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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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蜂泰式椒麻雞1片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049-2255337 台灣 雞肉、麵粉、大豆油、玉米澱粉、樹薯澱粉、鹽、糖、薑、辣椒粉、胡椒粉、糊精、麩皮粉、洋蔥粉、檸檬汁、糖、魚露、香菜、大蒜、洋蔥、辣椒、D-山梨醇液70%、L-

麩酸鈉、玉米糖膠、甘草酸鈉(甜味劑) 、檸檬酸、香料、醋酸鈉(無水)、無水檸檬酸、胺基乙酸、偏磷酸鈉、磷酸二氫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19APO0000313號

卜蜂泰式椒麻雞20片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049-2255337 台灣 雞肉、麵粉、大豆油、玉米澱粉、樹薯澱粉、鹽、糖、薑、辣椒粉、胡椒粉、糊精、麩皮粉、洋蔥粉、檸檬汁、糖、魚露、香菜、大蒜、洋蔥、辣椒、D-山梨醇液70%、L-

麩酸鈉、玉米糖膠、甘草酸鈉(甜味劑) 、檸檬酸、香料、醋酸鈉(無水)、無水檸檬酸、胺基乙酸、偏磷酸鈉、磷酸二氫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19APO0000313號

莫札瑞拉芝士條1包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03-4500228 美國 低水份部分脫脂莫札瑞拉乾酪(巴氏殺菌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水、小麥麵粉、漂白麵粉、脫水馬鈴薯(馬鈴薯、脂肪酸甘油酯、酸性焦磷酸鈉、檸檬酸)、婀娜

多色素、焦糖色素、芹菜粉、玉米澱粉(基因改造)、葡萄糖、乾燥大蒜、蛋清、關華豆膠、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天然奶油香料、人工香料、洋蔥

粉、帕瑪森乾酪(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香菜、羅馬諾乾酪(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鹽、Ｄ-山梨醇(甜味劑)、百里香、芹菜籽、白胡椒、糖、植物

油(大豆油、棉籽油)、乳清、酵母、食用黃色四號、黃色玉米粉(基因改造)、食用黃色五號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0108PDT00040

莫札瑞拉芝士條8包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03-4500228 美國 低水份部分脫脂莫札瑞拉乾酪(巴氏殺菌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水、小麥麵粉、漂白麵粉、脫水馬鈴薯(馬鈴薯、脂肪酸甘油酯、酸性焦磷酸鈉、檸檬酸)、婀娜

多色素、焦糖色素、芹菜粉、玉米澱粉(基因改造)、葡萄糖、乾燥大蒜、蛋清、關華豆膠、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天然奶油香料、人工香料、洋蔥

粉、帕瑪森乾酪(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香菜、羅馬諾乾酪(部分脫脂牛奶、乳酪菌、鹽、酵素)、鹽、Ｄ-山梨醇(甜味劑)、百里香、芹菜籽、白胡椒、糖、植物

油(大豆油、棉籽油)、乳清、酵母、食用黃色四號、黃色玉米粉(基因改造)、食用黃色五號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0108PDT00040

21雞胸肉1入-義式香草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九如路2段1巷25號 08-739-0424 台灣 義式香草：雞肉、調味粉(蔗糖、食鹽、糊精、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多磷酸鈉、L-麩酸鈉、二氧化矽、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

物)、義大利香料(俄力岡葉、羅勒葉、辣椒片、洋香菜葉、迷迭香葉、蒜粒)、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21雞胸肉20入-義式香草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九如路2段1巷25號 08-739-0424 台灣 義式香草：雞肉、調味粉(蔗糖、食鹽、糊精、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多磷酸鈉、L-麩酸鈉、二氧化矽、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

物)、義大利香料(俄力岡葉、羅勒葉、辣椒片、洋香菜葉、迷迭香葉、蒜粒)、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順成生巧克力長條蛋糕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順成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02 2299-9300 台灣

苦甜巧克力(糖、氫化植物油脂(棕櫚仁油)、可可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蛋白、砂糖、蛋黃、麵粉、大豆沙拉油、

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乳化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可可粉、奶油(乳脂、水、鹽)、奶水、53.5%苦甜巧克力(糖、可可膏、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

草香料)、乳化油(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氮氣)、桔子水(蜜柑原汁30%以上、砂糖、檸檬酸)、葡萄糖漿、小脆片(麵粉、糖、

脫水奶脂、乳糖、乳蛋白、鹽、麥芽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巧克力漿(植物性油脂.特級砂糖.水.可可粉.麥芽膏.乳化劑.香料)、軟質牛奶巧克力(特級砂糖、精製牛油、大豆沙

拉油、可可粉、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橙皮酒、幕斯凝固膠粉(糊精、洋菜、品質改良劑(檸檬酸鈣))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7字第19AML0000003

JOYCE巧克力工房布朗尼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7號 04-7589546 台灣

雞蛋、砂糖、嘉麗寶70.5%調溫苦甜巧克力鈕扣(可可膏、糖、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無鹽奶油(天然乳脂、水)、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大豆沙拉

油、水、可可粉、蛋糕起泡劑SP﹝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丙二醇、水﹞、三共新福保鮮劑(SA) (品質改良劑)

﹝主原料:品質改良劑(醋酸鈉(無水))副原料:調味劑(葡萄糖酸-δ內酯) 、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 、調味劑(檸檬酸) 、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 、食品素材(食鹽)、品質改良劑(酸性焦

磷酸鈉)﹞、打發安定劑(黏稠劑)(海澡糖、洋菜、檸檬酸、玉米糖膠、磷酸二澱粉、脂肪酸甘油酯、蛋白粉、關華豆膠)、植物纖維微粉末(葡甘露聚糖、刺槐豆膠、鹿角菜膠、

葡萄糖)

見外包裝標示

台壽保產險1840-18PR0000056

手信坊雪泡芙(原味+草莓)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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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生乳餡【鮮奶、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油(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

脂肪酸甘油酯、偏磷酸鈉〕、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

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粉、

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澱粉)、香草莢粉、南瓜濃縮物、胡蘿蔔濃縮物、焦糖〕】、泡芙【雞

蛋、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

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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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

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

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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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砂糖〕

草莓：草莓餡【蜜草莓(草莓、砂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紅麴色素、香料)、水、卡士達粉〔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奶精粉(樹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

甘油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甲、二氧化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香料、葡萄糖、二氧化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三仙膠、醋磺內酯鉀、蔗糖素、黃色4號、

黃色5號〕、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

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發泡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

水奶油)、水、乳粉、粘稠劑(乾酪素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蔗糖、多磷酸鈉、香料〕】、泡芙【雞蛋、奶油

〔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

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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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

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

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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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砂糖〕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險 A0-106-06080684-00016-PDL

手信坊雪泡芙(原+草)1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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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生乳餡【鮮奶、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油(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

脂肪酸甘油酯、偏磷酸鈉〕、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

酸鈉)、磷酸氫二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粉、

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澱粉)、香草莢粉、南瓜濃縮物、胡蘿蔔濃縮物、焦糖〕】、泡芙【雞

蛋、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

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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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

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

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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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砂糖〕

草莓：草莓餡【蜜草莓(草莓、砂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紅麴色素、香料)、水、卡士達粉〔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奶精粉(樹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

甘油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甲、二氧化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香料、葡萄糖、二氧化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三仙膠、醋磺內酯鉀、蔗糖素、黃色4號、

黃色5號〕、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

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發泡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

水奶油)、水、乳粉、粘稠劑(乾酪素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蔗糖、多磷酸鈉、香料〕】、泡芙【雞蛋、奶油

〔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

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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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

醇酯、脂肪肝酸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

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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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砂糖〕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險 A0-106-06080684-00016-PDL

巧克力雲莊草莓雪球(白巧)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0926477806

台灣 砂糖、棕櫚油、奶粉、乾燥草莓、大豆卵磷脂、香料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0900-2236003955-03

巧克力雲莊草莓雪球(黑巧)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0926477806

台灣 砂糖、棕櫚油、可可粉、乾燥草莓、大豆卵磷脂、香料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0900-2236003955-03

巧克力雲莊草莓生巧克力單盒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0926477806

台灣 白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可可脂、轉化糖、草莓丁、山梨醇。

裝飾粉：防潮糖粉。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0900-2236003955-03

巧克力雲莊雲莊生巧克力單盒 喜寶國際 A-180243583-00000-1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0926477806

台灣 動物性鮮奶油、75%巧克力、65%巧克力、奶油、山梨醇。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0900-22360039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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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鹽、醬油、大豆蛋白、芝麻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L-麩酸鈉、香料、丙二醇、琥珀酸

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紐甜)】、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焦磷酸鈉(無水)、多

磷酸鈉、調味劑(鹽、香料、L-麩酸鈉、葡萄糖、酵母抽出物、檸檬酸、全蛋粉、二氧化矽、維生素B1、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風味香料、大豆纖維、雞蛋

白粉、玉米糖膠。

見外包裝標示 保險公司: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 70-107-08296915-00002-PDL

奧瑪餐包(巧克力5+奶油5)1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1號 07-7351292 台灣 麵粉、奶油、水、果糖、蛋、糖、酥油、鹽、改良劑(脫脂、豆粉、麵粉、乳化劑、礦物質、維他命C、真菌澱粉  )、乳

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見外包裝標示 臺灣產物保險E-127684081-00001-9

奧瑪餐包(巧克力5奶油5)10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1號 07-7351292 台灣 麵粉、奶油、水、果糖、蛋、糖、酥油、鹽、改良劑(脫脂、豆粉、麵粉、乳化劑、礦物質、維他命C、真菌澱粉  )、乳

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見外包裝標示 臺灣產物保險E-127684081-0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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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10字第17AML0000714號

水牛城風味酸辣烤雞翅1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07-7883456 台灣 雞翅、水、棕櫚油、美式酸辣醬(水、醋、香辛料(辣椒、蒜、洋蔥、胡椒)、蔗糖、食鹽、調味劑(乳酸、DL-蘋果酸、無水檸檬酸)、香料(香辛料萃取物(紅椒、蒜)、葵花油、麥

芽糊精、丙二醇、香料、抗氧化劑(生育醇))、玉米糖膠、甜味劑(紐甜(含麥芽糊精))、樹薯澱粉、保水劑(纖維、玉米澱粉、酵母萃取物)、大豆沙拉油、鹽、匈牙利甜椒末、品

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見外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702字08ML000194號

本保單係17702字第07ML000152號保單續保

水牛城風味酸辣烤雞翅8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07-7883456 台灣 雞翅、水、棕櫚油、美式酸辣醬(水、醋、香辛料(辣椒、蒜、洋蔥、胡椒)、蔗糖、食鹽、調味劑(乳酸、DL-蘋果酸、無水檸檬酸)、香料(香辛料萃取物(紅椒、蒜)、葵花油、麥

芽糊精、丙二醇、香料、抗氧化劑(生育醇))、玉米糖膠、甜味劑(紐甜(含麥芽糊精))、樹薯澱粉、保水劑(纖維、玉米澱粉、酵母萃取物)、大豆沙拉油、鹽、匈牙利甜椒末、品

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見外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702字08ML000194號

本保單係17702字第07ML000152號保單續保

奧瑪千層酥(原味5+巧克力5)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

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5號 07-7351296 台灣 原味：法國麵粉、低粉、法國諾曼第奶油、水、起司粉、鹽、日本上白糖。

巧克力：法國麵粉、低粉、法國諾曼第奶油、可可粉、水、起司粉、鹽、日本上白糖。

見外包裝標示 臺灣產物保險

1687字第08000002號本保單係1687字第

07000001號保單續單
有機開口甘栗150g6入組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H-116781797-00000-1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03-4340372#1677 中國 有機栗子 見外包裝標示 0506字第18AML0001055號

果貿眷村吳媽高麗菜鮮肉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久本和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0987209093 台灣 麵粉、水、高麗菜、豬肉、豬油、青蔥、薑、食鹽、味精、香油（芝麻、大豆油）、砂糖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1402第082050047號

果貿眷村吳媽泡菜鮮肉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久本和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0987209093

台灣

麵粉、水、韓式泡菜(大白菜、蒜頭、韓國辣椒粉、蘋果、水、辣椒、玉米糖漿、薑、L-麩酸鈉、海藻糖、鹽、糖)、豬肉、豬油、薑、味精、砂糖、香油（芝麻、大豆油）、

食鹽、雞粉(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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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澱粉、糊精、糖、雞湯、雞肉、雞油、醬油、水解大豆蛋白、香料、酵母抽

出物、油菜籽油、白胡椒粉、水解小麥蛋白、棕櫚油、玉米油、高山被孢黴發酵產物)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1402第082050047號

所長茶葉蛋原氣蛋生(原味茶葉

蛋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D-153603640-00000-8 金嘉隆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化區竹子腳280號 06-5900513 台灣 雞蛋、水、醬油、糖、紅茶、辛香料(大茴香、花椒、桂枝、小茴香)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 1401第082050032

所長茶葉蛋兩小無猜(原味3+辣

味3)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D-153603640-00000-8 金嘉隆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新化區竹子腳280號 06-5900513 台灣 原味:雞蛋、水、醬油、糖、紅茶、辛香料(大茴香、花椒、桂枝、小茴香)。辣味:雞蛋、水、醬油、糖、乾辣椒、辣豆瓣醬、鹽、食用辣油、辛香料(花椒、草果、大茴香)、水

性辣椒精(香料、聚山梨醇酐脂肪酸之直酯八十)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 1401第082050032

亞尼克特黑生乳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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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02-87978993
台灣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酯、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

粉,蛋白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656號

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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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02-87978993
台灣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酯、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

粉,蛋白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656號

亞尼克巧克力生磅蛋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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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02-87978993
台灣

蛋、日本奶霜[水、植物油脂(椰子油、棕櫚油)、乳製品(乳脂、白脫乳粉、乳清粉、脫脂乳粉)、糊精(樹薯、番薯)、乳糖、乳蛋白質、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脂、脂

肪酸甘油脂)、微結晶狀a-纖維素、乳清礦物質、香料、檸檬酸鈉]、日本麵粉、動物鮮奶油、沙拉油、可可粉、奶粉、巧克力、砂糖、鮮奶、泡打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656號

亞尼克巧克力生磅蛋糕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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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02-87978993
台灣

蛋、日本奶霜[水、植物油脂(椰子油、棕櫚油)、乳製品(乳脂、白脫乳粉、乳清粉、脫脂乳粉)、糊精(樹薯、番薯)、乳糖、乳蛋白質、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脂、脂

肪酸甘油脂)、微結晶狀a-纖維素、乳清礦物質、香料、檸檬酸鈉]、日本麵粉、動物鮮奶油、沙拉油、可可粉、奶粉、巧克力、砂糖、鮮奶、泡打粉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656號

卡娜赫拉的小動物MINI捲心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0931-296717 台灣 砂糖、麵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奶粉、乳清粉、膨脹劑(銨粉(碳酸氫銨)、小蘇打(碳酸氫鈉))、食用草莓香料、食鹽、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乾燥草莓粉、食用

紅色四十 香草風味成份: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麵粉、奶粉、米穀粉、乳清粉、無鹽奶油、膨脹劑(小蘇打(碳酸氫鈉))、食鹽、食用香草香料、大豆卵磷脂

見外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1700007ML000002

拿破崙鮮草莓布雪2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１３４巷３

號

0953-530910 台灣 新鮮草莓、蛋糕【水、雞蛋、低筋麵粉、細砂糖、大豆油、可可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卡式達粉【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葡萄

糖、乳清粉、棕櫚油、硫酸鈣、焦磷酸鈉、磷酸鈉、葡萄糖漿、海藻酸鈉、鹿角菜膠、乳蛋白、鹽、香料、脂肪酸蔗糖酯、天然色素】、十勝鮮奶油【鮮奶油、食用植物油脂

(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纖維素、脂肪酸蔗糖酯、偏磷酸鈉】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0900-2236002717-04

拿破崙鮮草莓布雪8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１３４巷３

號

0953-530910 台灣 新鮮草莓、蛋糕【水、雞蛋、低筋麵粉、細砂糖、大豆油、可可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卡式達粉【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葡萄

糖、乳清粉、棕櫚油、硫酸鈣、焦磷酸鈉、磷酸鈉、葡萄糖漿、海藻酸鈉、鹿角菜膠、乳蛋白、鹽、香料、脂肪酸蔗糖酯、天然色素】、十勝鮮奶油【鮮奶油、食用植物油脂

(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纖維素、脂肪酸蔗糖酯、偏磷酸鈉】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0900-2236002717-04

連珍草莓芋泥球3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大甲芋頭、奶油、糖、草莓 見外包裝標示 台灣產物保險118704000032

連珍草莓芋泥球24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大甲芋頭、奶油、糖、草莓 見外包裝標示 台灣產物保險118704000032

連珍草莓巧芋夾餡蛋糕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草莓、雞蛋、鮮奶油(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大甲芋頭、奶油、糖、麵粉、奶油、卡士達粉。 見外包裝標示 台灣產物保險118704000032

連珍草莓巧芋夾餡蛋糕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草莓、雞蛋、鮮奶油(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大甲芋頭、奶油、糖、麵粉、奶油、卡士達粉。 見外包裝標示 台灣產物保險118704000032

艾波索水果巧克力千層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龍恩里國際二街７號 02-22502088 台灣 雞蛋、牛奶、可可苦甜粒(可可脂、可可膏、砂糖、非基因改造、大豆卵磷脂) 、大豆沙拉油、低筋麵粉、上白糖(蔗糖)、動物鮮奶油(奶脂、鹿角菜膠)、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砂糖、萊姆酒、香草精{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香料、濃縮物(胡蘿蔔、紅花)、水、乙醇、修飾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劑(玉米糖膠)、可可粉、鮮奶油、麥芽、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氧鈣)、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 、樹薯粉、麥芽糊精}、鹽、草莓果醬{(草莓、砂糖、果糖、玉米糖膠、羅望子膠、結蘭膠、檸檬酸、蘋果酸、檸檬酸鈉、乳酸鈣、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非基因改造玉米糖膠、香料、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四十號、矽樹脂(消泡劑)}、紅櫻桃醬{紅櫻桃50%、水、糖、羟丙基磷酸二澱粉、己二烯酸鉀(防腐劑)、食用紅色四十號、天然香料}、奇異果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755號

滿面香一口小饅頭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福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２段１巷５２號４

樓

02-29861689

台灣

紅麴 : 麵粉、黑糖、白糖、紅麴粉、紅藜麥、酵母粉、葫蘆巴

桂圓紅棗 : 麵粉、黑糖、白糖、桂圓、紅棗、酵母粉、葫蘆巴

抹茶 : 麵粉、白糖、奇亞籽、抹茶粉、酵母粉、葫蘆巴

沖繩黑糖 : 麵粉、沖繩黑糖、黑糖、酵母粉、葫蘆巴

巧克力 : 麵粉、白糖、可可粉、酵母粉、葫蘆巴

五榖 : 麵粉、黑糖、葵瓜子、黑芝麻、南瓜子、枸杞、核桃、酵母粉、葫蘆巴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險08955084

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3

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 D-173251209-00000-0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05號 (049)2333328 台灣 DHA藻油(DHA藻油、葵花油、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葉黃素[ (紅花籽油、葉黃素(金盞花來源)、抗氧化劑(維生素E) ]、磷脂醯絲胺酸(卵磷脂、磷脂醯絲胺酸、中鏈三酸甘

油酯)、紅藻萃取物[ 紅藻抽出物(含蝦紅素)、橄欖油]、維生素A油溶液[ 維生素A棕櫚酸鹽、花生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 ]。膠囊成分：明膠、甘油、純水。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健康3D-3罐 統一企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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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纖維素、乳糖、紅麴米抽出物、綠藻精、玉米澱粉、食用膜衣（聚乙烯醇、二氧化鈦、滑石粉、聚乙二醇、氧化鐵、卵磷脂）、硬脂酸

鎂、甘草抽出物、二氧化矽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永信HAC 葉黃膠囊(30粒x2瓶)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B-156065601-00000-8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37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1191號 04-2687-5100分

機217

台灣 高濃縮深海魚油(含DHA、EPA)(濃縮魚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葉黃素(葵花油、葉黃素、維生素E(抗氧化劑))、紫蘇萃取物(紫蘇葉萃取物、麥芽糊精)、金盞花萃取物(含玉米

黃素)(葵花油、金盞花萃取物)、維生素E、Hyabest®流行鏈球菌發酵物(含透明質酸納) 、維生素A(維生素A、葵花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3千萬元整0514字第

19AML0000311號

林聰明沙鍋菜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

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林聰明砂鍋魚頭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61號 05-2270661 台灣 大白菜、非基因改造豆腐、非基因改造豆皮、豚骨高湯、豬肉片、黑木耳、沙茶醬、蔥、蒜、辣椒、糖鹽料。 見外包裝標示 新產產品責任險保單號碼:130407AKP0003480

福源花生醬-花生(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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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糖、鹽。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福源黑芝麻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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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糖。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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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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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芽糊精.麻辣粉.精鹽.葡萄糖.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明膠.辣椒粉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食感旅程-罪惡草莓蛋糕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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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草莓、雞蛋、法國巧克力、砂糖、麵粉、鮮奶、藍莓、巴瑞脆片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17AML0001042號

食感旅程-罪惡草莓蛋糕1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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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草莓、雞蛋、法國巧克力、砂糖、麵粉、鮮奶、藍莓、巴瑞脆片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17AML0001042號

統一LP33益生菌膠曩 統一企業乳飲群 D-173251209-00000-0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岳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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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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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0506 字第18AML0000434號

乾果巧克力綜合禮盒1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

司

A-128200824-00000-4 妮娜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33

台灣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

保險字號:10202520820號

乾果巧克力綜合禮盒4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

司

A-128200824-00000-4 妮娜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33

台灣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

保險字號:10202520820號

鹽味焦糖薄片夾心巧克力4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

司 A-128200824-00000-4 妮娜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33

台灣 白巧克力(糖、可可脂、脫脂奶粉、脫水奶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可可脂粉(可可脂)、草莓果泥(草莓、轉化糖漿)、細砂、甜味劑(D-山梨醇液73%)、海藻糖、葡萄糖漿

(葡萄糖漿、亞硫酸鈉)、覆盆子果泥(覆盆子、轉化糖漿)、巧克力色粉白色(二氧化鈦、脂肪酸甘油酯、玉米糖膠)、熟草莓風味香料(草莓香料、轉化糖漿、甘油)、柑橘果膠(柑

橘果膠、糖)、巧克力色粉紅色(二氧化鈦、食用紅色六號、脂肪酸甘油酯、玉米糖膠)、DL-蘋果酸、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

保險字號:10202520820號

草莓薄片夾心巧克力4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

司 A-128200824-00000-4 妮娜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33
台灣 黑巧克力(可可膏、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可可膏、鮮奶油(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砂糖、葡萄糖(葡萄糖漿、亞硫酸鈉)、奶油(乳脂)、牛奶巧克力(砂

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膏、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香草籽醬(糖漿、香草萃取物、香草籽)、大豆卵磷脂、海鹽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

保險字號:10202520820號

HELLO KITTY奶皇造型包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

司 A-128200824-00000-4 艾酷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6號1F 02-29101685
台灣 麵粉、水、細砂糖、沙拉油、奶皇餡(綠豆、砂糖、奶粉、大豆油、奶油、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麥芽糖、麵粉、牛奶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牛奶香料、花生】、鹽、食

用色素黃色四號)、奶油、益面劑、酵母、泡打粉、黃豆粉、鹽、天然梔子紅色色素、食用墨水(紅色40號、紅色7號、藍色1號、黃色4號、丙二醇、甘油、聚山梨醇酯80、水)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號碼:0902-

2236003029-02

泰國頭等艙梅子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02-8771-7488 泰國 梅子、糖、鹽、甘草、檸檬酸、甜味劑(阿斯巴甜)、香料、漂白劑(亞硫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苯甲酸鈉)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2108AKP0000102號

脆皮洋蔥圈1包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03-4500228
美國 洋蔥丁、營養強化麵粉(麵粉、菸鹼酸、硫酸亞鐵、硝酸硫胺明(維生素B1、硝酸噻胺)、核黃素(維生素B2)、葉酸)、植物油(大豆油、芥花油)、水、麵粉、玉米澱粉、乙醯化己

二酸二澱粉、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酵母、鹽、海藻酸鈉、黃玉米粉、甲基纖維素、乳清、氯化鈣、酵母、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紅椒色素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0108PDT00040

脆皮洋蔥圈8包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03-4500228

美國 洋蔥丁、營養強化麵粉(麵粉、菸鹼酸、硫酸亞鐵、硝酸硫胺明(維生素B1、硝酸噻胺)、核黃素(維生素B2)、葉酸)、植物油(大豆油、芥花油)、水、麵粉、玉米澱粉、乙醯化己

二酸二澱粉、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酵母、鹽、海藻酸鈉、黃玉米粉、甲基纖維素、乳清、氯化鈣、酵母、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紅椒色素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0108PDT00040

振頤軒草莓芋見泥三明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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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02-2676-5288 台灣 大甲芋頭、無水奶油、動物性鮮奶油、天然酵母、麵粉、鮮乳、奶粉、草莓、鹽、細砂糖、葡萄糖、水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8PD01092號

振頤軒草莓芋見泥三明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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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02-2676-5288 台灣 大甲芋頭、無水奶油、動物性鮮奶油、天然酵母、麵粉、鮮乳、奶粉、草莓、鹽、細砂糖、葡萄糖、水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8PD01092號

法藍四季草莓雪霜寶盒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07-6167885 台灣

蛋糕(雞蛋、小麥粉、大豆油、牛奶、糖、蜂蜜、鹽)、卡士達醬(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牛奶、卡士達

粉(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脫脂奶粉、甜性乳清粉、椰子油、乳糖、鹿角菜膠、海藻酸鈉、硫酸鈣、焦磷酸鈉、防腐劑(已二烯酸鉀)、香料、鹽、β-胡蘿蔔色素)、草莓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130508AKP0A00008

法藍四季草莓雪霜寶盒10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

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07-6167885 台灣

蛋糕(雞蛋、小麥粉、大豆油、牛奶、糖、蜂蜜、鹽)、卡士達醬(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牛奶、卡士達

粉(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脫脂奶粉、甜性乳清粉、椰子油、乳糖、鹿角菜膠、海藻酸鈉、硫酸鈣、焦磷酸鈉、防腐劑(已二烯酸鉀)、香料、鹽、β-胡蘿蔔色素)、草莓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130508AKP0A00008

鹽味焦糖牛奶巧克力夏威夷果：牛奶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膏、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白巧克力(可可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

黑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砂糖、糖粉(砂糖、玉米澱粉)、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膠、乙醇、異麥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酯)、護光液(乙

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食鹽。

紅玉茶巧克力夏威夷果：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夏威夷豆、細砂、糖粉(砂糖、玉米澱粉)、紅玉紅茶粉、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膠、

乙醇、異麥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酯)、護光液(乙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食鹽、紅茶風味香料(轉化糖、紅茶香料、茶粉萃取物、甘油、水)。

炭焙烏龍茶巧克力夏威夷果：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夏威夷豆、砂糖、糖粉(砂糖、玉米澱粉)、炭焙烏龍茶粉、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

伯膠、乙醇、異麥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酯)、護光液(乙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食鹽。

鐵觀音茶巧克力夏威夷果：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夏威夷豆、砂糖、糖粉(砂糖、玉米澱粉)、鐵觀音茶粉、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

膠、乙醇、異麥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酯)、護光液(乙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食鹽。

草莓蔓越莓乾：白巧克力(可可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蔓越莓乾(蔓越莓、蔗糖、葵花油)、乾燥草莓碎粒(草莓)、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膠、乙醇、異麥

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酯)、蔓越莓萃取粉(麥芽糊精、蔓越莓濃縮汁、葡萄汁色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黑加侖濃縮汁、檸檬酸、蔓越莓香料)、護光液(乙醇、蟲膠、中

鏈三酸甘油酯)。

鳳梨黃金葡萄乾：白巧克力(可可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黃金葡萄乾(黃金葡萄乾、葵花油、偏亞硫酸氫鈉)、可可巴芮脆片(麵粉、糖、脫水奶脂、乳糖、乳

蛋白、鹽、大麥芽粉、膨脹劑(碳酸氫鈉))、鳳梨果汁粉(鳳梨濃縮汁、麥芽糊精、鳳梨香料、檸檬酸)、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膠、乙醇、異麥芽酮糖醇、中鏈三酸甘油

酯)、檸檬粉(檸檬)、護光液(乙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DL-蘋果酸、鳳梨香料(三乙酸甘油酯、鳳梨香料、乙醇)。

跳跳糖草莓乾：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草莓乾(新鮮草莓、砂糖)、防潮糖粉(葡萄糖、馬鈴薯澱粉、完全氫化棕櫚油、植物油脂(棕櫚)、小麥

澱粉、天然奶油香料、香草香料)、跳跳糖(糖、葡萄糖漿、乳糖、二氧化碳、水)、乾燥覆盆莓碎(覆盆莓)、覆盆莓粉(覆盆莓)、DL-蘋果酸、熟草莓風味香料(草莓香料、轉化糖

漿、甘油)、水蜜桃風味香料(水蜜桃香料、轉化糖、甘油)。

芝麻杏仁白巧克力：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杏仁果、砂糖、糖粉(砂糖、玉米澱粉)、糖膠拋光劑(水、糖、阿拉伯膠、乙醇、異麥芽酮糖

醇、中鏈三酸甘油酯)、白芝麻、黑芝麻、護光液(乙醇、蟲膠、中鏈三酸甘油酯)、食鹽。

鹽味焦糖洛神花腰果：白巧克力(可可脂、砂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料)、腰果、砂糖、糖粉(砂糖、玉米澱粉)、洛神花乾(洛神花)、食鹽、覆盆莓粉(覆盆莓)、防潮糖

粉(葡萄糖、馬鈴薯澱粉、完全氫化棕櫚油、植物油脂(棕櫚)、小麥澱粉、天然奶油香料、香草香料)。

榛果巧克力脆球：黑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牛奶巧克力(糖、全脂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榛果醬(榛果)、五彩球(穀粉(非基因改

造玉米粉、米穀粉、小麥粉、大麥粉)、砂糖、羥丙基澱粉、玉米澱粉、代可可脂白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奶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

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奶油香料)、鹽、脂肪酸甘油脂、礦物質(碳酸鈣、焦磷酸鐵)、香料(柚子、檸檬、柳橙)、綜合維生素(維生素C、維生素E、菸鹼醯胺、本多酸鈣、維生

素B12、維生素B6、維生素B2、維生素A、維生素B1、葉酸、生物素、維生素D3)、芽孢乳酸菌、食用色素(紅色6號、黃色5號、黃色4號、藍色1號)、糖膠拋光劑(水、糖、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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