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 供應商名稱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製造商

(若進口品即填進口商)

製造商電話

(若進口品即填進口商)

製造商地址

(若進口品即填進口商)
原產地(國) 過敏原註記 完整成分 產品責任險(投保金額非為理賠金額)

億長御坊台灣排骨酥粽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排骨酥、花生、紅蔥頭、蝦米、醬油
已投保保富邦產物保險3000萬元

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032號

億長御坊南北雙味粽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糯米、五花肉、花生、香菇、板栗仁、鹹蛋黃、蝦米、紅蔥頭、醬油

(北)糯米、五花肉、鹹蛋黃、香菇、蝦米、紅蔥頭、醬油、白胡椒
已投保保富邦產物保險3000萬元

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032號

憶長御坊經典鹹甜組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肉：糯米、CAS梅花肉、醬油、高粱酒

豆沙：糯米、小紅豆、糖、奶油

已投保保富邦產物保險3000萬元

保單號碼：0524字第16AML0000032號

熱情果百香果果凍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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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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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06482005-00006-PFL

熱情果百香果冰棒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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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砂糖、百香果原汁、檸檬酸、磷酸二氫鉀、百香果香料、鹿角菜膠、檸

檬酸鈉、玉米糖膠、蒟蒻粉、二氧化鈦、苯甲酸鈉(防腐劑0.025％以下)、食

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06482005-00006-PFL

呷七碗道地傳統肉粽(4入)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02-82267777-268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醬油.豬肉.菜脯(蘿蔔.沙拉油.蔥酥(蔥頭.棕櫚油).糖).香菇.蛋黃.花生.沙拉

油.豬油.蔥酥(蔥頭.棕櫚油).水.糖.L-麩酸鈉.米酒.紅蔥頭.薑.蒜.白胡椒粉.五香粉

(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黑胡椒粉.胡椒鹽粉(胡椒.L-麩酸鈉.鹽.葡萄糖.肉

桂.丁香.甘草.五加皮.小茴.山奈.香料).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1億元

呷七碗道地傳統肉粽(6入)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02-82267777-268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醬油.豬肉.菜脯(蘿蔔.沙拉油.蔥酥(蔥頭.棕櫚油).糖).香菇.蛋黃.花生.沙拉

油.豬油.蔥酥(蔥頭.棕櫚油).水.糖.L-麩酸鈉.米酒.紅蔥頭.薑.蒜.白胡椒粉.五香粉

(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黑胡椒粉.胡椒鹽粉(胡椒.L-麩酸鈉.鹽.葡萄糖.肉

桂.丁香.甘草.五加皮.小茴.山奈.香料).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1億元

呷七碗北部粽+南部粽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02-82267777-268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呷七碗北粽-糯米.醬油.豬肉.菜脯(蘿蔔.沙拉油.蔥酥(蔥頭.棕櫚油).糖).香菇.蛋

黃.花生.沙拉油.豬油.蔥酥(蔥頭.棕櫚油).水.糖.L-麩酸鈉.米酒.紅蔥頭.薑.蒜.白

胡椒粉.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黑胡椒粉.胡椒鹽粉(胡椒.L-麩酸

鈉.鹽.葡萄糖.肉桂.丁香.甘草.五加皮.小茴.山奈.香料).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呷

七碗南粽-糯米.豬油.醬油.沙拉油.水.蔥酥(蔥頭.棕櫚油).豬油.花生.香菇.鳥蛋.

金鉤蝦.糖.米酒.蒜.紅蔥頭.薑.L-麩酸鈉.肉燥(水.紅蔥頭.醬油.蒜.油渣.豬油.豬

肉).胡椒鹽粉(胡椒.L-麩酸鈉.鹽.葡萄糖.肉桂.丁香.甘草.五加皮.小茴.山奈.香

料).白胡椒粉.食鹽.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1億元

紅豆食府東坡干貝粽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02-82267777-268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小麥粉.焦糖色素).豬肉.干貝.蛋黃.香菇.花生.沙拉油.豬油.蔥酥(蔥頭.棕櫚油).

豬油渣.水.糖. L-麩酸鈉.米酒.紅蔥頭.薑.蒜.白胡椒粉.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

丁香.花椒).黑胡椒粉.椒鹽粉(胡椒.L-麩酸鈉.鹽.葡萄糖.肉桂.丁香.甘草.五加皮.

小茴.山奈.香料).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1億元

大億麗緻干貝烏魚子帝王粽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117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栗子、香菇、蛋黃、干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紅豆食府經典冰粽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117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心太軟星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白豆沙餡【白鳳

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油、食鹽、二氧化鈦(著色劑)】、水、粘稠劑(羥丙

基磷酸二澱粉)、紅棗、食用大豆油、桂圓、海藻糖

紫米紅豆星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水、蜜紅豆(紅豆、

蔗糖、食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紫糯米、食用大豆油、蔗糖、海

藻糖

枸杞芋泥星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芋泥餡【芋頭、白

鳳豆、蔗糖、大豆油、麥芽糖、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糊精(糊精、麥芽

糖、葡萄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品質改良劑(胺基乙酸、無水醋酸鈉、

酵素製劑)、粘稠劑(羥丙基澱粉)、食鹽、芋頭香精〔香料、丙二醇、甘油

〕、著色劑〔二氧化鈦、食用色素(紅色七號、藍色一號)〕】、水、粘稠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食用大豆油、枸杞、海藻糖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上口美食鮮蝦大餛飩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117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草蝦仁、後腿肉、餛飩皮、豬油、麻油、蔥、薑、蔗糖、食鹽、米酒、

健美鮮A(胺基乙酸、鹽、核苷酸調味料、琥珀酸二鈉、胺基丙酸、L-天門冬

酸鈉)、白胡椒粉、元保磷WS(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鈉、酸性焦磷酸

鈉)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金哈慕尼雙餡冰粽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117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原味奶皇紅豆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紅豆粒餡(紅豆、麥

芽糖、蔗糖、食鹽)、水、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奶皇餡(綠豆、蔗糖、

鹹蛋、乳粉、大豆油、甜味劑(D-山梨醇)、乳油、麥芽糖、麵粉、食鹽)、保

久乳、食用大豆油、海藻糖

草莓乳酪葡萄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水、粘稠劑(羥丙基

磷酸二澱粉)、乳酪餡(乳酪(牛奶、乳油、食鹽、乳酸菌、凝乳酵素、刺槐豆

膠、乳固形物、食用色素(胡蘿蔔素)、馬鈴薯澱粉)、白鳳豆、蔗糖、麥芽

糖、鮮乳脂(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大豆油、羥丙基澱粉(粘稠劑)、檸

檬)、葡萄乾、保久乳、食用大豆油、海藻糖、草莓香料(丙二醇、香料、食

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黑糖花生巧克力冰粽

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花生餡(花生、棕櫚

油、蔗糖、黃豆粉、麵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食鹽)、

水、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巧克力風味糖(糖、棕櫚仁油、可可粉、大

豆卵磷脂、香料)、保久乳、食用大豆油、黑糖、海藻糖、黑糖香料(香料(丙

二醇、香料))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阿秋師御膳干貝鮑魚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五花肉、鮑魚【鮑魚、品質改良用劑(多磷酸鈉、乳酸鈣、碳酸

鈉)】、香菇、花生、蹄筋、芋頭、大豆沙拉油、銀杏、蛋酥(雞蛋、大豆沙

拉油)、醬油、干貝、紅蔥酥、冬蝦、糖、精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CL (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食鹽、L-天

門冬酸鈉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華南產物保險-1408字第052050121號

緣聚猴頭菇素粽(4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成家小館 02-2937-4611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54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猴頭菇、香菇、栗子、米豆、花豆、薑、沙拉油、醬油
蘇黎世產物保險60-105-06902557-00005-

PDL

楊哥楊嫂情深意粽(5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楊哥楊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6-2616557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義南路54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栗子、花生、蛋黃、香菇、豬油、醬油、蝦米、蔗糖、食鹽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調味用)
富邦產物產品保險第17AML0000296號

楊哥楊嫂小巧粽(10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楊哥楊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6-2616557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義南路54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小巧肉粽：糯米、豬肉、花生、蛋黃、魷魚、香菇、豬油、醬油、蝦米、蔗

糖、食鹽。

小巧花生粽：糯米、花生、豬油、醬油、蔗糖、食鹽。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調味用)

富邦產物產品保險第17AML0000296號

阿發師麻油松阪裹蒸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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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水、老薑、栗子、蜜蓮子（水、蓮子、糖）、麻油【胡麻油、

大豆沙拉油】、花生、杏鮑菇、雞粉【鹽、麥芽糊精、香料、酵母抽出物、

糖、雞抽出物、迷迭香抽出物、小麥纖維素、水解植物蛋白（大豆）、大豆

卵磷脂、D-木糖、醬油、糊精、食品添加物: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甘胺酸、丙胺酸、檸檬

酸、L-天門冬酸鈉、焦糖色素】、麻油【純黑芝麻】、乾香菇、豬油、枹

杞、乾香菇絲、鹹蛋黃、糖、紅蔥頭、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釀造醬

油、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二氧化矽）】

新光產物保險1317第05AKP0000001號

成家小館豆沙鹼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成家小館 02-2937-4611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54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圓糯米、紅豆、三偏磷酸鈉(普美能)、蔗糖、鹼粉
蘇黎世產物保險60-105-06902557-00005-

PDL

寶來發台式南部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寶來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 2693 189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17號2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鴨蛋黃、香菇、栗子、花生、蝦米、紅蔥頭、鹽、砂糖、胡椒

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醬油、豬油、L-麩酸鈉
國泰產物保險1516字第04PD01387號

寶來發鮮肉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寶來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 2693 1891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17號2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鹽、砂糖、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醬

油、L-麩酸鈉
國泰產物保險1516字第04PD01387號

上好品香聯名南部粽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上好家傳肉粽：糯米、豬肉、魷魚、蛋黃、香菇、蝦米、花生、醬油、蔗

糖、油蔥酥、食鹽。

品香傳統肉粽：糯米、豬肉、紅蔥酥、鴨蛋黃、香菇、蝦皮、醬油、黑麻

油、糖、花生、蓮子、大豆沙拉油、調味粉(高鮮味精、柴魚高湯粉、沙茶

粉、鹽、糖)。

華南產物保險1408字第052050121號

原味千尋原味乳酪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寶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8333215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421巷8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全脂牛奶、蔗糖、安佳無鹽奶油、食鹽、氯化鈣(食品製造劑)、植物性凝乳

酵素、乳酸菌
明台產物保險0504PDT00086

原味千尋曼波肉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寶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8333215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421巷8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蔗糖、醬油、甘油、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烏醋、米酒、食

鹽、白胡椒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DL-胺基丙酸、複方甜味劑[含乳糖、

檸檬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辣椒粉、桂粉、綜合香料粉(含八角粉、丁香

粉、花椒粉、肉桂粉、茴香粉)、複方香料(含呋喃類、高級脂肪族醛類、丙

二醇)、複方保色劑(含食鹽、亞硝酸鈉、硝酸鉀、麥芽糊精)、複方調味劑(5

’鳥瞟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瞟呤核苷磷酸二鈉)、乙基麥芽醇、食用黃

色5號、焦糖色素、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明台產物保險0504PDT00086

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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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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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4B10138



夜貓族大腸包小腸3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913-007578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二段一巷2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腸【糯米、花生、油蔥、白胡椒、腸衣】、香腸【豬肉、蔗糖、禽肉、

豬腸衣、麵粉、水、紹興酒、麥芽糊精、食鹽、精離黃豆蛋白、馬鈴薯澱

粉、蛋白粉、乳清粉、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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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甘草酸鈉)、結著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

鈉、生育醇)、香料、著色劑(蟲漆酸)、保色劑(亞硝酸鈉、硝酸鉀)】、酸菜

【酸菜、調味劑(檸檬酸)】、菜脯【蘿蔔、鮮味粉(乳糖、檸檬酸鈉、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酵母抽出物)】、薑片、沙拉油

兆豐產物保險0214第05PDL00063號

布莉克手工水果冰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竑順興企業社 06-5707087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關帝廟15-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奇異果冰棒：奇異果、鮮乳、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醣、

麥芽三醣、麥芽四醣)、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粘稠劑(羧丙基磷

酸二澱粉、微結晶狀α-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食品製造用劑(多磷酸

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梅子檸檬冰棒：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醣、麥芽三醣、麥芽四

醣)、檸檬、梅子【青梅、台鹽天然鹽、複方添加物(無水葡萄糖、甜味劑-紐

甜、甜味劑-蔗糖素)、甜味劑(甘草酸鈉、紐甜)、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香

莢蘭醛(香料)】、砂糖、柳橙

草莓牛奶冰棒：草莓、鮮乳、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醣、

麥芽三醣、麥芽四醣)、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粘稠劑(羧丙基磷

酸二澱粉、微結晶狀α-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食品製造用劑(多磷酸

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百香果冰棒：百香果、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醣、麥芽三

醣、麥芽四醣)、檸檬

玫瑰蜜桃果冰棒：砂糖、麥芽糖(樹薯澱粉、葡萄糖、麥芽二醣、麥芽三醣、

麥芽四醣)、蘋果、玫瑰蜜桃果茶(蘋果片、玫瑰果、檸檬酸、洛神葵、天然

香料、甜菊葉、橘皮、水蜜桃、玫瑰花瓣)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66705ML000125

石碇一粒粽干貝雪蓮粽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一粒粽商行 02-26632030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里石碇東街109號之1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特選優質台灣糯米、進口頂級珍珠干貝、紅仁鴨蛋黃1/2、上等合格溫體豬

胛心肉、埔里香菇、上等雪蓮子、金鉤蝦、調味料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石碇一粒粽北部雙喜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一粒粽商行 02-26632030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里石碇東街109號之1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統古早粽：優質台灣糯米、合格溫體豬胛心肉、香菇、花生、金鉤蝦、紅蔥

酥、調味料

石碇桂花粽：優質台灣糯米、桂花、合格溫體豬胛心肉、香菇、雪蓮子、金

鉤蝦、紅蔥酥、調味料

美亞產物保險0900-0333003414-00

立家人氣組合粽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向唐食品有限公司 02-23930469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8號(南門市場1樓196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圓糯米、五花肉、鹹鴨蛋黃、花生、香菇、蝦米、芋頭、栗子、胡椒粉、油

蔥酥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鼎泰豐鮮肉粽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02-22267890 # 5325 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6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糯米、豬肉、醬油、米酒、胡椒粉、咖哩粉、
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險

0525字第17APL0000147號

北灣冰烤地瓜王4色地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北灣食品行 02-24280606 基隆市仁愛區福仁里南榮路75號1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地瓜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鄉味韓式泡菜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市場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麵粉，水，大白菜，豬肉，大豆酸水解物，醬油，著色劑(焦糖色素)，L-麩

酸鈉，紅麴色素，田味記(甘草酸鈉)，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焦

磷酸鈉，多磷酸鉀)，麻油，黑胡椒粉，蒜泥，辣椒粉，薑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義豐蔥油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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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蔥、麵粉、豬油、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羅東50%蔥餡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6666 台中市神岡區社口街10巷1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麵粉、大豆油、酥油、蔥、鹽、糖、芝麻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歐董花枝蝦排蝦捲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 07-6986998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建民街 105 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花枝蝦排:花枝肉、金線魚、白蝦仁 /  蝦捲:蝦仁、豬絞肉、荸薺、蔥、芹

菜、旗魚肉、水、豆皮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方王媽媽堅果饅頭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方王媽媽坊  02-22255663 新北市中和市立德街98巷7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乳酪、松子、腰果、核桃、杏仁、南瓜子、葵瓜子、 葡萄乾、黑糖、黃豆
泰安產物保險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

0622D000148

牙齒肉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蒸健康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0933-609902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2號1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在來米粉、蕃薯粉、豬肉、醬油、油蔥酥、沙拉油、美力香味料、白胡椒、

雞粉
明台產險0804第05PDT00264號

DoGa香酥脆椒墨西哥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營198-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辣椒,花生,豌豆,芝麻,未氫化植物油,鹽,糖,味精,天然辛香料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DoGa彩虹脆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營198-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辣椒,花生,豌豆,芝麻,未氫化植物油,鹽,糖,味精,天然辛香料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胖胖酥(海苔)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營198-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高筋麵粉、棕櫚油脂、砂糖、鹽、小麥麵粉、碳酸鈣、乳化劑(單及雙脂肪酸

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乳酸硬脂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澱粉酶、

木聚糖酶、脂酶)、水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胖胖酥(五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奶粉、L-麩酸鈉、雞肉精粉 (雞肉、麥

芽糊精、鹽、L-麩酸鈉、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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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油、乙基麥芽醇)、海苔、黑胡椒、

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千翔特厚蜜汁豬肉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L-麩酸鈉、雞肉精粉 (雞肉、麥芽糊

精、鹽、L-麩酸鈉、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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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油、乙基麥芽醇)、山葵粉、黑胡椒、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1入KiKi蔥油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千翔食品 02-2768-3243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28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砂糖、精鹽、醬油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10入KiKi蔥油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1259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35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蔥油、辣椒油、蔥、辣椒粉、

薑、辣椒乾、抗氧化劑、花椒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1入KiKi椒麻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1259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35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蔥油、辣椒油、蔥、辣椒粉、

薑、辣椒乾、抗氧化劑、花椒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10入KiKi椒麻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1259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35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花椒、辣椒

萃取物、抗氧化劑、辣椒粉、花椒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哈根達斯沁夏端午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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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草莓冰淇淋：鮮奶油、草莓(草莓、糖)、濃縮脫脂乳、糖、蛋黃、水

淇淋巧酥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巧克力餅乾（小麥粉、

糖、椰子油、脫脂可可粉、碳酸氫鈉、鹽）、蛋黃、天然香草香料

比利時巧克力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巧克力（可可塊、糖、可

可脂、天然香草香料、大豆卵磷脂）、糖、巧克力塊（糖、可可塊、棉籽

油、椰子油、可可脂、天然香草香料、大豆卵磷脂）、蛋黃、可可粉、天然

香草香料

香草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天然香草香料

芒果冰淇淋：鮮奶油、芒果果漿（芒果果漿、糖、水、柑橘果膠）、濃縮脫

脂乳、芒果片（芒果片、葡萄糖漿、糖、柑橘果膠、天然芒果香料、濃縮檸

檬汁）、糖、水、蛋黃、濃縮橘子汁、天然芒果香料、濃縮檸檬汁

藍莓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藍莓果醬（藍莓、糖、濃縮藍莓果漿、

濃縮檸檬汁、水、米澱粉、果膠 (蘋果果膠、柑橘果膠、玉米果膠)、天然藍

莓香料）、糖、藍莓果漿（藍莓果漿、糖）、蛋黃、水

太妃糖麻糬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糯

米、麥芽糖、濃縮全脂乳、蛋黃、葡萄糖粉、海藻糖、葡萄糖漿、椰子油、

鹽、柑橘蘋果果膠、天然香草香料、大豆卵磷脂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美濃農會好客粄粽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明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955088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下林頭3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濃糯米、蓬萊米、豬肉、豆干(基因改造黃豆)、美濃白玉蘿蔔乾、沙拉

油、砂糖、水、醬油(非基因改造釀造混合醬油)、香菇、蝦米、蒜頭、蔥、

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DL-胺基丙酸)、白胡椒

已投保蘇黎世產品保險

保單號碼：50-106-08155501-00001-PDL

津輕蘋果汁2入組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Sterling Foods株式會社 日本青森縣平川市佐渡字南田54-2 日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阿爾卑斯葡萄汁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Alps株式會社 日本長野縣工廠 日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葡萄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達樂美白桃果凍6入組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Tarami株式會社 日本長崎縣工廠 日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白桃 - 白桃(果實,果汁),砂糖,果糖葡萄糖液糖,檸檬果汁,鹿角菜膠,刺槐豆膠,檸

檬酸,香料.
本公司已投保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壹仟萬元

醉愛kitty蔓越莓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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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葡萄、蔓越莓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87號"

蛋黃哥馬來貘沐青烏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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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茶葉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87號"

啤酒頭節氣啤酒(清明穀雨)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清明委託製造:

德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穀雨委託製造:

北台灣麥酒有限公司

台灣比爾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釀造

02-29745898

台灣比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新北是三重區重安

街10號

德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

龍段129巷175弄22號

北台灣麥酒有限公司: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

270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清明- 水、麥芽、啤酒花、酵母、台灣艾草萃取物

穀雨-水、麥芽、啤酒花、酵母、台灣茶葉

國泰產險 - 產品責任險1516字第04PD02923

美國加州櫻桃1公斤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955-29889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美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果 富物產物保險3000萬

美國加州櫻桃禮盒1.8公斤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955-29889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美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果 富物產物保險3000萬

高雄大樹玉荷包3台斤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955-29889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果 富物產物保險3000萬

小潘海帶芽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小潘美食家 02-89645646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海帶絲、蒜頭、辣椒、砂糖、鹽、芝麻香油、白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小潘海帶芽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小潘美食家 02-89645646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海帶絲、蒜頭、辣椒、砂糖、鹽、芝麻香油、白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小潘芽片泡菜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小潘美食家 02-89645646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大白菜、蒜頭、辣椒、砂糖、鹽、芝麻香油、白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小潘芽片泡菜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小潘美食家 02-89645646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大白菜、蒜頭、辣椒、砂糖、鹽、芝麻香油、白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小潘(海帶芽4芽片泡菜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小潘美食家 02-89645646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海帶絲、大白菜、蒜頭、辣椒、砂糖、鹽、芝麻香油、白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佳興檸檬汁-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佳興冰店 03-8611888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檸檬，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生乳，莎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

酯，乳糖)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佳興檸檬汁-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佳興冰店 03-8611888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檸檬，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生乳，莎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

酯，乳糖)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1入果貿吳媽水餃高麗菜蝦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久本和有限公司 0987209093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蝦仁，麵粉，水，高麗菜 華南產物1402-062050057

14入果貿吳媽水餃高麗菜蝦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久本和有限公司 0987209093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蝦仁，麵粉，水，高麗菜 華南產物1402-062050057

1入果貿吳媽水餃高麗菜鮮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久本和有限公司 0987209093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麵粉，水，高麗菜 華南產物1402-062050057

14入果貿吳媽水餃高麗菜鮮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久本和有限公司 0987209093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豬肉，麵粉，水，高麗菜 華南產物1402-062050057

亞尼克芒果百香生乳捲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芒果百香:蛋、日本鮮奶油、砂糖、鮮奶、芒果果泥、奶油(殺菌牛奶)、日本

麵粉、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百香果汁、玉米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原味8芒果百香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

芒果百香:蛋、日本鮮奶油、砂糖、鮮奶、芒果果泥、奶油(殺菌牛奶)、日本

麵粉、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百香果汁、玉米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原味4特黑4抹茶4芒百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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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

力粉

抹茶:日本鮮奶油、蛋、沙糖、鮮奶、日本麵粉、奶油(殺菌牛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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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百香:蛋、日本鮮奶油、砂糖、鮮奶、芒果果泥、奶油(殺菌牛奶)、日本

麵粉、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百香果汁、玉米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啤酒頭節氣啤酒(小滿夏至)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委託製造:

德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比爾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釀造

02-29745898

台灣比爾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新北是三重區重安

街10號

德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九

龍段129巷175弄22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小滿-水、麥芽、啤酒花、酵母、台灣冬瓜茶磚

夏至-水、麥芽、啤酒花、酵母、喜願小麥
國泰產險 - 產品責任險1516字第04PD02923

光波選別愛文芒果3kg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富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5-2341471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250號 台灣 芒果 芒果 台灣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600萬

玉井愛文芒果3kg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富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5-2341471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250號 台灣 芒果 芒果 台灣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6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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