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名稱

供應商名稱

阿發師極品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

製造商電話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製造商地址

原產地(國) 過敏原註記

如包裝標示

阿發師三絲獅子頭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發師鮮菌麻油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官酸菜白肉火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基師鴻麴煨鱸魚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基師迎春納福便利年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基師節節晉升登高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基師皇品御膳福壽全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三星開泰福壽迎春開運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吳秉承吉品鮑貝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郭主義水煮牛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郭主義鐵板中卷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郭主義乾鍋排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詹姆士詹式福椒炒炊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詹姆士韓式豬小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詹姆士日式黃金味增牛肉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完整成分
成 分：水、雞肉、雞高湯(水、雞骨)、芋頭、豬腳、豬軟骨排、鳥蛋、黑玉明參、魚皮、栗子、墨西哥螺鮑(玉螺、水、蠔油、醬油、蔗糖、食
鹽、玉米糖膠、雞粉、豬肉味香料)、白靈芝菇{白靈芝菇、水、食鹽、維他命C(抗氧化劑)、檸檬酸(調味劑)}、紅蔥頭、大豆沙拉油、棕櫚油、蒜
頭、樹薯澱粉、醬油膏、米酒、扁魚、醬油、蔗糖、桂圓肉、馬鈴薯澱粉、干貝、烏醋、食鹽、乾香菇、白胡椒粉、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
辣椒、大蒜萃取物｝、桂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
成 分：水、大白菜、豬肉、豬脂肪、涼薯、紅蘿蔔、脆筍絲【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酸、水)】、雞高湯(水、雞骨)、木耳絲、醬油(非
基改)、雞肉、雞蛋、紅蔥頭、豆腐、大豆沙拉油、棕櫚油、生鮮麵包油炸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緻棕櫚油【棕櫚油、香料、混合濃
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碳酸氫胺製劑(碳酸氫胺、碳酸鎂)、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半
胱氨酸鹽酸鹽、精緻椰子油}、蝦米、薑、蔗糖、馬鈴薯澱粉、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青蔥、食鹽、扁魚、米酒、白胡椒粉、薑母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 (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多磷酸鈉(結著劑)
成 分：雞骨湯(雞骨、水)、水、雞腿丁、高麗菜、玉米(非基因改造)、芝麻油、薑、米血糕[白米、豬血、食鹽、關華豆膠、檸檬酸、品質改良
劑(多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杏鮑菇、黑木耳、米酒、食鹽、枸杞、蔗糖、薑母粉、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 (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
成 分：水、雞骨湯[水、雞骨]、豬軟骨排、東北酸白菜(大白菜、水、鹽、檸檬酸、酵母抽出物2020、乳酸鈣)、大白菜、豬五花、凍豆腐[水、
黃豆(非基因改造)、豆腐用凝固劑(硫酸鈣)]、熟白蝦、蛋餃[蛋、豬肉、水、青蔥、鹽、沙茶醬(大豆沙拉油、魚乾、蒜頭、薑、椰子粉、蔥乾、芝
麻、赤尾青、辣椒粉、食鹽、胡荽、肉桂、茴香、胡椒)、糖、蔥酥(紅蔥頭、棕櫚油)、馬鈴薯澱粉、膠原蛋白(豬)、白胡椒]、芋頭、小貢丸{豬
肉、水、鹽、香菇粉[香菇粉抽出物、糊精]、糖、蒜、醬油膏、白胡椒;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胺基乙酸、營養添加物[葡萄糖、鹽酸L-二胺基己
酸]、多磷酸鈉、肉香料[水、醬油粉(醬油、麥芽糊精、鹽、焦糖色素、琥珀酸二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DL-胺基丙酸]、葡萄糖、酵母抽出物、L-麩胺酸鈉、鹽、中鏈三酸甘油脂、香料、乙醇、奶粉、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玉米糖膠]、焦磷酸
鈉、無水碳酸鈉、偏磷酸鉀、酵素製劑(麥芽糊精、麩醯胺轉化酶)、無水氯化鈣、焦磷酸鈉(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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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超嫩三角油豆腐(水、黃豆(非基因改造)、氯化鎂、豆類消泡劑(酯肪酸甘油脂、卵磷脂、碳酸鎂、碳酸鈣)、
馬鈴薯澱粉、骨蛋白(豬骨抽出物)、軟棕油、蔗糖、米酒、食鹽、陳年醬油、蒜頭、白胡椒粉、酵母抽出物、八角粉、肉桂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 (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成 分：鱸魚、水、金針菇、香油(大豆油、芝麻)、紅麴料理醬(水、糯米、紅麴、米霖、糖、鹽、酵母抽出物)、青蔥、米酒、味醂(水、蓬萊
米、果糖、砂糖、白麴)、白米、薑、食鹽、紅麴色素(紅麴色素、酒精)、大豆沙拉油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

產品責任險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皇品御膳福壽全佛跳牆】水、雞肉、雞高湯(水、雞骨)、芋頭、豬軟骨排、豬腳、豬肚、魚皮、筍乾｛麻竹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酸、
水)｝、黑玉明參、鳥蛋、鮑魚、米酒、紅蔥頭、樹薯澱粉、棕櫚油、醬油膏、蔗糖、馬鈴薯澱粉、大豆沙拉油、烏醋、乾香菇、食鹽、醬油、蒜
頭、白胡椒粉、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青蔥、薑、桂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
【節節晉升登高榜】豬腳、水、德式酸白菜{精選白菜、白葡萄酒醋(2.1%)、食鹽}、醬油、黃芥末醬{水、調理醋、芥末子、食鹽、匈牙利番椒、
辣椒、薑黃、蒜、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醋酸鈉(無水)、胺基乙酸、冰醋酸、溶菌酶(酵素製劑)、脂肪酸蔗糖酯}、蒜蓉醬{水、醬油膏[水、
蔗糖、脫脂大豆(基因改造)、食鹽、小麥、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釀造醋、調味劑(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防腐劑(對烴苯甲酸丁酯)、甜味劑(甘草素)]、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蔗糖、蒜、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麥芽糊精、辣椒、焦糖色素(第三類)、紅蔥頭、豬油、麵粉、棕櫚油、油炸粗白麩皮、玉米澱粉、多磷酸鈉、玉米糖膠、辣椒抽出物、二氧化
矽、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蒜精油、葡萄柚香料、甜味劑(甘草萃)}、大豆沙拉油、蔗糖、青蔥、食鹽、米酒、紹興
酒、薑、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肉桂、大
茴、洋蔥粉、烏胡椒粉{麥芽糊精、胡椒抽出物、二氧化矽}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門冬酸鈉)、煙燻香料(香料){山楂核萃取物}、碳酸氫鈉(膨脹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特色靈(保色劑){食鹽、亞硝酸鈉、硝酸鉀}
第16AML0001703號
【鴻麴煨鱸魚】鱸魚、水、金針菇、香油(大豆油、芝麻)、紅麴料理醬(水、糯米、紅麴、米霖、糖、鹽、酵母抽出物)、青蔥、米酒、味醂(水、
蓬萊米、果糖、砂糖、白麴)、白米、薑、食鹽、紅麴色素(紅麴色素、酒精)、大豆沙拉油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
【一品雙拼迎好年】
(吉祥如意鮮蝦捲) 草蝦仁、蛋皮{雞蛋、大豆油、食鹽、蔗糖；食品添加物：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澱粉、胺基乙酸、醋酸鈉(無水)、檸檬
酸、油性胡蘿蔔素30%[玉米油、β-胡蘿蔔素、生育醇(抗氧化劑)]}、豬脂肪、蛋白、水、馬鈴薯澱粉、麵粉、蔗糖、海苔、大豆沙拉油、食鹽
食品添加物：多磷素B(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和風鮮綠襯八爪) 小章魚、水、和風沙拉醬{蔗糖轉化液糖、純釀醬油、純釀造醋、檸檬汁、酒精、酵母粉、維生素E(抗氧化劑)}、紅辣椒、薑、
青蔥、白醋、鹽
【紅藜鴛鴦飯】水、芋頭、糯米、蔗糖、紅蔥頭、紅蔥醬{芥花油(非基因改造)、紅蔥頭、非基改純釀造黃豆醬油、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素肉
精香料(香料、麥芽胡精、水、黃豆水解蛋白、醬油、酵母抽出物、胡椒抽出物、食鹽、茴香抽出物、中鏈三酸甘油脂)、食鹽、蔗糖、辣椒醬(辣
椒、食鹽)、百草粉(麥芽胡精、眾香子、茴香抽出物、小麥纖維素、丁香抽出物、肉桂抽出物)、酵母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胡椒}、紅棗、銀杏(銀杏、水、糖、食鹽、檸檬酸)、紅藜麥、大豆沙拉油
成 分：豬腳、水、德式酸白菜{精選白菜、白葡萄酒醋(2.1%)、食鹽}、醬油、黃芥末醬{水、調理醋、芥末子、食鹽、匈牙利番椒、辣椒、薑
黃、蒜、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醋酸鈉(無水)、胺基乙酸、冰醋酸、溶菌酶(酵素製劑)、脂肪酸蔗糖酯}、蒜蓉醬{水、醬油膏[水、蔗糖、脫
脂大豆(基因改造)、食鹽、小麥、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釀造醋、調味劑(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防腐劑(對烴苯甲酸丁酯)、甜味劑(甘草素)]、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蔗糖、蒜、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麥芽糊
精、辣椒、焦糖色素(第三類)、紅蔥頭、豬油、麵粉、棕櫚油、油炸粗白麩皮、玉米澱粉、多磷酸鈉、玉米糖膠、辣椒抽出物、二氧化矽、5'-鳥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蒜精油、葡萄柚香料、甜味劑(甘草萃)}、大豆沙拉油、蔗糖、青蔥、食鹽、米酒、紹興酒、薑、
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肉桂、大茴、洋蔥
粉、烏胡椒粉{麥芽糊精、胡椒抽出物、二氧化矽}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煙燻香料(香料){山楂核萃取物}、碳酸氫鈉(膨脹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特色靈(保色劑){食鹽、亞硝酸鈉、硝酸鉀}
成 分：水、雞肉、雞高湯(水、雞骨)、芋頭、豬軟骨排、豬腳、豬肚、魚皮、筍乾｛麻竹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酸、水)｝、黑玉明參、
鳥蛋、鮑魚、米酒、紅蔥頭、樹薯澱粉、棕櫚油、醬油膏、蔗糖、馬鈴薯澱粉、大豆沙拉油、烏醋、乾香菇、食鹽、醬油、蒜頭、白胡椒粉、蒜
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青蔥、薑、桂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
【吳秉承發財開運醬肋排】豬肋排、水、鴻喜菇、醬油膏、紅蘿蔔、金針菇、香油(大豆油、芝麻)、青蔥、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
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紹興酒、蔗糖、醬油、黑胡椒、米酒、沙茶醬(大豆沙拉
油、魚乾、蒜頭、薑粉、椰子粉、蔥乾、芝麻、赤尾青、辣椒粉、食鹽、胡荽、肉桂、茴香、胡椒粉)、薑、食鹽、大豆沙拉油、洋蔥粉、八角、
桂皮、白胡椒粉、五香粉(肉桂、八角、小茴、花椒、丁香)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碳酸氫鈉(膨脹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
【吳秉承吉品鮑貝佛跳牆】水、雞高湯(水、雞骨)、豬軟骨排、芋頭、雞肉、魚皮、栗子、脆筍片{麻竹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酸、水)}、
智利鮑(南美貝、水、食鹽)、鴻喜菇、棕櫚油、紅蔥頭、米酒、大豆沙拉油、乾魷魚、樹薯澱粉、醬油、馬鈴薯澱粉、蝦米、醬油膏、珠貝、蔗
糖、白胡椒粉、紅棗、食鹽、乾香菇、蒜頭、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八角粉、肉桂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
【詹姆士詹式福椒炒炊粉】炊粉｛原料:玉米澱粉、小麥澱粉、米、水；添加物: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
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多丙烯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高麗菜、豬肉、紅蘿蔔、黑木耳、醬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紅蔥
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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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焦糖色素)}、大豆沙拉油、蝦米、蒜、白胡椒
粉、蔗糖、水、乾香菇絲、食鹽
【郭主義鐵板中卷】透抽、鳥蛋、老油{大豆沙拉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牛脂肪(澳洲)、豆瓣醬(紅辣椒、蠶豆仁、食鹽、小麥粉、
水)、洋蔥、薑、青蔥、西洋芹、辣椒粉、乾辣椒、八角、桂皮、小茴香、月桂葉、甘草粉、荳蔻粉}、青蔥、蒜、大豆沙拉油、薑、蠔油{水、
成 分：水、雞高湯(水、雞骨)、豬軟骨排、芋頭、雞肉、魚皮、栗子、脆筍片{麻竹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酸、水)}、智利鮑(南美貝、
水、食鹽)、鴻喜菇、棕櫚油、紅蔥頭、米酒、大豆沙拉油、乾魷魚、樹薯澱粉、醬油、馬鈴薯澱粉、蝦米、醬油膏、珠貝、蔗糖、白胡椒粉、紅
棗、食鹽、乾香菇、蒜頭、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八角粉、肉桂粉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天
門冬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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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水、牛肉(紐西蘭)、黃豆芽、西洋芹、大豆沙拉油、黑木耳、辣豆瓣醬｛生辣椒(醃漬辣椒)、蠶豆、食用鹽(無碘)}、蒜、薑、米酒、蔥、
醬油、馬鈴薯澱粉、辣椒剪條、蔗糖、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蔗糖、雞肉粉、雞油、酵母抽出物、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醬油粉、琥珀酸二鈉｝、大紅袍花椒、食鹽、花椒油{大豆油、花椒、八角、薑、蒜、蔥}、白胡椒粉、白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16AML0001703號
芝麻粒、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
食品添加物：碳酸氫鈉(膨脹劑)
成 分：透抽、鳥蛋、老油{大豆沙拉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牛脂肪(澳洲)、豆瓣醬(紅辣椒、蠶豆仁、食鹽、小麥粉、水)、洋蔥、
薑、青蔥、西洋芹、辣椒粉、乾辣椒、八角、桂皮、小茴香、月桂葉、甘草粉、荳蔻粉}、青蔥、蒜、大豆沙拉油、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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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焦糖色素)}、白芝麻粒、辣椒、蔗糖、醬油、米酒、醬油膏、棕櫚油、辣椒
粉、食鹽、孜然粉、花椒粉、白胡椒粉
成 分：豬肋排、洋蔥、紅甜椒、馬鈴薯、老油[大豆沙拉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牛脂肪(澳洲)、豆瓣醬(紅辣椒、蠶豆仁、食鹽、
小麥粉、水)、洋蔥、薑、青蔥、西洋芹、辣椒粉、乾辣椒、八角、桂皮、小茴香、月桂葉、甘草粉、荳蔻粉]、脆筍片[麻竹筍、水、檸檬酸、乳
酸90%(乳酸、水)]、水、薑、青蔥、大豆沙拉油、蒜仁、米酒、辣椒剪條、蔗糖、食鹽、花椒粒、孜然、棕櫚油、馬鈴薯澱粉、八角、小茴香、
木糖、白胡椒粉、月桂葉、香茅、桂皮、三奈
食品添加物：碳酸氫鈉(膨脹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焦糖色素(第一類)(著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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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分：炊粉｛原料:玉米澱粉、小麥澱粉、米、水；添加物: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粘稠劑(羧甲基纖維
素鈉、多丙烯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高麗菜、豬肉、紅蘿蔔、黑木耳、醬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醬油、食鹽)、紅蔥頭、蠔油{水、糖、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大豆沙拉油、蝦米、蒜、白胡椒粉、蔗糖、水、乾香菇 第16AML0001703號
絲、食鹽
成 分：豬肋排、水、韓式辣椒醬(糖漿、米、水、辣椒粉、鹽、酒精、大蒜、酵母抽出物、洋蔥、發酵大豆粉、米麴)、白蘿蔔、洋蔥、馬鈴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薯、大豆沙拉油、醬油、蔗糖、辣椒粉、香油(大豆油、芝麻)、蒜仁、白芝麻、棕櫚油、食鹽
第16AML0001703號
食品添加物：碳酸氫鈉(膨脹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
成 分：水、牛骨湯[水、牛骨(澳洲)]、牛腱(澳洲)、牛條肉(澳洲)、白蘿蔔、馬鈴薯、牛筋(澳洲)、紅蘿蔔、味噌[黃豆(非基因改造)、米、鹽、己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二烯酸鉀(防腐劑)]、牛蒡、大豆沙拉油、香油(大豆油、芝麻)、食鹽、白芝麻粒、蔗糖
第16AML0001703號
食品添加物：醋酸澱粉(粘稠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碳酸氫鈉(膨脹劑)
成 分：水、豬軟骨排、黃豆芽、凍豆腐{水、黃豆(非基因改造)、豆腐用凝固劑(硫酸鈣)}、牛肉丸{牛肉(紐西蘭)、豬肉、洋蔥、水、牛脂肪(澳
洲)、大豆蛋白(含基因改造)、馬鈴薯澱粉、蔗糖、雞粉[食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
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食鹽)、洋蔥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食鹽、多磷酸鈉(結著劑)、
義大利綜合香辛料(俄力岡葉(奧勒岡葉)、羅勒葉、迷迭香葉、蒜粒、紅辣椒、牛膝草(馬郁蘭)、洋香菜葉)、白胡椒粉}、黑木耳、杏鮑菇、大豆沙
拉油、豬肉調味醬(豬脂、食鹽、醬油)、蒜仁、酒釀(糯米、水)、青蔥、黃薑片{薑片、水、檸檬酸、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食甜-KN(醋磺內酯鉀、
麥芽糊精、紐甜)(甜味劑)、偏磷酸鈉}、牛脂肪(澳洲)、米酒、食鹽、豆瓣醬(紅辣椒、蠶豆仁、食鹽、小麥粉、水)、大紅袍花椒、馬鈴薯澱粉、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洋蔥、鮮辣露{水、醬油、食鹽、辣椒醬(辣椒、水、食鹽、醋酸)、L-麩酸鈉、糖、香料、調味料(蘋果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20%醋、 第16AML0001703號
紅椒色素(紅椒萃取物、菜籽油、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關華豆膠、焦糖色素、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玉米糖膠}、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蔗糖、
雞肉粉、雞油、酵母抽出物、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醬油粉、琥珀酸二鈉)、蔗糖、醬
油、辣椒粉、薑、西洋芹、乾辣椒、白胡椒粉、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大茴、桂皮、小茴香、月桂葉、甘草粉、荳蔻粉
食品添加物：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

HOT激麻-秘製香辣排骨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03-479-3113
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八德里八張犁
台灣
55-7號

如包裝標示

阿秋師鯧魚炊粉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饗城岡山羊肉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中藥材湯汁(水、羊大骨、當歸、故紙花、玉竹、川芎、黃耆、桂枝、肉桂、大麥、甘甜果、甘草、熟地)、羊肉、麻油、枸杞、紅棗、米酒、薑
片、食鹽、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雞油、糖、雞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食鹽)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饗城帝王蟹極致豚骨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高湯【水、豬大骨、馬鈴薯、奶油濃湯粉(全脂奶粉、酥油粉、蔗糖、食鹽、洋蔥粉、蒜粉、酵母精粉)、食鹽】、高麗菜、帝王蟹、青花菜、馬
鈴薯、玉米、秀珍菇、蝦、帆立貝、腰子貝、鮑魚、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胺基丙酸、β-胡蘿蔔素、琥珀酸二鈉、5'-核糖核酸甘酸二鈉)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饗城養生藥膳醉鮮蝦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湯汁(水、米酒、紅露酒、當歸、黨蔘、紅棗、川芎、食鹽、冰糖)、蝦、薑、枸杞、味鮮(L-麩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1408字第052050121號

阿秋師燒酒薑母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中藥材湯汁(水、當歸、枸杞、桂枝、青耆)、鴨肉、米酒、麻油、薑、食鹽、枸杞、冰糖、川芎、味鮮(L-麩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1408字第052050121號

台南阿美飯店招牌砂鍋魚頭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台南阿美飯店蹄筋四寶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台南阿美飯店招牌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阿秋師鮑魚干貝小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阿秋師豪華三杯海陸總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湯汁(水、雞骨頭、蒜頭、精鹽、冰糖、白胡椒粉、醬油、烏醋、紅蔥片、冬蝦)、排骨、芋頭、豬肚、豬蹄筋、香菇、杏鮑菇、筍片、鮑魚、鳥
蛋、栗子、干貝、紅棗、蒜頭、健美鮮CL(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
三杯醬(水、麻油、蔗糖、醬油、九層塔)、雞肉、透抽、扇貝肉、蹄筋、杏鮑菇、蝦仁、辣椒、麻油、薑片、蒜頭、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
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
台灣
300號

如包裝標示

烏骨雞、高湯（水、雞骨、豬骨）、芥菜仁、香菇、食鹽、干貝、砂糖、枸杞、酵母抽出物、美味鮮（小麥水解蛋白、食鹽、棕櫚油）

阿發師豆酥鯧魚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阿發師藏書燉羊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阿基師長壽仙姑燉烏雞
吳秉承五福窯燒雞

如包裝標示

高湯(水、雞骨) 、炸鯧魚(黑鯧魚、地瓜粉、耐炸油) 、芋頭角、炊粉、紅蔥片、芹菜、蛋酥(雞蛋、耐炸油)、紅蔥油、蒜頭、蝦皮、冬蝦、冰糖、
食鹽、白胡椒粉、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雞肉、雞油、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
1408字第052050121號

高湯(水、精鹽、二砂、辣椒粉、雞骨)、炸鰱魚頭(鰱魚頭、樹薯粉、大豆沙拉油)、白菜、百頁豆腐(水、大豆油、分離式大豆蛋白（使用非基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改造黃豆）、食鹽)、豬肉、鳥蛋、豆皮、沙茶醬(大豆沙拉油、魚乾、蒜頭、薑粉、椰子粉、蔥乾、芝麻、赤尾青、辣椒粉、食鹽、大茴香、肉
1408字第052050121號
桂、胡椒粉)、黑木耳、扁魚、油蔥酥（紅蔥頭、大豆沙拉油）、冬蝦、炸蒜仁(大豆沙拉油、蒜頭)、豬油、金針花
湯汁(水、雞骨、精鹽)、白蘿蔔、豬肚、粉羹肉、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雞肉、雞油、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白胡椒、精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鹽、香油、蹄筋、草菇腿、干貝、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1408字第052050121號
高湯(水、雞骨、紅蔥酥、烏醋、醬油、蒜頭、食鹽、冰糖、肉精香料、蝦粉、蒜粉、白胡椒粉)、大白菜、豬腳、排骨酥、烏參、豬肚、鳥蛋、
魚皮、栗子、花膠、蒜頭、香菇、干貝、水翅、紅蔥酥、冬蝦、利福達(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土雞、醬汁（水、香油、醬油、二砂、肉桂粉、白胡椒粉）、米酒、大豆沙拉油、蒜頭、紅蘿蔔、醬油、紅棗、香油、筍乾、食鹽、大芥菜、砂
糖、胡椒粉、五香粉
成 分： 鯧魚、水、大豆沙拉油、豆酥(黃豆(基改)、蒜、薑、大豆沙拉油、鹽、辣椒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酵母精粉)、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油、矽樹脂、二氧化矽)、辣椒油(大豆沙拉油、辣椒萃取物)、地瓜粉、醬油、蒜、二砂、米酒、砂糖、
紅蔥頭、鹽、藤椒油(菜籽油、藤椒鮮果)、粗辣椒粉、青蔥片、紅椒粉
成 分：羊肉、水、洋蔥、青蔥、米酒、糖、醬油、大豆沙拉油、辣椒、蕃茄糊、鹽、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白胡椒粉、薑、乾辣椒、月桂葉、
八角、山奈、肉桂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一品花雕雞南洋叻沙海鮮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21風味館韓式辣炒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邱寶郎蟹黃瑤柱秀蝦球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享點子麻油松坂清水米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成 分：大白菜、濃縮雞汁、紅蘿蔔、蝦、水、魷魚漿【魷魚、魚漿、馬鈴薯澱粉、豬中油、糖、蒜頭、鹽、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
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無水焦磷酸鈉、無水偏磷酸鉀、多磷酸鈉】、金針菇、洋蔥、豬油、馬蹄、蟹腿肉、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消泡劑（矽樹脂、二氧化矽）】、蛋黃液、蒜、乾干貝、蛋白液、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大地魚（扁魚）、鹽、蝦米、薑、乾香菇絲、大
豆沙拉油、白胡椒粉
成 分：糯米、水、杏鮑菇、豬肉、薑、濃縮雞湯、麻油、香菇絲、米酒、豬油、枸杞、鹽、糖、紅蔥頭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上海小館芋頭排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3-4527272
份有限公司
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
台灣
園2-46號

如包裝標示

成 分：豬肉、水、芋頭、炸油(大豆油、軟質棕櫚油、芥花油、矽樹脂、二氧化矽)、醬油、二砂、青蔥、薑、八角、丁香

21風味館人參糯米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N-128095323-00001-4
05-7888333 分機113
份有限公司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台灣
號

如包裝標示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號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號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號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號

21世紀風味港式油雞
元進莊紅棗人蔘雞湯
元進莊天麻黑蒜烏骨雞湯
元進莊鴨賞
鄧師傅-梅干蹄膀
鄧師傅-宮廷甜品

創鮮家極品海鮮漿組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N-128095323-00001-4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N-128095323-00001-4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N-128095323-00001-4

05-7888333 分機113

N-128095323-00001-4

05-7888333 分機113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N-128095323-00001-4
05-7888333 分機113
份有限公司
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
台灣
號

如包裝標示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鄧師傅滷味股份有
N-128095323-00001-4
07-2361822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鄧師傅滷味股份有
N-128095323-00001-4
07-2361822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
號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
號

05-7888333 分機113
05-7888333 分機113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躍上國際有限公司 07-7333160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9巷
8-10號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05AKP0000001號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05AKP0000001號

水、高麗菜、蝦、椰漿【椰漿、水、亞硫酸鉀】、叻沙醬【棕櫚油、洋蔥、白砂糖、食用鹽、南薑、辣椒、香茅、味精、蒜頭、蝦米、石栗子、
大茴香、莞荽籽、小茴香、咖哩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黃薑、薑、苯甲酸鈉（防腐劑）】、鮮奶油【中脂牛奶.氫化植物油.鮮奶脂.鹽.植物油.
中脂奶粉.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乳化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天然β胡蘿蔔素】、玉米筍【玉米筍、水、鹽、檸檬酸】、豬肉、蟹味棒【魚漿、水、精鹽、糖、磷酸二澱粉、酸鈉澱
05AKP0000001號
粉、蟹肉香料、醋磺內酯鉀、紅麴色素MR】、椰漿【椰漿、水、亞硫酸鉀】、鰹魚風味調味料【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薑黃粉
成 分：水、雞肉、年糕【米、水、小麥澱粉、磷酸二澱粉、樹薯粉、芥花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醋酸鈉無水、乙烯
二胺四醋酸二鈉鈣、檸檬酸鈣、DL-蘋果酸、偏磷酸鈉、防腐劑:丙酸鈉）、泡菜【大白菜、蔥、蒜、薑、紅蘿蔔、辣椒粉、魚露（玉筋魚、食
鹽）、砂糖、食鹽】、起司絲【牛乳、鹽、氯化鈣、乳酸菌、凝乳酵素、婀娜多（色素）、馬鈴薯澱粉（外灑粉）】、高麗菜、洋蔥、炸油【大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豆油、軟質棕櫚油、（矽樹脂、二氧化矽）】、馬鈴薯、辣椒醬【辣椒粉、麥芽糖、小麥粉、玉米澱粉、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大豆沙拉
05AKP0000001號
油、青蔥、太白粉（樹薯粉）、釀造醬油、二砂糖、老抽【水、黃豆、小麥精粉、鹽、糖】、鹽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05AKP0000001號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05AKP0000001號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05AKP0000001號
雞高湯(雞肉、水)、雞肉、糯米、人蔘、紅棗、枸杞、鹽、冰糖、糊精、大豆水解蛋白、玉米水解蛋白、小麥水解蛋白、乳糖、醬油、調味劑(L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糖、牛脂、豬肉抽出物、洋蔥、葡萄糖、香料、D-木糖、維生素
662205A00003號
B1、抗氧化劑(生育醇)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土雞肉、雞高湯（雞骨頭、水）、米酒、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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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
662205A00003號
水、雞肉、黑糖、冰糖、醬油、塩、胡椒粉、高鮮調味素（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基乙酸、DL-胺基丙酸）、辣椒、蔥、辣油、八角、豆鼓、沙拉油、辣椒粉、當歸、陳皮、草果、八角粉、肉桂粉
662205A00003號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雞高湯（雞肉、水）、烏骨雞肉、人蔘、紅棗、枸杞、米酒、鹽、冰糖
662205A00003號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烏骨雞肉、黑蒜、熟地、紅棗、薑片、枸杞、天麻
662205A00003號
鴨肉、糖、鹽、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黑胡椒粒、胡椒粉、五香粉（肉桂、大茴香、花椒、甘草、山奈）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著色劑（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六號）、保色劑（亞硝酸鈉、硝酸鉀）、肉品香料(香料、天然香料、芥花油、中鏈三酸甘油酯、棕櫚油)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蹄膀、梅干菜、水、青蔥、醬油、冰糖、太白粉、紹興酒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冰糖雪梨燉銀耳：水、西洋梨、白木耳、冰糖
桂花香蘋燉銀耳：水、蘋果、白木耳、冰糖、桂花

如包裝標示

花枝蝦漿：花枝、蝦仁、太白粉、豬脂、鹽、糖、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
鈉、醋磺內酯鉀)、結著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鈉)
花枝漿：花枝、豬脂、太白粉、鹽、糖、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醋磺內
酯鉀)、結著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鈉)
墨魚漿：花枝、豬脂、太白粉、鹽、糖、墨魚汁、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
鈉、醋磺內酯鉀)、結著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鈉)

台灣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成 分：雞肉、米酒、年糕【米、水、小麥澱粉、磷酸二澱粉、樹薯粉、芥花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醋酸鈉無水、乙
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鈣、檸檬酸鈣、DL-蘋果酸、偏磷酸鈉、防腐劑:丙酸鈉）】、花雕酒【米、小麥】、青椒、甜麵醬【黃豆、醬油、食鹽、糖、
香油、玉米糖膠、DL-胺基酸、檸檬、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酸鈉）、檸檬酸鈉、乳糖】、青蔥、芹菜、老抽醬油【水、黃豆、小麥精粉、
鹽、糖】、蠔油【水、糖、食鹽、蠔汁、L-麩酸鈉（調味劑）、修飾玉米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大豆沙拉油、水、冰糖、薑、太白粉（樹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
薯澱粉）、雞粉【鹽、麥芽糖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香料、酵母粉、雞油、棕櫚油（未氫化）、濃縮蛋白質、5、-次黃 05AKP0000000號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胡椒】、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雞粉、克靈固（殺菌保鮮劑）

一品花雕雞

21風味館秘製醉雞腿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836號第05PD00231號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836號第05PD00231號

國泰產物，第10402523520
號

創鮮家-墨魚牛軋糖

阿基師新春報喜慶團圓
寶來發台式原味年糕
寶來發台式紅豆年糕
冰冰好料理富貴蝦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躍上國際有限公司 07-7333160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9巷
8-1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富力連食品廠(高
N-128095323-00001-4
07-6103879
份有限公司
雄廠)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寶來發食品股份有
N-128095323-00001-4
02 2693 1891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寶來發食品股份有
N-128095323-00001-4
02 2693 1891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嘉展路294-2
號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
巷42弄17號2樓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
巷42弄17號2樓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490
巷6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財廣記食品企業有
N-128095323-00001-4
06-253-6936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國泰產物，第10402523520
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鹽、糖、蝦仁、芹菜、豆薯、大豆油、餛飩皮(麵粉、水)、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料)

如包裝標示

櫻花蝦米糕【糯米、水、櫻花蝦、豬肉、蔥頭酥、大豆油、蝦米、香菇、黑蔭油、味霖(糖、水、糯米及米麴、釀造醋、鹽)、米酒、砂糖、鹽、
白胡椒粉(白胡椒粒、小茴、薑黃、辣椒粉)、 雞粉〔鹽、馬鈴薯澱粉、糖、香料、雞油、葡萄糖、雞肉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
蔗糖、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中鏈三酸甘油酯)〕、五香粉】、御品東坡肉【豬肉、水、醬油膏(水、脫脂大豆片、小
麥、砂糖、鹽、糊精)、冰糖、醬油、米酒、黃酒、調味劑(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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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
鈉)、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甜菊醣苷、甘草萃)、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磷酸二澱粉)、著色劑(焦糖色素)】、糖醋鮮魚【鱸魚、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水、番茄醬、紅蘿蔔、砂糖、白醋、鳳梨、紅甜椒、黃甜椒、毛豆仁、大豆油、青蔥、太白粉(馬鈴薯粉)、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料)】、茄汁
1002字號06PR000085號
鮮蝦【蝦、水、番茄醬、青蔥、蒜頭、薑、大豆油、辣豆瓣醬 〔黃豆、辣椒、水、鹽、砂糖、麻油、醬油、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料)〕、調
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萃)、黏稠劑(磷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著色劑(食
用紅色四十號)、防腐劑(己二烯酸鉀)】、紅燒獅子頭【大骨高湯(水、雞骨架) 、豬肉、大豆油、大白菜、荸薺、香菇、蛋、麵粉、薑、青蔥、
鹽、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料)、醬油、砂糖、八角、白胡椒粉(白胡椒粒、小茴、薑黃、辣椒粉)】、養生菇菇湯【雞肉、水、秀珍菇、香菇、
金針菇、米酒、杏鮑菇、紅棗、牛蒡、鴻喜菇、枸杞、鹽、青蔥、薑】

如包裝標示

麵粉、水、地瓜餡｛地瓜、麥芽糖、砂糖、雪白乳化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食鹽｝、棕櫚油、大豆油、
蔗糖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490
巷68號

花枝,馬鈴薯澱粉,棕櫚油,大豆,油,鹽,糖,胡椒,墨魚汁,味精,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

豬肉(後腿肉)、長糯米粉、糯米粉、大豆沙拉油、醬油、香菇、蒜頭、油蔥酥、蝦米、芹菜、冬菜(大白菜、蒜頭、鹽)、芹菜、紅糖、白胡椒粉、 明台產物保險，0804鹽、調味劑(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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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
05PDTE0158
國泰產物保險1516字第
糯米、樹薯澱粉、二砂糖、紅糖、麥芽糖、沙拉油、大豆卵磷脂、黃色色素6號
04PD01387號
國泰產物保險1516字第
糯米、樹薯澱粉、紅豆、蜜紅豆、二砂糖、麥芽糖、沙拉油、大豆卵磷脂、紅色色素6號
04PD01387號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2字號06PR00008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財廣記食品企業有
N-128095323-00001-4
06-253-6936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台灣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
N-128095323-00001-4
08-739-0424
份有限公司
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8-7799701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九如路
台灣
2段1巷25號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二段
台灣
88號

寬心園蔬食幸福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8-7799701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二段
88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紅豆食府福壽呈祥鴻運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07-28-0969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
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富貴東坡肉】：高湯、豬肉、油膏【純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小麥)、大豆水解蛋白、蔗糖、澳洲海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糯米、調
味劑(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著色劑(焦糖色素)、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
草酸鈉)】、冰糖、醬油【水、非基因改造黃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轉化液糖(蔗糖、水)、酒精、著色劑(焦糖色素)、酵母抽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0
物、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紅麴色素(含酒精)、調味劑(DL-頻果酸)】、米酒、水、黃酒、醋酸澱粉(粘稠劑)、氧化澱粉(粘稠劑)。
字第16AML0001518號
餅皮：；【上海子薑雞】雞肉、香菇、馬鈴薯、栗子、水、醬油、糖、蕃茄醬、香油、醋酸澱粉、味精。；【心太軟】水、糯米粉、去籽紅棗、
蔗糖。桂花糖漿：水、冰糖、樹薯澱粉、桂花。；【豆沙鍋餅】麵粉、烏豆沙【紅雲豆、麥芽糖、水、砂糖、大豆油、食鹽】、水、棕櫚油、大
豆油、蔗糖。
綠-糯米粉、水、紅豆餡[紅豆、紅豆沙、麥芽糖、糖、白油(棕櫚油、硬質棕油)、
食鹽]、乙醯化己乙二酸二澱粉、白油[棕櫚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
二醇酯、維生素E(抗氧化劑)]、栗子、抹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
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
黃-糯米粉、水、白油[棕櫚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維生
素E(抗氧化劑)]、蔗糖、乙醯化己乙二酸二澱粉、花生粉、松子、樹薯澱粉、芝
麻醬(芝麻、麵粉、大豆油)、β-胡蘿蔔素(著色劑)。
紅-糯米粉、水、白油[棕櫚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維生素
E(抗氧化劑)]、蔗糖、乙醯化己乙二酸二澱粉、芝麻粉、核桃、樹薯澱粉、花生醬
[花生、蔗糖、棕櫚油、棕櫚核仁油、芥花油、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食鹽、
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紅麴色素。
黑-糯米粉、水、白油[棕櫚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維生素
E(抗氧化劑)]、蔗糖、乙醯化己乙二酸二澱粉、花生粉、芝麻粉、松子、樹薯澱粉、
芝麻醬(芝麻、麵粉、大豆油)。
白-糯米粉、水、白油[棕櫚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維生素
E(抗氧化劑)]、蔗糖、乙醯化己乙二酸二澱粉、芝麻粉、核桃、樹薯澱粉、花生醬
[花生、蔗糖、棕櫚油、棕櫚核仁油、芥花油、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食鹽、
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

冰冰好料理六福臨門團圓套餐

龍鳳地瓜香酥餅
台南阿美飯店傳家魷魚螺肉蒜

如包裝標示

紅豆食府開運湯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07-28-0969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
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紅豆食府干貝蘿蔔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07-28-0969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
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六福皇宮御品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六福客棧極品海味滷白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珍苑濃汁牛肉麵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珍苑半筋半肉牛肉麵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珍苑紅燒牛肉麵-濃汁6+半筋半肉6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珍苑澳洲鮑參貝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816-9180
份有限公司
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松珍吉祥圓滿素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松珍生物科技股份
N-128095323-00001-4
03-3971818
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三路452
台灣
號

如包裝標示

成家小館私藏東坡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成家小館
份有限公司

02-2937-4611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154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緣鉅富圓采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成家小館
份有限公司

02-2937-4611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154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214第05PDL00089號
新光產物保險，1305 第
湯料包-水、豬肉、螺肉(糖、醬油、螺肉、食鹽、玉米糖膠、味霖)、魷魚、糖、豬油、雞汁(食鹽、豬肉、雞肉、棕櫚油、雞油、樹薯澱粉、香料、麥芽糊精、檸檬酸鈉、脂肪酸蔗糖酯、焦糖色素、β-胡蘿蔔素、甜味劑(甘草酸銨、蔗糖素))、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黃金腐皮捲】：腐皮捲-紅蘿蔔、素肉燥醬【香菇素蠔油(蔗糖轉化液糖、黃豆、小麥、食鹽、玉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粉、香菇 AKP0000753號
粉)、調味醬(麵粉、香菇、食用大豆油、香椿、大豆纖維、琥珀酸二鈉、5’-次黄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
酸)、醬油、素沙茶醬(食用大豆油、胡麻粉、麵包粉、小麥胚芽、花生粉、白胡椒、陳皮、大茴、小茴、咖哩、肉桂、丁香、椰子粉、辣椒粉)、
香菇頭、大豆蛋白、糖、食鹽、玉桂粉、甘草】、筍、芋頭、豆薯、黑木耳、食用大豆油、豆皮。燴料包-水、南瓜焗醬【調味粉(麵粉、南瓜
粉、胡蘿蔔粉、芥花油、食用大豆油)、南瓜泥、鮮奶油、香菇粉(麥芽糊精、葡萄糖、酵母粉、香菇粉、棕櫚油)】、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
鹽、芝麻香油、糖、調味粉(麩皮粉、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八角、當歸)、L-麩酸鈉。
【極品什錦鍋】：料包-素獅子頭【大豆蛋白、芥花油、葡甘露聚糖、黏稠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磷酸二澱粉)、荸薺、蛋白粉、白胡椒粉、醬
油、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寬冬粉、娃娃菜、白花菜、紅蘿蔔、銀杏、鈕扣菇、食用大豆油。湯包-水、素肉燥醬【香菇素蠔油(蔗糖轉化液
糖、黃豆、小麥、食鹽、玉米糖膠、酵母粉、香菇粉)、調味醬(麵粉、香菇、香椿、大豆纖維、DL-胺基丙酸)、素沙茶醬(胡麻粉、芝麻香油、麵
包粉、小麥胚芽、花生粉、陳皮、大茴、小茴、咖哩、肉桂、丁香、椰子粉、辣椒粉)、香菇頭、大豆蛋白、玉桂、甘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
粉、糖、調味粉(食鹽、糖、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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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DL-蘋果酸、香料)、調
新光產物保險，1305 第
味粉(麩皮粉、麥芽糊精、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八角、當歸)。
【一品荷葉飯】：白飯、芋頭、豆包、埃及豆、食用大豆油、香菇素蠔油(蔗糖轉化液糖、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玉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 AKP0000753號
澱粉、酵母粉、香菇粉)、素XO醬(香菇、杏鮑菇、金針菇、辣椒油、素油蔥(大豆蛋白、小麥蛋白、芥花油、醬油、食鹽、山奈、八角、丁香、小
茴香、甘草)、紅辣椒、薑、素沙茶醬(胡麻粉、麵包粉、小麥胚芽、花生粉、陳皮、咖哩、肉桂、椰子粉)、大豆蛋白、蔬菜調味粉(麥芽糊精、白
蘿蔔、高麗菜)、糖、麩皮粉、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當歸)、調味粉(食鹽、糖、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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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DL-蘋果酸、香料)、枸杞、黑麻油
【御膳佛跳牆】：湯包-水、香菇素蠔油(蔗糖轉化液糖、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玉米糖膠、酵母粉、香菇粉)、調味粉(食鹽、糖、L-麩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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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DL-蘋果酸、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當歸、川芎、芝麻
香油、食鹽、調味粉(麩皮粉、麥芽糊精、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八角)。料包-大白菜、芋頭、猴頭菇、素魚豆腐(食用大豆
油、分離大豆蛋白、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海鹽、木糖、香料)、山藥、杏鮑菇、荸薺、栗子、食用大豆油、雪白菇、蓮子、鈕扣菇。
【桂花綠豆湯】：水、綠豆仁、糖、白木耳、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桂花。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0
字第16AML0001518號

水、蘿蔔、在來米粉、黏稠劑(磷酸二澱粉)、砂糖、蔥酥、蝦米、調味劑(L-麩酸鈉)、鹽、干貝、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香料)、白胡椒。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0
字第16AML0001518號
料包：豬腳、芋頭、雞腿肉、排骨、黑魚皮、蹄筋、豬肚、栗子、鴿蛋、筍片、香菇、海參、鮑魚、蔥、蒜、干貝、沙拉油、醬油(水、大豆、小
麥、食鹽)、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馬鈴薯澱粉、鹽
湯包：水、鮮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含鹽)、L-麩酸鈉、糖、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含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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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納)、明膠、玉米糖膠、ß-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ß-胡
第06PD01554號
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二氧化矽]｝、烏醋(水、純釀造醋、蔗糖轉化液糖、甘蔗糖蜜、食鹽、香料、香辛料(薑、豆蔻、眾
香子、月桂葉、山艾、百里香、丁香)、酵母粉) 、鹽、糖
成 分：料包：山東大白菜、魚皮、豬肉絲、炸豬皮、蛋酥、香菇、金針菇、黑木耳、蒜、魷魚、蔥、乾干貝、蝦米、薑、扁魚、五香粉(小茴、
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馬鈴薯澱粉、醬油、鹽
湯包：水、蠔油【蠔汁、糖、水、調味劑(L-麩酸鈉)、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醬油(水、大豆、小麥、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鹽)、烏醋【水、純釀造醋、蔗糖轉化液糖、甘蔗糖蜜、食鹽、香料、香辛料(薑、豆蔻、眾香子、月桂葉、山艾、百里香、丁香)、酵母粉】、香 第06PD01554號
油(芝麻油、大豆油)、糖、鹽
牛肉料理包:紅燒牛肉湯(水、牛骨、牛肉、豆瓣醬(黃豆、糖、鹽、香
油、乳酸)、辣豆瓣醬(辣椒、黃豆、糖、鹽、香油)、辣椒醬【(辣椒、大豆油、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核苷磷酸二鈉)】、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花椒、黑胡椒、
第06PD01554號
八角、肉桂、月桂葉) 2.乾燥生麵條包:高筋麵粉、精鹽、純水
1.牛肉料理包:紅燒牛肉湯(水、牛骨、牛肉、牛筋、豆瓣醬(黃豆、糖、
鹽、香油、乳酸)、辣豆瓣醬(辣椒、黃豆、糖、鹽、香油)、辣椒醬【(辣椒、大豆油、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花椒、黑胡椒、八角、肉桂、月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第06PD01554號
桂葉) 2.乾燥生麵條包:高筋麵粉、精鹽、純水
過敏原：本包裝含小麥及黃豆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內容物：珍苑半筋半肉牛肉麵-紅燒口味x12盒
1.牛肉料理包:紅燒牛肉湯(水、牛骨、牛肉、牛筋、豆瓣醬(黃豆、糖、
鹽、香油、乳酸)、辣豆瓣醬(辣椒、黃豆、糖、鹽、香油)、辣椒醬【(辣椒、大豆油、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花椒、黑胡椒、八角、肉桂、月
第06PD01554號
桂葉) 2.乾燥生麵條包:高筋麵粉、精鹽、純水
湯包：雞湯(水、雞肉)、蠔油(蠔汁、糖、水、調味劑(L-麩酸鈉)、鹽、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醬油(水、大
豆、小麥、食鹽)、雞粉(鹽、麥芽糊精、糖、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玉米澱粉、酵母萃取物(含鹽)、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甘磷酸二鈉)、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胡椒)、鹽、糖 料包：排骨、豬腳、芋頭、海參、鮑
魚、魚皮、茡薺、栗子、香菇、干貝、蒜頭、蔥
【珍菇銀翅羹】
成分：筍絲、金針菇、香菇、素魚翅、紅蘿蔔、釀造醬油(含大豆、小麥、糖、鹽)、烏醋、葡甘露聚醣、乳清(奶類製品)、黏稠劑(磷酸二澱粉、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蛋白粉(蛋製品)、玉米、毛豆(大豆)、鹽、糖、芥花油、白胡椒粉、調味劑(胺基乙酸、胺基丙酸、D山梨醇液、甘草酸一銨、檸檬酸鈉、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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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紅麴色素、品質改
良劑(二氧化矽)、香料
【泰式酸辣魚】
魚排包
成分：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含大豆、小麥)、乳清(奶類製品)、芥花油、 黏稠劑(卡德蘭熱凝膠、磷酸二澱粉、鹿角菜膠)、蛋白粉(蛋製品)、糖、
鹽、釀造醬油(含大豆、小麥、糖、鹽)、麵包粉(含小麥)、調味劑(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 、琥珀酸二鈉)、香料
泰式酸辣醬
成分：鹽、紅辣椒、糖、醋、水、野葛根、玉米糖膠(E415)
【御品梅干扣肉】
成分：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含大豆、小麥)、乳清(奶類製品)、芥花油、 黏稠劑(磷酸二澱粉、卡德蘭熱凝膠、
鹿角菜膠)、蛋白粉(蛋製品)、糖、鹽、梅干菜、香菇、釀造醬油(含大豆、小麥、糖、鹽)、調味劑(胺基乙酸、胺基丙酸、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甘草萃)、香料、著色劑(焦糖色素)
【醬燒魚豆腐】
魚豆腐
成分：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含大豆)、芥花油、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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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植物蛋白、酵母抽出物)
、糖、鹽、香料(奶類製品) 、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
烤鰻醬
成分：麥芽糖、釀造醬油(含大豆、小麥、糖、鹽)、素食沙茶醬(沙拉油、醬油、胡麻粉、調味料、天然素食香料、小麥胚芽、花生粉、椰子粉)、
豬肉、醬油、冰糖、薑、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雞高湯【雞骨、水】、味醂【糯米、蓬萊米、蔗糖、水、釀造米酢、食鹽】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第06PD01554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第06PD01554號

蘇黎世產物-保單號碼60-10506902557-00005-PDL
素高湯{水、高麗菜、白蘿蔔、黃豆芽、紅蘿蔔、玉米、昆布、醬油、素食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香菇、番茄汁、柳橙汁、焦
蘇黎世產物-保單號碼60-105糖色素(普通焦糖/著色劑)、昆布、素香料﹞鹽、糖、胡椒)}、筍片、東北猴頭菇{猴頭菇、蔬菜油、中藥、味霖液、鹽、調味料(DL-胺基丙酸、5'06902557-00005-PDL
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乳清蛋白}、芋頭、蓮藕、栗子、南瓜、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紅棗

緣鉅五福吉祥素套餐

上海火腿上海蜜汁金華火腿
中村開運大四喜鮮奶蛋糕

貝倫雙味蛋塔

清香號沙茶醬
阿官御品酸梅汁
玉山特曲高粱-喜迎旺臨
玉山台灣特撰高梁-大吉大利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N-128095323-00001-4 成家小館
份有限公司

02-2937-4611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上海火腿食品有限
N-128095323-00001-4
02-23512617
份有限公司
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F-197313611-00001-5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
154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
288巷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富貴得實業有限公
N-128095323-00001-4
02-22984542
份有限公司
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7
號(7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97巷
台灣
13號1樓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拓農路
台灣
147號

N-128095323-00001-4
N-128095323-00001-4

清香號沙茶食品有
02-23753227
限公司
舜大食品企業有限
04-8747912
公司

台灣

糖醋里肌：素雞丁【大豆、小麥蛋白、大豆油（非基改）、水、蛋白粉、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番茄醬【水、番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
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糖、毛豆、大豆沙拉油、太白粉、鹽
麻油猴頭菇：水、猴頭菇【猴頭菇、蔬菜油、味霖液、鹽、調味料（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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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蛋白】、秀珍菇、麻油、老薑、鹽
蘇黎世產物-保單號碼60-105黃金南瓜豆腐：水、豆腐【黃豆(非基改)、台鹽鹽滷、水】、毛豆、花豆、雪蓮子、糖、鹽、太白粉
06902557-00005-PDL
荷葉飯：長糯米、大豆沙拉油、栗子、花豆、米豆、醬油、素蠔油(水、蔗糖轉化液糖、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粘稠劑（玉
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粉、苯甲酸鈉、香菇粉) 、香菇、糖、老薑
佛跳牆：素高湯{水、高麗菜、白蘿蔔、黃豆芽、紅蘿蔔、玉米、昆布、醬油、素食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香菇、番茄汁、柳
橙汁、焦糖色素(普通焦糖/著色劑)、昆布、素香料﹞鹽、糖、胡椒)}、筍片、東北猴頭菇{猴頭菇、蔬菜油、中藥、味霖液、鹽、調味料(DL-胺基
丙酸、5’、5’、琥珀酸二鈉)、乳清蛋白}、芋頭、蓮藕、栗子、南瓜、香菇、白木耳、黑木耳、紅棗
豬肉、麵粉、豆皮、食鹽、蔗糖、水、沙拉油、酵母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食品添加物： 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亞硝酸鈉(保色劑)。
0525字第16AML0001034號
雞蛋、蔗糖、保久乳、麵粉、奶油、動物性鮮乳油、品質改良劑 [ 醋酸鈉（無水）、脂肪酸蔗糖脂 ]、膨脹劑（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
澱粉、麥芽糊精）、食鹽、草莓香料（丙二醇、香料）
04AKP0000872號

如包裝標示

原味多功能人造奶油【水、氫化植物油(油脂(棕櫚仁),油(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大豆油)),酪乳粉,脫脂奶粉,麥芽糊精,乳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
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微結晶性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雞蛋、麵粉、水、砂糖、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乳)、水分(含奶類製品)】、
蛋塔專用油【精製油脂(棕櫚油、黃豆油)、水、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 、大豆卵磷脂、食鹽、香料、抗
氧化劑(丁基烴基甲氫苯) 、β-胡蘿蔔素、檸檬酸】
黑糖麻糬：多功能人造奶油【水、氫化植物油(油脂(棕櫚仁),油(油菜籽油,葵花籽油,玉米油,大豆油)),酪乳粉,脫脂奶粉,麥芽糊精,乳酸甘油酯,脂肪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微結晶性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雞蛋、麵粉、水、砂糖、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乳)、水分(含奶類製 第05PD02798 號
品)】、蛋塔專用油【精製油脂(棕櫚油、黃豆油)、水、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 、大豆卵磷脂、食鹽、香
料、抗氧化劑(丁基烴基甲氫苯) 、β-胡蘿蔔素、檸檬酸】、黑糖麻糬【麥芽糖、水、蓬萊米粉、黑糖、糯米粉、可可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
粉、棕櫚油】
食品添加物：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如包裝標示

大豆沙拉油、花生粉、芝麻粉、蒜頭、辣椒、蔥干、扁魚、蝦米、椰子粉、胡椒粉、鹽

如包裝標示

水、砂糖、烏梅汁(含烏梅、山楂、甘草)、檸檬酸、蘋果酸、焦糖色素、香料

N-128095323-00001-4 台灣菸酒公司

02-2391-7233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高粱、小麥

N-128095323-00001-4 台灣菸酒公司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062205B10065
南山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900-0333000304-09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02-2391-7233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高粱、小麥

果貿吳媽家干貝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200029543-00001-7 久本和有限公司

0987209093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
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豬肉，干貝，麵粉，水，高麗菜

華南產物1402-062050057

鄉味蔥肉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B-200044111-00000-1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市場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G-153305826-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
台灣
生路130-1號

麵粉，水，青蔥，油蔥酥，洋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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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豐蔥油派

如包裝標示

蔥、麵粉、豬油、鹽

華南產物保險1403第
062050086號
臺灣產物保險138706000017
號

義豐國際食品有限
03-9577201
公司

豬肉、在來米粉、醬油、糖、番茄醬。

上海鄉村無錫子排

02-22266277#21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80664063-00000-6 上海鄉村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B1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新竹海瑞貢丸雙拼組合
新竹石記包餡魚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O-128394743-00000-2 海瑞食品有限公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O-200043837-00000-8 石記魚丸
麒宏食品工業有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公司
麒宏食品工業有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公司

新竹市牛埔東路568巷17號
新竹市興學街42號
台南市西港區劉厝里63-9
號
台南市西港區劉厝里63-9
號

台灣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如包裝標示

上等豬肉、香菇、食鹽、調味料
鯊魚、黑豬肉、蔥、香菇、調味料、茡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凍豆腐,腐竹,無骨牛小排,牛筋,牛肚,魚餃,燕餃,蛋餃,黃金魚蛋,芋頭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凍豆腐,腐竹,梅花豬肉,土雞腿肉,豬肚,魚餃,燕餃,蛋餃,香蔥貢丸,芋頭
黃金魚蛋:特級魚漿、磷酸二澱粉(黏稠劑)、新鮮魚卵、糖、鹽、羧甲基纖維素鈉(黏稠劑)、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5'-次黃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虱目魚丸:新鮮虱目魚、磷酸二澱粉(黏稠劑)、豬脂、蒜仁、糖、鹽、羧甲基纖維素鈉(黏稠劑)、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結著劑(焦磷酸鈉、偏磷酸鉀、多磷酸鈉)、香料、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

這一鍋御膳麻辣鍋套餐
這一鍋皇室老火湯套餐

梓官漁會綜合丸組合

03-5261115
03-5613388
06-3115140
06-3115140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07-6176110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
號

海鮮王-五福海鮮拼盤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台北市松江路54號11樓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基隆三記魚餃蝦餃組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三記冷凍食品行

03-473-8800 #2207

桃園縣觀音鄉中山路一段
815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手工花枝丸:魚漿、花枝、澱粉、豬脂油、糖、鹽
1.
鮮凍海草蝦
2. 天使紅蝦
3. 野生大干貝
4. 小花枝
5. 小章魚
魚餃：海鰻、豬肉、味素、鹽、香油、澱粉；蝦餃：鮮蝦、海鰻、豬肉、味素、精鹽、香油、澱粉

九如傳統手工湯圓花生芝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海記九如

02-2751-7666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70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芝麻口味：糯米、芝麻、糖、豬油；花生口味：糯米、花生、糖、豬油

如包裝標示

豬腳、花生、魯汁(水、醬油、糖、鹽、蒜頭、米酒、蔥酥、八角粉、花椒粉、甘草粉)
食品添加物：味精(調味劑)、焦糖色素(著色劑)

汛品佳海鮮王股份
02-25818018
有限公司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 02-22982185分機352或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一
台灣
司
02-22983565分63
路106號

鬍鬚張富貴豬腳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榮榮園江浙蔥燒烤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嘉義食品

十味觀富貴冰釀蹄膀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億長御坊御品牛三併
億長御坊吉祥如意團圓年菜
娘家滴雞精
娘家益生菌

(02) 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全台珍豬股份有限
05-6932222
公司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02-2264-5151
公司

雲林縣麥寮鄉西濱路二段
10之8號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56巷13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富澄御坊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56巷13號

民間全民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全民電視
股份有限公司

02-2264-5151

豬排.水.洋蔥.醬油.沙拉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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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糖.蒜頭.紅蔥頭.蔥.薑.糖.食鹽.雞粉
(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粉(含鹽).雞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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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腳、二砂糖、醬油、鹽、冰糖、八角、玉桂、三奈、丁香。
醬包成分：水、大蒜、醬油、砂糖、麥芽糖漿、食用醋、麥芽糖糊精、香辛料(辣椒、甘草、花椒)、食鹽。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如包裝標示

牛腱、牛肚、牛筋、醬油、花椒、麻油、糖、辣椒粉、花椒粉、鹽

如包裝標示

佛跳牆：高湯（水、豬骨）、豬腳、排骨酥（排骨、澱粉、醬油、糖、高粱酒）、芋頭、筍、香筋、魚皮、栗子、香菇、金華火腿、蒜、蝦米、
素魚翅、干貝；雪菜百頁：雪裡紅、百頁、糖、鹽；櫻花蝦米糕：糯米、香菇、櫻花蝦、紅蔥頭、蝦米、醬油、鹽、胡椒；福菜扣肉：精選三層
五花肉、梅干菜、蒜末、蔥、薑、醬油、糖；油悶筍：新鮮竹筍、香菇、醬油、冰糖；冰糖蓮藕：新鮮蓮藕中段、糖、糯米；富貴雙方：蜜汁火
腿/豬肉、糖、水、食鹽、保色劑(亞硝酸鈉)；四方餅/麵粉、糖、酵母、發粉；烤方/豆皮、麵粉、火腿、蝦米末

如包裝標示

黑羽土雞滴雞精

如包裝標示

非基改玉米澱粉、糖粉、脫脂奶粉、NTU101乳酸菌、異麥芽寡糖、香料(優格香料)、營養添加劑(β-胡蘿蔔素)、調味劑(蘋果酸、檸檬酸)、酵母粉

台灣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
05-788-8333
常家禽生產合作社
晨暉生物科技股份
02-28708250
E-196975768-00000-9
有限公司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3
台灣
號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
台灣
路139號

E-196975768-00000-9

如包裝標示

上口美食極緻干貝海鮮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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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上口美食干貝蟲草燉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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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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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蔥燒豬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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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蔥燒戰斧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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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總鋪師 十全養生燉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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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開運珍饌金龍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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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巧克力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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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草莓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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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大億麗緻千層綜合-巧2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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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老協珍卡娜赫拉佛跳牆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老協珍龍蝦佛跳牆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哈根達斯圓滿心意年節禮盒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
A-186384960-00000-2
02-8964-3481
公司
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56號8樓

法國

如包裝標示

呷七碗新春滿福套餐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
F-186761627-00000-6
02-82267777
公司
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907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呷七碗雙寶米糕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
F-186761627-00000-6
02-82267777
公司
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907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如包裝標示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達樂美白桃果凍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
F-109441680-00000-5
02-22181010
公司
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
日本
4號1樓

KIKI蔥油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28403829-00001-8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
02-2775-1259
公司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28403829-00001-8
02-2775-1259
公司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D-128403829-00001-8
02-2775-1259
公司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
台灣
355號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
台灣
355號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
台灣
355號

老四川雙味鴛鴦湯底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8836494-00000-6 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07-3417222
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97號 台灣

皇家58度高粱酒-春節限定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 W-180137014-00000-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
082-330099
公司
4
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醉月HELLO KITTY聖誕粉紅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
N-12788063-00001-1
司

彰化縣二林鎮豐田里中和巷
台灣
13號-15

如包裝標示

葡萄汁

醉月PINK氣泡酒禮盒組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
H-153153519-00000-7
05-2131818
司
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
台灣
正路25號

如包裝標示

花漾草莓:碳酸水、糖、草莓濃縮汁 、
甜心蜜桃:碳酸水、糖、水蜜桃濃縮汁

星空冰甜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
H-153153519-00000-7
05-2131818
司
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中
台灣
正路25號

如包裝標示

進口白葡萄酒、糖

老協珍熬雞精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如包裝標示

水、老母雞、豬肉

A5宮崎牛肩胛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 02-2662-5511
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深坑區阿柔洋40-1
號

日本

如包裝標示

牛肉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
A-170537075-00000-2 有限公司農漁產加 05-3472602
工廠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 05-3472602
有限公司農漁產加
工廠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
台灣
號之1

如包裝標示

烏魚子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 日本
號之1

如包裝標示

上口美食老麵堅果饅頭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
Q-170717246-00000-8
05-2203420
中正路30號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
30號

如包裝標示

白桃(果實,果汁),砂糖,果糖葡萄糖液糖,檸檬果
汁,麥芽糖,鹿角菜膠,刺槐豆膠,關華豆膠,玉米糖膠,
抗氧化劑(維生素C),檸檬酸鈉,檸檬酸,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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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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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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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標示

麻辣鴨血豆腐湯：鴨血、豆腐(非基因改造)、水、大豆沙拉油、牛油(澳洲產地)、辣椒、蠶豆仁、食鹽、小麥粉、豬油、青蔥、細砂糖、玉米澱
粉、酵母萃取物、雞肉萃取物、蒜頭、白豆蔻、八角、草果、雞油、薑片、冰糖、白酒、糯米、花椒、米酒、甘藷粕粉、小茴、薑黃、香料、青
花椒

如包裝標示

台灣-金門 如包裝標示

台灣

已投保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0524字第
15AML0000032號

雞高湯(雞肉、水)、土雞、冰糖、紅棗 、鹽、蛹蟲草子實體及菌絲體(Cordyceps militaris，固態培養) 、人蔘、桂圓、薑片、枸杞

屏東縣萬丹鄉泉順街439巷
台灣
37號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20台灣
105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
日本
4號1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明台產物保險1000萬元0885
第05PDT00372號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4字第15AML0000032號

豬肉、蛹蟲草子實體及菌絲體(Cordyceps militaris，固態培養)、水、醬油、醬油膏、米酒、冰糖、沙拉油、紅蔥頭、胡椒、八角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
05-788-3803
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
F-109441680-00000-5
02-22181010
公司
有限公司

日本北海道大干貝(禮盒版)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億元

如包裝標示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
08-777-2747
公司

慕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153567145-00000-4

傳鮮烏魚子禮盒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2字第17AML0000076號

如包裝標示

慕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153567145-00000-4

慕求冬蟲夏草人蔘雞湯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02-86305658

已投保台壽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1803-15PR000038號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0851第05PDT00162號

如包裝標示

慕求冬蟲夏草東坡肉

二林酒廠股份有限
0921-182-298
公司

旺旺友聯1200字第
05PL0N000229

配料包【高麗菜﹑凍豆腐(水、黃豆(非基因改造)、硫酸鈣(豆腐凝固劑)、豆類消泡劑(脂肪酸甘油脂、碳酸鎂、卵磷脂、矽樹脂)(乳化劑))﹑玉米﹑
熟白蝦﹑天婦羅鮭魚丸(魚漿(魚漿、糖、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鮭魚、香油(白芝麻、大豆)、九層塔、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
鹽、調味劑(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白胡椒粉、品質改良劑
(焦磷酸鈉(無水))﹑原味鮭魚丸(魚漿(魚漿、糖、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鮭魚、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鹽、調味劑(胺基乙酸、
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水、白胡椒粉、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水))、
著色劑(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4，
旺旺友聯投保1200字號
4二酮-β-胡蘿蔔素(4，4二酮-β-胡蘿蔔素、玉米澱粉、玉米油、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維生素E(抗氧化劑)))﹑起司鮭魚丸(魚漿(魚漿、糖、品質改
06PL0N000077號
良劑(多磷酸鈉))、鮭魚、起司(牛奶、鹽，乳酸菌、凝乳酵素)、香油(白芝麻、大豆)、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鹽、調味劑(胺基乙
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粉、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水))﹑香菇
﹑紅蘿蔔﹑洋蔥﹑昆布】
湯底【水﹑味噌(黃豆(非基因改造)、米、鹽、水飴、酒精、柴魚粉、糖漿、昆布抽出物、糊精)﹑酒釀(糯米﹑水)﹑白芝麻﹑柴魚】
炸鮭魚頭【鮭魚頭﹑棕櫚油(軟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消泡劑(水、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五、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羧甲基纖維素鈉)﹑麵粉﹑白胡椒粉﹑鹽】

雲林縣斗南鎮德業路33巷2
台灣
號

KiKi老醋辣拌麵

心光產物保險
130506AKP0000598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菇.蔥酥(蔥頭.棕櫚油).魷魚.金鉤蝦.鹹鴨蛋黃.豬油.豬油渣.沙拉油.醬油.糖.L-麩酸鈉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壹
櫻花蝦米糕:糯米.櫻花蝦.豬肉(豬肉.醬油.(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蔗糖.結著劑葡萄糖.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億元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菇.蔥酥(蔥頭.棕櫚油).魷魚.金鉤蝦.鹹鴨蛋黃.豬油.豬油渣.沙拉油.醬油.糖.L-麩酸
鈉

台灣美威水產股份有限
東豪冷凍食品股份
A-153945225-00000-3
05-59711357
公司
有限公司

KiKi小醋拌麵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已投保泰安產物保險保單
07字第362205A10219號
已投保泰安產物保險保單
07字第362205A10219號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
4000萬元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
4000萬元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水、大白菜、帶子、豬肉、筍絲、蝦仁、蹄筋、洋蔥、香菇、魚皮、豆薯、珠貝、仿魚翅(食用海藻膠、食用明膠、水)、樹薯粉、紅蘿蔔、蔗糖、醬油、食用大豆油、豬油(豬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蟳管肉、蝦米、海參、扁魚、米酒、食鹽、雞粉【鹽、糖、麥芽糊精、雞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水、烏骨雞、米酒、食鹽、人篸、黨篸、淮山、枸杞、白术、人篸鬚、當歸、川芎、干貝、甘草、肉桂、陳皮、冬蟲夏草菌絲體、黃金蟲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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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豬肩胛排、水、醬油、洋蔥、紅蔥頭、番茄醬、蔗糖、米酒、樹薯粉、食用大豆油、香油、肉類軟化劑(麥芽糊精、木瓜酵素)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豬肉、水、醬油、蔗糖、番茄醬、洋蔥、米酒、樹薯粉、沙拉油、香油、肉類軟化劑(麥芽糊精、木瓜酵素)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水、排骨、大骨、米酒、紅棗、枸杞、黨尾、熟地、川芎、當歸、白术、食鹽、肉桂、甘草、大骨粉【糖、鹽、麥芽糊精、雞肉、樹薯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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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香辛料(丁香、肉桂、甘草)、醬油、豬肉、洋蔥粉、二氧化矽、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雞肉、蝦子、魚漿、烏魚子、沙拉油、紹興酒、枸杞、柴魚片、雞粉(雞肉粉、雞油粉、食鹽、水解植物蛋白、香辛料、麥芽糊精、玉米澱粉)、
當歸、甘草、紅魚子沙拉(沙拉醬、柳葉魚卵、蔗糖、明膠、米霖、焦磷酸鈉、乳酸、多磷酸鈉、二氧化矽、糊精、酵素製劑、乾酪素鈉、婀娜
多)、食用紅色六號、蜇絲、小黃瓜、紅蘿蔔、榨菜絲、白醋、薑、蒜仁、紅辣椒、豐味(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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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米酒、烏骨雞、人篸、黨篸、淮山、枸杞、白术、人篸
鬚、當歸、川芎、干貝、甘草、肉桂、陳皮、冬蟲夏草菌絲體、黃金蟲草、肩胛排、醬油、蔗糖、番茄醬、洋蔥、樹薯粉、沙拉油、香油(大豆
油、芝麻)、肉類軟化劑(麥芽糊精、木瓜酵素)、吐司(麵粉、 水、黑麥汁(碳酸水、葡萄糖漿、全穀黑麥芽、忽布花抽取物)、魯邦菌種(魯邦發酵
種、黑麥小麥粉、果糖、葡萄糖、酵母精、乳酸菌、酵母)、 胚芽粉、蔗糖、食鹽、乾酵母(釀酒酵母、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
生素C)))、芋頭、雞肉、豬腳、魚皮、豬肉、蹄筋、鳥蛋、海蔘、鮑魚、蒜頭、栗子、紅蔥頭、大豆油、醬油、蔥、風味調味液【水、鹽、雞
油、濃縮雞汁、糖、麥芽糊精、雞肉粉、酵母抽出物、大豆卵磷脂、火腿油(大豆油、火腿)、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玉米糖膠)、調味劑(胺基
乙酸、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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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香料】、香菇、蕃薯粉、扁魚、米酒、豬油(豬
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蔗糖、珠貝、烏醋、雞粉(雞肉、麥芽糊精、鹽、糖)、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
米醋、鹽)、香菇粉、蒜粉、黑胡椒粉、白胡椒粉(白胡椒(50%)、麩皮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五香粉(肉桂、八角、
丁香、小茴香、花椒)、紅石斑、蒜頭、檸檬汁、辣椒、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米醋、鹽)、醬油、蔗糖、黃甜椒、番茄、香菜、鮮
味露(水、食鹽、小麥、糖、焦糖色素、醋酸、香料、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葡萄糖、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八十)、香茅、檸檬葉、大白菜、干貝、豬肉、筍絲、蝦仁、蹄筋、洋蔥、香菇、魚皮、豆薯、珠貝、仿魚翅(食用海藻膠、食用明膠、水)、樹薯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澱粉、紅蘿蔔、蔗糖、醬油、大豆油、豬油(豬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蝦米、海參、扁魚、米酒、食鹽、雞粉【鹽、
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洋蔥粉、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
劑(焦糖色素)】、香油(大豆油、芝麻)、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骨粉【糖、鹽、麥芽糊精、雞肉、樹薯澱
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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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香辛料(丁香、肉桂、甘草)、醬油、豬肉、洋
蔥粉、二氧化矽、檸檬酸】、白胡椒粉(白胡椒(50%)、麩皮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焦糖色素、糯米、蓮子、荷葉、
水、豬肉絲、香菇絲、魷魚乾、沙拉油、櫻花蝦、干貝絲、豬油、紅蔥頭、蝦米、蝦皮、醬油、蔗糖、香油、蒜頭酥、白胡椒粉、洋蔥絲、青
蔥、利福達(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五香粉、油桂粉、蒜粉、椰漿、奶水、哈士膜、紅棗、蔗糖、枸杞、薑母、麥芽
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鮮奶油(奶脂、奶蛋白、粘稠劑(鹿角菜膠))、蔗糖、黑糖、卡士達餡
(水、棕櫚仁油、食用大豆油、蔗糖、奶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胺基乙酸、麵粉、香料、粘稠劑(鹿角菜膠、羧甲基纖維素鈉)、醋酸
鈉、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黃豆粉、海藻糖、打發專用脂(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山梨醇酐酯、脂肪酸蔗糖酯)、大豆卵磷脂、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關華豆膠、粘稠劑(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
料、著色劑(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保久乳、吉利丁(明膠(動物膠E441(豬)))、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蔗糖)、果糖漿、香料、胡蘿蔔濃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鮮奶油(奶脂、乳油、奶蛋白、鹿角菜膠)、打發專用脂(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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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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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雞蛋、保久乳、麵粉、大豆油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鮮奶油(奶脂、乳油、奶蛋白、鹿角菜膠)、打發專用脂(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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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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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雞蛋、保久乳、代可可脂草莓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鮮奶油(奶脂、乳油、奶蛋白、鹿角菜膠)、打發專用脂(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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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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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雞蛋、保久乳、巧克力(可可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
蔥、蒜仁、排骨、芋頭、香菇、栗子、紅棗、菱角、荸萕、魚皮、豬腳、烏參、高湯
產字第10502087940號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
蔥、蒜仁、排骨、芋頭、香菇、栗子、紅棗、菱角、荸萕、魚皮、豬腳、龍蝦、烏參、干貝、高湯
產字第10502087940號
脆榛果品脫:鮮奶油、糖、濃縮脫脂乳、水、烤榛果、蛋黃、葡萄糖粉、鹽、葡萄糖漿、奶油、向日葵卵磷脂
淇淋巧酥迷你杯: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小麥粉、椰子油、脫脂可可粉、碳酸氫鈉、鹽、天然香草香料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草莓迷你杯:鮮奶油、濃縮脫脂乳、草莓、糖、蛋黃、水
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焦糖奶油脆餅迷你杯:鮮奶油、濃縮脫脂乳、糖、水、小麥粉、蛋黃、植物油(油菜籽油、椰子油)、葡萄糖粉、濃縮全脂乳、奶油、糖漿、葡萄糖
漿、鹽、碳酸氫鈉、天然香草香料、肉桂、大豆卵磷脂
XO醬燴海鮮:水.魷魚.香菇.烏蔘.蹄筋.中卷.蝦仁.腰子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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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醬.干
貝.橄欖油.紅蔥頭.金鉤蝦.蝦皮.辣椒.蒜頭.米酒.辣油(黃豆油.辣椒.花椒).糖.醬油.烹大師(鹽.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食鹽).胡蘿蔔.青椒.
醬油.蝦醬(蒜頭.蝦米粉.鰹魚粉.蔥頭.棕櫚油.冰糖.鹽.胡椒.豆漿(黃豆.水.鹽)).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
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櫻花蝦米糕:糯米.櫻花蝦.豬肉(豬肉.醬油.蔗糖.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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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菇.蔥酥(蔥頭.棕櫚油).魷魚.金鉤蝦.鹹鴨蛋黃.豬油.豬油渣.沙拉油.醬油.糖.L-麩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壹
鈉
紅燒蹄膀:豬蹄膀.水.沙拉油.醬油.冰糖.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蔥.薑.蒜.辣椒.L-麩酸鈉.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八角.花椒粒.甘草.陳皮.鹽 億元
佛跳牆: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豬腳.烏蔘.魚皮.雞肉.芋頭.豬肚.筍.香菇.栗子.蒜.蔥.沙拉油.醬油.鹽. L-麩酸鈉.烹大師
(鹽.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雞粉( 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粉(含鹽).雞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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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紅棗燉雞湯:高湯(水.老母雞.豬骨).雞.
醬油.黑棗.紅棗.人參.黃耆.當歸.枸杞.熟地.米酒.鹽.L-麩酸鈉.冰糖.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粉(含
鹽).雞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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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川芎味噌鯧
魚:鯧魚.水.白味噌(黃豆(非基因改造).米.鹽).奶油.糖.鹽.紅辣椒.青椒.蒜泥.沙拉油銀耳蓮子湯:水.冰糖.白木耳.蓮子.紅棗.枸杞.鹽
干貝米糕:糯米.干貝.豬肉(豬肉.醬油.蔗糖.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葡萄糖.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

日式鮭魚頭石狩鍋

津輕完熟蘋果汁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台灣

細砂糖、香料、雞油、雞肉粉、β-胡蘿蔔素、黨蔘、蒜粉
高粱、小麥、水

帆立貝

國泰產險 1516字第
06DP03255號
國泰產險 1516字第
06DP03255號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
第05PR000366號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
第05PR000366號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富邦產險050717AML000302-1號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字第05PR000429號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國泰產物保險參千萬
1503字第04PD001417號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
產字第10502087940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投保金額5,000萬元，保險單
號碼：1501字第05PD01547
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
字第05PD03273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
字第05PD03273號

原味起司：麵粉、水、起司(牛奶、鹽、氯化鈣、凝乳酵素、乳酸菌)、糖、蔓越莓、南瓜子、杏仁條、腰果、葡萄乾、紅扁豆、綠豆仁、棕櫚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油、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D-山梨醇、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丙二醇)、葵花子、芝麻粒、紅藜麥、酵母、鹽、小麥蛋白
黑糖堅果：麵粉、水、糖、蔓越莓、南瓜子、杏仁條、腰果、葡萄乾、紅扁豆、綠豆仁、棕櫚油、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D-山梨醇、聚氧化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丙二醇)、葵花子、芝麻粒、紅藜麥、酵母、鹽、小麥蛋白、焦糖液、黑糖香料(香料、丙二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