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上友佩佩豬香草岩鹽蘇打餅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上友有限公司 0800-888-289 台北市松江路313巷13號1樓 台灣 小麥麵粉、棕櫚油、糖、香辛料粉(白胡椒、黑胡椒、花椒、羅勒、小茴草、迷迭香草、五香粉、玉桂粉)、乳酪粉、

岩鹽、酵母粉、碳酸氫鈉(食用小蘇打)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上友佩佩豬蒜香雞汁脆餅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上友有限公司 0800-888-289 台北市松江路313巷13號1樓 台灣 麵粉、蔗糖、精緻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粉、調味粉(蒜頭粉、蔗糖、L麩酸鈉)、食鹽、乳清粉、肉味香

料、玉米粉、糊精、醬油粉、水解大豆蛋白、矽酸鈣、大豆油、香草及香草萃取物、碳酸氫鈉、食鹽、奶粉、膨脹劑

(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酸性焦磷酸鈉、肌肉香料、乳酸硬脂酸鈉、偏亞硫酸氫鈉(抗

氧化劑)、酸素製劑(馬鈴薯麥芽糊精、蛋白質水解酵素、木瓜酵素、澱粉酵素、葵花籽油)、甜味劑(蔗糖素)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上友佩佩豬鹹香蛋黃酥餅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上友有限公司 0800-888-289 台北市松江路313巷13號1樓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棕櫚油、乳調和物(奶油、奶粉)】、蔗糖、鹹蛋黃、起司粉、食鹽、香料、B-胡蘿蔔素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扇屋鱈魚起司-1入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追求卓越有限公司 02-2707-679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3F 日本 乾酪起司(巧達、豪達、加曼貝爾起司)、鱈魚漿、玉米澱粉(含小麥)、奶油、大豆蛋白、食鹽、魚油(DHA)、棕櫚

油、甜味劑(D-山梨醇)、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乳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E)、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扇屋鱈魚起司-6入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追求卓越有限公司 02-2707-679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3F 日本 乾酪起司(巧達、豪達、加曼貝爾起司)、鱈魚漿、玉米澱粉(含小麥)、奶油、大豆蛋白、食鹽、魚油(DHA)、棕櫚

油、甜味劑(D-山梨醇)、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乳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E)、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扇屋鱈魚起司-12入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追求卓越有限公司 02-2707-679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3F 日本 乾酪起司(巧達、豪達、加曼貝爾起司)、鱈魚漿、玉米澱粉(含小麥)、奶油、大豆蛋白、食鹽、魚油(DHA)、棕櫚

油、甜味劑(D-山梨醇)、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乳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E)、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5AKP0000553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爆米花(草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12-1號 台灣 玉米、天然奶油、椰子油、砂糖、黑糖、玉米糖漿、蜜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蛋黃哥文字風版-焦糖爆米花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12-1號 台灣 玉米、天然奶油、葵花油、B胡蘿蔔素、維生素E、葡萄糖、玉米澱粉、高脂可可粉、奶精、香草粉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KiKi小醋拌麵-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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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KiKi小醋拌麵-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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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KiKi老醋辣拌麵-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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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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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KiKi老醋辣拌麵-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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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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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KIKI蔥油拌麵-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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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KIKI蔥油拌麵-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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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東門市場鮮肉大餛飩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東門三色海鮮水餃店 02-23278087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79巷14之5號 台灣 黑毛豬肉.麵粉,鹽.醬油.調味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0525字號第18AML0000307號

瓜瓜園冰烤番薯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瓜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6-5902803 臺南市新化區全興里11鄰中正路127巷31號 台灣 甘藷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艾波索草莓櫻桃無限乳酪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22502088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日本北海道乳酪/紐西蘭乳酪/牛奶酥餅/比利時天然發酵奶油/法國鐵塔鮮奶油/草莓果醬/草莓果乾/蔓越莓果乾/櫻桃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草莓法式絲綢巧克力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22502088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比利時82%巧克力/食用金箔/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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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慕斯/草莓果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粉紅豬小妹馬卡龍杯子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12-1號 台灣 起司杯子

蛋、麵粉、沙拉油、糖、奶油、起司粉、轉化糖、泡打粉、鹽

鮮奶油、食用素色黃色四號、馬卡龍﹝杏仁粉、白砂糖、糖粉、殺菌蛋白、蛋白粉、M食用色素(食用紅色四十號、

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

草莓杯子

蛋、麵粉、沙拉油、糖、奶油、轉化糖、泡打粉、草莓香料、鹽

鮮奶油、食用素色紅色四十號、馬卡龍﹝杏仁粉、白砂糖、糖粉、殺菌蛋白、蛋白粉、M食用色素(食用紅色四十

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品純粹鱸魚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食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77030600 屏東縣屏東市前進里5鄰園西街15號 台灣 鱸魚、純水、薑、青蔥、蒜仁、鹽、冰糖 標示於外包裝上 旺旺友聯1200字號06PLON000184號

拿破崙豐滿系草莓便當蛋糕-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糖、雞蛋、低筋麵粉、沙拉油、動物鮮奶油、新鮮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0900-22360027-02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險

拿破崙豐滿系草莓便當蛋糕-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糖、雞蛋、低筋麵粉、沙拉油、動物鮮奶油、新鮮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0900-22360027-02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險

拿破崙豐滿系草莓便當蛋糕-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糖、雞蛋、低筋麵粉、沙拉油、動物鮮奶油、新鮮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0900-22360027-02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險

連珍草莓大福-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02-24223676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台灣 砂糖、糯米、紅豆、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台灣產物保險118707000004

連珍草莓大福-4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02-24223676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台灣 砂糖、糯米、紅豆、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台灣產物保險118707000004

連珍草莓大福-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A-170762591-00301-9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02-24223676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台灣 砂糖、糯米、紅豆、草莓 標示於外包裝上 台灣產物保險118707000004

吃果籽草莓蒟蒻(包)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水、砂糖、草莓濃縮汁、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DL-蘋果酸、草莓香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險130706AKP0000067
吃果籽同享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百香果口味：水、砂糖、百香果原汁、百香果濃縮汁、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

百香果香料。

草莓口味：水、砂糖、草莓濃縮汁、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DL-蘋果酸、草莓

香料。

芒果口味：水、砂糖、芒果原汁、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芒果香料。

荔枝口味：水、砂糖、荔枝原汁、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荔枝香料。

優格口味：水、砂糖、奶粉、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脂肪酸蔗糖酯、優格香

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險130706AKP0000067

拉提莎奢華雙餡冰淇淋泡芙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夢的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02-2331-0031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36號8樓 台灣 無鹽奶油(奶油、水)、麵粉、雞蛋、麥芽精、細砂糖(天然蔗糖)、鹽、水、奶油(動物油(豬油)、植物油(棕櫚油)、水、

鹽、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維他命E)、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

發酵優質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聚合甘油脂)、

大豆卵磷脂、無水奶油、香料、奶粉、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

蔔素))、銨粉(碳酸氫銨、碳酸鎂)、

全脂牛乳、香草籽濃縮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籽)、卡士達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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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乳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

糖、乳清、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纖維素(玉米纖維))、動物性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轉化糖漿(轉化糖漿、水)、比利時草莓醬(葡萄糖漿、糖、濃

縮草莓果泥、水、檸檬酸、

著色劑(紅甜菜色素、胭脂紅)、檸檬酸鈉、香料(草莓)、果膠(蘋果、檸檬)、濃縮接骨木果汁、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

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旺旺友聯1200第06PL0N000045號本單係

120005PL0N000041號續保

蘿拉草莓果醬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蘿拉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037-238668 苗栗縣公館鄉尖山村75號 台灣 草莓、檸檬、糖、天然果膠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黑師傅捲心酥-草莓(小罐)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俠客國際行銷(股)公司 0800-066688 新北市板橋區大華街73-2號3樓 台灣 高級麵粉、蛋、奶粉、糖、轉化糖、草莓粉、乳糖、可可脂、精製椰子油、氫化椰子油、卵磷脂、食鹽、焦糖色素、

香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黑師傅捲心酥-巧克力(小罐)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俠客國際行銷(股)公司 0800-066688 新北市板橋區大華街73-2號3樓 台灣 高級麵粉、蛋、奶粉、糖、轉化糖、可可粉、乳糖、可可脂、精製椰子油、氫化椰子油、卵磷脂、食鹽、焦糖色素、

香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華菓堂草莓巧克力藏心蛋捲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屏榮實業(股)有限公司 08-7228866 屏東市工業區工業環路4號 台灣 麵粉、雞蛋、無水奶油、砂糖、鮮奶、巧克力、草莓果乾、鹽、泡打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池上米餅-咖哩薑黃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號 台灣 池上米.棕櫚油.玉米殿粉.砂糖.咖哩粉.麥芽糊精.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洋蔥粉.精鹽.蒜粉.薑黃粉.黑胡椒粉.辣椒粉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今日蜜麻花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今日食品行 04-23052099 台中市西區中興7巷12號 台灣 麵粉、麥芽糖、蛋、沙拉油、芝麻、砂糖、膨脹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昇田鹹蛋麥芽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昇田食品有限公司 04-8724869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767號 台灣 麵粉、棕櫚油、麥芽、特砂、鹹蛋黃、冬瓜、酥油、無水奶油、果膠、鹽、碳酸氫銨、碳酸氫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垂坤烘烤片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垂坤食品有限公司 037-867840 苗栗縣苑裡鎮大同路88號 台灣 鮮魚漿、小麥澱粉、砂糖、甜味劑、食鹽、昆布抽出物、酵母抽出物、辣椒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垂坤鱈魚風味條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垂坤食品有限公司 037-867840 苗栗縣苑裡鎮大同路88號 台灣 鮮魚漿、小麥澱粉、砂糖、鹽、辛香料、膨脹劑、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6PD02127號

寶可夢氣泡水超夢六入紀念版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苗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787-4630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八櫃62號
台灣

碳酸水、果糖、砂糖、香料、檸檬酸、海洋深層濃縮液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006AKP0000389
寶可夢氣泡水皮卡丘六入版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苗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787-4630 苗栗縣三義鄉西湖村八櫃62號
台灣

碳酸水、果糖、砂糖、香料、檸檬酸、海洋深層濃縮液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006AKP0000389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綜合果汁組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幸鑫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廠) 05-597-1151 雲林縣斗南鎮新南里南勢200號

台灣
水、砂糖、草莓濃縮汁、藍莓濃縮汁、蘋果濃縮汁、紅葡萄濃縮汁、白葡萄濃縮汁、檸檬酸、磷酸氫二鉀、香料、羧

甲基纖維素納、檸檬酸鈉、維生素C(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006AKP0000389

星夜小島草莓煉乳麻花捲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旭泰食品有限公司 0977-361567
高雄市林園區工業一路30巷1號

台灣 麵粉、二砂糖、草莓、煉乳、棕櫚油、酵母、塩、丙酸鈣 標示於外包裝上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1-107-08469565-00001-PDL
老楊鹹蛋黃餅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95-6520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3號
台灣 麵粉、棕櫚油、糖、鹹蛋黃、鹽 標示於外包裝上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6PDT00060
老楊黑芝麻餅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老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95-6520

嘉義縣大林鎮大埔美園區五路3號
台灣 麵粉、棕櫚油、芝麻、糖、芝麻粉、鹽 標示於外包裝上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6PDT00060

自然甜牛軋脆鬆餅(牛奶)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福禧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2-2299-1609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19號3樓

台灣

麥芽、海藻糖、奶油、奶粉、新鮮蛋白、鹽、乳糖、甘油、麵粉、雞蛋、大豆油、複方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香

料、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

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糖

標示於外包裝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7字第162206A10102號

自然甜牛軋脆鬆餅(草莓)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福禧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02-2299-1609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六路19號3樓

台灣

麥芽、海藻糖、奶油、奶粉、新鮮蛋白、鹽、乳糖、甘油、草莓香料、麵粉、雞蛋、大豆油、複方香料(中練三酸甘

油酯、香料、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

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糖

標示於外包裝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7字第162206A10102號

三叔公漿爆牛軋餅(花生)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麵粉、花生醬(花生、砂糖、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食鹽)

麥芽糖；棕櫚油、砂糖、全脂奶粉、蛋白、水、蔥、奶油、粘稠劑(酸製化澱粉)、香料、鹽、調味劑(L-麩酸鈉)、酵

母、膨脹劑(碳酸氫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7字第162206A10102號

日清綜合草莓穀片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燕麥,小麥粉,砂糖,棕櫚油,粗玉米粉,草莓膳食纖維,乾燥草莓,乾燥蔓越莓,糊精,小麥麩,黃豆粉,裸麥粉,食鹽,葡萄糖,大麥,

乳糖,糙米粉,草莓濃縮果汁,玉米糖漿,玉米澱粉,甘油,碳酸鈣,食用色素(紅麴),氧化澱粉,香料,檸檬酸,維生素C,脂肪酸甘

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C),迷迭香抽出物,焦磷酸鐵,乾酪素鈉,菸鹼酸,本多酸鈣,維生素B6;維生素B1;維生素B2,葉

酸,維生素D;維生素B12(原材料一部分含大豆).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日清綜合果實穀片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燕麥,小麥粉,砂糖,棕櫚油,粗玉米粉,乾燥果實(鳳梨,葡萄乾,草莓,蘋果),糊精,蘋果膳食纖維,小麥麩,黃豆粉,大麥,裸麥粉,

乳糖,食鹽,葡萄糖,糙米粉,楓糖漿,甜味劑(麥芽糖醇),玉米糖漿,玉米澱粉,洋菜,芒果糊,甘油,碳酸鈣,氧化澱粉,維生素C,脂

肪酸甘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C),迷迭香抽出物,焦磷酸鐵,食用色素(黃梔子,紅椒),香料,乾酪素鈉,菸鹼酸,玉米糖

膠,關華豆膠,本多酸鈣,維生素B6;維生素B1;維生素B2,葉酸,維生素D;維生素B12,(原材料的一部份含有大豆).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最高金賞炸雞粉-醬油香蒜口味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小麥粉,馬鈴薯澱粉,食鹽,醬油粉,薑粉,大蒜粉,砂糖,洋蔥粉,胡椒,辣椒粉,蛋白加水分解物(大豆),發酵調味料粉(葡萄醋,食

鹽),棕櫚油,酵母精粉,肉豆蔻,雞蛋黃粉,雞脂,氧化澱粉,L-麩酸鈉,胺基乙酸,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反丁烯二酸),

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醋酸鈉.(原材料的一部分含牛奶).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最高金賞炸雞粉-鹽味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小麥粉,馬鈴薯澱粉,食鹽,大蒜粉,薑粉,發酵調味料粉(葡萄醋,食鹽),砂糖,酒粉(清酒,味醂),辣椒粉,炒蔬菜粉(高麗菜,菠菜),

白菜精粉,雞精粉,胡椒,棕櫚油,蛋白加水分解物(大豆),雞蛋黃粉,酵母精粉,氧化澱粉,L-麩酸鈉,胺基乙酸,泡打粉(碳酸氫

鈉,酸性焦磷酸鈉,反丁烯二酸),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醋酸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日清極致濃郁鬆餅粉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小麥粉,砂糖,葡萄糖,棕櫚油,食鹽,蛋白粉,泡打粉(碳酸氫鈉,酒石酸氫鉀,磷酸二氫鈣,碳酸鈣),氧化澱粉,脂肪酸甘油酯,大

豆卵磷脂,香料,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食用色素(黃梔子).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知育菓子-手做漢堡店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糊精,砂糖,棕櫚油,馬鈴薯粉,乳糖,蛋白粉,食鹽,馬鈴薯澱粉,脫脂奶粉,優酪乳,乳清粉,酵母精粉,蔬菜粉(胡蘿蔔),豬肉粉,蛋

白加水分解物(大豆),醋粉,起士粉,葡萄糖,香辛料(胡椒),芝麻油,奶粉,氧化澱粉,普通焦糖色素,食用色素(紫甘藍,黃梔子,

類胡蘿蔔素),乾酪素鈉,檸檬酸,碳酸鈣,蘇打粉,膨脹劑(碳酸氫鈉),胺基乙酸,L-麩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二

氧化矽,香辛料抽取物(胡椒),(原材料一部分含小麥,雞蛋,牛奶,大豆,雞肉,豬肉).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知育菓子-手做可麗餅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砂糖,馬鈴薯澱粉,葡萄糖,棕櫚油,糊精,玉米糖漿,可可粉,食鹽,雞蛋白粉,奶粉,乳蛋白,乳糖,氧化澱粉,普通焦糖色素,食用

色素(紫甘藍,黃梔子,黃色素,類胡蘿蔔素,藍藻),碳酸鈣,香料,乾酪素鈉,海藻酸鈉,脂肪酸甘油酯,磷酸鈣,檸檬酸,玉米糖膠,

關華豆膠,光澤劑(蜂蠟),(原材料一部分含雞蛋,牛奶,大豆).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知育菓子-手做甜甜圈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砂糖,葡萄糖,棕櫚油,馬鈴薯澱粉,餅乾碎片[小麥粉,砂糖,酥油(棕櫚油),可可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大豆卵磷脂],糊精,可可

粉,玉米糖漿,乳蛋白,氧化澱粉,普通焦糖色素,食用色素(紫甘藍,黃梔子,黃色素,類胡蘿蔔素),碳酸鈣,乾酪素鈉,香料,脂肪

酸甘油酯,檸檬酸,碳酸氫鈉,玉米糖膠,關華豆膠,光澤劑(蜂蠟).(原材料一部分含小麥,牛奶,大豆).

標示於外包裝上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紅櫻花Hello Kitty小西餅禮盒組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糖、奶粉、蛋、杏仁粉、煉乳﹝砂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蔗糖

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起司:麵粉、奶油(乳脂肪、水)、芝士粉(牛奶、鹽、凝乳酵素)、糖、蛋、奶粉、煉乳﹝砂糖、乳粉、麥芽糖、椰子

油、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巧克力:麵粉、奶油(乳脂肪、水)、巧克力(可可、糖、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糖、奶粉、蛋、杏仁粉、煉乳﹝

砂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標示於外包裝上 泰安產險保單號碼：07-062204A00165號

中村格子鮮奶雞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雞蛋、蔗糖、調和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無鹽奶油（乳脂、

水）、麵粉、品質改良劑 ﹝醋酸鈉、反丁烯二酸、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酒石酸氫鉀、食鹽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OPEN小將繽紛水果蛋糕捲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雞蛋、動物性鮮乳油(鮮乳油、鹿角菜膠)、綜合水果﹝鳳梨、木瓜、水、蔗糖、椰果、櫻桃、食用色素(紅色7號)、檸

檬酸﹞、蔗糖、麵粉、大豆油、橘子風味水(新鮮蔬果、水、糖、玉米澱粉、蘋果酸、食用橘子香料、β-胡蘿蔔素、

食用色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黃色5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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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氫鈉、碳酸鈣、磷酸二氫納、酒石

酸、檸檬酸、木聚糖酶、玉米澱粉)、酒石酸氫鉀、食鹽、香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LP33膠囊 統一企業(股)公司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股)有限公司委託景岳生物

科技(股)公司生產

06-5991511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台灣 活性乳酸菌冷凍乾燥菌粉(LP33®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33、LGG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副乾酪乳桿

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NCFM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NCFM)、膠囊殼(含明膠、二氧化鈦、氧化鐵、硫

酸月桂酯鈉)、葡萄糖、玉米澱粉、麥芽糊精、果寡醣、硬脂酸鎂
標示於外包裝上

0506 字第16AML0000445號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COVER-01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01-02-01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03-04-01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05-06-01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07-08-01
	0206-00212生活誌_草莓季_09-10-01
	20180212美食生活預購-應記載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