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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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素食

屬性

孕婦

可食否

生食/熟

食
牛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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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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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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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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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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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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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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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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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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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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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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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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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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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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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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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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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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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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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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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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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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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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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食用色素(紅麴色

素)、調味劑(乳酸、琥珀酸二

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標示於外包裝上
華南產物保險1000萬

14 01第072050076號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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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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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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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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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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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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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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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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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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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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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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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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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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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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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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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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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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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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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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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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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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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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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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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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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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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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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2354120-0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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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萬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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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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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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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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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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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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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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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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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見外包裝標示 華南產物產品1402字第072050202號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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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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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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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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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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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8095323-00001-4 A-127714796-00001-2 美國 牛肉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130005AKP0000816 葷食 可 生食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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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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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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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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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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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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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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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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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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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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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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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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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澳洲、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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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粘稠劑(羧甲

基纖維素鈉)、品質改良劑(焦磷

酸鈉，偏磷酸鉀，多磷酸鈉，無

水焦磷酸鈉)、花枝抽出液、糊

精、酵母抽出物、著色劑(二氧化

鈦)、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

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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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生食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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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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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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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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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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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字第08PD03359號 葷食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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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字第08PD03359號 葷食 可食，如有孕婦體質敏感者勿食生食 美國

(原)泰安義式松阪豬排經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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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及其製品等

過敏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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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生食

(原)大成根島生態蝦(25P)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海昇水產有限公司 07-3229382 高雄市鳥松區山腳路184之13號1樓  D-123670889-00001-5 E-153905602-00001-3 印尼 草蝦 蝦 3000000 葷食 可 生食

(原)大成桐德黑豚超殺限量組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02-26577111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0號8樓  D-123670889-00001-5  D-123670889-00001-5 台灣
桐德黑豚梅花肉、桐德黑豚五花

肉、桐德黑豚里肌肉
無 130508AKP0001388 葷食 可 生食

(原)冷燻鮭魚切片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03-9770657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路20之1號 G154540335-00000-3 G154540335-00000-3 智利 鮭魚、鹽、糖

本產品含魚(本產品生產製

程廠房其設備或產線有處理

甲殼類、螺貝類、大豆、芝

麻、含麩質之穀類及其製

投保三千萬產品責任險 葷食 可 生食

(原)薄鹽鮭魚排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03-9770657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路20之1號 G154540335-00000-3 G154540335-00000-3 智利 鮭魚、鹽、糖

本產品含魚(本產品生產製

程廠房,其設備或產線有處

理甲殼類、螺貝類、大豆、

芝麻、含麩質之穀類及其製

投保三千萬產品責任險 葷食 可 生食

(原)花魚一夜干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03-9770657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路20之1號 G154540335-00000-3 G154540335-00000-3 北海到 花魚、鹽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投保三千萬產品責任險 葷食 可 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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