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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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

屬性
提盒or提袋 牛產地

(原)030迷你泡芙-1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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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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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蛋奶素 X

(原)031迷你泡芙-10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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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H-169759865-00000-0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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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蛋奶素 X

(原)032迷你奶油可頌-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利坊有限公司 02-2929929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6樓之一 A-189627033-00000-6 A-129067394-00000-8 泰國 小麥粉、水、奶油、糖、酵母、蛋、鹽、

改良劑[小麥粉、木薯澱粉、乳化劑(酒石酸甘油酯)、碳酸鈣、抗氧化劑(維生素C)、澱粉酶] 、小麥

見外包裝標示 責任保險單號碼   0300A01717 蛋奶素 X

(原)033迷你奶油可頌-10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得利坊有限公司 02-2929929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5號6樓之一 A-189627033-00000-6 A-129067394-00000-8 泰國 小麥粉、水、奶油、糖、酵母、蛋、鹽、

改良劑[小麥粉、木薯澱粉、乳化劑(酒石酸甘油酯)、碳酸鈣、抗氧化劑(維生素C)、澱粉酶] 、小麥

見外包裝標示 責任保險單號碼   0300A01717 蛋奶素 X

(原)129Semeur聖娜金塊香蒜1入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愛維爾蛋糕有限公司 (02)3234-9888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號F棟1樓 A-170790935-00000-8 F-180612328-00001-4 台灣 吐司【黃LH高筋麵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小麥澱粉、澱粉液化酵素、維生素C、聚木糖酵素、小

麥蛋白、葡萄糖氧化酵素、脂肪酵素、鹽、糊精、D-山梨醇)、水、糖(蔗糖)、白油【植物性油脂(棕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6字第19AML0000598號 植物五辛素 X

(原)077Semeur聖娜金塊香蒜8入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愛維爾蛋糕有限公司 (02)3234-9888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號F棟1樓 A-170790935-00000-8 F-180612328-00001-4 台灣 吐司【黃LH高筋麵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小麥澱粉、澱粉液化酵素、維生素C、聚木糖酵素、小

麥蛋白、葡萄糖氧化酵素、脂肪酵素、鹽、糊精、D-山梨醇)、水、糖(蔗糖)、白油【植物性油脂(棕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6字第19AML0000598號 植物五辛素 X

(宅)美德冰奶烘蛋三明治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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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54505479-00000-4 台灣 生乳、麵粉、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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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乳酪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0525AML0000235 蛋奶素 X

(宅)美德冰奶烘蛋三明治8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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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54505479-00000-4 台灣 生乳、麵粉、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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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腿、乳酪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0525AML0000235 蛋奶素 X

(宅)阿默荷蘭貴族手工蛋糕1入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阿默企業有限公司 02-8076-3369EX563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四樓 F-127391590-00000-9 F-127391590-00000-9 台灣 鮮奶、奶油、麵粉、雞蛋、砂糖、香辛料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有麩

質的穀類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本產品

0500字第19AML0001929號 蛋奶素 X

(宅)阿默荷蘭貴族手工蛋糕12入 旺默食品有限公司 阿默企業有限公司 02-8076-3369EX563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四樓 F-127391590-00000-9 F-127391590-00000-9 台灣 鮮奶、奶油、麵粉、雞蛋、砂糖、香辛料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有麩

質的穀類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本產品

0500字第19AML0001929號 蛋奶素 X

(宅)依蕾特限定款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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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69597074-00000-8 台灣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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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產品線亦生產芒果與芝麻相關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食用。130708AKP0000640 葷 提袋

(宅)依蕾特限定款8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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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69597074-00000-8 台灣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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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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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焦磷酸鈉、胭脂紅(天然食用色素)、香草香料、草莓香料
玫瑰荔枝凝凍(蛋奶素)-荔枝原汁、水、糖、荔汁濃縮汁、覆盆子濃縮汁、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荔枝香料、玫瑰香料本產品含有牛奶、蛋，產品線亦生產芒果與芝麻相關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食用。130708AKP0000640 葷 提袋

(宅)亞尼克鮮芋布丁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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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9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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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餡、布丁[水、砂糖、奶粉、刺槐豆膠、海藻糖、鹿角菜膠、牛奶抽出物、脂肪酸甘油酯、奶油、香料(丙二醇、香料)、樹薯澱粉、β-胡蘿蔔素、氯化鉀、檸檬酸鉀]、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蛋白粉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0525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葷 提袋

(宅)亞尼克鮮芋布丁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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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9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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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餡、布丁[水、砂糖、奶粉、刺槐豆膠、海藻糖、鹿角菜膠、牛奶抽出物、脂肪酸甘油酯、奶油、香料(丙二醇、香料)、樹薯澱粉、β-胡蘿蔔素、氯化鉀、檸檬酸鉀]、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蛋白粉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0525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葷 提袋

(宅)亞尼克原味生乳卷1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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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9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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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粉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0525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24雙月靈芝茶葉蛋-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962329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A-189627033-00000-6 E-188316341-00001-7 台灣 雞蛋、滷汁〔水、蔗糖、醬油(大豆、小麥)、鹽、焦糖色素、調味劑(胺基乙酸、D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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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滷包(茶葉、當歸、白首烏、龍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原)025雙月靈芝茶葉蛋-12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962329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A-189627033-00000-6 E-188316341-00001-7 台灣 雞蛋、滷汁〔水、蔗糖、醬油(大豆、小麥)、鹽、焦糖色素、調味劑(胺基乙酸、D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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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滷包(茶葉、當歸、白首烏、龍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宅)涓豆腐韓式泡菜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02-2581-3818#235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路42號4號 F-170762591-00000-9 A-128841757-00000-0 台灣 大白菜、蒜頭、韓國辣椒粉、鹽、蘋果、水、辣椒、玉米糖漿、薑、L-麩酸鈉、海藻糖、糖 本產品與其他有大豆、小麥、芝麻、魚、軟體動物類、二氧化硫、蛋、牛奶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旺旺友聯產物保險 葷 X

(宅)涓豆腐韓式泡菜10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02-2581-3818#235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路42號4號 F-170762591-00000-9 A-128841757-00000-0 台灣 大白菜、蒜頭、韓國辣椒粉、鹽、蘋果、水、辣椒、玉米糖漿、薑、L-麩酸鈉、海藻糖、糖 本產品與其他有大豆、小麥、芝麻、魚、軟體動物類、二氧化硫、蛋、牛奶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旺旺友聯產物保險 葷 X

(宅)黑丸-嫩仙草3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堂有限公司 02-22082299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7號 F-170762591-00000-9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全素 桶裝

(宅)黑丸-嫩仙草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堂有限公司 02-22082299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7號 F-170762591-00000-9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全素 桶裝

(宅)黑丸-愛玉3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堂有限公司 02-22082299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7號 F-170762591-00000-9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全素 桶裝

(宅)黑丸-愛玉6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堂有限公司 02-22082299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7號 F-170762591-00000-9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全素 桶裝

(宅)佳興檸檬汁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芯食品有限公司 03-8611888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F-170762591-00000-9 A-170762591-00301-9 台灣 水，檸檬，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生乳，沙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 此商品含有乳製品 旺旺友聯1200字第07PLON000031 奶素 X

(原)087微卡蒟蒻麵1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艾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4300373 #6104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02號B1 A-170537075-00000-2 A-153778211-00000-2 台灣 微卡蒟蒻義大利麵－番茄肉醬

麵條：水、小麥澱粉、蒟蒻精粉、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含大豆）、樹薯澱粉、卡德蘭膠、海藻

如外包裝所示 0525 字第 19AML0002010 號 葷 X

(原)088 微卡蒟蒻拌麵-義大利麵6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艾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2-24300373 #6104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 202號B1 A-170537075-00000-2 A-153778211-00000-2 台灣 微卡蒟蒻義大利麵－番茄肉醬

麵條：水、小麥澱粉、蒟蒻精粉、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含大豆）、樹薯澱粉、卡德蘭膠、海藻

如外包裝所示 0525 字第 19AML0002010 號 葷 X

(原)02621風味館主廚腿排-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18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87號 A-189627033-00000-6 0 台灣 雞肉、水、原味浸漬粉(蔗糖、多磷酸鈉、食鹽、L-麩酸鈉、糊精、胡椒、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

胡椒抽出物)、香草、烤雞粉【香辛料(匈牙利椒、辣椒、大蒜、胡椒、青蔥、洋蔥、丁香、迷迭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原)02721風味館主廚腿排-20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18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87號 A-189627033-00000-6 0 台灣 雞肉、水、原味浸漬粉(蔗糖、多磷酸鈉、食鹽、L-麩酸鈉、糊精、胡椒、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

胡椒抽出物)、香草、烤雞粉【香辛料(匈牙利椒、辣椒、大蒜、胡椒、青蔥、洋蔥、丁香、迷迭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原)028胖胖薯-單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03-4500228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A-189627033-00000-6 H-142582350-00000-4 美國 馬鈴薯、植物油(包含芥菜籽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棉籽油、玉米油、棉籽油)、強化麥

粉(麥粉、菸鹼酸、還原鐵、硝酸硫胺、核黃素、葉酸)、糯米粉、糊精、鹽、修飾玉米澱粉(磷酸二

見外包裝標示 0109PDT00037 全素 X

(原)029胖胖薯-8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03-4500228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822號 A-189627033-00000-6 H-142582350-00000-4 美國 馬鈴薯、植物油(包含芥菜籽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棉籽油、玉米油、棉籽油)、強化麥

粉(麥粉、菸鹼酸、還原鐵、硝酸硫胺、核黃素、葉酸)、糯米粉、糊精、鹽、修飾玉米澱粉(磷酸二

見外包裝標示 0109PDT00037 全素 X

(原)075澎湖花枝撞油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華育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04-22968368 台中市北屯區陳平一街87號 F-170762591-00000-9 B-126993449-00000-5 台灣 花枝、魚漿(魚肉、糖、磷酸鈉、蛋白粉)、鹽、蛋清、豬背脂、地瓜粉、胺基乙酸、白胡椒、L-麩酸鈉、砂糖、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馬鈴薯澱粉、酵母抽出物                                                                        油條(麵粉、碳酸氫鈉、棕櫚油、碳酸氫銨、燒銨明礬)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花枝及其製品、魚槳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17401字第09ML000144號 葷 X

(原)109綠野農莊台灣鹹酥雞1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41-1111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F-166611376-00000-9 F-123930626-00001-5 台灣 雞肉、樹薯澱粉、鹽、麵粉、玉米澱粉、辣椒、油性辣椒紅、辣油、水、玉米粉、棕櫚油、糖、大

豆蛋白、胡椒、釀造醬油、麥芽糊精、大豆油、肉桂、丁香枝、小茴香子、八角調味劑(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及其製品.                                       本產品

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生,牛奶,蛋及

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ML000590號

葷 X

(原)110綠野農莊台灣鹹酥雞10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341-1111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F-166611376-00000-9 F-123930626-00001-5 台灣 雞肉、樹薯澱粉、鹽、麵粉、玉米澱粉、辣椒、油性辣椒紅、辣油、水、玉米粉、棕櫚油、糖、大

豆蛋白、胡椒、釀造醬油、麥芽糊精、大豆油、肉桂、丁香枝、小茴香子、八角調味劑(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及其製品.                                       本產品

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生,牛奶,蛋及

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ML000590號

葷 X

(原)127莊記綠豆鑽冰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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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綠豆仁、水、紅砂糖、黑糖、龍眼湯（龍眼、糖、水）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物1503字第08PD02122號 全素 X

(原)063依蕾特厚乳冰淇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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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D-169597074-00000-8 E-180177459-00006-4 台灣 厚乳焦糖冰淇淋派(蛋奶素)-水、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砂糖、糖粉、麥芽糖、奶粉、椰子油、鮮奶油(乳脂35%以上、鹿角菜膠)、雞蛋、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槐頭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鹽、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厚乳芋頭冰淇淋派(蛋奶素)-水、低筋麵粉、無鹽奶油、芋頭、糖粉、麥芽糖、雞蛋、椰子油、奶粉、麥芽糊精、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槐頭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鹽、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牛奶、蛋、椰子油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花生、芝麻、大豆。130708AKP0000640 蛋奶素 X

(原)083港記酥皇翡翠綠豆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港記酥皇有限公司 (02)2389-5587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6號之2 A-170537075-00000-2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進口奶油、大豆油、紅豆、糖、綠豆 如外包裝所示 0522-19APL0000394 奶素 提袋

(原)084元祖星空雪月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元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84090*166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4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09462684-00000-7 台灣 雪餅(草莓)：水、蔗糖、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低筋麵粉、脫脂奶粉、麥芽糖、雪皮醬[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全脂奶粉、蔗糖、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大豆卵磷脂、牛奶糖香料(香料、丁酸、乙基香莢蘭醛、辛酸)、香莢蘭醛、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維生素E(抗氧化劑)]、糖粉、蛋白、果糖、有鹽奶油(奶油、鹽)、維佳醱酵風味油脂{棕櫚油、椰子油、水、奶油、味醂[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鹽、調味劑(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一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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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甘油酯]、卵磷脂、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蛋黃、草莓濃縮汁、三花奶水[水、麥芽糊精、脫脂乳粉、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水)、鹿角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溶液、維生素D3]、覆盆子、大豆油、蜂蜜、檸檬酸鈉、DL-蘋果酸、草莓香料(丙二醇、醋酸、香料)、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刺槐豆膠、焦糖色素、胭脂紅[D-山梨醇液70%、水、胭脂紅55%(胭脂紅、麥芽糊精)]、大麥芽、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硬脂酸鎂)、碳酸氫鈉、羧甲基纖維素鈉、乳酸鈣、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鹿角菜膠、蔗糖)、精鹽、玉米糖膠、ß-胡蘿蔔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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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胡蘿蔔素、二氧化矽、抗氧化劑(維生素E)]、檸檬酸鈉。

雪餅(起司玫瑰鹽)：水、蔗糖、低筋麵粉、玫瑰牛奶鹽糖醬｛麥芽糖、水、蔗糖、煉乳(蔗糖、全脂奶粉、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乳糖)、奶油、脫脂奶粉、安地斯岩鹽、香草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焦糖色素)、脂肪酸甘油酯、精鹽、大豆卵磷脂、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水、蔗糖、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刺槐豆膠、玉米糖膠、DL-蘋果酸、牛奶香料(香料、奶油、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麥芽糖、雪皮醬[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全脂奶粉、蔗糖、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1字第06PD01570號

葷 保冷袋

(原)107酷聖石長崎冰淇淋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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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05013258-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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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中筋麵粉(小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花

如附檔 蛋奶素 提盒

(原)022一福堂檸檬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喜堂食品有限公司 04-24256090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910號 A-189627033-00000-6 B-116660695-00000-8 台灣 麵粉、雞蛋、檸檬風味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特級砂糖、乳糖、脫脂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

脂、檸檬香料、β-胡蘿蔔素)、大豆沙拉油、牛乳、奶油、蔗糖、食鹽。

乳製品.雞蛋 台壽保產險1840字第15PR000020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23山田村一三文治冰淇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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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F-153778009-00000-2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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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F-153778009-00000-2 葷 X

(原)042手信坊流金綠豆糕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88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綠豆沙(綠豆仁、砂糖、大豆油、橄欖油、香料)、鴨蛋黃、流心餡粉(海藻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

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三仙膠、葡萄糖漿、棕櫚油、乾酪素鈉、脂肪酸甘油脂、磷酸氫二鉀、二

※此產品內含奶類、蛋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PDL

蛋奶素 提袋

(原)043韓味不二黃金柚子茶雪酪 云品生活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8-7629586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E-124683258-00000-0 E-180177459-00006-4 台灣 成分：水、柚子醬【柚子果肉、糖、果糖、蜂蜜、鹿角菜膠(黏稠劑)、檸檬酸(調味劑)、維生素C(抗

氧化劑)、水】、砂糖、椰子油、麥芽糖、蜂蜜、柳丁皮油、柑橘纖維、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

本產品含有椰子油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牛奶、芒果、

和泰產物保險：50-108-07723877-00007-PDL 全素 X

(原)072PABLO經典原味起司雪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塔樂奇股份有限公司 02-21811609 臺北市大同區建明里市民大道一段209號11樓之1F-170762591-00000-9 H-103538906-00001-0 台灣 水、餅乾(麵粉、砂糖、卵磷脂(大豆來源)、棕櫚油)、杏桃醬(糖(水飴、砂糖)、杏桃果泥(杏桃果肉、
維他命C)、D-山梨醇、黏稠劑【果膠(柑橘來源)、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玉米糖膠、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檸檬酸、檸檬酸鈉、香料、維他命C、磷酸鈣、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胡蘿蔔色素)、麥芽糖、加工乾酪(牛乳、
乳脂、食鹽、乳酸菌、刺槐豆膠)、脫脂奶粉、巧克力漿(椰子油、砂糖、奶粉、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
脂肪酸甘油酯、香莢蘭醛、奶油香料)、砂糖、奶油、人造奶油、乳酪香料(棕櫚油、大豆油、乳酪、乳酪香料、
脂肪酸甘油酯、麥芽糊精、脂肪分解酵素)、黏稠劑【脂肪酸甘油酯、玉米澱粉、葡萄糖、關華豆膠、刺槐
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奶製品 0800-08PDT00097 蛋奶素 X

(原)003快車肉乾福弟星璨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青草地食品有限公司 02-2226-7777分機623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92號 A-189627033-00000-6 F-153693396-00001-8 台灣 (1)原味杏仁香脆肉紙：豬肉、杏仁、糖、醬油、鹽、肉桂粉、大豆水解蛋白(基因改造)、棕櫚油、

大豆油、中鏈三酸甘油酯、葡萄糖、乳糖、L-麩酸鈉、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醋酸澱粉、異抗

見外包裝標示 07-062208A10195 葷 提盒

(原)051紅帽子法蘭酥綜合禮盒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445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35弄40號1樓 A-179995261-00000-6 日本 山梨縣牛奶巧克力法蘭酥：巧克力(砂糖、可可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可可膏、全脂奶

粉、脫脂奶粉、可可脂)，雞蛋白液，砂糖，薄餅(小麥粉、糯玉米澱粉、砂糖、棕櫚油、雞蛋白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大豆、奶製品與堅果類。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麩質的穀類、甲殼類、蛋、魚類、花生、大

70-108-05651834-00014-PDL 蛋奶素 提袋

(原)064統一生機果然優雙堅禮盒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3-4340372#1677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H-16781797-00000-1 H-16781797-00000-1 台灣 葡萄乾(葡萄乾、葵花油)、核桃、杏仁、腰果、南瓜子、蔓越莓乾(蔓越莓乾、蔗糖、葵花油) 提袋 1501字第08PD01479號 全素 提盒

(原)065Cophi特選咖啡豆組合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源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3-469-7387 源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桃園市平鎮區工業五路8號

 D-173251209-00000-0 H-143953288-00001-8 台灣 焙製咖啡豆
 過敏原資訊：無 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無素食標示 提盒

(原)103喜憨兒精靈趣奇餅乾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喜憨兒庇護工場 02-8221-7676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號E棟4樓 A-128200824-00000-4 F-192070381-00002-5 台灣 花生餅乾:麵粉、發酵奶油、花生醬(砂糖、棕櫚油、大豆卵磷脂、食鹽、香料、乳化劑【三酸甘油

脂、脂肪酸甘油脂】)、砂糖、蛋白、泡打粉(玉米澱粉、碳酸氫鈉、鈉明礬、磷酸二氫鈣)

本產品含有麵粉、牛奶、蛋及花生等產品，過敏體質者請誤食用 本產品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000萬元產

品責任險(投保金額非理賠金額)

提袋

(原)111醉月KITTY蜜柚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H-153153519-00000-7  Q-124631908-00001-8 台灣 水、糖、柚子汁 無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8PD01538號 葷 提袋

(原)112醉月KITTY金箔梅酒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915588826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H-153153519-00000-7  Q-124631908-00001-8 台灣 水、糖、梅子汁、食用金箔 無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8PD01538號 葷 提盒

(原)113百戰百勝紀念酒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082-330099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W-180137014-00000-4 W-180137014-00001-5 台灣-金門 高粱、小麥、水 無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字第08PR000320號

葷 提袋

(原)114皇家精釀-2020中秋限定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082-330099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W-180137014-00000-4 W-180137014-00001-5 台灣-金門 高粱、小麥、水 無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字第08PR000320號

葷 提盒

(原)01921風味館X雙月雞精1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05-7888333 分機113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P-178924373-00001-7 台灣 雙月靈芝樸雞精：熟齡雞熬取液、中藥水(水、當歸、白首烏、龍眼肉、紅棗、枸杞子、肉桂、黃

精、靈芝、粉光蔘、黃耆）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原)02021風味館X雙月雞精10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05-7888333 分機113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P-178924373-00001-7 台灣 雙月靈芝樸雞精：熟齡雞熬取液、中藥水(水、當歸、白首烏、龍眼肉、紅棗、枸杞子、肉桂、黃

精、靈芝、粉光蔘、黃耆）

見外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 X

(原)021珍苑干貝燉雞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16-9180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雞、雞高湯〔水、高湯 【水、雞】、鮮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鹽)、L-麩酸鈉、

糖、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2608AKP0000035 葷 X

(原)054老協珍熬雞精純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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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老母雞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52-0333000836-07

葷 提盒

(原)055老協珍熬雞精純雞-1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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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老母雞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52-0333000836-07

葷 提盒

(原)090濃縮精萃粉光粉PLUS一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愛上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0311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之1 A-170537075-00000-2 A-152711564-00000-9 美國 美國威斯康辛州花旗參、麥芽糊精、甘草 如外包裝所示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全素 X

(原)091濃縮精萃粉光粉PLUS六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愛上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0311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之1 A-170537075-00000-2 A-152711564-00000-9 美國 美國威斯康辛州花旗參、麥芽糊精、甘草 如外包裝所示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全素 X

(原)117白蘭氏萃雞精-1入  旺寶國際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白蘭氏三得利股份有限公司 02-6611-187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13樓 N-127930041-00001-8 台灣 雞精(萃取自紅羽土雞) 無 0800-08CGP00206 葷 X

(原)118白蘭氏萃雞精-10入  旺寶國際台灣股份有限公司 白蘭氏三得利股份有限公司 02-6611-1876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13樓 N-127930041-00001-8 台灣 雞精(萃取自紅羽土雞) 無 0800-08CGP00206 葷 X

(原)001Hello Kitty鳳梨酥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A-189627033-00000-6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鳳梨醬【鳳梨、麥芽糖、砂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奶油(乳脂肪、水)、砂糖、蛋、煉乳

【砂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見外包裝標示 本公司產品皆投保泰安產物保險1,900萬元 蛋奶素 提盒

(原)038手信坊招財進寶千兩箱禮盒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88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鳳梨醬(鳳梨、砂糖、麥芽糖、棕櫚油、鹽)、麵粉、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椰子油)、砂糖、雞

蛋、奶粉、白豆沙、香料、β-胡蘿蔔素、碳酸氫鈉、無鋁泡打粉(玉米澱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類、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此產品內含奶類、含有麩質的穀物、蛋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PDL

蛋奶素 提袋

(原)069佳德鳳梨酥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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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9 A-113109952-00000-8 台灣 麵粉、進口天然奶油、蛋、砂糖、鳳梨、冬瓜、鹽 奶.蛋 國泰151602PD0270 蛋奶素 提袋

(原)070鼎泰豐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02-22267890*5325 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6號 F-170762591-00000-9 F-186125275-00001-0 台灣 麵粉、糖、鳳梨、冬瓜餡、奶油、鹽 奶.蛋 富邦0525字第16AML0000646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71微熱山丘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215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 號4 樓 F-170762591-00000-9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鳳梨、奶油、麵粉、蛋、砂糖、麥芽糖、奶粉、芝士粉、煉乳、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品。 60-107-07300984-00009-PDL 蛋奶素 提袋

(原)126微熱鳳梨奶黃月餅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02)27182822#215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 號4 樓 F-170762591-00000-9 M-124202147-00002-4 台灣 鳳梨餡(鳳梨、砂糖、麥芽糖、精鹽)、白鳳豆、蔗糖、蛋、綠豆、鹹蛋黃、鮮奶油、奶油、麥芽糖、煉乳、糯米粉、水、麵粉、大豆沙拉油、奶粉、玉米澱粉、葡萄糖、米酒(米、食用酒精)、食鹽(氯化鈉、碘酸鉀)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大豆及其製品。 60-107-07300984-00009-PDL 葷食 (有含米酒)提袋

(原)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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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00004461-00000-9 台灣 麵粉、糖、鹽、鳳梨、冬瓜餡、進口奶油、麥芽、蛋黃 奶.蛋 國泰產物150105CG01307 蛋奶素 提袋

(原)093郭元益餅食世家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864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A-131264218-00000-5 H-131264218-00001-3 台灣 冰沙餡餅：白豆沙(白鳳豆、糖、豬油、海藻糖、麥芽糖、鹽)、麵粉、豬油、綠豆沙〔綠豆、糖、

海藻糖、麥芽糖〕、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見外包裝標示 0500字第20AML0000747號 葷 提袋

(原)094郭元益百年傳技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864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A-131264218-00000-5 H-131264218-00001-3 台灣 迷你京饌玉露：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

澱粉)、鹽、紅茶〕、麵粉、麻糬餡〔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抽出物、糖、麥芽糖、椰子

見外包裝標示 0500字第20AML0000747號 葷 提袋

(原)095郭元益旺來迷你酥皮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864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A-131264218-00000-5 H-131264218-00001-3 台灣 迷你金沙蛋黃酥：奶油烏豆沙餡(紅豆、糖、麥芽糖、蓮子、大豆油、奶油)、麵粉、鹹蛋黃、豬

油、糖、米酒、蛋、奶精{水、奶粉、棕櫚油、大豆卵磷脂、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無水)、磷酸

見外包裝標示 0500字第20AML0000747號 葷 提袋

(原)008萬波X顏新發紅豆粉粿月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04-24928611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A-189627033-00000-6 B-153169174-00000-5 台灣 紅豆牛奶餡（小紅豆、白鳳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奶油、蛋、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

粉）、粉粿[水、麥芽糖、麻糬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乳粉）、蔗糖、大豆沙拉油、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第1302-08AKP0000455號 奶素 提袋

(原)010顏新發福源花生醬太陽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04-24928611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A-189627033-00000-6 B-153169174-00000-5 台灣 麵粉、奶油、麥芽糖、蔗糖、花生醬（花生、糖、食鹽）、花生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第1302-08AKP0000455號 奶素 提袋

(原)015顏新發經典巧月酥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04-24928611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A-189627033-00000-6 B-153169174-00000-5 台灣 珍珠拿鐵酥：白豆沙(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麥芽糖）、黑糖粉圓(水、高果糖糖漿、蒟蒻

粉、樹薯澱粉、鹿膠菜膠、洋菜粉、焦糖糖漿、香料)、麵粉、蔗糖、奶油、蛋、乳粉、黑糖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第1302-08AKP0000455號 蛋奶素 提袋

(宅)不二製餅蛋黃酥2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不二製餅 04-23808199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25號 F-170762591-00000-9 B-182456484-00000-0 台灣 紅豆沙(紅雲豆、蔗糖、奶油、麥芽糖)、鹹蛋黃、麵粉、奶油、砂糖 小麥麵粉、蛋、奶製品 國泰產物1502字08PD03500號 蛋奶素 X

(宅)不二製餅蛋黃酥15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不二製餅 04-23808199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25號 F-170762591-00000-9 B-182456484-00000-0 台灣 紅豆沙(紅雲豆、蔗糖、奶油、麥芽糖)、鹹蛋黃、麵粉、奶油、砂糖 小麥麵粉、蛋、奶製品 國泰產物1502字08PD03500號 蛋奶素 X

(原)073陳允寶泉小雙月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陳允寶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222-2257#285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36號 F-170762591-00000-9 B-154586205-00001-5 台灣 小月餅：麵粉、糖、進口奶油、蛋、白鳳豆沙
御丹波：麵粉、糖、進口奶油、牛奶豆沙、乳酪、蜜漬紅豆產品含有雞蛋、牛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928223400458300 蛋奶素(小月餅)；奶素(御丹波)提袋

(原)007一福堂黃金Q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喜堂食品有限公司 04-24256090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910號 A-189627033-00000-6 B-116660695-00000-8 台灣 乳酪豆沙.糖.芝士粉.奶粉. 奶油.麻糬.麵粉.雞蛋.食用黃色(4號、5號).鹽 見外包裝標示 台壽保產險1840字第15PR000020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12大甲裕珍馨奶油酥餅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6870929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67號 A-189627033-00000-6 B-184560224-00019-0 台灣 麵粉、蔗糖、天然奶油、麥芽糖、奶粉、異麥芽寡糖、棕櫚油(用於軟化奶油)、食鹽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306AKP0000816 奶素 提袋

(原)089黃源興招牌五仁酥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黃源興餅店有限公司 02-2261-898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66號 A-170537075-00000-2 F-128373748-00000-5 台灣 五仁酥(非素食)

-麵粉、奶油、板油丁、水、砂糖、冬瓜條【冬瓜、砂糖、麥芽、水、偏亞硫酸氫鈉(500PPM以

如外包裝所示 國泰1516字第08PD03465號 葷 提袋

(原)106台中太陽餅12入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04-23813331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643號 A-153554042-00000-6 B-128903964-00001-1 台灣 原味: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

蜂蜜: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蜂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07-362208A10189 奶素 提袋

(原)011大甲裕珍馨紫玉酥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6870929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67號 A-189627033-00000-6 B-184560224-00019-0 台灣 芋頭餡【含芋頭、白鳳豆、葡萄糖、D-山梨醇液70%(甜味劑)、奶粉、香料、二氧化鈦】、麵粉、

天然奶油、蔗糖、麻薯粉(含糯米粉、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雪菓子(樹薯粉、糊精、洋

見外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306AKP0000816 奶素 提袋

(原)014阿聰師秋夕典藏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沃農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6711477 台中市大安區福興里興安路168號 A-189627033-00000-6 B-125023959-00000-4 台灣 阿聰師的小芋仔：麵粉、低糖芋泥【芋頭、白鳳豆、蔗糖、麥芽糖、雪白油(棕櫚油)、大豆沙拉

油、麥芽糊精、奶精、奶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椰漿粉、鹽、香料、糖味調味劑(香料、

見外包裝標示 1842-19PR0000062 蛋奶素 提袋

(原)056禮坊花月鼠瓷器禮盒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918-0786*73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H-134106066-00001-2 H-134106066-00001-2 台灣 黑松露奶黃酥:麵粉、奶酪仁、白鳳豆、無水奶油、馬鈴薯澱粉、麥芽糖、蔗糖、海藻糖、煉乳、鮮

乳油、蔗糖、大豆油、奶水、奶粉、黑松露醬、玉米粉(非基因改造)、鹹蛋黃、起士粉、食鹽、黃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堅果類及

其製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8AKP0000149 葷(含酒) 提盒

(原)057禮坊夢饗臻選禮盒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918-0786*73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H-134106066-00001-2 H-134106066-00001-2 台灣 烏豆沙起司酥:烏豆沙餡〔圓芸豆、紅芸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油、紅豆、黑芸豆、海藻糖、碳酸氫鈉、食鹽、香草粉(葡萄糖、香料(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二氧化矽)〕、麵粉、綠豆凸餡(綠豆仁、蔗糖、無水奶油、食鹽) 、無水奶油、馬鈴薯澱粉、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蔗糖、起士 (起士、馬鈴薯澱粉)、奶粉、奶油、芝麻、蜂蜜、沙漠湖鹽 、食鹽。  芋泥麻糬酥:芋頭餡〔芋頭、白鳳豆、麥芽糖、蔗糖、葡萄糖、大豆油、海藻糖、奶粉、食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含食用藍色一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麵粉、無水奶油、蔗糖、馬鈴薯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白豆沙(白鳳豆、蔗糖) 麥芽糖粉、麥芽糖、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液70%)、甘油、複方香料(香料、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食用紅色四十號、D-山梨醇液70%)、食鹽。  香菇滷香酥:白豆沙餡(白鳳豆、蔗糖、麥芽糖) 、麵粉、綠豆凸餡(綠豆仁、蔗糖、無水奶油、食鹽)、無水奶油、馬鈴薯澱粉、香菇 、大豆油、奶粉、蔗糖、紅麴色素、素蠔油〔水、黃豆(非基因改造)、小麥、蔗糖、海鹽、糯米、香菇抽出物、昆布抽出物〕、奶油、食鹽、胡椒粉、L-麩酸鈉、五香粉(小茴香、八角、肉桂、丁香、胡荽、香芹)。  黑芝麻麻糬酥:黑芝麻豆餡〔白鳳豆、綠豆餡(綠豆仁、蔗糖、無水奶油、食鹽)、蔗糖、海藻糖、麥芽糖、黑芝麻、大豆油、鮮乳油、食鹽〕、麵粉、無水奶油、蔗糖、馬鈴薯澱粉、芝麻、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白豆沙(白鳳豆、蔗糖)、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麥芽糖粉、麥芽糖、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液 70%)、甘油、食鹽。  曲奇餅(芝麻):奶油、麵粉、玉米澱粉、蔗糖、黑芝麻、沙漠湖鹽。  蔓越莓腰果米酥:腰果、蔗糖、麥芽糖、南瓜籽、蔓越莓(蔓越莓、蔗糖、葵花籽油)、芝麻、米、蔓越莓汁、食鹽。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堅果類及

其製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8AKP0000149 奶素 提袋

(原)092一之軒賞秋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02-2219-2577#756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11號 A-170537075-00000-2 A-122751743-00000-9 台灣 花生油烏豆沙餡(圓雲豆、砂糖、

麥芽糖、蓮子、大豆油、花生油、麥芽糊精、小麥澱粉、羥丙基澱粉)，麵粉，轉化糖漿(砂糖、

如外包裝所示 新光13000AKP0000882 蛋奶素 提盒

(原)009紅櫻花熟蛋黃酥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A-189627033-00000-6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紅豆餡【紅豆、砂糖、麥芽糖、奶油(乳脂肪、水)、沙拉油、水】、鹹蛋黃(蛋黃、鹽)、奶油(乳脂肪、水)、砂糖、芝麻、鹽本產品含蛋、大豆、乳製品、堅果種子、麩質穀類製品、可能

導致過敏症狀。

本公司產品皆投保泰安產物保險1,900萬元 蛋奶素 提盒

(原)018天香樓mini天香御月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鼎食品國際有限公司 06-263-7126 台南市南區夏林路140號 A-189627033-00000-6 D-124243554-00000-0 台灣 棗泥核桃成份: 黑棗、紅雲豆、麵粉、麥芽糖、大豆油、砂糖、核桃、奶油、雞蛋、鹽、碳酸氫鈉

滷肉綠豆椪成分:綠豆、麵粉、砂糖、豬肉、蝦米、奶油、紅蔥頭、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四十號

見外包裝標示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201第07PDL00029號

葷 提袋

(原)062奇華金選至尊月餅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蛋黃奶皇月

蛋黃奶皇[蔗糖.鹹蛋黃.雞蛋.奶油.白鳳豆.椰漿.煉乳.麵粉.卡士達克林姆粉(蔗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芝麻及其製品、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來自人造奶油的大豆卵磷脂)

0510字第AML0000467號 葷 提袋

(原)076Semeur聖娜小迷月禮盒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可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939-898802 桃園縣觀音鄉廣興村廣興一路163號 A-170790935-00000-8 H123158354-00001-7 台灣 1. 奶黃月：

【綠豆沙(綠豆、白鳳豆、蔗糖、大豆油、食鹽、食用黃色四號)，麵粉，酥油{植物性油脂(棕櫚油、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牛奶、蛋、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過

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6字第19AML0000598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47美心奶黃雙式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02-87527912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2

樓

A-170824858-00000-0 香港 美心流心奶黃月餅

小麥麵粉、椰漿、奶油、砂糖、雞蛋、麥芽糖、鮮奶油、煉乳、鹹蛋黃、吉士粉[玉米澱粉、香草香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

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1700-09CG900003 葷 提袋

(原)049美心精選口味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02-87527912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1

樓

A-170824858-00000-0 香港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美心雙黃蓮蓉月餅、美心蛋黃豆沙月餅及美心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產品含

有花生、含麩質之穀物、蛋及其製品。美心經典五仁，產品含有花生、含麩質之穀物、蛋、大豆、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

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1700-09CG900003 葷 提袋

(原)050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02-87527912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

樓

A-170824858-00000-0 香港 白蓮蓉[蓮子、砂糖、花生油、水]、鹹蛋黃[鴨蛋、水、食鹽]、 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

檸檬酸 ]、花生油、雞蛋、食用鹼水[水、碳酸鉀]。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

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1700-09CG900003 葷 提袋

(原)061奇華至尊精裝月餅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松仁蓮蓉月

蓮蓉[蔗糖.蓮子.花生油.麵粉.麥芽糖]、糖水[蔗糖.麥芽糖.檸檬.檸檬酸]、麵粉、松子、花生風味調和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芝麻及其製品、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來自人造奶油的大豆卵磷脂)

0510字第AML0000467號 葷 提袋

(原)130美福-伊比利豬肋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美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975687309 臺北市內湖區湖元里民善街１２８號６樓之１F-170762591-00000-9 A-154359882-00001-7 西班牙 豬肉 見外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責任險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17000 字第 04ML000611 號

葷 X

(原)131美福-日本A5和牛燒烤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美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975687309 臺北市內湖區湖元里民善街１２８號６樓之１F-170762591-00000-9 A-154359882-00001-7 日本 牛肉 見外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產品責任險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17000 字第 04ML000611 號

葷 X 日本 鹿兒島縣、日本北海道

(宅)美國特選無骨牛小排肉片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2451-2323  0989-142734 206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F-170762591-00000-9 A-123148363-00000-8 美國 牛肉 見外包裝標示 1516字第08PD03359號 葷 X 美國

(宅)美國特選無骨牛小排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2451-2323  0989-142734 206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F-170762591-00000-9 A-123148363-00000-8 美國 牛肉 見外包裝標示 1516字第08PD03359號 葷 X 美國

(原)100麻豆郭家40年老欉文旦 陳盧香 郭財宏 06-5713739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61~7號 F-154056085-00000-6 台灣 文旦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全素 提盒

(原)101老欉鶴岡吳佳勳文旦 陳盧香 吳佳勳 03-8872590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興鶴路一段162號 F-154056085-00000-6 台灣 文旦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全素 提盒

(原)128泰安義式松坂豬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7883456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F-166611376-00000-9 E-186899664-00001-9 台灣 豬肉、水、保水劑(纖維、玉米澱粉、酵母抽出物)、大豆沙拉油、鹽、義式香料(牛膝草、奧勒岡、

迷迭香、百里香、羅勒、香薄荷、月桂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及其製品.                                       本產品

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生,牛奶,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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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 X

(宅)華盛頓西北櫻桃1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翔景國際有限公司 02-29141256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94號7樓之4 A-189627033-00000-6 F-128229553-00000-4 美國 櫻桃 見外包裝標示 0500字第19AML0001655號 全素 X

(宅)華盛頓西北櫻桃6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翔景國際有限公司 02-29141256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94號7樓之4 A-189627033-00000-6 F-128229553-00000-4 美國 櫻桃 見外包裝標示 0500字第19AML0001655號 全素 X

(原)黑安格斯嫩肩牛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18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1樓 A-189627033-00000-6 A-127714796-00001-2 美國 牛肉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005AKP0000816 葷 X 美國

(原)066翠果子航空米果澎派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21-6699#212  &

0987-049-082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F-170762591-00000-9 H-186830223-00000-7 台灣 米、豌豆、棕櫚油 (非氫化)、麵粉、玉米澱粉、糖、樹薯澱粉、醬油 (水、黃豆、小麥、鹽、蔗糖轉

化液糖、酒精、酵母粉)、鹽、麥芽糊精、黑糖、奧勒岡草粉、麥芽糖、海苔、蕃茄粉（蕃茄粉、米

依包裝標示 07字第162207A10034號 植物五辛素 提袋

(原)067翠果子鹹蛋黃卡哩卡哩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321-6699#212  &

0987-049-082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F-170762591-00000-9 H-186830223-00000-7 台灣 麵粉、玉米澱粉、樹薯澱粉、棕櫚油（非氫化）、蛋黃粉、竹子纖維粉、鹽、糖

、奶粉、青蔥粉、紅辣椒粉、大蒜萃取物（大蒜、大豆油）、香料、大蒜粉（蒜粉、二

無 07字第162208A10037號 蛋奶素加上

植物五辛素

X

(原)081登陸月球手提曲奇餅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03-6668617 新竹市東區千甲里千甲路428之3號 A-170537075-00000-2 O-142599916-00000-7 台灣 進口天然奶油、麵粉、糖、鹽、玉米澱粉、可可粉、可可脂 如外包裝所示 和泰產物保險20-108-08721902-00003-PDL 蛋奶素 提盒

(原)082花叢嬉戲方形爆米花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03-6668617 新竹市東區千甲里千甲路428之3號 A-170537075-00000-2 O-142599916-00000-7 台灣 非基因改造玉米粒、椰子油(β胡蘿蔔素、維他命E)、糖、食用香料、大豆卵磷脂、鹽、食用色素紅

色四十號

如外包裝所示 和泰產物保險20-108-08721902-00003-PDL 蛋奶素 提袋

(原)102KAKA大尾醬燒蝦餅-原味8包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頂鮮食品有限公司 04-7586880 彰化縣線西鄉線東路一段185號 A-128200824-00000-4 F-153203052-00000-3 台灣 木薯粉、馬鈴薯粉、蝦、砂糖、食鹽、棕櫚油、大蒜、維他命E(抗氧化劑)、食用色素黃色5號 本產品內含甲殼類海鮮(蝦)成份，對此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1502字06PD05135 葷 X

(原)005青鳥旅行蛋捲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翔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358592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六路19號 A-189627033-00000-6 B-124839246-00019-7 台灣 原味肉鬆蛋捲：雞蛋、砂糖、麵粉、奶油、棕櫚油、奶粉、豬肉鬆(豬肉、豌豆粉、砂糖、大豆油、

醬油)

本產品含有花生、芝麻、乳製品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富邦產險0524字第19AML0000686號 葷 提袋

(原)041手信坊曲奇餅乾禮盒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88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食用烤酥油、麵粉、糖粉(蔗糖、太白粉)、奶粉、雞蛋、杏仁粉、牛奶、無鋁泡打粉(玉米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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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甘油酯)、香料、草莓粉

※此產品內含蛋類、含麩質的穀類、大豆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PDL

蛋奶素 提袋

(原)058禮坊雪茄捲月宴禮盒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918-0786*73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H-134106066-00001-2 H-134106066-00001-2 台灣 法式奶油雪茄捲(香草奶油):雞蛋、奶油、麵粉、蔗糖、杏仁粉、香料。法式奶油雪茄捲(黑森林摩

卡):麵粉、蔗糖、雞蛋、奶油、鮮乳油、杏仁粉、可可粉、咖啡粉、香料。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堅果類及

其製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8AKP0000149 蛋奶素 提袋

(原)080美式鄉村綜合餅乾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991 南投市自強三路三號 A-170537075-00000-2 M-122214293-00001-6 台灣 燕麥葡萄巧克力: 麵粉、奶油、砂糖、葡萄乾、水、全脂奶粉、巧克力豆、杏仁角、燕麥片、椰子

粉、阿拉伯糖、香料。 巧克力杏仁: 麵粉、奶油、砂糖、雞蛋、杏仁角、巧克力粉、杏仁粉、可可

如外包裝所示 富邦0517字第18AML00000068號 蛋奶素 提盒

(原)108星巴克綜合蛋捲禮盒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A-122358925-00000-4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咖啡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咖啡粉、香料、乳粉。

蜂蜜蛋捲： 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乳粉、蜂蜜、香料。

蛋捲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麩質之穀物、大豆

及其製品(來自人造奶油的大豆卵磷脂)，可能導致過敏症狀。本

07字第062209A00058號 蛋奶素 提袋

(原)002萬味軒X興麥肉乾蛋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04-7589546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5號 A-189627033-00000-6 N-153156797-00001-5 台灣 雞蛋、精製棕櫚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杏仁豬肉乾〔豬後腿肉、冰糖、杏仁片、

醬油、沙漠湖鹽、香辛料(肉桂粉)、食品添加物:甜味劑(D-山梨醇、甘草酸銨)、調味劑(豬肉抽出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麩質、堅果、大豆製品及蛋,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台壽保產物保險 1842-20PR0000009 葷 提盒

(原)039雪之戀水滴型蛋捲(原味)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88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雞蛋、烘焙專用油(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

蘿蔔素)、砂糖、麵粉

※此產品內含蛋類、含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PDL

蛋素 提盒

(原)040雪之戀水滴型蛋捲鹹蛋黃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880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雞蛋、烘焙專用油(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

蘿蔔素)、麵粉、砂糖、鹹蛋黃、鹽、香料、L-麩酸鈉

※此產品內含蛋類、含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

PDL

蛋素 提盒

(原)059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麵粉、肉鬆[豬肉.蔗糖.豌豆粉.豬油.醬油.食鹽.核苷酸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黑芝麻、乳粉、雪白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芝麻及其製品、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來自人造奶油的大豆卵磷脂)

0510字第AML0000467號 葷 提袋

(原)060奇華家鄉蛋捲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原味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乳粉、杏仁粉、香料

芝麻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乳粉、黑芝麻、杏仁粉、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芝麻及其製品、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來自人造奶油的大豆卵磷脂)

0510字第AML0000467號 葷 提袋

(原)龍虎斑鮮涮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佳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8644211 屏東縣南州鄉大同路99號 A-170537075-00000-2 T-136504758-00001-6 台灣 龍虎班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1字第08PD01635號，最高

賠償3千萬元

葷食

(原)挪威薄鹽鯖魚片5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明堯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03-9904888 宜蘭縣蘇澳鎮大圳路120號 A-170537075-00000-2 G-128650095-00001-0 挪威 鯖魚片,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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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智利鮭魚切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智利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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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格陵蘭扁鱈(大比目魚)切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6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格陵蘭 大比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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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鯛魚腹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嘉義縣六合全漁業生產合作社 05-3806140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潭子墘75之20號 A-170537075-00000-2 Q-121691058--00001-7 台灣 雕魚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16字第18AML0000054號，

最高賠償1千萬元

葷食

(原)產銷履歷金目鱸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921068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莒光路三段282號 A-170537075-00000-2 E-159119031-00000-2 台灣 金目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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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去刺虱目魚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7839752 台南市學甲區光華里筏仔頭21-6號 A-170537075-00000-2 D-116523742-00001-2 台灣 虱目魚 標示於外包裝上 華南產物保險1000萬

14 01第072050076號

葷食

(原)土魠魚切片 2L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印尼 土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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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活凍草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馬來西亞 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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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冷凍生白蝦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巴拿馬 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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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藍鑽蝦(冷凍)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沙烏地阿拉伯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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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蟹管肉2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5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中國 蟹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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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日本北海道大干貝1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日本 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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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日本北海道大干貝8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日本 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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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團訂原)日本北海道大干貝8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日本 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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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團銷原)日本北海道大干貝1包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日本 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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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半殼扇貝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中國 扇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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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智利鮑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智利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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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小花枝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馬來西亞 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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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宜蘭南方澳野生小卷4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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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鮮凍軟絲2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

廠

05-3472688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A-170537075-00000-2 G-184753968-00001-5 菲律賓 軟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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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利安鑫花枝蝦排4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鑫食品有限公司 07-6218069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8號 A-170537075-00000-2 E-124224418-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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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原)利安鑫魚米花2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鑫食品有限公司 07-6218069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7號 A-170537075-00000-2 E-124224418-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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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外包裝上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07PD03482號 葷食

(原)蒲燒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洽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6-7839752 台南市學甲區光華里筏仔頭21-6號 A-170537075-00000-2 D-116523742-0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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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外包裝上 華南產物保險1000萬

14 01第072050076號

葷食

(原)江醫師白帶魚清肉(卷)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晉陽海產冷凍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03-9962041 宜蘭縣蘇澳鎮南建里造船路59巷8號 A-170537075-00000-2 G-142013689-00000-7 台灣 白帶魚清肉(卷)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0525字號地

20AML000100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葷食

(原)江醫師暑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晉陽海產冷凍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03-9962041 宜蘭縣蘇澳鎮南建里造船路59巷8號 A-170537075-00000-2 G-142013689-00000-7 台灣 暑魚片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0525字號地

20AML000100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葷食

(原)江醫師生小卷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晉陽海產冷凍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03-9962041 宜蘭縣蘇澳鎮南建里造船路59巷8號 A-170537075-00000-2 G-142013689-00000-7 台灣 生小卷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0525字號地

20AML000100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龍虎斑魚排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龍虎斑魚排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金目鱸魚魚排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金目鱸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去刺虱目魚肚(5片)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虱目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湧泉香魚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白蝦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鮮蚵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鮮蚵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貢寮九孔鮑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草蝦仁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野生花枝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花枝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安永暢銷人氣3件爆殺組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台灣 金目鱸魚、虱目魚肚、草蝦仁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原)冷凍龍蝦尾 富美貳壹餐飲 泓源貿易有限公司 02-22020255 新北市新莊區新崑路165號5樓 G-182354120-00001-0 F-166365698-00000-2 孟加拉 龍蝦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0萬 葷食

(原)冷凍花蝦(超大肥豬蝦) 富美貳壹餐飲 盛順貿易有限公司 929272015 台中市北屯區太和東街188號一樓之3 G-182354120-00001-0 E-153163853-00000-3 菲律賓 蝦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2萬 葷食

(原)冷凍花蝦(大肥豬蝦) 富美貳壹餐飲 盛順貿易有限公司 929272015 台中市北屯區太和東街188號一樓之3 G-182354120-00001-0 E-153163853-00000-3 菲律賓 蝦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3萬 葷食

(原)冷凍干貝(M) 富美貳壹餐飲 佳陞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938928198 高雄市前鎮區佛道路195號 G-182354120-00001-0 938928198 日本北海道貝 本產品含有貝殼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4萬 葷食

(原)帆立貝 富美貳壹餐飲 佳陞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938928198 高雄市前鎮區佛道路195號 G-182354120-00001-0 E-189761988-00000-8 日本北海道貝 本產品含有貝殼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5萬 葷食

(原)進口冷凍水煮鮑魚 富美貳壹餐飲 鼎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3-9507123 宜蘭縣五結鄉孝威路246號1樓 G-182354120-00001-0 G-154514391-00000-6 中國 貝 本產品含有貝殼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6萬 葷食

(原)冷凍魷魚(軟絲) 富美貳壹餐飲 盛順貿易有限公司 929272015 台中市北屯區太和東街188號一樓之3 G-182354120-00001-0 E-153163853-00000-3 菲律賓 軟體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7萬 葷食

(原)冷凍魷魚(大軟絲) 富美貳壹餐飲 盛順貿易有限公司 929272015 台中市北屯區太和東街188號一樓之3 G-182354120-00001-0 E-153163853-00000-3 菲律賓 軟體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2007萬 葷食

(原)冷凍龍膽石斑切塊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1230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7號14樓 A-189627033-00000-6 E-188316341-00001-7 台灣 龍膽石斑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A8708000110 葷食

(原)冷凍半殼生蠔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1230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二段217號14樓 A-189627033-00000-6 E-188316341-00001-7 韓國 生蠔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A8708000110 葷食

(原)黃金鱈魚條-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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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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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原)黃金鱈魚條-8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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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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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團訂原)黃金鱈魚條-8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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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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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團銷原)黃金鱈魚條-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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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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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原)程安琪香煎蒜香排骨-單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豬大排、水、氧化澱粉、馬鈴薯澱粉、鹽、L-麩酸鈉、全蛋粉(雞蛋、香草粉、二氧化矽)、蕃茄粉

(蕃茄、二氧化矽)、醬油、蒜仁、二砂、細特砂。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葷食

(原)程安琪香煎蒜香排骨-15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豬大排、水、氧化澱粉、馬鈴薯澱粉、鹽、L-麩酸鈉、全蛋粉(雞蛋、香草粉、二氧化矽)、蕃茄粉

(蕃茄、二氧化矽)、醬油、蒜仁、二砂、細特砂。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17第05AKP0000001號 葷食

(原)黑安格斯嫩肩牛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 02-27965995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1樓 A-189627033-00000-6 A-127714796-00001-2 美國 牛肉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005AKP0000816 葷食

(宅)元山水產-東石帶殼鮮蚵5斤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元山水產有限公司 05-3732211 嘉義縣東石鄉三家村18-10號 F-170762591-00000-0 暫用統一速達登陸字號(F-170762591-

00000-0)

台灣 牡蠣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暫用統一速達保險字號(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葷食

(宅)乾杯經典PS級薄切牛舌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03-478-0589　Ext.311  0955936063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298巷112號 F-170762591-00000-9 A-170443909-00000-4 紐西蘭 牛舌：牛肉 無 新光產險130008A3POU00181 葷食 X 紐西蘭

(宅)乾杯經典PS級薄切牛舌8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03-478-0589　Ext.311  0955936063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298巷112號 F-170762591-00000-9 A-170443909-00000-4 紐西蘭 牛舌：牛肉 無 新光產險130008A3POU00181 葷食 X 紐西蘭

(宅)敘喬港式脆皮烤乳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敘喬有限公司 04-2426-1213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64巷46弄17號4

樓之1

F-170762591-00000-9 B-124604418-00000-8 台灣 仔豬、醬油((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純釀造生醬油(非基因改造黃豆片、小麥)、水

、食鹽、轉化液糖(蔗糖、水)、防腐劑(苯甲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調味劑(DL-蘋果酸)

無 富邦產險0507字第19AML0001752號 葷食 X X

(原)141玫瑰廚房-超值牛排燒烤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2-2451-2323  0989-142734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F-170762591-00000-9 A-123148363-00000-8 澳洲、美國牛肉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1516字第08PD03359號 葷食 X 澳洲、美國

(原)138就愛豐盛號土司加肉片組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豐盛號炭烤土司有限公司 02-25867070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8巷13號 A-170537075-00000-2 A-124929653-00000-8 台灣 麵粉、鮮乳、天然奶油、糖、食鹽、酵母、雞蛋、非基改大豆軟磷脂、乳酸硬脂酸鈉、丙酸鈣、水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種子類、雞蛋、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

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960-2236008107-00

葷

(原)139就愛豐盛號豬里肌肉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豐盛號炭烤土司有限公司 02-25867070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8巷13號 A-170537075-00000-2 F-154023260-00000-5 台灣 醬油、米酒、芝麻香油、蔥、薑、蒜、糖、調味粉(玉米澱粉、L-麩酸鈉、地瓜粉、胡椒、百草粉、

二氧化矽、酵母萃取物、雞肉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種子類、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0510字第20AML0000461號 葷

(原)140超值海陸燒烤組合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愛上新鮮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0311 100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1 A-170537075-00000-2 A-152711564-00000-9 台灣 特選魚漿、新鮮花枝、粘稠劑(磷酸化磷酸二澱粉)、粘稠劑(磷酸二澱粉、多丙烯酸鈉、氧化鈣、檸

檬酸)、豬脂、蒜仁、糖、海藻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5’-次黃嘌

本產品含魚類、頭足類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者食用。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葷 美國

(原)136迷迭香肩舒肥牛1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02-2577061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55巷2號3樓 A-170537075-00000-2 A-150780749-00000-8 台灣 美國Choice嫩肩牛肉、橄欖油、蒜、海鹽、黑胡椒、新鮮迷迭香 如外包裝所示 南山0900-2236005076-01 葷 美國

(原)137迷迭香肩舒肥牛10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02-2577061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55巷2號3樓 A-170537075-00000-2 A-150780749-00000-8 台灣 美國Choice嫩肩牛肉、橄欖油、蒜、海鹽、黑胡椒、新鮮迷迭香 如外包裝所示 南山0900-2236005076-01 葷 美國

(原)樂子糖漬培根太后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7883456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F-166611376-00000-9 E-186899664-00001-9 台灣 培根(豬肉、水、鹽、葡萄糖、砂糖、蛋白粉、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血漿蛋白(豬血漿、鹽)、品

質改良劑(胺基乙酸、醋酸鈉(無水)、魚抽出物、酵素製劑)、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調味劑(胺基

本產品含有蛋、大豆蛋白、魚成分，並與其他含有小麥、芝

麻、牛奶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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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

(原)048美心marvel kawaii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02-87527912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3

樓

A-170824858-00000-0 香港 小麥麵粉、椰漿、奶油、砂糖、雞蛋、麥芽糖、鮮奶油、煉乳、鹹蛋黃、吉士粉[玉米澱粉、香草香

料、食鹽、Ｂ胡蘿蔔素、全脂乳粉、奶精（葡萄糖糖漿、完全氫化棕櫚油、磷酸氫二鉀、檸檬酸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

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1700-09CG900003 X 提袋 X

(原)053哈根達斯繫夢冰淇淋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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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964-3453 A-186384960-00000-2 X 台灣 巧克力冰淇淋月餅

巧克力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可可粉)、黑巧克力醬(植物油、可可塊、可可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蛋奶素 X X

(原)124上口美食排骨酥1包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03420 #108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8 Q-170717246-00000-8 台灣 豬肉、樹薯澱粉、大豆油、糖、醬油、蒜仁、雞蛋、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洋蔥

汁、番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香料)、料理米酒、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鹽、複方品質改良劑

如外包裝所示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07PDT00074

葷食 無 無

(原)125上口美食排骨酥10包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5-2203420 #108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8 Q-170717246-00000-8 台灣 豬肉、樹薯澱粉、大豆油、糖、醬油、蒜仁、雞蛋、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洋蔥

汁、番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香料)、料理米酒、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鹽、複方品質改良劑

如外包裝所示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07PDT00074

葷食 無 無

(原)121迷你鬆餅-單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18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A-189627033-00000-6 A-170361771-00000-0 比利時 麵粉、全蛋液、油菜籽油、水、糖、奶粉(脫脂奶粉、椰子油)、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葵花卵

磷脂、蛋白粉、鹽、檸檬酸、香料(含牛奶)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險1501字第07PD01224號 蛋奶素 X X

(原)122迷你鬆餅-6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18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A-189627033-00000-6 A-170361771-00000-0 比利時 麵粉、全蛋液、油菜籽油、水、糖、奶粉(脫脂奶粉、椰子油)、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葵花卵

磷脂、蛋白粉、鹽、檸檬酸、香料(含牛奶)

見外包裝標示 國泰產險1501字第07PD01224號 蛋奶素 X X

(原)133PABLO迷你經典原味起司塔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塔樂奇股份有限公司 02-21811609 臺北市大同區建明里市民大道一段209號11

樓之1

F-170762591-00000-9 A150757917-00000-9 台灣 塔皮【小麥粉、蔗糖、人造奶油、小麥全粒粉、奶油、雞蛋、植物油(菜籽油、棕櫚油)、食鹽、奶

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香料】、鮮奶油乾酪(牛奶、鮮奶油、食鹽、刺槐豆膠、關華豆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麩質之穀物、大豆(來自人造奶油)及其

製品

0524字第19AML0001159號 蛋奶素 X X

(原)134黑師傅捲心酥-榛果可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冠和有限公司 03-321-9073#11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100號 A-189627033-00000-6 H-150923726-00000-9 台灣 原料成份:麵粉/糖/完全氫化椰子油/奶粉/可可粉/深黑可可粉/蛋/精製椰子油/純榛果醬/可可膏/無水

奶油/卵磷脂/食鹽/香料/維他命E

本產品蛋奶素  本產品含牛奶、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24字第20AML0000252號 奶蛋素 X 無

(原)135黑師傅捲心酥黃金起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冠和有限公司 03-321-9073#11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100號 A-189627033-00000-6 H-150923726-00000-9 台灣 原料成份:麵粉/糖/完全氫化椰子油/奶粉/乳糖/起司粉/麥芽糖/蛋/海藻糖/精製椰子油/可可脂/無水

奶油/卵磷脂/食鹽/胡蘿蔔素/香料/維他命E

本產品蛋奶素  本產品含牛奶、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24字第20AML0000252號 奶蛋素 X 無

(原)123Hello Kitty蜜桃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家珍釀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A-189627033-00000-6 Q-166279602-00001-3 台灣 蔗糖、醋酸鈣液(釀造醋、碳酸鈣)、水、釀造醋(水、高粱)、水蜜桃汁、食用香料、玉米糖膠 無 本公司產品皆投保泰安產物保險1,900萬元 奶蛋素 X 無

(原)21風味館香酥雞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337 049-2255337 A-189627033-00000-6 M-136514783-00001-8 台灣 雞肉、炸雞粉(麵粉、紅椒色素、玉米澱粉、小麥纖維、胡椒、關華豆膠)、棕櫚油、大蒜、糖、

鹽、糊精、麩皮粉、辣椒粉、阿拉伯膠、乳糖、酵母萃取物、洋蔥粉、五香粉(肉桂、小茴香、八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19APO0000313號 葷食 X X

(原)05卜蜂蒜味雞腿排-1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337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A-189627033-00000-6 M-136514783-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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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04PO900277號 非素食 X X

(原)06卜蜂蒜味雞腿排-20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337 台北市松江路87號 A-189627033-00000-6 M-136514783-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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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04PO900277號 非素食 X X

(宅)諾貝爾日式香草奶凍捲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03-9558389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9 G-124288828-00000-6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力、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

膠、調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蛋奶素 X X

(宅)諾貝爾日式香草奶凍捲9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03-9558389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9 G-124288828-00000-6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

鈉)、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蛋奶素 X X

(原)鑫溶水產-智利鮭魚菲力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5-2201277#240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8號 F-170762591-00000-0
 Q-170615120-00001-7 智利 鮭魚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07字第662208A10109號 非素食 X X

(原)汶萊蝦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汶萊 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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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智利熟凍帝王蟹腳切盤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智利 帝王蟹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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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巴沙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越南 巴沙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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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午仔魚一夜干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佳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8644211 屏東縣南州鄉大同路99號 A-170537075-00000-2 T-136504758-00001-6 台灣 午仔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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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江醫師水針清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晉陽海產冷凍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03-9962041 宜蘭縣蘇澳鎮南建里造船路59巷8號 A-170537075-00000-2 G-142013689-00000-7 台灣 水針清肉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0525字號地20AML000100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智利熟凍雪蟹鉗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02-23060028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2樓 A-170537075-00000-2 A-142596002-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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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千萬元非素食 X X

(原)142拿破崙流沙鳳梨蛋黃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02-22437588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F-170762591-00000-9 F-128752001-00000-8 台灣 鳳梨餡(冬瓜、麥芽糖、砂糖、鳳梨、棕櫚油、奶油、食鹽、檸檬酸、香料、偏亞硫酸氫鈉)、麵粉、糖粉、無水奶油、安佳奶油、鴨蛋、奶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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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本產品生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蝦及其製品、芒果及其製品、花生及其製品、螺貝類及其製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0900-22360027-02 奶蛋素 附提袋 X

(原)004福源花生醬蛋捲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04-7589546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5號 A-189627033-00000-6 N-153156797-00001-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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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人造奶油〔精煉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丁基羥基甲氧苯)、薑黃色素、β-胡蘿蔔素、婀娜多〕、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無水奶油、鹽見外包裝標示 台壽保產物保險 1840-18PR0000056 奶蛋素 提盒 X

(原)143奧瑪海鹽奶蓋蛋糕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玉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7810-729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 N-128331564-00000-3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脂肪抹醬、雞蛋、砂糖、奶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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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纖維素、脂肪酸蔗糖酯、偏磷酸鈉】麵粉、水、大豆沙拉油、杏仁、鮮奶油乾酪【乳 脂、牛乳、食鹽、乳酸菌、刺槐豆膠】、糖漿【蔗糖、水、鹽、香料、黏稠劑(玉米糖 膠)、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檸檬酸)】、優格【水、奶粉、濃縮乳清蛋白(含大豆 卵磷脂)、生乳、活性乳酸菌(含玉米澱粉)】、海鹽、香草精【香料、丙二醇】、防潮糖 霜粉【葡萄糖、糖、玉米澱粉、植物性油脂】。本產品含有大豆、雞蛋、堅果類、牛奶、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 臺灣產物保險
E-127684081-00001-9 蛋奶素 無 X

(原)江醫師挪威鯖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勝閎實業有限公司 06-2438177 台南市永康區塩行里中正二街380號 A-170537075-00000-2 D-164910687-00002-4 挪威 鯖魚片 標示於外包裝上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單0525字號地20AML0001002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葷食 X X

(原)安永嚴選鮮凍白蝦仁4包組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7710-2268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A-153949524-00000-9  A-153949524-00000-9 宏都拉斯 白蝦仁 本產品含有蝦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3000萬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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