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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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地址

國內製造商/

進口商電話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原)智利鮭魚1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02-23060028 智利 鮭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智利鮭魚8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02-23060028 智利 鮭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格陵蘭扁鱈(大比目魚)1

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5樓 02-23060028 格陵蘭 大比目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格陵蘭扁鱈(大比目魚)8

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6樓 02-23060028 格陵蘭 大比目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利安鑫花枝蝦排1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7號 07-6218069 台灣

魚漿(金線魚、虱目魚)、磷酸二澱粉、豬脂、花枝、蝦

仁、麵包粉、糖、鹽、胡椒粉、調味劑(L-麩酸鈉)、結著

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甜味劑( 醋磺內酯鉀)、香

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原)利安鑫花枝蝦排6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8號 07-6218069 台灣

魚漿(金線魚、虱目魚)、磷酸二澱粉、豬脂、花枝、蝦

仁、麵包粉、糖、鹽、胡椒粉、調味劑(L-麩酸鈉)、結著

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甜味劑( 醋磺內酯鉀)、香

料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原)產銷履歷金目鱸魚片1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59119031-00000-2 許怡雯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莒光路三段282號 07-6921068 台灣 金目鱸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產銷履歷金目鱸魚片5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59119031-00000-2 許怡雯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莒光路三段282號 07-6921068 台灣 金目鱸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120北海道大干貝1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日本 干貝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北海道大干貝12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日本 干貝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挪威薄鹽鯖魚片5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28650095-00001-0 張文成 宜蘭縣蘇澳鎮大圳路120號 03-9904888 挪威 鯖魚片,鹽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宜蘭南方澳野生小卷4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02-23060028 台灣 小卷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冷凍台灣鯛魚片5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Q-121691058--00001-

7
呂博勳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潭子墘75之20號 05-3806140 台灣 雕魚 不需標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16字

第18AML0000054號，

最高賠償1千萬元

(原)熟凍去殼鮮鮑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中國 鮑魚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馬來西亞草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02-23060028 馬來西亞 草蝦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台灣鯛魚下巴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Q-121691058-00001-7 呂博勳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潭子墘75之20號 05-3806140 台灣 雕魚 不需標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16字

第18AML0000054號，

最高賠償1千萬元

(原)藍鑽蝦(冷凍)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阿拉伯 蝦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熟凍波士頓龍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加拿大 龍蝦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鮮凍風螺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G-184753968-00001-5 蔡育澤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05-3472688 印度 螺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智利熟凍雪蟹鉗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4樓 02-23060028 智利 雪蟹鉗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蟹管肉2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高威利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5樓 02-23060028 中國 蟹腿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宅)三芝蟹蟹農場大閘蟹

4-4.9兩3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呂文華 新北市三芝區古庄里7鄰四棧橋54-2號 0918-620709 台灣 大閘蟹 標示於外包裝上

(宅)三芝蟹蟹農場大閘蟹

5-5.9兩2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呂文華 新北市三芝區古庄里7鄰四棧橋54-3號 0918-620709 台灣 大閘蟹 標示於外包裝上

(原)利安鑫魚米花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7號 07-6218069 台灣

鮪魚、金線魚漿、虱目魚、豬脂、麵包粉、粉漿(水、糯

米粉)、鹽、調味劑(L-麩酸鈉)、胡椒粉、香辛料(L-麩酸

鈉、氯化鈉、蒜頭粉、香料、桂粉、胡椒)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原)蒲燒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D-116523742-00001-2 陳清岳 台南市學甲區光華里筏仔頭21-6號 06-7839752 台灣

鰻魚、蒲燒醬(水、醬油(水、脫脂大豆、小麥、食鹽、酒

精)、蔗糖、轉化液糖(蔗糖、水)、酒精、黏稠劑(乙酯化

己二酸二澱粉)、烴丙基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麥芽

糖、著色劑(焦糖色素)、食鹽、食用色素(紅麴色素)、調

味劑(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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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標示
華南產物保險1000萬

14 01第072050076號

(原)誠記越式檸檬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F-14878155100001-3 林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18巷8號 02-29179895 台灣

檸檬魚成份:鱸魚、調味料(水、鹽、糖、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L-麩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焦糖色素、DL-胺基丙酸、麥芽糊精、新鮮檸檬汁)、

蔥、辣椒

不需標示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險1516字第08PD0183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誠記鮮蝦雲吞湯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F-14878155100001-3 林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218巷8號 02-29179895 台灣 鮮蝦, 豬肉, 雞蛋, 香油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險1516字第08PD0183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利安鑫巴沙魚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9號 台灣

巴沙魚肉、麵包粉、粉漿(水、糯米粉)、鹽、調味劑(L-麩

酸鈉)、胡椒粉、香辛料(L-麩酸鈉、氯化鈉、蒜頭粉、香

料、桂粉、胡椒)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原)品元堂台式古早味鯛魚片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D-180160767-00002-8 廖坤宏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9號14樓 02-85218799 台灣

鯛魚、黑糖、米霖、果糖、乳糖、水、醬油、鹽、七味唐

辛子、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香料、香菇抽出

物、著色劑(焦糖色素)、洋蔥粉、甜味劑(蔗糖素)、黏稠

劑(玉米糖膠)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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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地址

國內製造商/

進口商電話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原)美威精選鮭魚菲力三入組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53945225-00000-3 謝婕穎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205號10樓

之5
02-27782926

智利(鮭魚)

台灣(醬包)

法式香蒜：鮭魚，法式香蒜醬(水、蒜頭、奶油(奶油、

鹽、水)、黃芥末醬(蒸餾醋、水、特級芥末籽、鹽、薑

黃、辣椒粉、香料)、鹽、大豆油、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

二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膠、聚山梨醇酐

脂肪酸八十、鹿角菜膠、海藻酸鈉)、巴西里、蒔蘿

奶油檸檬：鮭魚，奶油檸檬醬(砂糖、檸檬汁、水、奶油

(奶油、鹽、水)、雞蛋、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檸

檬皮、巴西里)

羅勒鹽麴：鮭魚、羅勒鹽麴醬（水、鹽麴（水、米、鹽、

釀造酒精）、九層塔、芥花油、蒜頭、海藻糖、米酒、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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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白胡椒粉、玉米糖膠

不需標示
旺旺友聯產物產品保險

1200第08PLON000074號,最高賠償3千4百萬元

(原)呷七碗蒲燒鯛米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F-186761627-00000-6 洪崇益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02-82275498 台灣

水解動物蛋白.著色劑(婀娜多.焦糖色素).調味劑(胺基丙酸.

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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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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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金鉤

蝦.醬油.豬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沙拉油.豬油渣.糖.L-麩

酸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1388號，最高賠償1千萬元

(原)明太子風味泡菜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D-180160767-00002-8 廖坤宏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9號14樓 02-85218799 台灣

白菜、柳葉魚卵、水、胡蘿蔔絲、蒜頭、辣椒、醋、糖、

蒜粉、檸檬汁、辣椒粉、品質改良劑(無水醋酸鈉、醋酸

鈉)、調味劑（醋酸、胺基乙酸、反丁烯二酸、葡萄糖酸-

δ-內酯）、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

紅色六號）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
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花雞丸(花枝雞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7號 07-6218069 台灣

雞肉、花枝、虱目魚、大豆油、糖、鹽、胡椒、胡椒油樹

脂、香菇抽出物、酵母萃取物、蒜頭、葡萄糖、麥芽糊

精、糊精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16字
第06PD01596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利安鑫虱目魚豬肉水餃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藍巧茹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7號 07-6218069 台灣
麵粉、豬肉、高麗菜、韮菜、虱目魚漿、蝦仁泥、芝麻

香、蔥、薑、糖、鹽
不需標示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原)一口烏魚腱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59119031-00000-2 許怡雯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莒光路三段282號 07-6921068 台灣 烏魚沙囊,糖,蒜頭, 食鹽,胡椒粉, 辣粉 不需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2000萬
字號 130507AKP0001050

(原)海之物語炙岩魚燒-

蜜汁風味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28324542-00001-3 李金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南路28號 07-6106000 台灣

魚漿(狗母魚、虱目魚、鱈魚)、麵粉、特砂、二砂、精製

麥芽糖(寡糖、麥芽糖、葡萄糖、水)、小麥澱粉、凡糖(特

砂)、沙茶醬(大豆沙拉油、魚干、蒜頭、薑粉、椰子粉、

蔥干、芝麻、赤尾青、辣椒粉、食鹽、大茴香、肉桂、茴

香、胡椒粉)、大豆沙拉油、精鹽、乳酸鈉液(調味劑)、D-

山梨醇液70%(甜味劑)、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柴魚精[調味

劑(L-麩酸鈉)、食鹽、砂糖、柴魚、柴魚抽取物]、雞心辣

椒粉(雞心千分之二以下)、甘草粉、多磷素B[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品質改良劑)]、椒)、超多磷素[偏磷酸鈉(品質改

良劑)]、辣椒精(辣椒萃取物、脂肪酸甘油脂、葵花油)

標示於外包裝上 泰安產物保險300萬
字號562207A10216


(原)海之物語昆布脆片-

極品原味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F-154715290-00000-6 溫國祥 彰化縣花壇鄉中橋街528號 04-7868448 台灣

昆布、糯米漿、米、馬鈴薯澱粉、木薯粉、薑粉、大蒜

粉、糖、海鹽、黃原膠、棕櫚油、醬油粉(醬油、麥芽糊

精、砂糖、琥珀酸二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新光產物保險2000萬
字號 130308AKP0000367


(原)樽原味章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20924614-00000-6 陳明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5號11-1F 02-26103387 日本
章魚、小麥澱粉、鱈魚、食鹽、植物油脂(棕櫚油)、墨

魚、甜味劑(D-山梨醇)、調味劑(胺基乙酸).
標示於外包裝上 兆豐產物保險保單0210字
第08PDL00010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樽辣味章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20924614-00000-6 陳明儀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5號11-1F 02-26103387 日本
章魚、小麥澱粉、鱈魚、食鹽、植物油脂(棕櫚油)、墨

魚、甜味劑(D-山梨醇)、調味劑(胺基乙酸).辣椒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兆豐產物保險保單0210字
第08PDL00010號.最高賠償3千萬元

(原)台灣優鮮杏仁丁香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19919439-00001-8 鄭淇瑒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13號 07-6425333 台灣
杏仁角, 丁香魚,糖, 麥芽糖(麥芽, 樹薯澱粉),白胡椒粉,維生

素E(抗氧化劑)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
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台灣優鮮花生櫻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19919439-00001-8 鄭淇瑒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13號 07-6425333 台灣 花生仁,刺尾青,糖, 麥芽糖, 芝麻, 蔥, 鹽, 雞肉粉,白胡椒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
第07PD0462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原)250公克精選虱目魚鬆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E-153884557-00003-0 楊千儀 高雄市茄萣區莒光路三段268-1 07-6900216 台灣 虱目魚肉, 砂糖,紅蔥油(芥花油),甜味劑(甘草素,甘草酸鈉) 不需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 0504字第18AML000197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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