

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25字第06AML0000545號

(原)33拿破崙先生冰淇淋派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95353091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黑櫻桃（黑櫻桃、糖、水、檸檬酸）、蛋白、蔗糖、奶油、雪白油（棕櫚油、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氮氣）、植物性鮮奶油(【氫

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蔗糖、乾酪素鈉(奶類衍生

物)、乳酸硬脂酸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鹽】、【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纖維粉、黏稠劑(玉米糖膠)、著

色劑(β-胡蘿蔔素)】)、蛋黃、動物性鮮奶油、麵粉、巧克力醬（特級砂糖、大豆沙拉

油、精緻牛油、可可粉、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大豆沙拉油、奶酪（奶脂、牛

奶、檸檬酸）、蝴蝶造型巧克力（可可塊、糖、可可脂、黃油、大豆卵磷脂、香料、

食用色素【二氧化鈦，薑黃素，氧化鐵】)、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脫脂奶

粉、特級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質、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

拉伯膠、香莢蘭醛、香料）、紅醋栗、羽毛造型巧克力（糖、可可脂、可可塊、全脂

奶粉、乳糖、脫脂奶粉、黃油、大豆卵磷脂、香料）、咖啡酒（香料、濃縮咖啡萃取

液、酒）、吉利丁膠質物（豬皮萃取物）

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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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色素（二氧化鈦，薑黃素，氧化鐵）

如包裝標示 美亞產物保險編號：0900-2236001128-00




(原)34貝克街威士忌冰淇淋蛋糕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貝克街有限公司 0978-803-21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 535號 台灣

鮮奶油、草莓果泥(草莓、轉化糖漿)、代可可脂白巧克力(添加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

糖、蛋、起士、軟質白巧克力、大豆沙拉油、白巧克力、麵粉、植物鮮奶油[水、氫化

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高果糖玉米糖漿、糖、乾酪素鈉、乳酸硬脂酸鈉、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鹽、天然香料、香料、β-胡蘿蔔素]、明膠、牛乳、鏡面果

膠[葡萄糖、水、蘋果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可可粉、康途

酒、小蘇打、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氫化棕櫚核仁

油、巧克力脆球[黑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脆餅

(小麥麵粉、米麵粉、糖、乳清粉、鹽)、蟲膠、阿拉伯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纖維

素、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鈦]、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七

號、食用藍色一號

如包裝標示 國泰人壽  保險單號碼: 1502字第 05PD03344號

(原)35法藍四季-罐子蛋糕(3入組)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7-3732-036 高雄市仁武區 永新四街371號 台灣

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特級砂糖、乳糖、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

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蔗糖酯)、香蘭素、香料、β-胡蘿蔔素】、雞蛋、蔗

糖、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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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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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角、杏仁膏【杏仁粉、糖、水、轉化糖漿、酒精】、大豆

油、人造奶油【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化劑(乳酸硬脂酸

鈉、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

纖維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

鹽、食用香草香料(丙二醇、丁酸乙酯、麥芽醇、丁酸)、β-胡蘿蔔素】、蔓越莓乾、

水、巧克力【糖、可可脂、焦糖(脫脂牛乳、乳清、糖、乳酪、香料)、全脂乳粉、可可

豆、大豆卵磷脂】、可可脂、杏仁粒、杏仁粉、檸檬皮香粉【糖、小麥澱粉、陳皮

粉、香料】、開心果、卡士達克林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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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蘋果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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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粉【葡萄糖、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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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黏稠劑(玉米糖膠)】、橘色色漿【甜味劑

(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黃色五號)、黏稠劑(玉米糖

膠)】、紅色色粉【食用紅色6號色素、著色劑(二氧化鈦)】、綠色色素【甜味劑(D-山

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藍色一號)、黏稠劑(玉米糖膠)】、巧

克力轉寫紙【白砂糖、棕櫚油、脫脂奶粉、乳清粉、磷脂、香莢蘭醛、二氧化鈦、食

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黃色五號鋁麗基】。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原)佳德鳳梨酥6入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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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TT樂蓬馬歇小資組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佐見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7-970-2333#36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之7號3樓之2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TT三步驟保養組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佐見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7-970-2333#36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之7號3樓之2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37雅培米堤香橙乳酪捲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5311221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台灣 鮮奶、奶油乳酪、蛋、橄欖油、糖、麵粉、鮮奶油、優格、寒天、香吉士 如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保險-0605DT00168

(原)38雅培米堤起士巧克力條綜合禮盒 A-170537075-00000-2 統一數網 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5311221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台灣 奶油乳酪、蛋、糖、麵粉、鮮奶油、奶油、巧克力、可可粉 如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保險-0605DT00168

(原)HANAKA超飽水晚安面膜 無 統一數網 美和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82263332#234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Hana淨潤無瑕金屬粉餅 無 統一數網 美和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82263332#234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珂麗薔朵鑽白光透無瑕霜 無 統一數網 美和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82263332#234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韓國ND多效亮顏美肌BC霜棒 無 統一數網 美和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82263332#234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0號18樓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AKUMA水漾奇蹟保濕導入膜5入 無 統一數網 奇益國際有限公司 0953283296 彰化市自強路202號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AKUMA水漾奇蹟保濕導入膜15入 無 統一數網 奇益國際有限公司 0953283296 彰化市自強路202號 台灣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OMROM體脂計HBF-214 無 統一數網 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87510599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7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40美德日式三色蛋糕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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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碾茶、芋頭、紅豆、蔗糖、食用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

葵花油、葡萄仔油、玉米油)、食用醋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原)41白木屋暖馨巧克力蛋糕6吋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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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巷２２弄

６號
台灣

雞蛋、植物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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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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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糖、牛奶巧克力抹醬【砂糖、芥花油、氫化棕櫚油、可可粉、

乳糖、全脂奶粉、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食鹽、香莢蘭醛】、麵

粉、沙拉油、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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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麥芽糖、植物性鮮奶

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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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鹽、香料、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

粉、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

醛、香料】、高脂可可粉、煉乳【砂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

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加州葡萄乾【天然葡萄、棕梠油】、烤杏

仁角、耐涷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膠】、蘭姆酒、牛奶巧克力【糖、

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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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海藻糖、果糖、紅醋栗、澄粉、白醋栗、杏仁豆、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

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鹽、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旺旺友聯1205第05PLON000010號



(原)42白木屋溫情香草蛋糕6吋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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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巷２２弄

６號
台灣

布丁【水、特級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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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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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熱帶水果餡【鳳梨、黃

桃、蘋果、麥芽糖、砂糖、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水、檸檬酸、香料、防腐劑(已二烯

酸鉀)、胡蘿蔔素】、砂糖、植物性鮮奶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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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香料、著色劑(葵花

籽油、β-胡蘿蔔素)】、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特級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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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低筋麵

粉、沙拉油、蜜柑汁【蜜柑汁(濃縮還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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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芽糖、煉乳【砂糖(46%)、乳粉

(30%)、純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

酯)】、杏桃果膠【糖、水、葡萄糖漿、品質改良劑(果膠)、酸味劑(檸檬酸)、防腐劑

(已二烯酸鉀)、香料、食用色素(紅椒色素)、(類胡蘿蔔素)】、動物性鮮奶油【乳油、

粘稠劑(鹿角菜膠)】、草莓巧克力【氫化棕櫚核仁油、砂糖、乳糖、麥芽糊精、脫脂奶

粉、可可脂、卵磷脂、香料(草莓香料、香草粉)、色素(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紅

色七號)】、蔓越莓、檸檬巧克力【氫化棕櫚核仁油、砂糖、乳糖、麥芽糊精、脫脂奶

粉、可可脂、卵磷脂、香料(檸檬香料、香草粉)、調味劑(檸檬酸)、色素(β-胡蘿蔔

素)】、海藻糖、白醋栗、白色色粉【著色劑(二氧化鈦)、碳酸鈣】、蘭姆酒40%、果

膠粉【蘋果果膠(低甲氧基酰胺化)、磷酸氫二鈉、葡糖糖粉、磷酸鈣】、塔塔粉【膨脹

劑(酒石酸氫鉀)、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精鹽【氯化鈉

99.5%以上(乾基)、碘酸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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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素、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30-40%、碳酸氫鈉

30-40%、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20-30%、磷酸二氫鈣5-10%】、紅色色粉【食用紅色

6號色素、著色劑(二氧化鈦)】

如包裝標示 旺旺友聯1205第05PLON000010號

(原)43雙聖馨漾冰心蛋糕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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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巷２２弄

６號
台灣

雞蛋、植物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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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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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糖、牛奶巧克力抹醬【砂糖、芥花油、氫化棕櫚油、可可粉、

乳糖、全脂奶粉、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食鹽、香莢蘭醛】、麵

粉、沙拉油、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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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麥芽糖、植物性鮮奶

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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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鹽、香料、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

粉、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

醛、香料】、高脂可可粉、煉乳【砂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

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加州葡萄乾【天然葡萄、棕梠油】、烤杏

仁角、耐涷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膠】、蘭姆酒、牛奶巧克力【糖、

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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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海藻糖、果糖、紅醋栗、澄粉、白醋栗、杏仁豆、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

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鹽、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旺旺友聯1205第05PLON000010號

(原)44星巴克提拉米蘇千層薄餅6吋 A-116097091-00000-1 統一星巴克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1-5388#118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保久乳、食用乳油(奶脂、奶蛋白、粘稠劑(鹿角菜膠))、雞蛋、起士(殺菌全脂牛奶、乳

脂、培養菌、鹽、刺槐豆膠、粘稠劑(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人造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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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蔗糖、海

藻糖、水、食用乳油(乳脂、水分)、食用大豆油、蜂蜜、咖啡香甜酒(咖啡豆)、吉利丁

(明膠(動物膠E441(豬)))、食用可可粉(可可粉、碳酸鉀)、蘭姆酒(糖蜜)、品質改良劑(小

麥麵粉、小麥麵筋、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碳酸鈣、油菜籽油、

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α-澱粉酶、纖維素酶、木聚糖酶))、香草香精(水、天然香

料、香料、食用酒精、粘稠劑(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焦糖糖漿、香草香料)、咖啡

粉、法布奇諾咖啡粉

如包裝標示 07字第062205A10080號

(原)45大億麗緻莓果乳酪蛋糕6吋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1-5388#118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起士(全脂牛奶、乳脂、培養菌、鹽、刺槐豆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蔗糖、草莓果

泥(85%草莓、15%轉化糖漿)、雞蛋、食用乳油(奶脂、奶蛋白、粘稠劑(鹿角菜膠))、

麵粉、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綜合紅莓(黑莓、覆盆

子、紅醋栗、籃莓)、QQ奶基(奧地利淡奶油、食用膠質(牛))、水、食用乳油(乳油、乳

酸菌)、無鹽乳油(乳脂、水)、代可可脂白巧克力(氫化棕櫚仁油、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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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人

造奶油(食用大豆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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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保

久乳、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糖、奶粉、可可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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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明膠(動

物膠E441(豬)))、代可可脂草莓巧克力(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糖、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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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號鋁

麗基、胭脂紅色素)、鏡面果膠(水、砂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粘稠劑(鹿角菜膠)、

檸檬酸)、醃漬櫻桃(櫻桃、糖、櫻桃酒、水、香料)、轉寫紙(可可脂、糖、二氧化鈦、

氧化鐵)、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乳糖)、膨脹劑(燒鉀明礬、酒石酸氫鉀、碳酸

氫鈉、磷酸二氫鈣、玉米澱粉)

如包裝標示 投保一千兩百萬產品責任險
明台產物保險

(原)46野上智寬風味可麗露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1-5388#118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保久乳、食用乳油(奶脂、奶蛋白、粘稠劑(鹿角菜膠))、雞蛋、起士(殺菌全脂牛奶、乳

脂、培養菌、鹽、刺槐豆膠、粘稠劑(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人造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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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蔗糖、海

藻糖、水、食用乳油(乳脂、水分)、食用大豆油、蜂蜜、咖啡香甜酒(咖啡豆)、吉利丁

(明膠(動物膠E441(豬)))、食用可可粉(可可粉、碳酸鉀)、蘭姆酒(糖蜜)、品質改良劑(小

麥麵粉、小麥麵筋、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碳酸鈣、油菜籽油、

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α-澱粉酶、纖維素酶、木聚糖酶))、香草香精(水、天然香

料、香料、食用酒精、粘稠劑(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焦糖糖漿、香草香料)、咖啡

粉、法布奇諾咖啡粉

如包裝標示 投保一千兩百萬產品責任險
明台產物保險



(原)47長崎本舖提拉米蘇蛋糕6吋 A-105013258-00000-2 金格食品(股)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台灣

保久乳、食用乳油(奶脂、奶蛋白、粘稠劑(鹿角菜膠))、雞蛋、起士(殺菌全脂牛奶、乳

脂、培養菌、鹽、刺槐豆膠、粘稠劑(玉米糖膠)、關華豆膠)、人造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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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蔗糖、海

藻糖、水、食用乳油(乳脂、水分)、食用大豆油、蜂蜜、咖啡香甜酒(咖啡豆)、吉利丁

(明膠(動物膠E441(豬)))、食用可可粉(可可粉、碳酸鉀)、蘭姆酒(糖蜜)、品質改良劑(小

麥麵粉、小麥麵筋、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碳酸鈣、油菜籽油、

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α-澱粉酶、纖維素酶、木聚糖酶))、香草香精(水、天然香

料、香料、食用酒精、粘稠劑(甲基纖維素、玉米糖膠)、焦糖糖漿、香草香料)、咖啡

粉、法布奇諾咖啡粉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2000萬元

(原)48Semeur聖娜栗子蒙布朗6吋 A-170790935-00000-8 統一聖娜多堡(股)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台灣

雞蛋、布丁(乳粉、奶油、刺槐豆膠、蔗糖、蒟蒻粉、β-胡蘿蔔素、水、香料)、鮮奶油

【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

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脂肪抹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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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蔗糖酯)、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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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餡(栗子、

蔗糖、香草豆莢)、蔗糖、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食用可可

粉、可可脂、乳糖、食用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香料、脂肪酸蔗糖

酯、阿拉伯膠、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低筋麵粉(小麥)、

水、食用大豆油、焦糖醬【鮮奶油(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

蔔素)、蔗糖、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水、奶油、香草香料 (丙二醇、香

料)】、餅乾【奶油、低筋麵粉(小麥)、杏仁、水、蔗糖、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

食鹽、香草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水、食用酒精、焦糖色素

(亞硫酸-銨鹽焦糖))】、鮮奶油(乳脂、乳蛋白、鹿角菜膠)、糖粉(蔗糖、樹薯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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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

【板栗、蔗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漂白劑(亞硫酸氫鈉)】、杏仁粉、焦糖糖漿、防

潮糖粉(蔗糖、馬鈴薯澱粉、氫化棕櫚仁油、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氫鈣)、食鹽、可可脂、食用紅色六號鋁麗基、香草香料 (丙

二醇、香料)、金、食用紅色六號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
1000萬

(原)49酷聖石甜蜜之心蛋糕捲 A-170790935-00000-8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雞蛋、布丁(乳粉、奶油、刺槐豆膠、蔗糖、蒟蒻粉、β-胡蘿蔔素、水、香料)、鮮奶油

【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

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脂肪抹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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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蔗糖酯)、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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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餡(栗子、

蔗糖、香草豆莢)、蔗糖、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食用可可

粉、可可脂、乳糖、食用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香料、脂肪酸蔗糖

酯、阿拉伯膠、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低筋麵粉(小麥)、

水、食用大豆油、焦糖醬【鮮奶油(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

蔔素)、蔗糖、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水、奶油、香草香料 (丙二醇、香

料)】、餅乾【奶油、低筋麵粉(小麥)、杏仁、水、蔗糖、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

食鹽、香草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水、食用酒精、焦糖色素

(亞硫酸-銨鹽焦糖))】、鮮奶油(乳脂、乳蛋白、鹿角菜膠)、糖粉(蔗糖、樹薯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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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

【板栗、蔗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漂白劑(亞硫酸氫鈉)】、杏仁粉、焦糖糖漿、防

潮糖粉(蔗糖、馬鈴薯澱粉、氫化棕櫚仁油、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氫鈣)、食鹽、可可脂、食用紅色六號鋁麗基、香草香料 (丙

二醇、香料)、金、食用紅色六號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50酷聖石心．愛的禮物冰淇淋 A-170790935-00000-8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6300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雞蛋、布丁(乳粉、奶油、刺槐豆膠、蔗糖、蒟蒻粉、β-胡蘿蔔素、水、香料)、鮮奶油

【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

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脂肪抹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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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蔗糖酯)、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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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餡(栗子、

蔗糖、香草豆莢)、蔗糖、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食用可可

粉、可可脂、乳糖、食用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香料、脂肪酸蔗糖

酯、阿拉伯膠、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低筋麵粉(小麥)、

水、食用大豆油、焦糖醬【鮮奶油(白脱牛乳、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脂)、氫

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蔗糖、磷酸氫二鈉、β-胡蘿

蔔素)、蔗糖、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水、奶油、香草香料 (丙二醇、香

料)】、餅乾【奶油、低筋麵粉(小麥)、杏仁、水、蔗糖、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

食鹽、香草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水、食用酒精、焦糖色素

(亞硫酸-銨鹽焦糖))】、鮮奶油(乳脂、乳蛋白、鹿角菜膠)、糖粉(蔗糖、樹薯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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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

【板栗、蔗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漂白劑(亞硫酸氫鈉)】、杏仁粉、焦糖糖漿、防

潮糖粉(蔗糖、馬鈴薯澱粉、氫化棕櫚仁油、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氫鈣)、食鹽、可可脂、食用紅色六號鋁麗基、香草香料 (丙

二醇、香料)、金、食用紅色六號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51哈根達斯巧克力繆斯蛋糕-3.5吋 A-186384960-00000-2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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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植物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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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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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糖、牛奶巧克力抹醬【砂糖、芥花油、氫化棕櫚油、可可粉、

乳糖、全脂奶粉、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食鹽、香莢蘭醛】、麵

粉、沙拉油、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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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麥芽糖、植物性鮮奶

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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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鹽、香料、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

粉、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

醛、香料】、高脂可可粉、煉乳【砂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

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加州葡萄乾【天然葡萄、棕梠油】、烤杏

仁角、耐涷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膠】、蘭姆酒、牛奶巧克力【糖、

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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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海藻糖、果糖、紅醋栗、澄粉、白醋栗、杏仁豆、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

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鹽、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保險NT$166,332,000

(原)52哈根達斯莓果情緣蛋糕-7吋 A-186384960-00000-2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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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植物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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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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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糖、牛奶巧克力抹醬【砂糖、芥花油、氫化棕櫚油、可可粉、

乳糖、全脂奶粉、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食鹽、香莢蘭醛】、麵

粉、沙拉油、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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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麥芽糖、植物性鮮奶

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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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鹽、香料、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

粉、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

醛、香料】、高脂可可粉、煉乳【砂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

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加州葡萄乾【天然葡萄、棕梠油】、烤杏

仁角、耐涷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膠】、蘭姆酒、牛奶巧克力【糖、

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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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海藻糖、果糖、紅醋栗、澄粉、白醋栗、杏仁豆、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

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鹽、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保險NT$166,332,000

(原)53希朵花戀蛋糕 E-124683258-00000-0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雞蛋、植物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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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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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砂糖、牛奶巧克力抹醬【砂糖、芥花油、氫化棕櫚油、可可粉、

乳糖、全脂奶粉、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食鹽、香莢蘭醛】、麵

粉、沙拉油、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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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莢蘭醛、香料】、麥芽糖、植物性鮮奶

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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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玉

米糖膠、鹽、香料、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巧克力晶片【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

粉、砂糖、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

醛、香料】、高脂可可粉、煉乳【砂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棕櫚酸

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加州葡萄乾【天然葡萄、棕梠油】、烤杏

仁角、耐涷鏡面果膠【葡萄糖漿、水、糖、柑橘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香料】、動物性鮮奶油【乳油、鹿角菜膠】、蘭姆酒、牛奶巧克力【糖、

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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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丁粉、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膏、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海藻糖、果糖、紅醋栗、澄粉、白醋栗、杏仁豆、塔塔粉【酒石酸氫鉀、酸性

焦磷酸鈉、樹薯粉、麥芽糊精】、鹽、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碳酸氫鈉。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225號

(原)老協珍熬雞精1入(7包)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老母雞、豬肉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5000萬0952-0333000836-06

(原)老協珍熬雞精買9送2(77包)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老母雞、豬肉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5000萬0952-0333000836-06

(原)老協珍養生飲1入(7包)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甜菜根、山楂、無花果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5000萬0952-0333000836-06

(原)老協珍養生飲買9送2(77包)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甜菜根、山楂、無花果 如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5000萬0952-0333000836-06

(原)美人計冰糖燕窩6入 A-129035400-00000-1 華陀扶元堂生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廠07-6196685 高雄市彌陀區產業路156-1號 台灣 水、冰糖、紅棗萃取液、燕窩 如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伍仟萬產品責任險

(原)丹沛原汁蔘黃金飲禮盒  A-124575820-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鈞生股份有限公司 02-2713-3143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1號19樓 韓國 高麗紅蔘萃取液、蜂蜜 如包裝標示 泰安產07字第062205A10013號

(原)丹沛真馨養顏1+1禮盒  A-124575820-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鈞生股份有限公司 02-2713-3143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71號19樓 韓國

高麗紅蔘藍莓汁：藍莓萃取液、水、紅蔘濃縮液、紅蔘萃取液、果寡糖、果糖、蜂

蜜、蘋果濃縮果汁、梨子濃縮果汁、檸檬酸、維他命C、檸檬酸鈉。

高麗紅蔘石榴汁：石榴萃取液、水、紅蔘濃縮液、紅蔘萃取液、果寡糖、果糖、蜂

蜜、蘋果濃縮果汁、維他命C、檸檬酸鈉、海藻酸鈣、膠原蛋白(來源：魚)。

如包裝標示 泰安產07字第062205A10013號

(原)津輕完熟蘋果汁2入組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日本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如包裝標示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貳仟萬元

(原)阿爾卑斯紅葡萄果汁1入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日本 葡萄 如包裝標示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貳仟萬元

(原)醉月kitty櫻花梅子酒 H-153153519-00000-7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台灣 米、櫻花萃取液、青梅 如包裝標示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87號"

(原)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櫻花粉 無 丞閈 丞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04899#106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28巷1號1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新光產險1500萬

(原)麗克特經典快煮壺-土耳其藍 無 丞閈 美寶家電有限公司 02-27904899#106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28巷1號1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新光產險1500萬

(原)麗克特fete調理鍋-貴族紅 無 丞閈 丞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04899#106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28巷1號1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新光產險1500萬

(原)MATRIC松木油切烹飪兩用鍋 無 婕尼思股份有限公司 婕尼思股份有限公司 02-23511760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33巷38號2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MATRIC松木手持直立旋風吸塵器 無 婕尼思股份有限公司 婕尼思股份有限公司 02-23511760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33巷38號2樓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聲寶SPA足部按摩機A1001H 無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聲寶 N/a N/a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兆產備11310307189號

(原)日本siroca 2ways塵蹣機 無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 聲寶 N/a N/a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兆產備11310307189號

Doctor Air 3D背部按摩器-象牙白 無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群光電子(股)公司 進口商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69號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Doctor Air 3D背部按摩器-紅色 無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群光電子(股)公司 進口商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69號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LINE Friends指甲油-熊大 無 必群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LINE Friends指甲油-兔兔 無 必群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LINE Friends指甲油-莎莉 無 必群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LINE Friends光療指甲禮盒 無 必群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國際牌水離子吹風機 EH-NA27 無 志旭國際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日本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國際牌水離子吹風機 EH-NA45 無 志旭國際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 
台灣松下電器(股)公司 日本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夢寶星瑰麗女性淡香精100ml 無 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02-2995-3666 #202進口商：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二段260號

14樓

法國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WS祕密花園女性淡香水禮盒 無 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02-2995-3666 #202進口商：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二段260號

14樓

西班牙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WS花樣清新女性淡香水禮盒 無 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志旭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02-2995-3666 #202進口商：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二段260號

14樓

西班牙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BALMUDA蒸氣烤麵包機-白

(黑/白兩色可選)

無 明昱有限公司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10-181-984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87號8樓 日本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BALMUDA蒸氣烤麵包機-黑 無 明昱有限公司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10-181-984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87號8樓 日本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TESCOM膠原蛋白美髮梳吹風機 無 明昱有限公司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10-181-984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87號8樓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TESCOM復古型負離子吹風機 無 明昱有限公司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910-181-984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187號8樓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FUJI溫揉按摩機FM-152-紅

(紅色)

無 棨泰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N/a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TANITA_四合一體組成計BC753(白色) 無 西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ANITA (02)2314-1131 10043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2號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BUFFALO_FREE保溫提鍋1.2L(白) 無 日新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新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11-2689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0號6樓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BUFFALO_FREE保溫提鍋1.2L(黃) 無 日新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新不銹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11-2689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0號6樓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LOTUS新金鑽湯鍋20cm

(88-20820)

無 旺代企業有限公司 旺代企業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康寧餐具史努比午茶雙人組 無 花仙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World Kitchen LLC.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營養大師極進型節能調理機T300S 無 昱光開發有限公司 麥登有限公司 (07)338-4357 802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

街103號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藝遊味境手繪立體貓咪杯組 無 麥丘食品有限公司 N/a N/a N/a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Suisai酵素粉限定組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VS沙宣陶瓷負離子熱風造型器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Conair魔幻造型捲髮器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西華厚釜琺瑯鑄鐵湯鍋20cm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NEO EELA陶瓷不沾炒鍋36cm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OGAWA親親按摩棒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DEWS潤活雙皂7折組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DOR完美絲柔粉霜限定組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原)ALLIE高效防曬限定組 無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非食品 無

(宅)卡瓦蛋糕真花瓣蛋糕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卡瓦蛋糕蛋糕工場有限公司 02-2926-3888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105號 台灣
水果、食用花卉、動物性鮮奶油(法國)、發酵奶油(法國)、農場雞蛋、鮮奶、海藻糖、

新鮮檸檬、吉利丁、杏仁粉、麵粉、糖粉、金箔
如包裝標示 國泰產險1516第059906438

(宅)法藍四季火腿肉鬆三明治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7-3732-036 高雄市仁武區 永新四街371號 台灣 雞蛋、麵粉、奶油、火腿、紐西蘭起士、肉鬆、糖、鹽等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宅)法藍四季夏威夷起司三明治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7-3732-036 高雄市仁武區 永新四街371號 台灣 雞蛋、麵粉、糖、鹽、燻雞肉、起司、牛奶土司等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保  保險單號碼: 1305字第 03AKP0000484號

(宅)佳樂波士頓派布丁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京樂蛋糕食品有限公司 0982-926-048 中壢市中北路2段418號 台灣
鮮乳油、蛋白、蔗糖、蛋黃、起士、奶油、麵粉、食用大豆油、玉米粉、奶水、橙花

水、康圖酒、食鹽
如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3305ML000260

(宅)香帥芋香捲蛋糕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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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

(宅)香帥綜合捲組芋香*6紅豆*6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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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

(宅)艾波索黑爵士巧克力黑金磚 F-170762591-00000-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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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比利時巧克力/法國CACAO BARRY巧克力/布列塔尼葛宏德鹽之花/法國米歇爾可

可粉/日本紫羅蘭小麥粉/巧克力榛果餅乾/榛果果粒/蛋/米香/杏仁粒/榛果醬/食用金箔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25字第06AML0000545號

(宅)美德生乳軟法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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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宅)美德生乳辣妹土司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03)361-5913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台灣
麵粉、生乳、XO干貝醬(干貝、丁香、紅椒、蝦米、沙茶、蔗糖、豆鼓)、玉米、火

腿、辣椒、九層塔、青蔥、酥油(乳脂、水)、蔗糖、塩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宅)美德生乳提拉米蘇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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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粉、可可脂、雞蛋、Carpon、蔗糖、食用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

油、葡萄仔油、玉米油)、食用醋
如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1000萬元

(原)粉紅豬小妹草莓瑞士捲 A-189627033-00000-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雞蛋、草莓果醬〔草莓果粒、水、麥芽糖、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檸檬酸、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食用色素紅色六號、香料、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香料］、動

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蔗糖、食用再製乾酪、麵粉、大豆油、桔子風味

果汁〔蔬果汁、蔗糖、蘋果酸、食用色素（黃色五號、黃色四號）］、草莓、玉米澱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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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草莓香料、複方膨

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

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食鹽、粉紅色色素〔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香草香料。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原)88妖怪手錶肖像蛋糕 F-197313611-00001-5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水蜜桃罐頭（水蜜桃、水、蔗糖、檸檬酸、氯

化鈣）、雞蛋、蔗糖、大豆油、覆盆子、麵粉、桔子風味果汁〔蔬果汁、蔗糖、蘋果

酸、食用色素（黃色五號、黃色四號）］、藍莓、玉米澱粉、代可可脂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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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莢蘭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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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檸檬酸）、蘭姆酒、明膠、

可可脂、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食鹽、香

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

如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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