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進口商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供應商)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

屬性
牛產地 豬產地

莊記綠豆鑽冰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莊記綠豆鑽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71號 台灣 綠豆仁、水、紅砂糖、黑糖、龍眼湯（龍眼、糖、水） x
國泰產物保險

150309PD02229
素食 X x

快樂QQ球雙色地瓜球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煦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南市東區德昌路168號6樓 台灣

甘藷、樹薯澱粉、砂糖、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棕櫚核仁油、大豆油)、水、鹽、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

血酸)、檸檬酸)、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醇、芥花油))、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

(生育醇))]、糯米粉、地瓜粉、麵粉、棕櫚油。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其

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

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芝麻、

蛋、芒果、牛奶、大豆製品。

富邦產險0506字第

20AML0000554號
蔬食 X x

郭家經典古早味肉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家粽小吃店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19號 台灣 糯米丶台灣豬肉丶鹹鴨蛋丶鹽丶糖丶五香粉（大茴香丶小茴香丶花椒丶陳皮丶肉豆蔻） 含蛋
國泰產物保險 1503字第

09PD04471號
葷 X 台灣

新竹乾家粿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乾家肉粽大王 A-189627033-00000-6 新竹市中山路97號 台灣 糯米、豬肉(台灣)、油蔥(蔥頭、精緻棕櫚油、樹薯澱粉)、醬油、食鹽、蔗糖 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

150409PD01511
葷 X 台灣

楊哥楊嫂小巧粽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哥楊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義南路54號 台灣

小巧肉粽：糯米、豬肉(台灣)、花生、蛋黃、魷魚、香菇、豬油(台灣)、醬油、蝦米、蔗糖、食鹽。

小巧花生粽：糯米、花生、豬油(台灣)、醬油、蔗糖、食鹽。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調味用)

含蛋、花生、蝦米、麩質穀物、

大豆及其製品

南山產物0900-

2236003690-03
葷 X 台灣

享點子元氣纖鼓菇菇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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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台灣
燕麥、小薏仁、紅藜麥、鷹嘴豆、杏鮑菇、香菇、山藥、毛豆、碘鹽、香菇粉(玉米澱粉、L-麩酸鈉、鹽、乳糖、香菇、酵母精粉、昆

布粉、蔬菜粉水解植物蛋白、麥芽糊精)、胡椒粉
含麩質穀物、牛奶及其製品

新安東京17336字號

08ML000280號
蔬食 x x

伊卡香酥魷魚條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昌明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前鎮區興漁四路5號 台灣

魷魚、耐炸油(棕梠油、檸檬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梠酸酯)、丙二醇、消泡劑(矽樹脂、二氧化矽))、麵包粉(麵粉(小麥、

L-抗壞血酸)、水、精製棕梠油(棕梠油、香料、混和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碳酸鈣、碳酸氫銨製劑

(碳酸氫銨、碳酸鎂)、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半胱氨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低筋麵粉、地瓜粉、玉米澱粉、糖、

大豆蛋白、鹽、益美蘭(乾酪素鈉、麥芽糊精、醋酸澱粉、關華豆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保良久(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美

力精粉(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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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甘利寧(麥芽糊精、甘草

萃、檸檬酸鈉、二氧化矽)、白胡椒粉、長壽酥發粉(碳酸氫鈉、樹薯澱粉、反丁烯二酸、磷酸二氫鈣、燒鉀明礬、鉀明礬)、蒜粉(二氧

含有魷魚、大豆、堅果、牛奶、

麩質穀物

泰安產物

562209A10351
葷 X X

紅豆食府干貝芋頭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梅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彰化縣伸港鄉(全興工業區)興工路59號 台灣 水、芋頭、在來米、在來粉、玉米澱粉、干貝、蔥酥、白糖、蝦米、鹽、芝麻油、白胡椒、L-麩酸鈉(調味劑)

本產品原料含蝦米屬於海鮮過敏

原料，消費者如對該成分過敏應

仔細閱讀內容物標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

0500字第

20AML0000834號

葷 x x

金山藷童瑤三色冰烤地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藷童瑤企業社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62號 台灣 地瓜 x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

0525字第
蔬食 X X

金山藷童謠甘梅地瓜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藷童瑤企業社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62號 台灣
地瓜、棕櫚油、砂糖、梅粉【梅子、仙楂、葡萄糖、鹽、甜味劑(甜菊醣苷、蔗糖素、紐甜、甘草萃)、乙基香莢蘭醛、乙基麥芽

醇】、葡萄糖。
標示於外包裝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

0525字第
蔬食 X X

光波選別愛文芒果3kg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貿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一段250號 台灣 芒果 標示於外包裝

1487字第09000038號

本保單係1487字第

08000038號保單續保

素食 X X

山內雞肉茶燻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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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台灣

雞腿肉、水、糖、鹽、醬油、保色劑(亞硝酸鈉)、調味粉(乳糖、糖、香料（乙基麥芽醇）)、調味劑（L-麩酸鈉）、抗氧化劑（異抗壞

血酸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粘稠劑（玉米糖

膠）

含有大豆、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

品、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

662209A10005號
葷 X X

珍蜜排骨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台灣 豬肉(台灣)、水、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小麥、食鹽、酒精)、二砂、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蒜頭 含大豆、小麥
國泰產物保險 1501字第

10PD01186號
葷 x 台灣

楊哥楊嫂情深意粽5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哥楊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南市安平工業區新義南路54號 台灣 糯米、豬肉(台灣)、栗子、花生、蛋黃、香菇、豬油、醬油(台灣)、蝦米、蔗糖、食鹽
含蛋、花生、蝦米、堅果、麩質

穀物、大豆及其製品

南山產物0900-

2236003690-03
葷 X 台灣

台灣鹽酥雞椒鹽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鹽酥雞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0號一樓 台灣 胡椒、鹽、味精、大茴香、小茴香、肉桂、玉米來源水溶性纖維、甘草、三奈、丁香 無
本產品已投保壹千萬責

任險
蔬食 X X

媽媽蜂蜜鬆煎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友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95號13樓 台灣
麵粉、砂糖、雞蛋、棕櫚油、食用烤酥油、奶粉、蜂蜜、蜂蜜香料、食鹽、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

造)、磷酸二氫鈣)、大豆卵磷脂。

含有含麩質之穀物、雞蛋、牛

乳、大豆及其製品。
130009AKP0000647 蛋奶素 X X

21風味館主廚腿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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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胡荽、牛膝草、南薑、小茴香、大茴香、山艾、時蘿、月桂葉、蘿

勒、百里香、荳蔻)、砂糖、食鹽、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胺基乙酸、琥珀酸

二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蕃茄粉(蕃茄、二氧化矽)、碳酸氫鈉、香料、二氧化矽、多磷酸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

無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

662205A00003號
葷 X X

大芳花生辣醬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芳醬油工廠 A-189627033-00000-6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289號 台灣 水、大豆酵素分解物(基因改造)、辣椒、砂糖、糯米、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含有花生、大豆
1018字第09PR000288

號
蔬食 x x

if 100%椰子水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F 泰國 100%椰子水 椰子 130009AKP0000553 素食 X X

香雞城地瓜薯條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煦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1號10樓 台灣 甘藷、棕櫚油、麵粉、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碳酸二氫鈣) 含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富邦產險0506字第

20AML0000554號
蛋奶蔬 X X

迷你鬆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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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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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牛奶、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國泰產物保險 1501字第

09PD01186號
蛋奶蔬 X X

魔術酥炸杏鮑菇(原味)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魔術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61號 台灣 杏鮑菇、棕梠油、麵粉、玉米澱粉、卵白蛋白、濃縮蛋白、調味劑(L-麩酸鈉)、胡椒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

生產管線有處理蝦、蟹、芒果、

花生、牛奶、蛋及其製品等過敏

17000字第

08ML000540號
葷食 X X

歐董包蛋旗魚黑輪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建民街105號 台灣

水、金線魚、雞蛋、磷酸二澱粉、旗魚肉、豬背油(產地台灣)、調味劑(L-麩酸鈉)、白砂糖、食鹽、 香料(葡萄糖、乙基麥芽醇)、白胡

椒粉、木糖、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二氧化矽)、五香粉(白胡椒、肉桂、八角、丁香、茴香籽)、甜

味劑(醋磺內酯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魚類
0506字第

19AML0001495號
葷食 X 台灣

EZCHEF一口吃熱狗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洛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3樓 台灣

【成分】熱狗[豬肉、雞肉、大豆分離蛋白(基改)、鹽、胡椒粉、辣椒粉、洋蔥、醬油、黏稠劑(丁二酸鈉澱粉)、

　　　　調味劑(麩胺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水解動物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琥珀酸二鈉、糖、鹽、異抗壞血酸鈉)、香料(辣椒粉、肉荳蔻、香菜、丁香)、香辛料(辣椒粉、肉荳蔻、香茉、丁香)、

　　　　防結塊劑(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著色劑(黃色五號)]、

　　　　熱狗粉[麵粉、玉米粉(基因改造)、黃豆粉(基因改造)、砂糖、膨脹劑(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麩質(小麥)及其製品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保單號碼

5109PDT00110

葷食 X 台灣

農夫蔥田三星蔥湯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宜蘭縣三星鄉培英路157號 台灣

高麗菜.豬肉.麵粉.水.蔥.薑.糖.樹薯澱粉.芝麻油.鹽.釀造醬油.大豆油.米酒.L-麩酸鈉.明膠.小麥蛋白.馬鈴薯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濃縮

蛋白質.雞油.葡萄糖.雞肉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水解植物蛋白.洋蔥粉.大骨濃縮粉.二氧化矽.豬油.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脂肪酸甘油脂.

維生素E-抗氧化劑.香蒜粉.DL-胺基丙酸.香料.胺基乙酸.胡椒.5'-次黃㗚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㗚呤核苷磷酸二鈉.蛋白粉

本商品含有小麥(麩質).大豆.芝

麻.蛋白粉，對此過敏或有特殊

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國泰-保單號碼-1516字

第09PD09960號
葷食 X 台灣

嘉義林聰明砂鍋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聰明宅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57號 台灣

豚骨高湯(台灣豬骨、水)、大白菜、豆腐((非基改黃豆、水)、豆皮(非基改黃豆、水、大豆沙拉油、脂肪酸甘油脂)、碳酸鈣、大豆卵磷

脂、矽樹脂) 、沙茶醬(黃豆油、糙米皮、扁魚、紅蔥頭、糖、食鹽、辣椒粉、薑黃粉、辣椒紅、黑胡椒、花椒、桂通、大茴、L-麩酸

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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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片(台灣豬肉)、黑木耳、蔥、蒜、辣椒、蝦米、洋蔥、

本產品含有豆類、甲殼類、麩

質、及魚類其製品
130408AKP0003560 葷食 X 台灣

嘉義林聰明砂鍋菜+魚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聰明宅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57號 台灣

新鮮魚肉、地瓜粉、棕櫚耐炸油、豚骨高湯(台灣豬骨、水)、大白菜、豆腐((非基改黃豆、水)、豆皮(非基改黃豆、水、大豆沙拉油、

脂肪酸甘油脂)、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 、沙茶醬(黃豆油、糙米皮、扁魚、紅蔥頭、糖、食鹽、辣椒粉、薑黃粉、辣椒紅、黑

胡椒、花椒、桂通、大茴、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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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片(台灣豬肉)、黑木

耳、蔥、蒜、辣椒、蝦米、洋蔥、糖、食鹽

本產品含有豆類、甲殼類、麩

質、及魚類其製品
130408AKP0003560 葷食 X 台灣

清原嫩仙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丸芋堂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1295號 台灣 水、仙草濃縮原汁(水、仙草干、無水碳酸鈉_、二砂糖、樹薯粉 無
41-110-10006114-

00001-PDL
素食 X X

泰國鮮凍金枕頭榴槤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五甲木農產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大寮區正心路390巷168號 泰國 榴槤果肉 無
0507字第

20AML0001017號
素食 X X

古早味草湖芋仔冰磚雙味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全騏企業行 F-170762591-00000-0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興中一巷27號 台灣

香芋:水、芋頭、脫脂奶粉、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砂糖、合成糊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關華豆膠、葡萄糖、預糊化木薯澱

粉)、芋頭香料；

花生:水、花生、花生麩、脫脂奶粉、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砂糖、合成糊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關華豆膠、葡萄糖、預糊

化木薯澱粉)、花生香料；

本產品含有奶粉.麩質其製品.不

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新

台幣壹仟萬元(保單號

碼:0505字第

20AML0000369號)

本公司產品已投保富邦

產物產品責任險新台幣

壹仟萬元(保單號

碼:0505字第

20AML0000369號)

奶素 X X

維盛發黃金蒜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盛發企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大樹區井腳里井腳路52號 台灣 蒜頭、棕櫚油、糖、鹽、酵母粉 無
國泰產物

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素 X X

HK端午香粽禮盒(附造型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糯米、豬肉、蘿蔔乾(蘿蔔、鹽)、香菇、蛋黃、紅蔥、醬油(水、大豆氮基酸液、純釀造生醬油(脫脂大豆片、小麥)、食鹽、砂糖、酒

精、調味劑(琥珀酸二納、核糖核甘酸二納)、甜味劑(甘草萃))、大豆油、蝦米、糖、鹽、胡椒粉、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丁香、花

椒)

本產品含蛋、甲殼類、含麩質之

穀類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新安東京海上產品責任

險1702009ML000041

號(一千萬)

葷 X 台灣

陳釀脆皮豆乳雞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草行銷管理顧問(股)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嘉義市東區忠孝北街191號 台灣

雞肉、炸粉【樹薯澱粉、玉米粉、麵包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製棕櫚油（棕櫚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

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碳酸氫銨製劑（碳酸氫銨、碳酸鎂）、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半

胱氨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馬鈴薯澱粉、炸雞粉（麵粉、燒鉀明礬、酒石酸氫鉀、碳酸氫鈉、磷酸二氫鈣、玉米澱粉、葡萄

糖）】、棕櫚油、炸雞粉漿【麵粉、燒鉀明礬、酒石酸氫鉀、碳酸氫鈉、磷酸二氫鈣、玉米澱粉、葡萄糖】、純水、豆腐乳【非基改

黃豆、水、糙米、砂糖、鹽、檸檬酸、硫酸鈣、食用酒精、辣椒、品質改良劑-豆類消泡劑（完全氫化棕櫚油脂、卵磷脂、脂肪酸山梨

醇酐酯、二氧化矽）】、味噌【非基改黃豆、米、鹽】、砂糖、甜麵醬【非基改黃豆、水、甘蔗液糖（糖、水）、食鹽、大豆油、麵

粉、香油（大豆油、芝麻）、乳酸、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甜味劑（甘草萃）、玉米糖

膠、八角粉】、醬醪【水、黑豆、鹽】、豆豉【黑豆豉、黃豆油、砂糖、調味劑（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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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蒜頭、米酒、食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含麩

質之穀物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之製程設備亦生產含花

生、奶類、堅果類、

     芝麻、含麩質之穀物類、大

豆、 頭足類及其製品。

※食物過敏者請仔細研讀產品原

料說明。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保單號碼:0519字第

20AML0000147號)

葷 X X

盧家青芒果冰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全農企業社 F-170762591-00000-0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中山路4段24-5號 台灣 青芒果、糖、水
本產品含芒果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使用

07字 第462208A10097

號
素食 X X

義豐蔥油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義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生路130-1號 台灣 麵粉、青蔥、精製棕櫚油、鹽、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麵粉，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台灣產物

138707000024
葷食 X X

澎湖黑妞黑糖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寰一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96-3號 台灣 水、麵粉、黑糖(蔗糖.糖蜜.焦糖色素)、沙拉油、鹽、芝麻 本產品含芝麻
富邦產品責任險

130508AKP0001394
素食 X X

立家招牌湖州粽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向唐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內攤位B04) 台灣
蛋黃鮮肉粽-糯米,豬肉,鹹鴨蛋黃,豬板油,醬油,L-麩酸鈉,鹽,高粱酒,雞粉,雞油。

臘味火腿粽-糯米,豬肉,金華火腿,豬板油,肝腸,臘腸,醬油,L-麩酸鈉,鹽,高粱酒,雞粉,雞油。
蛋、大豆、牛奶

國泰產險字號1516字第

08PD02444號
葷食 X 台灣

佳興檸檬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芯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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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佳興黃金檸檬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芯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台灣 水，檸檬，金桔，蔗糖 無
旺旺友聯1200字第

07PLON000034
素食 X X

海鴻萬巒豬腳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新海鴻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村民和路36之2號1樓 台灣
1.萬巒豬腳:豬腳、釀造醬油、糖、糖。2.萬巒豬腳醬油:釀造醬油、水、糖、蒜頭、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L-麩酸鈉(調味

劑)。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

國泰產物

150108CG01590
葷食 X 台灣

果貿吳媽鮮蝦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台灣 麵粉、水、蝦仁、高麗菜、豬肉（產地：台灣）、豬油（產地：台灣）、青蔥、薑、味精、食鹽、砂糖、香油（芝麻、大豆油）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製品，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雞蛋及蝦仁。

華南產物1402第

082050048號
葷食 X 台灣

果貿高麗菜鮮肉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台灣 麵粉、水、高麗菜、豬肉（產地：台灣）、豬油（產地：台灣）、青蔥、薑、食鹽、味精、香油（芝麻、大豆油）、砂糖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製品，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雞蛋及蝦仁。

華南產物1402第

082050048號
葷食 X 台灣

櫻桃鴨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鮮水產商行 F-170762591-00000-0 花蓮縣玉里鎮三民里三名6-5號 台灣 鴨肉、大豆油、馬鈴薯澱粉、大豆蛋白、玉米粉、食鹽、特砂、蒜粉、小蘇打(碳酸氫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製品，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雞蛋。

0502字第

18AML0000092號
葷食 X X

協發行黃金泡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台灣 大白菜、紅蘿蔔、辣椒、蒜頭、醋、芝麻油、豆腐乳、砂糖、鹽、L-麩酸鈉、玉米糖膠、己二烯酸鉀(防腐劑)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2000萬產品責任險1516

字第08PD01293號

植物五辛素 X X

炳叔烤玉米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大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中市北屯區環太東路625號6樓之1 台灣

珍珠玉米、水、大豆胺基酸液、鹽、米、純釀造醬油、八角、甘草末、玉桂粉、梅子、仙楂、葡萄糖、辣椒粉、大豆油、芝麻油、芥

花油、黃豆粉(非基因改造黃豆)、香菇粉、黑胡椒粉、薑粉、肉桂、甘草、大茴香、丁香、甜椒、椰子粉、花生粉、芝麻粉、辣椒

乾、小麥麵粉、棕櫚油、活酵母、小麥胚芽粉、青海苔、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

食品添加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葡萄糖酸-δ內酯、檸檬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焦糖色素、食用色素黃色

5號、食用色素紅色6號、防腐劑(苯甲酸)、甜味劑(蔗糖素、甘草酸一銨)、素食香料、脂肪酸甘油酯

堅果、奶類、大豆、芝麻、小

麥、花生

國泰產物

150108CG01590
素食 X X

果貿泡菜冰花鍋貼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台灣
麵粉、豬肉（產地：台灣）、大白菜（大白菜、鹽、乳酸鈣）、蒜頭、辣椒粉、鹽、蘋果、水、糖、辣椒、L-麩酸鈉、玉米糖漿、

薑、水梨、海藻糖、魚露【魚露（玉筋魚、鹽、蝦）、水、鹽】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製品，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雞蛋及蝦仁。

華南產物1402第

082050048號
葷食 X 台灣

協發行黃金海帶絲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台灣 海帶絲、紅蘿蔔、辣椒、蒜頭、醋、芝麻油、砂糖、鹽、L-麩酸鈉、玉米糖膠、己二烯酸鉀(防腐劑) 本產品含有芝麻。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2000萬產品責任險1516

字第08PD01293號

植物五辛素 X X

協發行皮蛋辣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台灣 無鉛皮蛋、青辣椒、紅辣椒、蒜頭、香菜、芝麻油、水、糖、 蠔汁（蠔、水、鹽）、大豆、鹽、小麥粉
本產品含有蛋、牡蠣、大豆、小

麥、芝麻。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2000萬產品責任險1516

字第08PD01293號

植物五辛素 X X

法藍四季砂糖蛋糕捲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台灣 雞蛋、小麥粉、糖、大豆油、牛奶、奶油、砂糖 牛奶、雞蛋 130508AKP0A00008 蛋奶素 X X

法藍四季紫芋地瓜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台灣 韓國麵包粉、雞蛋、奶油、小麥粉、奶粉、地瓜餡(地瓜泥、麥芽糖、蔗糖、白鳳豆沙、大豆油、食鹽) 牛奶、雞蛋、麩質的穀類 130508AKP0A00008 蛋奶素 X X

連珍芋泥蛋糕三明治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台灣
芋頭、砂糖、雞蛋、麵粉、大豆沙拉油、奶油、橘子水[蜜柑原汁30%.砂糖.檸檬酸.香料.,羥甲基織維素纳.B胡蘿萄素(著色劑.含水脂肪

酸甘油酯.B胡蘿萄素.維生素E)]、泡打(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牛奶 蛋 麩質的穀類等

台灣產物保

118704000032 蛋奶素 X X

深法手工重乳酪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深法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41巷1號1樓 台灣 奶油乳酪、糖、牛奶、鮮奶油、奶油、白乳酪、玉米粉、蛋、低筋麵粉、高筋麵粉 產品含牛奶、小麥、雞蛋，乳製 0900-2236005492-01 蛋奶素 X X

郭元益好端端冰粽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8樓 台灣

花生冰粽：水、花生餡〔花生、糖、抗氧化劑(維生素E)、鹽、花生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麥芽糖、葛根粉

紅豆冰粽：水、紅豆餡〔紅豆、水、糖、麥芽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大豆油、奶油、海藻糖、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糖、麥芽糖、葛根粉

黑糖奶茶冰粽：水、奶茶餡(白鳳豆、水、糖、煉乳、麥芽糖、奶油、海藻糖、大豆油、唐寧皇家伯爵茶、紅茶粉)、粘稠劑(羥丙基磷

酸二澱粉)、黑糖、麥芽糖、葛根粉

1.本禮盒產品含過敏原物質為花

生、牛奶及其製品。

2.本禮盒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

生產設備有處理含麩質之穀物、

蛋、大豆、堅果類、芝麻及其製

品。

富邦產物保險產品責任

險0500字第

18AML0000747號

奶素 X X

哈根達斯冰紛仲夏迷你杯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A-186384960-00000-2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8樓 法國

草莓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草莓、糖、蛋黃、水

比利時巧克力冰淇淋

鮮奶油、糖、濃縮脫脂乳、水、可可塊、蛋黃、無水乳脂、可可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淇淋巧酥冰淇淋

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天然香草香料）、餅乾（小麥粉、糖、椰子油、低脂可可粉、碳酸氫鈉、鹽）

芒果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糖、芒果果漿、芒果、水、蛋黃、葡萄糖漿、濃縮柑橘果汁、濃縮檸檬汁、果膠（柑橘、蘋果）、天然芒果香

如外包裝所示

已投保AIG商業綜合責

任保險

保單號碼: 2900-

0300000862-01

蛋奶素 X X

OKEGGS褐殼雞蛋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Q-145128853-00000-0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沙崙234之88號 台灣 雞蛋 雞蛋 3400萬 蛋素 X X

呷七碗道地傳統肉粽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糯米.豬肉.菜脯(蘿蔔.沙拉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糖).醬油.香菇.蛋黃.花生.豬油.沙拉油.水.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

棕櫚油.麵粉).醬油膏.紅蔥頭.蒜.薑.米酒.糖.L-麩酸鈉.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椒)).黑胡椒.椒鹽粉(鹽.L-麩酸鈉.胡椒.肉桂.

百草.甘草.梅子.二氧化矽.麥芽胡精).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八角.花椒.焦糖色素液.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含麩質之

穀物.大豆.花生.蛋及其製品

本食品生產廠房亦處理.芝麻.堅

果.牛奶.魚.甲殼類製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

公司壹億元
葷 X 台灣

呷七碗北部粽+南部粽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公司 F-186761627-00000-6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南部粽：糯米.豬肉.醬油.花生.香菇.鳥蛋.豬油.金鉤蝦.沙拉油.水.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肉燥(豬油.豬肉.蔥酥(紅蔥頭.

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麵粉).醬油).醬油膏.紅蔥頭.蒜.薑.米酒.糖.L-麩酸鈉.椒鹽粉(鹽.L-麩酸鈉.胡椒.肉桂.百草.甘草.梅子.二氧化矽.麥芽

胡精).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八角.當歸(調味用)).碘鹽(氯化鈉.碘酸鉀).八角.花椒.焦糖色素

液.

北部粽：糯米.豬肉.菜脯(蘿蔔.沙拉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糖).醬油.香菇.蛋黃.花生.豬油.沙拉油.水.蔥酥(紅蔥頭.洋蔥頭.

玉米粉.棕櫚油.麵粉).醬油膏.紅蔥頭.蒜.薑.米酒.糖.L-麩酸鈉.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椒)).黑胡椒.椒鹽粉(鹽.L-麩酸鈉.胡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含麩質之

穀物.大豆.花生.蛋及其製品

本食品生產廠房亦處理.芝麻.堅

果.牛奶.魚.甲殼類製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

公司壹億元
葷 X 台灣

復興空廚芋泥餐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芋頭餡(白鳳豆、芋頭、蔗糖、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麥芽糊精、甜味劑(D-山梨醇)、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

血酸鈉)、二氧化鈦、複方著色劑(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丙二醇、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玉米糖膠))，蔗

糖，複方乳化劑(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丙二醇、水)，奶粉，大豆油，轉化

糖漿(蔗糖、水、麥芽膏、檸檬酸、碳酸氫鈉)，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碘鹽，複方品質改良劑(玉米澱粉、

脂肪酸甘油酯、酵素製劑(α澱粉酶、木聚糖酶)、抗氧化劑(維生素C))，香料。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含麩質之

穀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

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類、芒果、

花生、雞蛋、芝麻、堅果、魚

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

奇異果及其製品。

明台產物保險0801第

09PDT00099號

本保單係0801第

08PDT00096號續保

蛋奶蔬 X X

綠野農莊無骨厚厚雞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台灣

雞肉、裹粉(樹薯澱粉、碘鹽、麵粉、玉米澱粉)、水、棕櫚油、玉米粉、浸漬粉{糖、碘鹽、大豆蛋白、胡椒粉、辣椒粉、釀造醬油、

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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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大豆油、黏稠劑

(鹿角菜膠、玉米糖膠)、膨脹劑(碳酸氫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乳酸鈣)、結著劑(焦磷酸鈉、多磷酸鈉)、蒜粉、洋蔥粉、肉

桂粉、丁香枝、小茴香子、八角、著色劑〔焦糖色素、β-胡蘿蔔素、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

本產品大豆、堅果類、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

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

蝦、蟹、芒果、花生、牛奶、蛋

及其製品等過敏原。

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

ML000590號

本保單係17000字第

06ML00579號保單續保

葷 X X

老虎堂冰心粽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1之17號 台灣

紅茶拿鐵冰心粽: 麥芽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糖、鮮奶油(水、玉米糖漿、棕櫚油、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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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甘油脂、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鹽、香料、玉米糖膠、

關華豆膠、大豆卵磷脂、β-胡蘿蔔素)、白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

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麵粉、黑糖蜜(黑糖、水、蔗糖、黑糖香料)、玉米澱粉、全脂奶粉、黑糖香料、紅茶粉、洋菜粉、紅

茶香料。

紅豆冰心粽: 麥芽糖、紅豆沙(紅豆、糖、麥芽)、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黑糖蜜(黑糖、水、蔗糖、黑糖香料)、黑糖香

料。

芋頭冰心粽: 麥芽糖、水、芋頭、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

糖粉、鮮奶油(水、玉米糖漿、棕櫚油、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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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

酸甘油脂、磷酸氫二鉀、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鹽、香料、玉米糖膠、關華豆膠、大豆卵磷脂、β-胡蘿蔔素)、大豆油、黑糖蜜(黑糖、

本產品含有大豆、奶類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和泰產物保險70-108-

08296915-00003-PDL
奶蔬 X X

亨記家常北部粽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糯米、滷豬肉(豬肉、水、醬油、香菇素蠔油(水、蔗糖轉化液糖、 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粘稠劑(玉米糖膠、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抽出物、香菇粉)、米酒、蔥、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玉米粉)、冰糖、薑、蒜、五香粉(小茴香、肉桂、

八角、胡荽、丁香))、肉燥(豬肉、醬油、大豆沙拉油、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玉米粉)、米酒、胡椒粉、明膠、精鹽)、香菇、水、

鹽蛋黃（鴨蛋、精鹽）、雞油、醬油、米酒、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玉米粉)、芝麻油、冬蝦、冰糖、精鹽、五香粉(小茴香、肉

桂、八角、胡荽、丁香)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大豆及其製品、蛋類及其製品、

芝麻類及其製品、

蝦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華南產物1408第

092050185號本單係

1408字第082050166號

續保

葷 X 台灣

亨記經典南部粽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糯米、蛋黃(鴨蛋、食鹽)、香菇絲、花生、豬肉(台灣)、香豬油(台灣)、香蒜酥(蒜頭、棕櫚油)、油蔥(紅蔥頭、豬油(台灣))、精鹽、砂

糖、醬油、甘草粉、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蛋類及

其製品、花生類及其製品，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華南產物1408第

092050185號本單係

1408字第082050166號

續保

葷 X 台灣

竹南懷舊經典傳香粽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親憶食堂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苗栗縣頭份市蘆竹路347號 台灣
圓糯米、豬肉(梅花胛心肉)、菜脯(蘿蔔、水、鹽、乳酸鈣、鮮力保-P[蒸餾水、無水檸檬酸、乳酸、香料]、胺基乙酸)、栗子、鴨蛋黃

1/2、香菇、紅蔥頭(麵粉、紅蔥頭、豬油)、蝦米、豬油、醬油、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蛋、栗子及蝦米等，

對特殊體質可能造成過敏現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

單號碼1504字第

07PD02167號

葷 X 台灣

員林百年仙草涼露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舜大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路543巷102號 台灣 仙草汁(水、仙草乾、小麥澱粉、碳酸鈉)、砂糖 小麥澱粉
和泰產險0636字第

07903554號
素食 X X

甘心樂意百香果原汁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段南勢1-12號 台灣 百香果 無
富邦產險0510字第

19AML0000763號
素食 X X

魏姐包心粉圓經典剉冰組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圓心圓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宜蘭縣羅東鎮羅莊街398號 台灣

黑糖紅豆包心粉圓:樹薯粉、水、紅豆、砂糖、黑糖、焦糖色素

金黃地瓜包心粉圓:樹薯粉、水、地瓜、特砂

紫双芋泥:芋頭、水、二砂、紫薯

牛奶冰:水、砂糖、椰子油、奶粉、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香料

本產品含有堅果類、奶類及其製

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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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

和泰產物保險 50-107-

07723877-00006-PDL
奶蔬 X X

手信坊晶漾冰粽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水晶芋頭：麥芽糖、芋頭餡(芋頭、砂糖、乳糖、大豆油、麥芽糖、麥芽糊精、奶粉、香料、梔子紅色素、梔子藍色素)、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水                                 水晶花生：麥芽糖、花生醬(花生、砂糖、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中鏈三酸甘油酯)、鹽、香

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水                                                         黑糖綠豆流沙：麥芽糖、綠豆流沙餡(綠豆、砂糖、大豆油、麥芽糖、

麥芽糊精、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鴨蛋黃、海藻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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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乳酸硬脂酸鈉、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脂、β-胡蘿蔔素、香料)、水、黑糖、羥丙基磷酸二澱

水晶花生：此產品內含花生及其

製品之過敏原     水晶芋頭：此

產品內含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黑糖綠豆流沙：此產品內含蛋類

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物-保單號碼A0-

109-06080684-00019-

PDL

水晶花生：全素

水晶芋頭：奶素

黑糖綠豆流沙：蛋

素

X X

台南晶英帝王粽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鮑魚粽：糯米、豬肉(台灣)、香菇、鹰嘴豆、花生、栗子、鮑魚、蛋黃、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糖、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六偏磷酸鈉)、酸性焦磷酸

鈉)、鹽、蔥酥、五香粉(肉桂、麥芽糊精、八角、丁香、小茴香、三奈、花椒、百草粉)、白胡椒粉(白胡椒(50%)、麩皮粉、麥芽糊

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大骨粉(糖、鹽、麥芽糊精、雞肉、樹薯澱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豬肉蛋白(台灣)、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辛料(丁香、肉桂、甘草)、二氧化矽、檸檬酸)

干貝粽：水、糯米、大豆油、後腿豬肉(台灣)、梅花肉(台灣)、醬油、白靈菇(白靈菇、水、鹽)、干貝、蕃薯粉、栗子、香菇、蛋黃、

紅蔥頭、洋蔥、米酒、蔗糖、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

素))、青蔥、櫻花蝦、麥芽糖漿(玉米澱粉、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水、葡萄糖、焦糖色素)、豬油(豬脂(西班牙、台灣)、抗氧

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蒜頭、鹽、紅麴豆腐乳(水、糖、非基因改造黃豆、鹽、糙米、食用酒精、紅麴米、辣

椒)、蝦米、烏醋(水、釀造米酢、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番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香料)、芝麻醬(白芝麻、非基因改造黃

豆)、蝦皮、焦糖洋蔥汁(洋蔥)、複方調味劑(鹽、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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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大骨粉(糖、鹽、麥芽糊精、雞肉、樹薯澱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豬肉

蛋白(瑞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辛料(丁香、肉桂、甘草)、二氧化矽、檸檬酸)、白胡椒粉(白胡椒、麩皮粉、

麥芽糊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香油(大豆油、芝麻油)、複方調味劑(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丙二醇)、辛烯基

丁二酸鈉澱粉、脂肪酸甘油酯、豬肉抽出物(台灣)、D-木糖、玉米糖膠)、五香粉(肉桂、麥芽糊精、八角、丁香、小茴香、三奈、花

椒、百草粉)、蒜抽出物(蒜頭抽出物、蔗糖)、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肉桂粉、紅麴色素(食用酒精、紅麴色素)、調味

標示於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食 X 台灣

晶華滬式東坡粽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Q-170717246-00000-8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成分：糯米、豬肉、水、大豆油、醬油、香菇、栗子、蛋黃、魷魚絲、紅蔥頭、醬油膏(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小麥)、水、蔗

糖、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糯米、調味劑(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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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色劑(焦糖色素)、品質改良劑(無水碳酸鈉)、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草酸鈉))、冰糖、紹興酒、青蔥、豬油(豬脂、抗氧化

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肉桂、白胡椒粉(白胡椒、麩皮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複方調

味劑(食鹽、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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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八角

本產品含堅果類、含有麩質的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及

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

類、蛋製品、乳製品、芝麻製

品、大豆製品、花生製品。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OPEN!老實農場冰烤鳳梨 云品生活 永大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屏東縣內埔鄉竹圍村永豐巷19號 臺灣 鳳梨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其設備或生

產管線有處理芒果。

富邦產物

0512字第

21AML0000001號

素食 X X

郵購應記載事項 其他資訊



OPEN!一手私藏仲夏風味果茶泡泡冰球 云品生活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臺灣

仲夏檸檬泡泡球-成分：水、砂糖、檸檬汁、椰子油、檸檬碎皮、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關華豆膠、刺槐豆膠)、蘋果

酸、奶粉

熱帶水果茶泡泡球-成分：水、紅茶萃取液、百香果汁、椰子油、柳丁原汁、鳳梨肉、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關華豆

膠、刺槐豆膠)、柳丁皮油

本產品含有牛奶、堅果類及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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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生、芝麻、大豆、椰子油、小麥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

第09PR000280號
奶素 X X

冒煙的喬煙燻焗烤地芋燒 云品生活 富力連食品廠高雄廠 E-124683258-00000-0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嘉展路294-1號 臺灣

地瓜、芋頭泥｛（芋頭、蔗糖、海藻糖[玉米、麥芽糖漿(雙葡萄糖) ]、大豆沙拉油、奶油[巴氏殺菌奶油(自牛乳中分離) ]｝、起司絲[

乾酪、棕櫚油、酪蛋白、鹽、乳清粉、馬鈴薯澱粉(外灑粉)、奶粉、大豆沙拉油、色素(黃梔子、婀娜多)，食品添加物：黏稠劑(醋酸

澱粉、鹿角菜膠)、調味劑(氯化鉀、檸檬酸鈉、檸檬酸)、品質改良劑(磷酸鈉、多磷酸鈉)]、切丁燻乾酪[乾酪(牛乳、食鹽、乳酸菌、

凝乳酵素、胡蘿蔔素)、水、乳脂、食鹽、多磷酸鈉、磷酸鈉、香料]。

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及其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大豆沙拉油為基因改造黃

豆加工製成，但不含基因改造成

分

※反式脂肪來自乳脂中天然形

和泰產物

50-110-0815550l-

00005-PDL

蛋奶蔬 X X

明華猴菇杏鮑菇雙味素粽 云品生活 明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下林頭31號 臺灣
杏鮑菇栗子口味-長糯米、水、杏鮑菇、蘿蔔乾、胡蘿蔔、豆皮絲、醬油、沙拉油、糖、栗子、毛豆仁、鹽、白胡椒粉。

紅藜猴頭菇口味-長糯米、水、豆皮絲、猴頭菇、蓮子、花生、醬油、沙拉油、紅藜麥、糖、蛋白、鹽、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蛋類、麥類、豆類及

花生製品，過敏者請注意食用。

本產品同一廠房有生產黃豆製品

及麩質小麥製品。

和泰產物

50-110-0815550l-

00005-PDL

蛋蔬 X X

干味鰻滿荷香粽 丞昀專業養殖場 亨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49409503-00000-9 台中市神岡區神林路70巷46-8號 台灣

原料：長糯米、水、蒲燒鰻（鰻魚、調味料｛果糖、純釀造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調味劑（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

乳酸）、砂糖、食用酒精、麥芽糖、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著色劇（焦糖色素）、紅麴色素、婀娜多、複方甜

味劑（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糊精）、黃梔子色素、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磷酸鈉、多磷酸鉀、焦磷酸鈉）｝）、香菇

絲、黑豬肉絲、豬油、醬油、干貝、 蜜蓮子（蓮子、二砂）、雞精粉（食鹽、乳糖、檸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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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油蔥酥（紅蔥頭、豬油）、冰糖、金鉤蝦、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麩質之穀物)、
蝦類、魚類及其製品

葷 X 台灣

扒扒飯雙椒醬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鮮而美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E-159260558-00000-2 屏東縣萬丹鄉上村村社皮路一段35號 台灣
成分:辣椒、沙拉油、蒜頭、鹽、糖、青蔥、釀造醬油(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鹽、水)、香油(白芝 麻、沙拉油) 花椒粉、酵母萃取

物、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檸檬酸、混和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過敏原提醒:本產品含黃豆、小

麥，對此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新光產險字號

130508AKP0001280

新光產險產品責任險

1200萬

植物五辛素 X X

扒扒飯泰椒醬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鮮而美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E-159260558-00000-2 屏東縣萬丹鄉上村村社皮路一段35號 台灣
成分:辣椒、沙拉油、蒜頭、紅蔥頭、魚露(鯷魚、鹽、砂糖、水)、鹽、糖、香菜、香油(白芝麻、沙拉油)、檸 檬、DL-胺基丙酸、胺

基乙酸、檸檬酸、酵母精粉、(維他命C、混和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過敏原提醒:本產品含黃豆、魚

類，對此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新光產險字號

130508AKP0001280

新光產險產品責任險

1200萬

植物五辛素 X X

流淚小吐司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卉生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E-159260558-00000-2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89巷23號1樓 泰國

麵粉(含品質改良劑(過氧化苯甲醯)、糖 、人造奶油(棕櫚油[含抗氧化劑( 二丁基羥基甲苯 、丁基羥基甲氧苯、

、第三丁基氫醌、維生素C)、 棕櫚硬脂 水、碘鹽(合碘化鉀)、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酯

品質改良劑(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鈣)、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苯甲酸鈉、檸檬酸、檸檬酸鈉、著色劑(β-衍8`-胡蘿蔔醛

β-胡蘿蔔素)、鹽、醇母、水、大豆卵磷脂、防腐劑(丙酸鈣)、香料、大蒜、糖、棕櫚油、鹽、水。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

品、牛奶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

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9PD02664號
植物五辛素 X X

UP經典嫩肩舒肥牛-薄鹽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55巷2號3樓 台灣 Choice嫩肩牛肉、橄欖油、海鹽、黑胡椒、碳酸氫鈉 如外包裝所示
南山0900-

2236005076-01
葷 美國 X

熱情果綜合果凍(百香果/檸檬)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永沅誠箴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64號12樓 台灣

百香果凍

成份：水、砂糖、百香果原汁、檸檬酸鈉、檸檬酸、蘋果酸、刺槐豆膠、磷酸二氫鉀、

鹿角菜膠、百香果香料、玉米糖膠、二氧化鈦、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

※百香果原汁 產地：台灣埔里鎮果樹第四班

/檸檬口味

成分：水、砂糖、檸檬原汁、檸檬酸鈉、檸檬酸、 蘋果酸、刺槐豆膠、磷酸二氫鉀、鹿角菜膠、檸檬香料、玉米糖膠。

※檸檬原汁產地:屏東

如包裝上所示

已投保蘇黎世產物保險

5000萬

保單號碼：30-105-

06482005-00006-PFL

素食 X X

億長御坊南北雙味粽6入裝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富澄御坊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台灣
北：糯米、五花肉、鹹蛋、香菇、蝦米、紅蔥頭、醬油、白胡椒

南：糯米、五花肉、花生、鹹蛋、香菇、栗子、蝦米、紅蔥頭、醬油
如包裝上所示

南山產物保險 0901-

2236010230-00
葷食 X 台灣

元祖仲夏沁心酷涼冰品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元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4號2樓
冰淇淋麻糬-台灣

冰淇淋泡芙-日本山梨縣

元祖冰淇淋麻糬-草莓

成分：水、砂糖、糯米粉、麥芽糖、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脫脂奶粉、果糖、蛋白、

樹薯粉、草莓濃縮汁、沙拉油、覆盆子、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β-澱粉酶)、草莓香料(丙二醇、醋酸、香料)、玉米糖膠、脂

肪酸甘油酯、DL-蘋果酸、刺槐豆膠、檸檬酸、乳酸鈣、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鹿角菜膠、蔗糖)、精鹽、關華豆膠、焦糖色素、

胭脂紅色素(麥芽糊精、胭脂蟲酸鋁鹽)。

元祖冰淇淋麻糬-芒果

成分：水、砂糖、糯米粉、芒果顆粒醬[芒果、砂糖、水、柑橘果膠、安定劑(關華豆膠、羧甲基纖維素鈉、葡萄糖、乳糖、麥芽糊

精、二氧化矽)、檸檬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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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

酯)]、土芒果汁、麥芽糖、脫脂奶粉、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無水奶油、蛋白、樹薯

粉、沙拉油、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β-澱粉酶)、羧甲基纖維素鈉、脂肪酸甘油酯、芒果香料(丙二醇、甘油、乙醇、水、香

料、芒果萃取物)、芒果香料(香料、乙醇、水)、10%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中長鏈脂肪酸甘油酯、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β-胡蘿蔔

素、水、維生素E(抗氧化劑)、二氧化矽、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1%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中鏈三酸甘油

酯、阿拉伯膠、麥芽糊精、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生育醇(抗氧化劑)]、刺槐豆膠、精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蔗糖)、關華

豆膠、乳酸鈣。

元祖牛奶冰淇淋泡芙-香草

成分：水、泡芙酥皮｛雞蛋、麵粉、食用油脂[豬油、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大豆油、玉米油)、食鹽]、麥芽糖醇(甜味劑)、奶油、

植物油(棕櫚仁油、棕櫚油)、鮮乳、食鹽｝、乳製品(脫脂奶粉、奶油)、蔗糖、麥芽糖、鮮乳、高果糖糖漿、糖粉(葡萄糖、玉米澱

粉、棕櫚油)、馬鈴薯澱粉、洋菜粉、葡甘露聚糖、乾酪素鈉、複方乳化劑(含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丙二醇酯)、複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產物產品保險

1516字第09PD04110

號

葷食 X X

泰國 Malee蘋果汁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巨加利企業有限公司 A184271131-00000-5 桃園市龜山區文東五街89-1號 泰國 蘋果汁100% 如包裝上所示 富邦產品責任險3000萬 素食 X X

鮮凍綠寶毛豆莢(無鹽)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愛上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100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 台灣 毛豆 如包裝上所示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

08PR000309號
素食 X X

Viennetta千層雪糕(香草)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 A-184293851-00000-8 115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2號11樓 英國
復水脫脂牛奶、椰子油、葡萄糖果糖糖漿、糖、葡萄糖漿、水、脫脂可可粉、乳清固形物、複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磷脂酸銨)、

複方粘稠劑(刺槐豆膠、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堅果類及其製

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

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大豆及其製

富邦0525字第

21AML0000631號
蛋奶素 X X

Viennetta千層雪糕(三色)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 A-184293851-00000-8 115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2號11樓 英國
復水脫脂牛奶、椰子油、葡萄糖果糖糖漿、糖、葡萄糖漿、水、脫脂可可粉、可可塊、乳清固形物、複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磷脂

酸銨)、複方粘稠劑(刺槐豆膠、關華豆膠、鹿角菜膠)、檸檬酸、複方天然食用色素（含紅甜菜色素, β-胡蘿蔔素）、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堅果類及其製

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

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大豆及其製

富邦0525字第

21AML0000631號
蛋奶素 X X

韓國天日鹽海苔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韓國 標示於外包裝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素食 X X

亞尼克特黑巧克力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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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脂、脂肪酸

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

之穀類.大豆>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

生產管線有處理含有牛奶.蛋.含

有麩質之穀類.奇異果.芒果.堅果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蛋奶素 X X

亞尼克芒芒乳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日本奶霜[乳製品(牛奶)、食用植物油脂(棕櫚仁油、棕櫚油)、糊精、乳清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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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香料]、蛋、砂糖、鮮奶、日本麵粉、芒果果泥(芒果、砂糖)、無鹽奶油、芒果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

之穀類.大豆>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

生產管線有處理含有牛奶.蛋.含

有麩質之穀類.奇異果.芒果.堅果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蛋奶素 X X

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1號1、2樓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 本產品含有蛋及牛奶製品
富邦產險0508字第

04ML000052號
蛋奶素 X X

(原)漁夫市集-澎湖小管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華育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B-185025777-00000-0 台中市北屯區陳平一街87號 台灣

大豆油、小管、辣椒、紅蔥頭、蒜頭、豆瓣醬【水、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焦糖色素、甜味劑(醋磺內

酯鉀)、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香料、香油(大豆油、芝麻油)】、沙茶醬【黃豆油、

狗母魚、南薑、蒜頭、芝麻、小麥麩皮、味精、蔥干、椰子粉、辣椒、蝦、蔥酥、香辛料(甘草、茴香、桂枝、丁香)、鹽、白豆蔻、

花椒、白胡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蘿蔔乾、香油【大豆油.芝麻油】 、二砂

糖、豆鼓、蠔油【水、糖、鹽、蠔汁、L-麩酸鈉(調味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粘稠劑)、小麥粉、焦糖色素(著色劑)】、雞粉【鹽、麥

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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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肉粉(雞、迷迭香萃取物) 、香料(含雞、小

麥、大豆、牛奶、蛋、抗氧化劑(維生素E))、白糖、雞油(雞油、迷迭香抽出物)、酵母萃取物)】

本產品含有魚類、甲殼類、芝

麻、大豆、牛奶、蛋、堅果、含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第1740109ML000144

號

葷食 X

(原)Coastline挪威薄鹽鯖魚片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Q-170615120-00001-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8號 挪威 鯖魚、食鹽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

662208A10109號
葷食 X

(原)Coastline土魠魚切片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Q-170615120-00001-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8號 印尼 土魠魚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

662208A10109號
葷食 X

(原)Coas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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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0615120-00001-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8號 智利 鮭魚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

662208A10109號
葷食 X

(原)魚有王-鮪魚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政澄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E-127376578-00000-7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32號 台灣 鮪魚 可食，如有體質敏感者勿食

和泰產物

50-109-07128025-

00009-PDL
葷食 X

(原)伊卡煙燻魷魚條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昌明食品有限公司 E-186901155-00001-8 高雄市前鎮區興漁四路5號 台灣

魷魚、糖、鹽、醬油、味霖(水、果糖、米麴、鹽)、魷魚圈香料(蒜粉、L-麩酸鈉、麥芽糊精、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乾卵清蛋

白粉、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乾酪素鈉、醋酸澱粉、關華豆膠、辛烯基

丁二酸鈉澱粉、水解魚蛋白、肉精粉(乳糖、酵母精粉、玉米糖漿、氯化鈉、醬油粉、雞肉萃取物、糖、香料)、胺基乙酸、甘草萃(甜

味劑)、檸檬酸鈉、醋酸鈉(無水)、葡萄糖酸-δ-內酯、溶菌酶)

本產品含有魷魚、大豆、麩質穀

物，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泰安產物

562209A10351
葷

(原)銀蕨牧場紐西蘭沙朗牛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 A-127714796-00001-2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1樓 紐西蘭 牛肉 無
新光產物

130009AKP0001252
葷

牛產

地：紐

(原)宏益日式蒲燒鯛魚腹排5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益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22822584-00000-1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之2號11樓 台灣
台灣鯛魚腹肉、蒲燒醬油(砂糖、葡萄糖、高果糖玉米糖漿、釀造醋、食鹽、普通焦糖(1)、澱粉糖漿、鰻魚萃取物、婀娜多、乙醯化

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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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菊糖苷)
本產品含大豆；魚類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

1503字第08PD01503
葷

(原)嫩肩板腱牛排1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197093383-00001-5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0號 美國 牛肉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 字

第 08PR000501 號
葷食

牛產

地：美

(原)嫩肩板腱牛排10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197093383-00001-5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0號 美國 牛肉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 字

第 08PR000501 號
葷食

牛產

地：美

(團訂原)嫩肩板腱牛排10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197093383-00001-5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0號 美國 牛肉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 字

第 08PR000501 號
葷食

牛產

地：美

(團銷原)嫩肩板腱牛排1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裕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197093383-00001-5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0號 美國 牛肉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 字

第 08PR000501 號
葷食

牛產

地：美

(原)大成桐德黑豚超殺組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D-123670889-00001-5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0號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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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177辣味干貝醬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品創科技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G154540335-00000-3 宜蘭縣頭城鎮拔雅路20之1號 中國大陸 干貝、大豆油、蔥、蒜、蝦仁、辣椒、糖

本產品含有大豆、甲殼類、螺貝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

07字第662208A10109

號
葷食

(原)健康優鮮鱸魚精 安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G-145103451-00000-7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415號 台灣 金目鱸魚、水
本產品含魚，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本產品已投保3000萬產

品責任險
葷食

(原)安永CAS鮮凍虱目魚肚5片 安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53949524-00000-9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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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凍金目鱸魚排3入 安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53949524-00000-9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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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嚴選根島生態草蝦仁3入 安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53949524-00000-9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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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53949524-00000-9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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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日式冷凍炸蝦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IFB09YK0178002A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57號 越南

麵衣「黃色麵包粉{小麥粉、棕櫚油、酵母、糖、鹽、婀娜多色素調劑(婀娜多色素、乙醇、玉米糖膠)、酵母調劑[碳酸鈣、硫酸鈣、維

生素C、α-澱粉酶(米麴菌)、玉米澱粉]}、小麥粉、砂糖、鹽、粉末油脂{棕櫚、菜籽、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

(維生素E)}、全蛋粉、玉米澱粉、大豆蛋白粉、植物油(紫蘇)」、白蝦、鹽、加工澱粉(醋酸澱粉)、婀娜多色素、調味劑(L-麩酸鈉)、

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碳酸氫鈉、檸檬酸、香辛料萃取物(白胡椒)

本產品含蝦、小麥、大豆、雞蛋

成分

華南產物保險:1400地

092050458
葷食

(原)蒲燒鰻 丞昀專業養殖場 佳味豐食品有限公司 H-149409503-00000-9 台南市北門區錦湖里白米4-3號 台灣

蒲燒鰻（鰻魚、調味料｛果糖、純釀造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調味劑（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乳酸）、砂糖、食用

酒精、麥芽糖、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著色劇（焦糖色素）、紅麴色素、婀

娜多、複方甜味劑（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糊精）、黃梔子色素、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

磷酸鈉、多磷酸鉀、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牛奶、

魚類及其製品
130808AKP0000332 葷食

(原)香蒜奶油風味鮭魚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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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台灣

鮭魚,食鹽,糖,香料【蒜粉,辣椒粉,胡椒粉】,麥芽糊精,蝦粉,玉米澱粉,胺基乙酸,魷魚粉,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醬油粉【純釀造醬油,麥芽糊精,砂糖,

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昔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超級滲延調味料M-RK【糊精,酵母抽出物(酵母抽出物,

糊精,葵花籽油),葡萄糖,食鹽,蔬菜粉(甘藍抽出物,糊精)】,阿拉伯膠,DL-蘋果酸,琥珀酸二鈉,磷酸鈣,蝦香精【中鏈三酸甘油酯,芥花油,香

料,香油,麻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大蒜精油【大蒜萃取物,芥花油】,呈味力鮭魚抽出物【糊精,鮭魚抽出物,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鹽

酸,碳酸鈉,蛋白酶】,奶油,大豆卵磷脂,乙基香夾蘭醛

本產品含有魚類、含麩質之穀

物、甲殼類、芝麻、大豆及其製

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台灣鯛魚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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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1691058--00001-7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潭子墘75之20號 台灣 雕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0516字第

18AML0000054號，

最高賠償1千萬元

非素食

(原)挪威北極熟甜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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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挪威 甜蝦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野生小卷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台灣 小卷
本產品含有頭足類，不適合對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鰈魚清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中國

 鰈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冷凍干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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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澳洲 干貝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日式風味蟹味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54663687-00000-3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93巷12弄9號 泰國

 魚漿(金線魚)、澱粉(小麥粉.木薯粉)、香料、

鹽、糖、蟹肉抽出物、調味劑(L-麸酸鈉)、雞蛋白、

食用色素(紅麴色素,紅椒色素)、水

植物油(大豆,棕欄.椰子)、甜味劑(D~山梨醇)

本產品含有蟹、雞蛋、魚類、大

豆、椰子、麩質及其製品，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熟凍帶殼鮑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54663687-00000-3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93巷12弄9號  中國  鮑魚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鮮凍野生肉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中國  肉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黃金熔岩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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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越南
成分:白蝦仁﹑金線魚漿﹑天婦羅粉[小麥麵粉﹑玉米澱粉﹑鹽﹑泡打粉(小蘇打﹑酒石酸氫鉀﹑玉米粉)﹑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

脂)﹑食用色素(黃梔子)]﹑起司﹑鹹蛋黃﹑奶油﹑玉米澱粉﹑胡椒粉﹑白砂糖﹑鹽

本產品含有蝦仁,牛奶及其製品,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魚類及其

製品,蛋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柳葉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加拿大 柳葉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白鯧2尾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印度  白鯧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熟凍紅蟳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54663687-00000-3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93巷12弄9號 印尼  紅蟳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薄鹽鮭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智利 鮭魚,鹽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真多蝦蟹海鮮拼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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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龍蝦(巴西)/帝王蟹腳(智

利)/白蝦(宏都拉斯)
龍蝦,帝王蟹腳,白蝦

本產品含有蝦,蟹類或其相關製

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野生紅條石斑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菲律賓 紅條石斑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超大日本北海道干貝(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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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日本北海道 干貝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智利熟凍帝王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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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智利 帝王蟹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不適合對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活凍三點蟹3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中國 三點蟹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宜蘭帶卵母香魚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台灣 母香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日本熟凍松葉蟹鉗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日本島取縣 松葉蟹鉗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草蝦仁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越南 草蝦仁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海鮮，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白帶魚卷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台灣 白帶魚清肉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熟凍黃道蟹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愛爾蘭 螃蟹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挪威薄鹽鯖魚片5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挪威 鯖魚片,鹽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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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智利 鮭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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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格陵蘭 大比目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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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1691058--00001-7 嘉義縣六腳鄉潭墘村潭子墘75之20號 台灣 雕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0516字第

18AML0000054號，

最高賠償1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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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59119031-00000-2 高雄市茄萣區白雲里莒光路三段282號 台灣 金目鱸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去刺虱目魚肚5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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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台灣 虱目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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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沙烏地阿拉伯 蝦
本產品含有蝦類及其製品，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日本北海道大干貝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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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84753968-00001-5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日本北海道 干貝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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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24224418-00001-0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馬來西亞 花枝
本產品含有頭足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汶萊蝦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汶萊 白蝦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巴沙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T-136504758-00001-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越南 巴沙魚片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智利熟凍帝王蟹腳切盤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G-142013689-00000-7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智利 帝王蟹腳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智利熟凍雪蟹鉗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智利 雪蟹鉗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利安鑫花枝蝦排2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利安鑫食品有限公司 E-124224418-00001-0 高雄市岡山區為隨東路58巷28號 台灣
金線魚漿、虱目魚漿、豬脂、蝦仁、花枝、麵包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棕櫚油、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

碳酸氫銨製劑(碳酸氫銨、碳酸鎂)、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胱胺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糖、鹽、D-木糖、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魚類、小

麥,大豆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險2000萬 第

07PD03482號 ，最高

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豬脂原

產地：

台灣



(原)冷凍熟雪蟹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洪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智利 熟雪蟹,鹽
本產品含有蟹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8PD03954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產銷履歷七星鱸魚涮魚片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A-142596002-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台灣 七星鱸魚片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冷凍草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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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2596002-00000-6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馬來西亞 草蝦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海鮮，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02字第09PL09123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原)去刺虱目魚柳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高利水產有限公司 T-136504758-00001-6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台灣 虱目魚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

1516字第09PD01465

號，最高賠償2千萬元

非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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