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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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亞尼克柴燒黑糖生乳捲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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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糖: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黑糖塊、紅茶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味8柴燒黑糖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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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

黑糖: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黑糖塊、紅茶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宅)亞尼克生乳捲原6特黑4黑糖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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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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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黑糖: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黑糖塊、紅茶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老四川拌麵-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公司 07-3417222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學路５９７號 台灣 麵體:小麥麵粉 水 食鹽

醬包: 水、大豆沙拉油、烏醋(水、釀造米酢、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番茄汁、柳

橙汁、焦糖色素(普通焦糖/著色劑)、香料)、細砂糖、辣椒、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

油)、醬油、青蔥、洋蔥、薑片、白芝麻、炒手(鹽、L-麩酸鈉、玉米澱粉、糖、香料、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雞

油、雞肉粉、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 維生素E)、二氧化矽)、食鹽、花

椒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7字第18AML0000273號

(原)老四川拌麵-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公司 07-3417222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學路５９７號 台灣 麵體:小麥麵粉 水 食鹽

醬包: 水、大豆沙拉油、烏醋(水、釀造米酢、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番茄汁、柳

橙汁、焦糖色素(普通焦糖/著色劑)、香料)、細砂糖、辣椒、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

油)、醬油、青蔥、洋蔥、薑片、白芝麻、炒手(鹽、L-麩酸鈉、玉米澱粉、糖、香料、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雞

油、雞肉粉、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 維生素E)、二氧化矽)、食鹽、花

椒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7字第18AML0000273號

(宅)振頤軒芋到泥 3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2-2676528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台灣 大甲芋頭、鮮奶、糖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振頤軒芋到泥 9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2-2676528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台灣 大甲芋頭、鮮奶、糖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糖鼎四合一黑糖薑母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老薑、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宅)糖鼎四合一黑糖薑母5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老薑、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宅)糖鼎四合一黑糖薑母10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老薑、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宅)糖鼎桂圓紅棗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宅)糖鼎桂圓紅棗5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宅)糖鼎桂圓紅棗10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02-2628-1816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金額:2000萬、保單號

碼:1400第072050066

(原)醃漬去骨雞腿排(蒜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337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台灣 雞肉、麵粉、大豆油、糖、鹽、料理米酒、辣椒粉、醬油、胡椒、大蒜萃取物、洋蔥

粉、乳糖、糊精、雞油、肉桂、小茴香、陳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胺基乙酸、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醋磺內酯鉀(甜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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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

如包裝所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04PO900277號

(原)醃漬去骨雞腿排(蒜味)-20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337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台灣 雞肉、麵粉、大豆油、糖、鹽、料理米酒、辣椒粉、醬油、胡椒、大蒜萃取物、洋蔥

粉、乳糖、糊精、雞油、肉桂、小茴香、陳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胺基乙酸、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醋磺內酯鉀(甜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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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

如包裝所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04PO900277號

(原)星阿姨-鹹蛋黃魚皮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02-27133143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9號9樓之2 新加坡 魚皮,鹹蛋黃(蛋黃,食鹽),奶粉,人造奶油(棕櫚油,棕櫚仁油,食鹽,大豆卵磷脂,維生素B1,維生

素B2,乙烯二胺四醋酸鐵鈉,維生素A,維生素D3

,菸鹼酸鉻,維生素E,抗氧化劑<二丁基羥基甲苯,丁基羥基甲氧苯

,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維生素E>,β-胡蘿蔔色素,β-衍-8'-胡蘿蔔醛),咖哩葉,辣椒,糖,食鹽,胡椒,棕櫚油。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蛋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006AKP0001082

(原)星阿姨-鹹蛋黃洋芋片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02-27133143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9號9樓之2 新加坡 馬鈴薯,鹹蛋黃(蛋黃,食鹽),奶粉, 人造奶油(棕櫚油,棕櫚仁油,食鹽,大豆卵磷脂,維生素B1,維

生素B2,乙烯二胺四醋酸鐵鈉,維生素A,維生素D3,菸鹼酸鉻,維生素E,抗氧化劑<二丁基羥

基甲苯,丁基羥基甲氧苯

,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維生素E>,β-胡蘿蔔色素,β-衍-8'-胡蘿蔔醛),咖哩葉,辣椒,糖,食鹽,胡椒,棕櫚油。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蛋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006AKP0001082

(原)果凍飲便利包-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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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銘 (02)2218-1010 日本 [水蜜桃] 果汁(水蜜桃,檸檬),難消化性糊精(玉米食物纖維),蔗糖,蒟蒻粉,鹿角菜膠,刺槐豆

膠,檸檬酸,香料,乳酸鈣,甜味劑(阿斯巴甜,醋磺內酯鉀,蔗糖素),氯化鉀.   [葡萄] 果汁(蘋果,

葡萄),蔗糖,難消化性糊精(玉米食物纖維),蒟蒻粉,檸檬酸,鹿角菜膠,刺槐豆膠,香料,乳酸鈣,

甜味劑(阿斯巴甜,醋磺內酯鉀,蔗糖素),氯化鉀.  [蘋果] 蘋果果汁,蔗糖,難消化性糊精(玉米

食物纖維),蒟蒻粉,檸檬酸,鹿角菜膠,刺槐豆膠,香料,乳酸鈣,甜味劑(阿斯巴甜,醋磺內酯鉀,

蔗糖素),氯化鉀.

牛奶、苯酮尿症患者

(Phenylketonurics)不宜使

用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原)津輕完熟蘋果汁[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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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銘 (02)2218-1010 日本青森縣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原)E mart24香辣培根風味片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F-128643314-00000-4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02)8970-3639 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137號1樓 韓國 小麥粉46.36%,小麥澱粉23.18%,棕櫚油,甜辣調味粉<[紅辣椒,糖,炸雞調味粉{雞粉,糊精,鹽,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鯷魚粉,大蒜粉,鹽,酵母.洋蔥粉,大豆,醬油(大豆),麥芽糊精, 鹽,酵母萃取,調味劑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與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混合)], 調味粉{醬油(大豆),酵母粉,甜味劑(甜菊醣苷),甜味劑(甘草萃), 麥芽糖糊精,鹽}, 酵母萃取,鹽, 糖,培根萃取物, 牛肉萃取,鹽, 混合調味粉{水,載體(丙二醇), 穀物發酵酒精(米,大麥,木薯澱粉)},梔子黃色素,天然紅麴色素, 焦糖色素 (銨鹽焦糖), 品質改良劑 (多磷酸鈉),調味料(葵花籽油,迷迭香萃取)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不

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406第062050335 號 本單係 06 字第

(原)No Brand 巧克力豆餅乾72入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F-128643314-00000-4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02)8970-3639 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137號1樓 印尼 成份:麵粉37%,可可塊19%,可可粉,糖,棕櫚油,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糖,棕櫚油,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玉米澱粉,全脂奶粉,膨脹劑(碳酸氫胺,碳酸氫鈉),鹽,棕櫚油,大豆卵磷脂,焦糖色素(銨鹽焦糖),香草香料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及其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406第062050335 號 本單係 06 字第

(原)No Brand 切達乳酪起司風味球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F-128643314-00000-4 敬永食品有限公司 (02)8970-3639 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137號1樓 韓國 成份:玉米粉(非基因改造),棕
櫚油,切達起士調味粉{切達起司香料,糖,鹽,醬油粉[釀造醬油(脫脂大豆),發酵醬油粉],結晶葡萄糖粉},糖粉,鹽,品質改良劑(碳酸鈣),膳食纖維(燕麥),紅椒色素本產品含麥,大豆,牛奶及其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406第062050335 號 本單係 06 字第

(宅)義大利焦糖馬仕卡邦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油、雞蛋、砂糖、焦糖、杏仁粉、巧克力粉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義大利焦糖馬仕卡邦4入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油、雞蛋、砂糖、焦糖、杏仁粉、巧克力粉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阿默義大利焦糖馬仕卡邦 *10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麵粉、乳酪、鮮奶油、雞蛋、砂糖、焦糖、杏仁粉、巧克力粉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達克瓦茲騎士(原味、焦糖)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奶油、麵粉、雞蛋、砂糖、杏仁粉、焦糖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達克瓦茲(原味、焦糖)4入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奶油、麵粉、雞蛋、砂糖、杏仁粉、焦糖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達克瓦茲(原味、焦糖)16入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F-127391590-00000-9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02-80763678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台灣 奶油、麵粉、雞蛋、砂糖、杏仁粉、焦糖 蛋、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0字第17AML0001611號

(宅)拿破崙先生提拉米蘇千層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１３４巷３

號

台灣 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植物性奶油、奧利奧餅乾、馬茲卡碰起士、鹽、塔塔粉(酸

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鈣)、

小蘇打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0900-2236002717-03

(宅)拿破崙先生提拉米蘇千層4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１３４巷３

號

台灣 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植物性奶油、奧利奧餅乾、馬茲卡碰起士、鹽、塔塔粉(酸

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鈣)、

小蘇打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0900-2236002717-03

(宅)拿破崙先生提拉米蘇千層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１３４巷３

號

台灣 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植物性奶油、奧利奧餅乾、馬茲卡碰起士、鹽、塔塔粉(酸

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鈣)、

小蘇打粉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0900-2236002717-03

(宅)瑪莉屋(瑪格1香腸1夏威夷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瑪格莉特:起司、麵粉、蕃茄醬、蕃茄碎、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九層塔、橄欖

油、發酵粉、糖、鹽、義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

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

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宅)瑪莉屋(瑪格4香腸4夏威夷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瑪格莉特:起司、麵粉、蕃茄醬、蕃茄碎、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九層塔、橄欖

油、發酵粉、糖、鹽、義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

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

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宅)瑪莉屋(瑪格10香腸10夏威1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瑪莉屋焗義坊 0985614912 桃園市蘆竹區中興一街42-1號 台灣 瑪格莉特:起司、麵粉、蕃茄醬、蕃茄碎、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九層塔、橄欖

油、發酵粉、糖、鹽、義大利香料

經典肉醬香腸:豬絞肉、德國香腸、番茄、黑胡椒、紅蘿蔔、起司、麵粉、洋蔥、紅椒、

芹菜、迷迭香、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豪華夏威夷:火腿、鳳梨、紅蘿蔔、花椰菜、起司、麵粉、洋蔥、紅椒、芹菜、迷迭香、

橄欖油、發酵粉、鹽、義大利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130806AKP0000296

(原)久久津義式蜂蜜糖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0911-100-275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４８－１號

１樓

台灣 奶油,雞蛋,乳酪,上白糖,麵粉,泡打粉,鹽,香草醬 本產品含牛奶製品、蛋 1207第 05PL0N000007

(宅)塔拉朶義式冰淇淋 單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臺灣味道國際餐飲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04-23058908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451號 台灣 鮮奶、水、香米、百香果、抺茶粉、法國香草籽醬、煉乳、北海道奶油乳酪、細砂糖、

葡萄糖、椰子油、乾葡萄糖、脫脂奶粉、乳化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山梨糖醇、檸

檬香料。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塔拉朶義式冰淇淋 5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臺灣味道國際餐飲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04-23058908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451號 台灣 鮮奶、水、香米、百香果、抺茶粉、法國香草籽醬、煉乳、北海道奶油乳酪、細砂糖、

葡萄糖、椰子油、乾葡萄糖、脫脂奶粉、乳化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山梨糖醇、檸

檬香料。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義大利艾美黛金牌九號鑽石盒 喜寶國際 A-54182674-00000-5 富美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87895589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22號6樓之7 義大利 可可膏、可可脂、蔗糖、香草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22字第18AML0000075號

(宅)艾美黛金牌九號鑽石盒10入 喜寶國際 A-54182674-00000-5 富美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02-87895589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22號6樓之7 義大利 可可膏、可可脂、蔗糖、香草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22字第18AML0000075號

(原)娘家益生菌60入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E-196975768-00000-9 晨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8708250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路139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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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牛奶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原)娘家益生菌60入-2盒組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E-196975768-00000-9 晨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8708250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路139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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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量牛奶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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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6 字第18AML0000434號

(原)仙莊仙草甘茶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N-155869291-

00000-6

仙莊國際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8353111#13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路543巷102號 台灣 水、仙草乾、糖 無 和泰產險0636字第08618009-00001號

(原)戽斗星球麋鹿爆米花-太妃糖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223093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椰子油【椰子油，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B-胡蘿蔔素、抗

氧化劑(維生素E))，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

素E))，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梠酸酯)】、砂糖、黑糖、咖啡粉、太妃香料

(中鏈三酸甘油酯.海藻糖)、二氧化矽(E551)、大豆卵磷脂(非基因改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700007ML000002

(原)戽斗星球雪狼熊爆米花-脆糖起

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223093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玉米、椰子油(椰子油，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B-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

E))，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

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梠酸酯))、砂糖、卵磷脂、牛奶固形物、起司(牛奶、鹽、發

酵劑、酵素)、水解植物蛋白(玉米)、味素、磷酸鈉、檸檬酸鈉、黃色5號、黃色4號、乳

酸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 1700007ML000002

(原)戽斗星球兔子爆米花-綜合莓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2230933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玉米、椰子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B-胡蘿蔔素、維生素E)、香料、抗氧化劑、

鹽、蔗糖、砂糖、卵磷脂、綜合紅色40號(E129)、花青素(E163)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1700007ML000002

(原)新臺澎厚切魷魚燒 云品 E-124683258-00000-0 新臺澎海產購物中心 06-927-5113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13-4號 台灣 內容物:魷魚、砂糖、鹽、味精(麩胺酸鈉)、(甜味劑)山梨醇、(調味劑)胺基丙酸、琥珀酸

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焦糖色素(著色

劑)、辣椒精(辣椒、水、丙二醇)、防腐劑(己二烯酸)

頭足類、麩質穀類製品 已投保國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03字第04PD0259號

(原)安平小舖蝦餅-原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安平小舖有限公司 06-2438619 台南市永康區正南六街105巷22號 台灣 醋酸澱粉、鮮蝦、蛋白、糖、鹽、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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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所示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202字第07PLON000038

(原)安平小舖蝦餅-海苔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安平小舖有限公司 06-2438619 台南市永康區正南六街105巷22號 台灣 醋酸澱粉、鮮蝦、蛋白、糖、海苔、鹽、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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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包裝所示 1202字第07PLON000038

(原)胖胖球-BBQ烤雞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馬鈴薯球（馬鈴薯澱粉、脫水馬鈴薯、小麥麵粉、米粉、鹽、薑黃粉、辣椒粉）、棕櫚油、烤雞調味粉（雞肉萃取、鹽、洋蔥、胡椒、味精、食用色素黃色五號）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517AML0001918　

(原)千翔特厚蜜汁豬肉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千傳食品有限公司 02-27683243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斗中路２段７０５

號

台灣 豬肉、醬油、糖、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保險0900-0333000206-07

(原)福義軒福椒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福義軒食品廠有限公司 05-2838123 嘉義市西區成功街98號 台灣 麵粉、椰子油、奶油、海鹽、胡椒粉、酵母、泡打粉（玉米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

氫鈉）、糙米、膨脹劑（碳酸氫鈉）、L-麩酸鈉、肉桂粉、甘草粉、砂糖、棕櫚油、大

蒜粉、香辛料（奧勒岡草、迷迭香、羅勒、辣椒、巴西里）、乾燥橘皮、洋蔥粉、抗氧

化劑（維生素E）、二氧化矽。

蛋、堅果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原)農夫蔥田-高麗菜豬肉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3-9899950 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３鄰培英路１５７

號１樓

台灣 高麗菜、豬肉、麵粉、水、青蔥、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肌肉、大豆油、芝麻油、糖、

薑、釀造醬油、鹽、L-麩酸鈉、樹薯澱粉、D-山梨醇液、肉桂、香料、胡椒粉(黑胡椒

粒、甘藷粕粉、花椒粒、白胡椒粒)乙醯化己酸二澱粉、小麥蛋白、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蛋及其製品 國產字第1060100017號

(原)義豐蔥油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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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蔥、麵粉、豬油、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臺灣產物保險138706000017號

(原)蜷尾家華人冰王蛋捲冰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全道味有限公司 02-25472589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720號 台灣 蜂蜜紅茶口味（鮮奶︑水︑鮮奶油︑砂糖︑冰淇淋粉(葡萄糖︑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香料)︑紅茶葉︑餅乾

(水︑麵粉︑玉米粉︑棕櫚油︑卵磷脂︑焦糖色素)︑蜂蜜︑葡萄糖 ︑茶粉︑焦糖醬(砂糖

︑水)︑鹿角菜膠︑玉米糖膠）

焦糖雞蛋布丁口味（鮮奶︑水︑鮮奶油︑蛋黃醬(葡萄糖漿︑煉乳︑蛋黃醬︑白砂糖︑水

︑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紅辣椒萃取物︑薑黃素)︑砂糖︑冰淇淋粉(葡萄

糖︑脫脂奶粉︑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鹿角

菜膠︑香料)︑餅乾(水︑麵粉︑玉米粉︑棕櫚油︑卵磷脂︑焦糖色素)︑葡萄糖︑煉奶(生

乳︑糖)︑無鹽奶油︑麥芽糖︑黑糖︑焦糖醬(砂糖︑水)︑柑橘果膠︑食鹽︑脂肪酸甘油

酯）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及其製

品

0506字第17AML0000379號

(原)好涼冰店古早味三明治冰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好涼冰店 05-6320253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01號 台灣 奶粉、水、餅乾(麵粉、蛋、糖、奶油、鮮奶)

、糖、乳化劑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銀川有機鮮白米急送(3入/盒) 陳盧香 U-180550553-00002-1 賴兆炫 03-8422095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七街231號 台灣 有機白米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宅)銀川有機鮮糙米急送(3入/盒) 陳盧香 U-180550553-00002-1 賴兆炫 03-8422095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七街231號 台灣 有機糙米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原)甜柿禮盒(店取) 觀展國際行銷(股)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二路9-1號 台灣 富有甜柿 無 已投保富邦產險0504字第17AML0002153號

(原)山豬壞壞椒鹽玉米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花東菜市集 038-532345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一街31號 台灣 玉米、棕櫚油、糙米、砂糖、麥芽糊精、白胡椒粉、黑胡椒粉、辣椒粉、鹽、食品級二

氧化矽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原)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933-798-638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1號1、2樓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本產品含有蛋及牛奶製品 富邦產險0508字第04ML000052號 

(原)池上米餅-椒鹽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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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玉米殿粉.麥芽糊精.麻辣粉.精鹽.葡萄糖.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明膠.辣

椒粉

無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愛)1919愛心捐贈套餐2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

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好勁道家常麵條：統一企業

統一沙拉油：統一企業

御膳米：聯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之味韓式泡菜：愛之味股份有限

公司

愛之味土豆麵筋：愛之味股份有限

公司

好勁道家常麵條：

0800037520

統一沙拉油：02-

87866888#2153

御膳米：04-8928601

愛之味韓式泡菜：

(02)29144866分機223

愛之味土豆麵筋：

(02)29144866分機223

好勁道家常麵條：臺灣臺南市永康區中

正路301號A區

統一沙拉油：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

號

御膳米：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2段526

號

愛之味韓式泡菜：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

工業二路11號

愛之味土豆麵筋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工

業二路11號

台灣 好勁道家常麵條：麵粉、水、食鹽

統一沙拉油：大豆沙拉油

御膳米：100%白米

愛之味韓式泡菜：白菜、水、果糖、魚露、蒜、紅蘿蔔、辣椒粉、薑、蔥、L-麩酸鈉、

鹽(鈉鹽、鉀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抗氧化劑(異抗

壞血酸鈉)、乳酸鈣

愛之味土豆麵筋：麵筋、水、醬油、糖、花生、鮮味香菇汁(L-麩酸鈉、香菇原汁、昆布

原汁、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鈉鹽、鉀鹽)、羧甲基

纖維素鈉、甜味劑(複方甘草酸鈉(麥芽糊精、檸檬酸鈉、甘草酸鈉))

如包裝所示 泰安產險 07字第062207A000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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