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
冷凍米粒狀花椰菜-1包
冷凍米粒狀花椰菜-10包

供應商名稱
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03-3120958
03-3120958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供應商)
H-169759865-00000-0
H-169759865-00000-0

原產國
葡萄牙
葡萄牙

poppies迷你泡芙-1盒

二十一世紀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2095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poppies迷你泡芙-10盒

二十一世紀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2095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LUTOSA比利時鬆餅-1包

二十一世紀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2095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LUTOSA比利時鬆餅12包

二十一世紀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2095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完整成分
花椰菜
花椰菜
奶油、雞蛋、小麥粉、糖、棕櫚油、葡萄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鹽、玉米糖膠、海藻酸鈉

過敏原資訊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產品責任險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保險0108PDT00040

見外包裝標示

明台產物保險0108PDT00040

奶油、雞蛋、小麥粉、糖、棕櫚油、葡萄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鹽、玉米糖膠、海藻酸鈉

小麥麵粉、糖、植物油脂（棕櫚油、椰子油、油菜籽油、水、脂肪酸甘油酯）、水、奶油（牛奶)、全蛋、高果糖糖漿、酵母、大豆粉、鹽、大豆
卵磷脂、香莢蘭醛

小麥麵粉、糖、植物油脂（棕櫚油、椰子油、油菜籽油、水、脂肪酸甘油酯）、水、奶油（牛奶)、全蛋、高果糖糖漿、酵母、大豆粉、鹽、大豆
卵磷脂、香莢蘭醛

鱈魚55%(黃線狹鱈)、小麥麵粉、水、棕櫚油、粘稠劑(糊料)、(氧化澱粉、醋酸澱粉)、糖、鹽、結著劑(焦磷酸鈉)、膨脹劑(碳酸氫鈉)、大蒜粉、
洋蔥、魷魚抽出物、醬油粉(大豆、鹽、小麥麵粉、水)、天然色素(薑黃色素、 婀娜多、胡蘿蔔色素、 紅椒色素 )。
黃金鱈魚條1包

二十一世紀

宗霆股份有限公司

02-2794288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27號6樓

A-197288916-00000-8

馬來西亞

黃金鱈魚條8包

二十一世紀

宗霆股份有限公司

02-2794288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27號6樓

A-197288916-00000-8

馬來西亞

鱈魚55%(黃線狹鱈)、小麥麵粉、水、棕櫚油、粘稠劑(糊料)、(氧化澱粉、醋酸澱粉)、糖、鹽、結著劑(焦磷酸鈉)、膨脹劑(碳酸氫鈉)、大蒜粉、
洋蔥、魷魚抽出物、醬油粉(大豆、鹽、小麥麵粉、水)、天然色素(薑黃色素、 婀娜多、胡蘿蔔色素、 紅椒色素 )。

poppies綜合馬卡龍

二十一世紀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20958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蒜香薯球-1包

二十一世紀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03-4500228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H-142582350-00000-4

印度

蒜香薯球-8包

二十一世紀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03-4500228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H-142582350-00000-4

印度

香草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玉米澱粉、乳化劑（脂
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波旁香草萃取物、天然香料、波旁香草豆莢 /檸檬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
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濃縮檸檬汁、玉米澱粉、著色劑（β- 胡蘿蔔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
聚合甘油酯）、天然香料 /法式焦糖奶油：糖、杏仁、雞蛋白、奶油、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水、牛
奶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脫脂奶粉 、可可塊、葵花籽卵磷脂、紅椒提取物、天然香草香料）、焦糖鹽奶油[葡萄糖-果糖糖漿、甜煉乳（
煉乳、糖）、鹹奶油（奶油、鹽）、糖、水、鹽]、玉米澱粉、焦糖（糖、水）、葡萄糖漿、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巧克
力(可可塊、糖、減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天然香料、鹽、檸檬酸 /巧克力口味：糖、杏仁、雞蛋白、巧克力（可可塊、糖、減
脂可可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水、奶油、葡萄糖漿、減脂可可粉、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
香料）、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天然香料 /覆盆莓口味：糖、覆盆子、杏仁、雞蛋白、葡萄糖漿、椰子油、玉
米澱粉、果膠(柑橘)、檸檬酸、檸檬酸鈉、天然香料、天然色素(胭脂紅) /開心果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
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開心果、玉米澱粉、榛果、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葵花籽油、著
色劑（β-胡蘿蔔素、銅葉綠素鈉）、天然香料

馬鈴薯、植物油(包含芥菜籽油、葵花籽油、棉籽油、棕櫚油、玉米油、大豆油)、蒜泥(水、大蒜、鹽、玉米澱粉、冰醋酸)、玉米粉、馬鈴薯片、
碘鹽、洋蔥粉、紅辣椒片

馬鈴薯、植物油(包含芥菜籽油、葵花籽油、棉籽油、棕櫚油、玉米油、大豆油)、蒜泥(水、大蒜、鹽、玉米澱粉、冰醋酸)、玉米粉、馬鈴薯片、
碘鹽、洋蔥粉、紅辣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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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風味館鮮嫩雞胸肉1入

二十一世紀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8-739-0424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九如路2段1巷25號

T-170532578-00001-5

台灣

原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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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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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風味館鮮嫩雞胸肉20入

六福皇宮濃芋香布蕾蛋糕

六福皇宮月光森林

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

二十一世紀

饌師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8-739-0424

(02)2171-6565

(02)2171-6565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九如路2段1巷25號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T-170532578-00001-5

A-116747898-00013-2

A-116747898-00013-2

台灣

台灣

台灣

原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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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成份：芋頭餡(芋頭、甜味劑(D-山梨醇粉)、大豆油、海藻糖、乳清粉、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食鹽)、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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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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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紫地瓜餡(紫地瓜、蔗糖、大豆
油、麥芽糊精、碘鹽)、牛奶、雞蛋黃、無鹽奶油(乳脂)、動物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格斯粉(砂糖、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脫脂奶粉、椰子
見外包裝標示
油、葡萄糖漿、海藻酸鈉、牛奶蛋白、磷酸鈣、焦磷酸鈉、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著色劑(核黃素)、食用天然色素(婀娜多)、天然香草香
料)、雞蛋白、糖、大豆油、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可可粉、雞蛋、吉利丁片(豬)、防潮糖粉(糖粉、玉米澱粉、棕櫚油、葡萄糖、磷酸
氫鈣、香料)、碳酸氫鈉。
柚子絲(柚子皮、砂糖、還原水飴)、動物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雞蛋白、雞蛋黃、鮮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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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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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糖、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植物油脂(硬質棕櫚核仁油)、低
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香莢蘭醛)、牛奶、黑櫻桃餡(櫻桃、葡萄糖漿、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酸鈉、香料(櫻
桃)、接骨木濃縮果汁)、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糖粉(特砂、玉米澱粉)、大豆油、可可粉、水、格斯粉(砂糖、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脫
見外包裝標示
脂奶粉、椰子油、葡萄糖漿、海藻酸鈉、牛奶蛋白、磷酸鈣、焦磷酸鈉、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著色劑(核黃素)、天然食用色素(婀娜
多)、天然香草香料)、雞蛋、無鹽奶油(乳脂)、杏仁粉(杏仁果)、防潮可可粉、白巧克力扣(糖、完全氫化植物油脂(硬質棕櫚核仁油、軟質棕櫚核仁
油)、脫脂奶粉、乳清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乳糖、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
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抹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碳酸氫鈉、巧克力(可可脂、糖、氧化鐵、食用
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脫脂可可粉)、碘鹽。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證明書
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8AML0001871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證明書
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8AML0001871號

朋亞比提午茶分享三重奏

二十一世紀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F-197313611-00001-5

台灣

中村芋頭布丁蛋糕

二十一世紀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F-197313611-00001-5

台灣

麗緻提拉米蘇

二十一世紀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02-7735-2351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之1號

A-170442161-00000-3

台灣

焦糖乳酪:再製乾酪[殺菌全脂牛乳及乳脂(來自牛乳)、鹽、乳酸菌、刺槐豆膠]、再製乾酪(牛乳、鮮奶油、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糖、餅乾預
拌粉(麵粉、奶粉、奶油、糖、鹽)、牛奶、奶油、蛋、鏡面果膠[水、砂糖、葡萄糖漿、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麵粉、鹽/
草莓乳酪:再製乾酪(殺菌全脂牛乳及乳脂、鹽、乳酸菌、刺槐豆膠)、餅乾預拌粉(麵粉、奶粉、奶油、糖、鹽)、草莓果泥(草莓、糖)、糖、草莓醬[
草莓果粒、水、麥芽糖、砂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檸檬酸、防腐劑(己二烯酸鉀)、紅色食用六號、香料、食用色素四十號、香料]、奶油、鮮
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三仙膠、鹿角菜膠)]、鏡面果膠[水、砂糖、葡萄糖
漿、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玉米澱粉、再製乾酪(牛乳、鮮奶油、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草莓果汁粉[草莓濃縮汁、
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紅甜菜汁、檸檬酸、香料]、檸檬汁、明膠(豬)/ 歐力歐乳酪:再製乾酪(殺菌全脂牛乳、乳脂、鹽、乳酸菌、刺槐豆
見外包裝標示
膠)、歐力歐餅乾{麵粉、砂糖、非氫化植物油[棕櫚油-含乳化劑(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丁基羥基甲氧苯)]、減脂可可粉、葡萄糖漿、膨脹劑(碳酸
氫鈉、碳酸氫銨)、鹽、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再製乾酪(牛乳、鮮奶油、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糖、牛乳、奶油、雞蛋、麵粉、巧克力[
糖、氫化植物油脂(棕櫚仁油)、可可粉、葡萄糖、乳清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人造奶油{水、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
無水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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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
鈉(無水)、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人造奶油[水、
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香料、磷酸氫二鉀、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鹽、玉米糖膠(含有大豆)、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
雞蛋、芋頭餡[芋頭、白鳳豆沙、大豆油、糖、甜味劑(D-山梨糖醇液)、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鮮
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三仙膠、鹿角菜膠)]、香芋豆餡{芋頭、白鳳豆沙、
麥芽糖、大豆油、糖、海藻糖、乳粉、鹽、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糖醇液)、著色劑
(食用藍色一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防腐劑(己二烯酸鉀)}、布丁(水、特級砂糖、奶粉、棕櫚油、刺槐
豆膠、關華豆膠、蒟蒻粉、β-胡蘿蔔素、牛奶香料)、糖、芋頭醬[丙二醇、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芋頭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中鏈三
酸甘油酯、多磷酸鈉、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食用紅色六號、酒精、食用藍色一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檸檬酸、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脂肪抹醬{水、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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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大豆油、脂肪抹醬[水、玉米糖漿、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奶類
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香料、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鹽、三仙膠、關華豆膠、β-胡蘿
蔔素]、麵粉、橘子風味水[柳橙汁、胡蘿蔔汁、水、糖、玉米澱粉、蘋果酸、食用橘子香料、β-胡蘿蔔素、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
號)]、玉米澱粉、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糖、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黃豆粉、
檸檬酸]、蘭姆酒、酒石酸氫鉀、香草香料(香料、丙二醇)、鹽、蔓越莓。
馬斯卡邦(殺菌奶脂、殺菌牛奶、乳酸)、鮮奶油[奶油、粘稠劑(鹿角菜膠)]、雞蛋、麵粉、大豆油、咖啡酒(蒸餾酒、咖啡、香草)、64%巧克力、可
可粉、咖啡粉、吉利丁(豬)、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碳酸二氫鈣]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0第04AKP0000872號

見外包裝標示

1207第05PLON000007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險證號：130607AKPOA00014

雞蛋、麵粉、砂糖、大豆沙拉油、鹽。
新美珍布丁蛋糕

二十一世紀

新美珍餅舖

03-5923404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40號

J-200002213-00000-6

台灣

山田村一三文治冰淇淋

二十一世紀

富貴得實業有限公司

02-22984542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7號7樓

F-153778009-00000-2

台灣

順成拿破崙千層派

二十一世紀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 2299-930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A-128200887-00000-3

台灣

順成黑森林長條蛋糕

二十一世紀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2 2299-9300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二路130號

A-128200887-00000-3

台灣

拉米爾香蕉巧克力蛋糕

二十一世紀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H-116562842-00000-9

台灣

新竹福源花生醬蛋捲

二十一世紀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04-7589546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7號

N-153156797-00001-5

台灣

COMEBUYx金格海神蛋糕

二十一世紀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222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H-105013258-00001-0

台灣

粉紅雲彩渲染冰淇淋蛋糕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A-128459597-00000-7

台灣

草莓口味:草莓果醬(草莓、葡萄糖漿、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香料(草莓)、食用紅色四十號)、保久乳、植
物性鮮奶油、動物性鮮奶油、蛋黃、玉米粉、糖、棉花糖(葡萄糖漿、砂糖、水、明膠(牛皮)、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香料、著色劑(食用黃色四
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冰淇淋粉(蔗糖、奶精粉、奶粉、糊精、二氧化矽、甲基纖維素、關華豆膠、香料(丙二
醇、水、焦糖色素、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蔗糖素(甜味劑))、草莓香料(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粘稠劑(玉米糖
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椰子油、調味劑(無水檸檬酸)、防腐劑(苯甲酸鈉)、食用色素(紅色四十號、紅色六號)、水)/芋頭口味:蛋黃、植物性鮮
奶油、動物性鮮奶油、保久乳、芋頭餡(芋頭、白鳳豆沙、麥芽糖、大豆油、蔗糖、海藻糖、奶粉、食鹽、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香
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食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防腐劑(己二烯酸鉀))、糖、玉米粉、
見外包裝標示
棉花糖(葡萄糖漿、砂糖、水、明膠(牛皮)、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香料、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
號))、冰淇淋粉(蔗糖、奶精粉、奶粉、糊精、二氧化矽、甲基纖維素、關華豆膠、香料(丙二醇、水、焦糖色素、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
五號、蔗糖素(甜味劑))、芋頭香料(香料、丙二醇、食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藍色一號)、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巧克
力口味:巧克力、可可粉、花生、保久乳、鮮奶油、蛋黃、玉米粉、糖、冰淇淋粉(蔗糖、奶精粉、奶粉、糊精、二氧化矽、甲基纖維素、關華豆
膠、香料(丙二醇、水、焦糖色素、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蔗糖素(甜味劑))/花生口味:花生醬、花生、保久乳、鮮奶油、蛋黃、玉
米粉、糖、冰淇淋粉(蔗糖、奶精粉、奶粉、糊精、二氧化矽、甲基纖維素、關華豆膠、香料(丙二醇、水、焦糖色素、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
用黃色五號、蔗糖素(甜味劑))
雞蛋、糖、麵粉、沙拉油、核桃、植物性乳化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
(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檸檬酸鉀)、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混合
濃縮生育醇、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脂肪酸甘油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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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水[水、奶粉、沙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
酯]、桔子水[蜜柑原汁30%、砂糖、檸檬酸、羧甲基纖維素、鈉(黏稠劑)、β-胡蘿蔔素(著色劑，含水、脂肪酸甘油酯、β-胡蘿蔔素、維生素E)]、
巧克力粒[可可粉、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蟲膠、阿拉伯膠、香莢蘭醛、香料]、咖啡粉[咖啡
豆、菊苣纖維]
見外包裝標示

塔塔粉(玉米澱粉、酒石酸氫鉀)、蛋白、蛋黃、麵粉、可可粉、大豆沙拉油、奶水、桔子水(蜜柑原汁30%以上、砂糖、檸檬酸)、低筋麵粉、糖、
植物性奶油｛完全氫化棕櫚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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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高果糖糖漿、玉米糖漿、乾酪素鈉、乳
酸硬脂酸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糖糊、蔗糖、抗氧化劑(維生素E)、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
維素、海藻酸鈉﹞}、黑櫻桃、糖、水、檸檬酸、藍莓醬﹝藍莓、葡萄糖漿、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檸檬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見外包裝標示
﹞、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氮氣﹞、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砂糖、脫脂奶粉、可可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方酸
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巧克力香料﹞、橙皮酒(酒精、糖、橙皮)、泡打粉(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酸性焦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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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雞蛋、調合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鹿角菜膠】、脂肪抹醬【水、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櫚
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鉀、鹽、香料、玉
米糖膠、關華豆膠、β-胡蘿蔔素】、脂肪抹醬【鮮乳油、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奶粉、複方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
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碳酸氫鈉）、香料】、鮮奶油
【乳脂、鹿角菜膠】、水、蔗糖、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完全氫化椰子油、酪乳固形物、精煉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聚山
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氫二鈉、脂肪酸甘油酯、糖、關華豆膠、刺槐豆膠、大豆卵磷脂、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麥芽糖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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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海藻酸鈉、香料、β胡蘿蔔
見外包裝標示
素】、麵粉、可可粉、大豆油、代可可脂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棕櫚油、可可粉、全脂奶粉、棕櫚仁油、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大豆卵磷
脂、香料】、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奶粉、無
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玉米澱粉、防潮糖粉【葡萄
糖、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粉末油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
油)】、保鮮劑【醋酸鈉、反丁烯二酸、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可可餅乾碎【麵粉、砂糖、棕櫚油、可可粉、高果糖糖漿、膨脹劑(碳酸氫鈉、
碳酸氫銨)、精鹽、乳化劑(大豆卵磷脂)、玉米澱粉、香料】、小蘇打粉、塔塔粉【酸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碘鹽、香
蕉香料
花生醬〔特選花生、砂糖、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乳化劑(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食鹽、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精製棕櫚
見外包裝標示
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精煉椰子油、鹽、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
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混合濃縮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
成分：雞蛋、蔗糖、低筋麵粉(小麥)、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海神綠茶粉【綠茶、蜂蜜香料(食用酒精、丙二醇、香料)】、水、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香奶冰淇淋【奶油、脫脂牛乳、牛乳、蔗糖、玉米糖漿、關華豆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婀娜多色素】、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複方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β-胡
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蔗糖、乳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
酯、香料)、蔗糖、葡萄糖、煉乳【蔗糖、乳粉、水、食用大豆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水、草莓糖漿【水、
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草莓、葡萄糖、蔗糖、柑橘果膠、香料、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野櫻莓汁、蘋果酸、食用紅色四十
號】、蔓越莓、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餅乾【營養強化麵粉(小麥粉、菸鹼酸、還原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物保險：金管保產字第10402523520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7字第19AML0000003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7字第19AML0000003

南山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2236005166-09

台壽保產物保險 1840-18PR0000056

0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001

泡泡先生四宮格冰淇淋蛋糕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金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313-3168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之66號

A-128459597-00000-7

台灣

振頤軒爆漿芋泥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振頤軒食品

02-2676-528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F-153428502-00000-2

台灣

依蕾特布丁奶酪綜合1盒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06-2633115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205號

D-169597074-00000-8

台灣

依蕾特布丁奶酪綜合8盒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06-2633115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205號

D-169597074-00000-8

台灣

醉月HELLO KITTY櫻花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H-153153519-00000-7

台灣

香奶冰淇淋【奶油、脫脂牛乳、牛乳、蔗糖、玉米糖漿、關華豆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婀娜多色素】、代可可脂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油、蔗糖、麥芽糊精、食用可可粉、乳清粉、大豆卵磷脂、二氧化鈦、植物碳、食
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低筋麵粉(小麥)、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複方乳化
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碳酸氫鈉、關
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β-胡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食用大豆油)、水、乳化劑(脂
見外包裝標示
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乳粉、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檸檬酸、
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草莓糖漿【水、麥芽糖漿(麥芽糖、水、葡萄糖)、草莓、葡萄糖、蔗糖、柑橘果膠、香料、檸檬酸、抗氧化
劑(維生素C)、野櫻莓汁、蘋果酸、食用紅色四十號】、蔗糖、蔓越莓、食用烤酥油【植物油(棕櫚油、食用大豆油)、奶油、香料、大豆卵磷脂、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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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糖【葡萄糖漿、蔗糖、水、明膠
(牛)、D-山梨醇、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焦磷酸鈉、香料、食用藍色一號】、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食鹽、色膏【甜味劑(D-山梨醇液
大甲芋頭、麵粉、無鹽奶油、動物性鮮奶油、奶粉、甜點專用脂、蛋、天然酵母、細砂糖、葡萄液、鹽、水
見外包裝標示

鮮奶布丁(蛋奶素)-鮮奶、水、蛋、奶粉、糖、鮮奶油、奶油粉、焦糖醬汁(糖、水、刺槐豆膠)、鹽、香草香料
芒果雪酪(奶素)-水、奶粉、芒果泥、鮮奶、糖 、百香果濃縮汁、奶油粉、刺槐豆膠、鹽、鹿角菜膠、多磷素B 、脂肪酸甘油酯(乳化劑) 、香草香 見外包裝標示
料
草莓雪酪(葷)-水、奶粉、糖 、草莓濃縮汁、鮮奶、奶油粉、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鹽、多磷素B 、胭脂紅(天然食
用色素)、香草香料、草莓香料
鮮奶布丁(蛋奶素)-鮮奶、水、蛋、奶粉、糖、鮮奶油、奶油粉、焦糖醬汁(糖、水、刺槐豆膠)、鹽、香草香料
芒果雪酪(奶素)-水、奶粉、芒果泥、鮮奶、糖 、百香果濃縮汁、奶油粉、刺槐豆膠、鹽、鹿角菜膠、多磷素B 、脂肪酸甘油酯(乳化劑) 、香草香
見外包裝標示
料
草莓雪酪(葷)-水、奶粉、糖 、草莓濃縮汁、鮮奶、奶油粉、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鹽、多磷素B 、胭脂紅(天然
食用色素)、香草香料、草莓香料
水、糖、櫻花萃取物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001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16字第08PD01092號

130707AKP0000530

130707AKP0000530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8PD01538號

水、米、梅子汁
醉月HELLO KITTY梅子燒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0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H-153153519-00000-7

台灣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8PD01538號

濃醇巧克力塔：麵粉,人造奶油,代可可脂黑巧克力(砂糖、棕櫚仁油、可可粉、乳糖、大豆卵磷脂),水,鮮奶油,無鹽奶油,糖粉(砂糖、樹薯澱粉),可可
粉,雞蛋,鮮奶,白巧克力,蔗糖,克林姆粉(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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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胡蘿蔔素),碘鹽,香草籽醬(糖漿、香草萃取物、香草籽)。

PAUL巧克力塔檸檬塔

哈根旋轉木馬冰淇淋蛋糕

豪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03-3936565#118

02-8964-3453

桃園市大園區竹圍里三民路一段538號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8樓

私藏檸檬塔：水,麵粉,雞蛋,無鹽奶油,鮮奶油,檸檬汁,蔗糖,糖粉(砂糖、樹薯澱粉),鮮奶,人造奶油,煉乳(蔗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奶油、
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乳糖),代可可脂白巧克力(砂糖、棕櫚仁油、可可粉、乳糖、大豆卵磷脂),克林姆粉(蔗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 見外包裝標示
豪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A-153762843-00000-6。
台灣
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H-180060768-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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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胡蘿蔔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白巧力,明膠(豬),碘鹽,
香草籽醬(糖漿、香草萃取物、香草籽),食用黃色四號。

A-186384960-00000-2

台灣

夏威夷果仁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夏威夷果仁、蛋黃、黑糖、奶油、椰子油、鹽)、淇淋巧酥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
糖、蛋黃、小麥粉、椰子油、低脂可可粉、碳酸氫鈉、鹽、天然香草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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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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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海綿蛋糕 [蛋白、糖、蛋黃、沙拉油、低筋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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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鈣、檸檬酸)]、草莓、飾片[糖、可可脂、全脂奶粉、乳糖、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
可可膏、天然香草香料、無水奶油、二氧化鈦、氧化鐵、紅甜菜色素、胡蘿蔔提取物]、咖啡螺旋裝飾 (糖、氫化棕櫚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
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全脂奶粉、脫脂奶粉)、橘色巧克力圓球(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糖、麥芽
見外包裝標示
糊精、乳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檸檬香料、香莢蘭醛、檸檬酸、β胡蘿蔔素、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可可脂、黑巧克
力 (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覆盆子淋醬[砂糖、覆盆子果泥、葡萄糖漿、水、濃縮黑醋栗及接骨木莓果汁、檸檬酸、
蘋果果膠、天然香料、焦磷酸鈉、檸檬酸納、防腐劑(己二烯酸鉀)]、巧克力珍珠 [糖、可可脂、全脂奶粉、麵粉、米粉、著色劑(二氧化鈦、矽酸
鋁鉀珠光色素、氧化鐵紅)]、哈根達斯LOGO牌 [糖、完全氫化植物油脂(棕櫚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
鹽、奶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二氧化鈦]、葡萄糖、阿拉伯膠、鹿角菜膠、洋菜、糊精

有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香草焦糖脆皮甜筒
原料：香草焦糖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海鹽焦糖醬［糖、葡萄糖漿、水、濃縮脫脂乳、奶油、鹽、果膠（蘋果、柑橘）、天然香草
香料］、糖、蛋黃、葡萄糖粉、天然香草香料｝、牛奶巧克力杏仁脆皮甜筒（小麥粉、糖、杏仁、可可脂、奶油、可可塊、全脂奶粉、椰子油、
油菜籽卵磷脂、大豆卵磷脂、鹽、水、天然香草香料）、杏仁巧克力碎粒（杏仁、糖、可可脂、全脂奶粉、可可塊、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哈根達斯暖馨臻愛禮盒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02-8964-3453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8樓

A-186384960-00000-2

2.巧克力脆皮甜筒
原料：巧克力冰淇淋（鮮奶油、水、濃縮脫脂乳、糖、蛋黃、可可粉、可可塊、脫脂可可粉、椰子油、可可脂、奶油、米澱粉、大豆卵磷脂、天
然香草香料、鹽）、牛奶巧克力杏仁脆皮甜筒（小麥粉、糖、杏仁、可可脂、奶油、可可塊、全脂奶粉、椰子油、油菜籽卵磷脂、大豆卵磷脂、
鹽、水、天然香草香料）、杏仁巧克力碎粒（杏仁、糖、可可脂、全脂奶粉、可可塊、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法國(雪糕)/德國(甜筒)
3.巧克力脆杏仁雪糕
原料：巧克力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巧克力醬（糖、水、濃縮脫脂乳、低脂可可粉、椰子油、可可塊、可可脂、奶油、米澱粉、天
然香草香料、鹽）糖、可可粉、蛋黃］、牛奶巧克力醬（可可脂、糖、可可塊、全脂奶粉、脫脂奶粉、無水乳脂、椰子油、大豆卵磷脂、天然香
草香料）、烤杏仁（杏仁、紅花籽油）

見外包裝標示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4.草莓雪糕
原料：草莓冰淇淋［鮮奶油、糖漬草莓（草莓果粒、糖）、濃縮脫脂乳、糖、蛋黃、水］、牛奶巧克力醬（可可脂、糖、可可塊、全脂奶粉、無
水乳脂、椰子油、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一之軒甜心蛋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02-2219-2577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11號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金錦町金雀蜂蜜金箔蛋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金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 2396 1528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1段7號3樓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糕塔精緻手工蛋捲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用心製作食品有限公司

02-2662-9977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1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國王你好手工曲奇餅-原味
HK甜蜜點心爆米花
津輕完熟蘋果汁盒裝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49-2255991
03-6668617
(02)2218-1010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自強三路3號
新竹市東區千甲里千甲路428之3號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A-170537075-00000-2
F-109441680-00000-5

台灣
台灣
日本

鮮奶油、砂糖、蛋白液、調理專用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蛋
黃液、牛奶巧克力鈕扣34.6%(糖、可可脂、全脂奶粉、可可膏、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雞蛋、無鹽奶油、白巧克力31%【糖、可可脂、脫脂奶
粉、無水奶油、乳化劑(葵花卵磷脂)、天然香料】、可可脆片【麵粉、糖、脫水奶脂、乳糖、乳蛋白、鹽、大麥芽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小金
橙果泥(小金橙、檸檬酸)、沙拉油、蜜柑汁【蜜柑原汁30%、砂糖、檸檬酸、香料、黏稠劑(羧甲基纖維素)、著色劑(β-胡蘿蔔素)】、杏仁片、蔓
見外包裝標示
越莓乾(天然蔓越莓、糖、葵花籽油)、水、純可可脂鈕扣(可可脂)、深黑巧克力72%【可可膏、糖、可可脂、乳化劑(葵花卵磷脂)、天然香料】、桔
皮果蜜【橘皮、葡萄糖果糖糖漿、糖、檸檬酸(調味劑)、偏亞硫酸氫鈉(抗氧化劑)】、乳化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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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劑)】、開心果仁、君度橙皮酒、吉利丁粉(明膠)、泡打粉(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酸
性焦磷酸鈉)
雞蛋、砂糖、麵粉、蜂蜜、麥芽糖漿、中雙糖、奶粉、金箔
見外包裝標示
麵粉、洗選雞蛋、進口奶油、鮮奶、砂糖、肉鬆、花生醬
麵粉、天然奶油、砂糖、雞蛋、海藻糖、奶粉、小麥澱粉、鹽、香料、泡打粉 (焦磷酸二氫二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非基因改造玉米粒、椰子油(β胡蘿蔔素、維他命E)、糖、大豆卵磷脂、可可粉、無脂奶粉、天然香料
蘋果,DL-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1000萬

富邦
0525-19APO0000016
第一產險
1008字第08PR000187號
富邦產險0517-字第17AML0000034號
20-108-08721902-00003-PDL(和泰產物)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貳樓經典佛卡夏組1盒

貳樓經典佛卡夏組6盒

貳樓經典佛卡夏組6盒

)33貳樓經典佛卡夏組1盒

奧瑪巧克力爆漿蛋糕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04-7810729

04-7810729

04-7810729

04-7810729

04-7810729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F-166611376-00000-9

F-166611376-00000-9

F-166611376-00000-9

F-166611376-00000-9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OPEN !輕起士芋泥布丁蛋糕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有限公司

04-7810729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彰濱工業區)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貝克莉松鼠餅(草莓白巧)
美德迷你生乳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貝克莉有限公司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04-23297188
(03)361-5913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275號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A-153554042-00000-6
A-153554042-00000-6

台灣
台灣

美德福源花生生乳捲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03)361-5913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A-153554042-00000-6

台灣

福源醬好花生牛奶冰淇淋
不二製餅蛋黃酥2盒
不二製餅蛋黃酥15盒

云品生活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不二製餅
不二製餅

08-7629586
04-23808199
04-23808199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25號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25號

E-180177459-00006-4
B-182456484-00000-0
B-182456484-00000-0

台灣
台灣
台灣

雞肉起司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雞柳【雞胸肉、白胡椒粉、鹽、小蘇打、太白粉、沙拉油、水】、白醬【鮮奶油、蒜仁、高筋麵粉、白胡椒粉、洋香菜、
鹽、奶油塊】、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改
良劑)】、鹹香醬【鮮奶油、保久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磷酸氫二鈉、鹿角菜膠)、洋蔥、鴨蛋黃、培根、鴨蛋白、水、
大豆沙拉油、蒜、紅蔥頭、無鹽奶油、預拌粉(高筋麵粉、無鹽奶油、西洋芹菜、紅蘿蔔、洋蔥、青蔥、蒜、玉桂葉)、雞粉[鹽、調味劑(L-麩酸
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特砂、椒鹽粉(廟口香辣椒鹽粉)[調味劑(L-麩胺酸鈉)、鹽、黑
胡椒、茶枝、綠辣椒、甘草、雞心椒、品質改良劑(磷酸鈣)]、香菇粉】、焗烤刨絲乾酪【牛乳、鹽、乳酸菌、植物性凝乳酵素、微生物凝乳酵
素、婀娜多】、洋香菜葉。
見外包裝標示
粉紅夏威夷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茄汁醬【橄欖油、洋蔥、西洋芹、蒜仁、玉桂葉、番茄醬、黑胡椒粒、鹽、義大利香料、洋香菜葉、水、茄碎、辣醬油、
香菜、沙拉油】、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
改良劑)】、法蘭克福香腸切片【豬肉、水、中油、膠原蛋白腸衣、羊腸衣、砂糖、鹽、白胡椒粉維也納香腸調味粉(糖、食鹽、香料(荳蔻粉、辣
椒粉、丁香粉、胡荽粉、皮薩草粉、肉桂粉)、異抗壞血酸鈉、磷酸鈣、DL-胺基丙酸、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緻葵花油))、紅麴色素(含酒精)、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保色劑(鹽、亞硝酸鈉、硝酸鉀、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胭脂
紅】、鳳梨【鳳梨、水、砂糖、檸檬酸】、洋菇【洋菇、水、鹽】、洋香菜葉。
雞肉起司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雞柳【雞胸肉、白胡椒粉、鹽、小蘇打、太白粉、沙拉油、水】、白醬【鮮奶油、蒜仁、高筋麵粉、白胡椒粉、洋香菜、
鹽、奶油塊】、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改
良劑)】、鹹香醬【鮮奶油、保久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磷酸氫二鈉、鹿角菜膠)、洋蔥、鴨蛋黃、培根、鴨蛋白、水、
大豆沙拉油、蒜、紅蔥頭、無鹽奶油、預拌粉(高筋麵粉、無鹽奶油、西洋芹菜、紅蘿蔔、洋蔥、青蔥、蒜、玉桂葉)、雞粉[鹽、調味劑(L-麩酸
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特砂、椒鹽粉(廟口香辣椒鹽粉)[調味劑(L-麩胺酸鈉)、鹽、黑
胡椒、茶枝、綠辣椒、甘草、雞心椒、品質改良劑(磷酸鈣)]、香菇粉】、焗烤刨絲乾酪【牛乳、鹽、乳酸菌、植物性凝乳酵素、微生物凝乳酵
素、婀娜多】、洋香菜葉。
見外包裝標示
粉紅夏威夷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茄汁醬【橄欖油、洋蔥、西洋芹、蒜仁、玉桂葉、番茄醬、黑胡椒粒、鹽、義大利香料、洋香菜葉、水、茄碎、辣醬油、
香菜、沙拉油】、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
改良劑)】、法蘭克福香腸切片【豬肉、水、中油、膠原蛋白腸衣、羊腸衣、砂糖、鹽、白胡椒粉維也納香腸調味粉(糖、食鹽、香料(荳蔻粉、辣
椒粉、丁香粉、胡荽粉、皮薩草粉、肉桂粉)、異抗壞血酸鈉、磷酸鈣、DL-胺基丙酸、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緻葵花油))、紅麴色素(含酒精)、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保色劑(鹽、亞硝酸鈉、硝酸鉀、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胭脂
紅】、鳳梨【鳳梨、水、砂糖、檸檬酸】、洋菇【洋菇、水、鹽】、洋香菜葉。
雞肉起司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雞柳【雞胸肉、白胡椒粉、鹽、小蘇打、太白粉、沙拉油、水】、白醬【鮮奶油、蒜仁、高筋麵粉、白胡椒粉、洋香菜、
鹽、奶油塊】、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改
良劑)】、鹹香醬【鮮奶油、保久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磷酸氫二鈉、鹿角菜膠)、洋蔥、鴨蛋黃、培根、鴨蛋白、水、
大豆沙拉油、蒜、紅蔥頭、無鹽奶油、預拌粉(高筋麵粉、無鹽奶油、西洋芹菜、紅蘿蔔、洋蔥、青蔥、蒜、玉桂葉)、雞粉[鹽、調味劑(L-麩酸
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特砂、椒鹽粉(廟口香辣椒鹽粉)[調味劑(L-麩胺酸鈉)、鹽、黑
胡椒、茶枝、綠辣椒、甘草、雞心椒、品質改良劑(磷酸鈣)]、香菇粉】、焗烤刨絲乾酪【牛乳、鹽、乳酸菌、植物性凝乳酵素、微生物凝乳酵
素、婀娜多】、洋香菜葉。
見外包裝標示
粉紅夏威夷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茄汁醬【橄欖油、洋蔥、西洋芹、蒜仁、玉桂葉、番茄醬、黑胡椒粒、鹽、義大利香料、洋香菜葉、水、茄碎、辣醬油、
香菜、沙拉油】、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
改良劑)】、法蘭克福香腸切片【豬肉、水、中油、膠原蛋白腸衣、羊腸衣、砂糖、鹽、白胡椒粉維也納香腸調味粉(糖、食鹽、香料(荳蔻粉、辣
椒粉、丁香粉、胡荽粉、皮薩草粉、肉桂粉)、異抗壞血酸鈉、磷酸鈣、DL-胺基丙酸、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緻葵花油))、紅麴色素(含酒精)、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保色劑(鹽、亞硝酸鈉、硝酸鉀、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胭脂
紅】、鳳梨【鳳梨、水、砂糖、檸檬酸】、洋菇【洋菇、水、鹽】、洋香菜葉。
雞肉起司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雞柳【雞胸肉、白胡椒粉、鹽、小蘇打、太白粉、沙拉油、水】、白醬【鮮奶油、蒜仁、高筋麵粉、白胡椒粉、洋香菜、
鹽、奶油塊】、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改
良劑)】、鹹香醬【鮮奶油、保久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磷酸氫二鈉、鹿角菜膠)、洋蔥、鴨蛋黃、培根、鴨蛋白、水、
大豆沙拉油、蒜、紅蔥頭、無鹽奶油、預拌粉(高筋麵粉、無鹽奶油、西洋芹菜、紅蘿蔔、洋蔥、青蔥、蒜、玉桂葉)、雞粉[鹽、調味劑(L-麩酸
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特砂、椒鹽粉(廟口香辣椒鹽粉)[調味劑(L-麩胺酸鈉)、鹽、黑
胡椒、茶枝、綠辣椒、甘草、雞心椒、品質改良劑(磷酸鈣)]、香菇粉】、焗烤刨絲乾酪【牛乳、鹽、乳酸菌、植物性凝乳酵素、微生物凝乳酵
素、婀娜多】、洋香菜葉。
見外包裝標示
粉紅夏威夷佛卡夏:麵包【水、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
素)]、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他命C)]、細砂、橄欖油、食鹽、麵包改良劑[小麥粉、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卵磷脂、維生素C(抗氧化劑)]、義大利香料(馬郁蘭、百里香、迷迭香、香薄荷、苦艾、奧勒岡草、羅勒)】、馬自拉刨絲乾酪【牛乳、鹽、
乳酸菌、凝乳酵素】、茄汁醬【橄欖油、洋蔥、西洋芹、蒜仁、玉桂葉、番茄醬、黑胡椒粒、鹽、義大利香料、洋香菜葉、水、茄碎、辣醬油、
香菜、沙拉油】、沙拉醬【大豆油、蔗糖、雞蛋、水、釀造食醋、食鹽、檸檬酸、玉米糖膠、關華豆膠、芥子抽出物、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 (品質
改良劑)】、法蘭克福香腸切片【豬肉、水、中油、膠原蛋白腸衣、羊腸衣、砂糖、鹽、白胡椒粉維也納香腸調味粉(糖、食鹽、香料(荳蔻粉、辣
椒粉、丁香粉、胡荽粉、皮薩草粉、肉桂粉)、異抗壞血酸鈉、磷酸鈣、DL-胺基丙酸、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緻葵花油))、紅麴色素(含酒精)、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保色劑(鹽、亞硝酸鈉、硝酸鉀、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胭脂
紅】、鳳梨【鳳梨、水、砂糖、檸檬酸】、洋菇【洋菇、水、鹽】、洋香菜葉。
雞蛋、保久乳、砂糖、大豆沙拉油、麵粉、脂肪抹醬、布丁卡士達粉【糖粉、奶粉、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麥芽糊精、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磷酸鈉、β-環狀糊精、香料(奶粉、奶油、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二氧
化鈦、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
劑)]】、代可可脂水滴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棕櫚油、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脂、香料】、動物鮮奶油 見外包裝標示

芋頭餡【芋頭、白鳳豆沙、大豆油、蔗糖、梔子紫色素(水、梔子紅色素、梔子藍色素)、D-山梨醇液70%(甜味劑)、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
酸鈉、焦磷酸鈉、香料(香料、丙二醇)】、鮮奶油乾酪【乳脂、牛乳、食鹽、乳酸菌、刺槐豆膠】、雞蛋、脂肪抹醬、砂糖、水、濃縮奶【水、奶
粉、完全氫化椰子油、糖、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碳酸氫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低筋麵粉【小麥】、保久乳、大豆沙拉
油、無鹽人造奶油、布丁粉【奶粉、奶精(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椰子油、乳清粉、磷酸氫二鉀、乾酪素鈉、矽鋁酸鈉、脂肪酸甘油酯、多磷酸鉀、
見外包裝標示
乳酸硬脂酸鈉、香料、婀娜多色素、薑黃色素)、複方黏稠劑(刺槐豆膠、麥芽糊精、鹿角菜膠、葡萄糖、氯化鉀、糊精)、香料(糊精、香料、阿拉
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玉米糖膠】、高筋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液化酵素(樹薯澱粉、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
(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醣酵素)】、香草精【香料、丙二醇】。
麵粉、蛋、二砂、鹽、奶油、奶粉、軟質巧克力(奶粉、植物油、乳化劑、香莢蘭醛)、草莓乾、鮮乳脂
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雞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油)、食用醋(糯米、水)
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花生醬(花生、糖、鹽)、雞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油)、鹽、
白醋(糯米、水)
水、麥芽糖、花生醬、砂糖、椰子油、奶粉、花生粉、麥芽糊精、奶油、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鹽
紅豆沙(紅雲豆、蔗糖、奶油、麥芽糖)、鹹蛋黃、麵粉、奶油、砂糖
紅豆沙(紅雲豆、蔗糖、奶油、麥芽糖)、鹹蛋黃、麵粉、奶油、砂糖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富邦產物保險
0504字第19AML0001376號
本保單係0504字第18AML0001386號保單續保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0900-2236001740-05
富邦，2519AML0000251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2519AML0000251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物保險：50-108-07723877-00007-PDL
國泰產物1502字08PD03500號
國泰產物1502字08PD03500號

亞尼克珍珠奶茶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果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A-180618239-00001-6

台灣

亞尼克珍珠奶茶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果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A-180618239-00001-6

台灣

亞尼克原味生乳卷1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果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A-180618239-00001-6

台灣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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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
黑糖珍珠{麥芽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水、黑糖、可可粉、香料、胺基酸混和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樹薯澱粉、馬 見外包裝標示
鈴薯澱粉、棕櫚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紅茶粉、蛋白粉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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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
黑糖珍珠{麥芽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水、黑糖、可可粉、香料、胺基酸混和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樹薯澱粉、馬 見外包裝標示
鈴薯澱粉、棕櫚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紅茶粉、蛋白粉
蛋.鮮奶.砂糖.奶油.日本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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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
米纖維)、乳清、香料>.蛋白粉
見外包裝標示

拿破崙菠蘿流沙麵包2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F-128752001-00000-8

台灣

高筋麵粉、砂糖、酥油、保久乳、鹽、雞蛋、糖粉、奶粉、安佳奶油、鴨蛋、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粘稠
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保險0900-22360027-02

見外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保險0900-22360027-02

富邦產物07-062207A10043

富邦產物07-062207A10043

富邦產物07-062207A10043

拿破崙菠蘿流沙麵包8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F-128752001-00000-8

台灣

高筋麵粉、砂糖、酥油、保久乳、鹽、雞蛋、糖粉、奶粉、安佳奶油、鴨蛋、動物性鮮奶油(乳脂、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粘稠
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

香帥芋香卷心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香帥蛋糕有限公司

226486558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11巷26號

F-153226549-00000-9

台灣

芋頭、麵粉、植物油(大豆油)、砂糖、食鹽、雞蛋、可可粉（蛋奶素可食用）。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續保

香帥芋香卷心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香帥蛋糕有限公司

226486558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一段211巷26號

F-153226549-00000-9

台灣

芋頭、麵粉、植物油(大豆油)、砂糖、食鹽、雞蛋、可可粉（蛋奶素可食用）。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00字第02ML002237號續保

微熱山丘蜜豐糖脆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666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號4樓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雞蛋、麵粉、甘蔗原萃、蜂蜜、麥芽糖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物60-108-07300984-00010-PDL

微熱馥餅殿榴槤捲(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666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號4樓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奶油、蛋白、榴槤、砂糖、杏仁粉、麵粉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物60-108-07300984-00010-PDL

微熱馥餅殿榴槤捲(20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666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號4樓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奶油、蛋白、榴槤、砂糖、杏仁粉、麵粉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物60-108-07300984-00010-PDL

微熱山丘蘋果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666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號4樓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蘋果、麵粉、奶油、白砂糖、蛋、煉乳、奶粉、芝士粉、檸檬汁、水、鹽

見外包裝標示

和泰產物60-108-07300984-00010-PDL

佳德鳳梨酥(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02-87878186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

A-113109952-00000-8

台灣

麵粉、砂糖、進口奶油、蛋、鹽、鳳梨餡、少許冬瓜餡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151602PD0270

小潘鳳凰酥(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小潘蛋糕坊有限公司

02-9692803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35巷11-1號

F-170762591-00000-9

台灣

麵粉、糖、鹽、鳳梨、冬瓜餡、進口奶油、麥芽、蛋黃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物150105CG01307

艾波索榛果巧克力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35012035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７號

F-129146530-00001-4

台灣

法藍四季冰棒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7-6167885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E-116649067-00000-1

台灣

芋泥千層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白話故事多媒體行銷有限公司

02-29997668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11號

F-150999632-00000-6

台灣

夜食酵素30入 2入組

統一藥品

統一藥品

02-25778899 #82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灣

夜食酵素30入 4入組

統一藥品

統一藥品

02-25778899 #82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灣

萊萃美葉黃素4入超值組

統一藥品

統一藥品

02-25778899 #824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美國

老協珍熬雞精7入-純雞-1盒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老協珍熬雞精7入-純雞11盒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LAC回原膠原蛋白飲品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918278082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142985733-00000-9

台灣

LAC優美鈣(二盒)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918278082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142985733-00000-9

台灣

LAC 蔬果酵素精華(二盒)

統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918278082

新加坡商傲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142985733-00000-9

台灣

小餅乾{小麥麵粉、蔗糖、乳清粉、植物油(精製棕櫚油、精製大豆油)、乳酪{巴氏殺菌乳、稀奶油、食用鹽、發酵菌種(乳酸乳球菌乳脂亞種、乳
酸乳球菌雙乙醯亞種、腸膜明串珠菌腸膜亞種)、刺槐豆膠}、乳酪(生乳、鹽、刺槐豆膠、乳酸菌)、無鹽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乳酸濃縮物)、
見外包裝標示
鮮奶油{乳脂.黏稠劑(鹿角菜膠)}、上白糖(蔗糖)、榛果餡{榛果(50%)、糖、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植物油(棕櫚仁)、
減脂可可粉17%、葵花籽卵磷脂、香料(香草醛)}、糖(蔗糖)、海藻糖
成分：幕斯(動物鮮奶油、提拉米蘇幕斯粉、牛奶)、抹面(糖、葡萄糖、白巧克力、煉乳、吉力丁粉)、蛋糕(雞蛋、小麥粉、糖、大豆油、香草粉、
鹽)
見外包裝標示
鮮奶油、芋頭、雞蛋、糖、調和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脂肪抹醬{水、氫化棕櫚仁油(含大豆卵磷
脂)、糖、棕櫚仁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食鹽、香料、磷酸氫二納、大豆卵磷脂、脂
肪酸聚合甘油酯、玉米糖膠}、麵粉、奶油、大豆沙拉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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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氫二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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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蔗糖素(甜味劑)、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粉(葡萄糖、馬鈴薯澱粉、氫化棕櫚核仁油、香草香料)、水、貝禮斯奶酒、
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香草香料、濃縮物(胡蘿蔔、紅花)、水、乙醇、修飾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萃取香草莢粉、、波
本香草萃取物、黏稠劑(玉米糖膠)}、泡打粉{玉米澱粉(非基改)、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葡萄糖酸-δ-內酯、碳酸鈣、磷酸二氫鈣、脂肪酸甘
油脂}、塔塔粉(酒石酸氫鉀、玉米澱粉、乳糖)
巴糖醇(甜味劑).乳糖醇(乳糖醇.麥芽糊精).牛乳清蛋白(包括其分解物).菊糖(菊苣纖維.蔗糖.葡萄糖.果糖).百香果粉(百香果.麥芽糊精).綜合植物酵素
(麥芽糊精.澱粉分解酵素.蛋白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纖維分解酵素).決明子萃取(麥芽糊精.決明子萃取).青木瓜萃取物(麥芽糊精.乳
糖.青木瓜萃取物(含青木瓜酵素)).藤黃果萃取(含羥基檸檬酸鈣鉀鹽).檸檬酸.鳳梨粉(鳳梨汁.麥芽糊精).乳酸菌粉(Lactobacillus plantarum TCI378.豆奶
粉.酵母抽出物.D-山梨醇.D-甘露醇.大豆纖維.L-精胺酸.玉米糖膠).木寡糖.鳳梨萃取(鳳梨萃取物(含鳳梨酵素).乳糖.麥芽糊精).磷酸鈣.二氧化矽.百香果
香料.鳳梨香料.蔗糖素(甜味劑).吡啶甲酸鉻.葡萄糖酸鋅.燕麥纖維.難消化性麥芽糊精.綜合果蔬發酵物(昆布.裙帶菜.紫菜.香菇.檸檬馬鞭草.苦艾.西番
蓮.金盞草.大飛揚草.牛筋草.檸檬草.大茴香.馬黛茶.魚腥草.紫蘇.薰衣草.貓薄荷.洋甘菊.生薑.益母草.芭樂葉.丁香.咸豐草.迷迭香.燕麥片.玉米.大麥.豌
豆.紅豆.薏仁.芝麻.刺槐豆.小米.大豆.爆裂玉米.黑麥.黑豆.鷹嘴豆.扁豆.糙米.鳳梨.香蕉.蘋果.木瓜.芭樂.哈密瓜.酪梨.梅子.西印度櫻桃.檸檬.葡萄乾.芒
果.楊桃.西瓜.腰果.核桃.奇異果.西洋梨.巴西莓.卡姆果.萊姆.玫瑰果.橘子.樹莓.柳橙.水蜜桃.蘿蔔.高麗菜.蓮藕.牛蒡.菊苣.甘藷.南瓜.木薯.番茄.羽衣甘
藍.青椒.紅甜菜.胡蘿蔔.長型南瓜)
巴糖醇(甜味劑).乳糖醇(乳糖醇.麥芽糊精).牛乳清蛋白(包括其分解物).菊糖(菊苣纖維.蔗糖.葡萄糖.果糖).百香果粉(百香果.麥芽糊精).綜合植物酵素
(麥芽糊精.澱粉分解酵素.蛋白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纖維分解酵素).決明子萃取(麥芽糊精.決明子萃取).青木瓜萃取物(麥芽糊精.乳
糖.青木瓜萃取物(含青木瓜酵素)).藤黃果萃取(含羥基檸檬酸鈣鉀鹽).檸檬酸.鳳梨粉(鳳梨汁.麥芽糊精).乳酸菌粉(Lactobacillus plantarum TCI378.豆奶
粉.酵母抽出物.D-山梨醇.D-甘露醇.大豆纖維.L-精胺酸.玉米糖膠).木寡糖.鳳梨萃取(鳳梨萃取物(含鳳梨酵素).乳糖.麥芽糊精).磷酸鈣.二氧化矽.百香果
香料.鳳梨香料.蔗糖素(甜味劑).吡啶甲酸鉻.葡萄糖酸鋅.燕麥纖維.難消化性麥芽糊精.綜合果蔬發酵物(昆布.裙帶菜.紫菜.香菇.檸檬馬鞭草.苦艾.西番
蓮.金盞草.大飛揚草.牛筋草.檸檬草.大茴香.馬黛茶.魚腥草.紫蘇.薰衣草.貓薄荷.洋甘菊.生薑.益母草.芭樂葉.丁香.咸豐草.迷迭香.燕麥片.玉米.大麥.豌
豆.紅豆.薏仁.芝麻.刺槐豆.小米.大豆.爆裂玉米.黑麥.黑豆.鷹嘴豆.扁豆.糙米.鳳梨.香蕉.蘋果.木瓜.芭樂.哈密瓜.酪梨.梅子.西印度櫻桃.檸檬.葡萄乾.芒
果.楊桃.西瓜.腰果.核桃.奇異果.西洋梨.巴西莓.卡姆果.萊姆.玫瑰果.橘子.樹莓.柳橙.水蜜桃.蘿蔔.高麗菜.蓮藕.牛蒡.菊苣.甘藷.南瓜.木薯.番茄.羽衣甘
藍.青椒.紅甜菜.胡蘿蔔.長型南瓜)
魚油 (魚油(鯷魚、沙丁魚)、混合生育醇維生素E (抗氧化劑))、大豆油、維生素C、維生素E、葉黃素 (玉米 油、葉黃素(含玉米黃素))、蜂蠟、硒酵
母、大豆卵磷脂、氧化鋅、β-胡蘿蔔素(葵花油、
β- 胡蘿蔔素)、硫酸銅。
外膜：明膠(豬來源)、甘油、水、食用紅色40號鋁麗基、食用藍色2號鋁麗基、二氧化鈦(著色劑)、食用黃色6號鋁麗基。
老母雞
老母雞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19AML0001755號

新光產物130507AK0A00006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0525字第19AML0003027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見外包裝標示
見外包裝標示

水、膠原蛋白(魚)、濃縮柳橙果汁、果寡糖(FOS)、異麥芽酮糖醇(甜味劑)、檸檬酸、香料(柳橙)、DL-蘋果酸、維生素C、維生素E、輔酵素Ｑ10、
見外包裝標示
玉米胚芽抽取物、苯甲酸鈉(防腐劑)、馬胎盤、N-乙醯基-D-葡萄糖胺、鮭魚精巢、維生素B1、蔗糖素(甜味劑)、維生素B2、維生素B6。
檸檬酸鈣、蔗糖、赤藻糖醇(甜味劑)、氧化鎂、果寡糖、檸檬濃縮汁、海藻糖、檸檬果汁粉[含檸檬濃縮汁、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薯)、檸檬酸、
香料、β-胡蘿蔔素]、膠原蛋白(魚)、二氧化矽、維生素C、維生素E(含維生素E、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麥芽糊精、二氧化矽)、檸檬酸、香料(檸
見外包裝標示
檬、薄荷)(含香料、酒精、水、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丙二醇)、維生素D3[含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中鏈三酸甘
油酯、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維生素D3]。
蔬果醱酵乾燥粉末(乳糖、番石榴、葡萄、柳橙、蘋果、梅子、李子、百香果、甘藍、鳳梨、檸檬、絲瓜、香蕉、葡萄柚、竹筍、木瓜)、百香果果
汁粉{砂糖、麥芽糊精、百香果、檸檬酸鈉、香料、百香果果汁粉、β-胡蘿蔔素(當著色劑)}、氧化鎂、D-山梨醇(甜味劑)、玉米來源糊精纖維、柳
見外包裝標示
橙果汁粉{砂糖、柳橙果汁粉、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檸檬酸、檸檬酸鈉、玉米澱粉、蘋果酸、橘子香料、β-胡蘿蔔素(當著色劑)}、維生素C、綜
合酵素(蛋白質酵素、麥芽糊精、澱粉酵素、脂解酵素、鳳梨酵素、木瓜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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