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供應商發票地址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 原產國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宅)手信坊芒果生乳泡芙1入 三叔公食品 F-180076157-00000-7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02-2263-3607#880 台灣 雪泡芙(牛乳) 此產品內含雞蛋、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原)三多金盞花葉黃素100粒2入組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A-112197725-00000-2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四維路208巷3-1號1樓 0800-218-868 台灣 金盞花萃取物(含中鏈三酸甘油 X 60-108-05468841-00047-PDL

(原)三多好舒寧Plus膠囊30粒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A-112197725-00000-2 三多士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四維路208巷3-1號1樓 0800-218-868 台灣 L-色胺酸、檸檬酸鈣、麩胺酸發酵 X 60-108-05468841-00047-PDL

(原)娘家滴雞精20入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常家禽生產合作社 05-788-8333 台灣 黑羽土雞滴雞精 無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原)醬油風調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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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02)2218-1010 日本 醬油,食鹽,釀造醋,L-麩酸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5'-鳥嘌呤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原)日東紅茶飲料(稀釋用)-無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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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02)2218-1010 日本 紅茶,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C). 咖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宅)健康3D-3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D-173251209-00000-0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154號A棟 06-5058168#8361 台灣 大豆蛋白、苦瓜抽出物、微結晶狀 本產品含大豆及牛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原)LP33膠囊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有限公司委託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06-5991511 台灣 活性乳酸菌冷凍乾燥菌粉(LP33®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06 字第18AML0000434號

(宅)亞尼克生乳捲-哈密瓜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02-87978993 台灣 蛋.鮮奶.砂糖.奶油.日本麵粉.日本奶 雞蛋.牛奶 07-062207A10043

(原)私房蔡先生冰釀香草鳳梨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合心坊珍味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28巷21弄38號3樓 02-27909639 台灣 鳳梨、白酒、檸檬、香草、糖、醋 本產品有添加白酒 明台產物保險0885-07PDT00445

(原)私房蔡先生冰釀梅香芒果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合心坊珍味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安康路228巷21弄38號3樓 02-27909639 台灣 青芒果、糖、醋、鹽、檸檬、梅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保險0885-07PDT00445

(原)良實糧食蒜神麼好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良實糧食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320巷33之31號 04-23101919 台灣 後腿豬肉、沙糖、海藻糖、法國康門此商品含有乳製品 1740107ML000409

(原)Hello Kitty牛奶布丁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02-22230933 台灣 鮮奶油、雞蛋黃、牛奶、白砂糖、雞本產品含有牛奶、 1700007ML000002

(原)歐董花枝蝦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茄萣區建民街105號 07-6986998 台灣 花枝肉、豬背油、麵包粉〔麵粉 花枝、蝦仁、魚、 富邦產險

(原)東北苑拌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272巷3號1樓 02-29916666 台灣 豬肉、麵粉、高麗菜、醬油、鹽、沙本產品含有麵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農夫蔥田水餃綜合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03-9899950/9890989 台灣 高麗菜、豬肉、麵粉、水、青蔥、 本產品含有麵粉， 國產字第1060100017號

(原)胖の酥X艋舺雞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272巷3號1樓 02-29916666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  含有牛奶、不適其 富邦產險052517AML0001918　

(原)胖の酥X新竹福源花生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272巷3號1樓 02-29916666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  含有花生、牛奶、 富邦產險052517AML0001918　

(原)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１號１、２樓 0933-798-638 台灣 麵粉.天然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無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統健木寡糖益生菌2入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21251214-00000-6 統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工廠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之1號 06-2535733 台灣 木寡醣、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難 產品含有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007AKP0001152

(宅)卡茲尼原味輕乳酪蛋糕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康鼎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臺南市夏林路140號 06-265-3767 台灣 高級麵粉、細糖、乳酪、雞蛋、鮮奶本產品含蛋、乳製品 兆豐產物保險0201
第07PDL00029號

(原)糖鼎茶磚黑糖冬瓜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02-2628-1816 台灣 黑糖、冬瓜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原)糖鼎冰糖菊花1入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186號 02-2628-1816 台灣 冰糖、蜂蜜、菊花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原)晶華府城肉燥 晶華酒店 A-104268726-00000-3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02-2816-9180 台灣 醬汁（水、醬油、豬皮、紅蔥頭、 本產品含有黃豆， 已投保泰安產物險保單號碼：07字 第062207A00119

(原)晶華府城肉燥6入 晶華酒店 A-104268726-00000-3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02-2816-9180 台灣 醬汁（水、醬油、豬皮、紅蔥頭、 本產品含有黃豆， 已投保泰安產物險保單號碼：07字 第062207A00119

(原)得倫法式吐司香蒜口味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得倫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1賀7樓之8 02-22982968 泰國 麵包:小麥粉、水、人造奶油、棕櫚 本產品含有小麥、 和泰產物保險 產品責任險80-107-0604922600019-

(原)福源花生醬蔬菜蔥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福源商行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03-5328118 台灣 麵粉、花生醬、棕梠油、酥油、青 奶、花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原)池上米餅椒鹽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85-6號 089-864880 台灣 池上米.棕櫚油.砂糖.玉米殿粉.麥芽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原)起司厚片豬肉乾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得倫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1賀7樓之8 02-22982968 台灣 豬後腿肉、砂糖、起司(乳酪、脫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 和泰產物保險 產品責任險80-107-06049226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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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01號 05-6320253 台灣 奶粉、水、餅乾(麵粉、蛋、糖、 奶 已投保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 第06OPD02127號

(宅)振頤軒香芋芒果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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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02-26765288 台灣 大甲芋頭、芒果、芒果果泥、杏桃 本產品含有芒果、 1516字第08PD01092號，國泰

(宅)食感旅程黑爵士蛋糕(單)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食感旅程手工甜點工作室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里漁澳４４號 02-28363353 台灣 法國鮮奶油(鮮奶油、鹿角菜膠)、 本產品含有牛奶、 富邦產物0500字第17AML0001042號

(原)枝仔冰城關西仙草奶凍冰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08-7629586 台灣 仙草汁、脂肪抹醬(水、氫化棕櫚 本產品含有牛奶、 和泰產物保險 50-107-07723877-00006-PDL

(原)甘心樂意百香原汁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建安里快速路南勢段南勢1-12號 03-4500707#20 台灣 百香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10字第17AML0000714號

(原)左營劉家煎餃20入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2段312號5樓 06-7227720#12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水、青蔥、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 保險公司: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原)枝仔冰城香蕉雪糕10入 云品生活 E-124683258-00000-0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08-7629586 台灣 香蕉雪糕：水、香蕉、牛奶雪皮漿 本產品含有牛奶、 和泰產物保險：50-107-07723877-00006-PDL

(原)枝仔冰城芒果雪糕8入 云品生活 E-124683258-00000-0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08-7629586 台灣 芒果雪糕：水、芒果、牛奶雪皮漿 本產品含有牛奶、 和泰產物保險 50-107-07723877-00006-PDL

(宅)益康泡菜獨享包-黃金泡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益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533巷58號 03-4790605 台灣 黃金泡菜 : 山東大白菜、香油、蒜 本產品含牛奶、大 富邦產物責任險 0519字 第18AML0000140號

(宅)益康泡菜獨享包-薑汁海帶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益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533巷58號 03-4790605 台灣 黃金泡菜 : 山東大白菜、香油、蒜 本產品含牛奶、大 富邦產物責任險 0519字 第18AML0000140號

(原)布莉克手工水果冰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竑順興企業社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關帝廟15-1號 06-5707087 台灣 奇異果冰棒：奇異果、鮮乳、砂 如外包裝所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66705ML000168

(宅)滿面香一口小饅頭-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T-200041671-00000-7 福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二段1巷52號4樓 02-29861689 台灣 麵粉、酵母、葫蘆巴、桂圓、紅 麵粉 和泰產五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7355104

(原)鮮凍金枕頭榴槤果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愛上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安和路一段27號4樓 02-2321-0331#72 泰國 榴槤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金管保產字第10202520820號函修正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 NCC許可證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供應商發票地址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 原產國

(原)iNO CB760 藍牙體重計(白)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LP2700T1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原)iNO CB760 藍牙體重計(粉)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LP2700T1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原)iNO CB760 藍牙體重計(藍)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LP2700T1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原)iNO CP300 4G智慧小摺機(黑)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4G0080T4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原)iNO CP300 4G智慧小摺機(紅)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4G0080T4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原)iNO CP300 4G智慧小摺機(金)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CCAP184G0080T4 合晶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北大道三段7號15F之8 02-7706-0080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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