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資料

品名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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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嚴選番茄牛排火鍋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番茄湯【水、番茄糊、切角番茄(番茄、番茄汁、檸檬酸)、洋蔥、牛肉湯(水、牛肉抽出物、鹽、糖、高麗菜抽出物、明膠、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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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水解蛋白)、大豆油、糖、鹽、L-麩酸鈉、調味粉[豬骨抽出物、乳糖、鹽、酵母抽出

物、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丙二醇、水、阿拉伯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醬油、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棕櫚油、葵花油、香料、維他命E(抗氧化劑))、棕櫚油、豬油、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二氧化矽、

L-天門冬酸鈉、胡椒]、牛精粉[鹽、L-麩酸鈉、麥芽糊精、香料、糖、玉米澱粉、牛油(牛油、氫化棕櫚油、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牛肉粉

(牛肉、鹽、多磷酸鈉、香辛料(玉桂、八角、茴香、豆蔻、草豆蔻)、乳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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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糖、抗氧化劑(維生素E))、酵母粉(酵母粉、鹽)、洋蔥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大蒜香粉(澱粉、蒜萃取物、阿拉伯膠、鹽)、焦糖色素、胡椒]】、牛排(美國)

本產品含有大豆、奶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螺貝類、奇異果、花生、魚、軟體動物

類、堅果、羽扇豆、芝麻、蕎麥、甲殼類、蛋、芹菜、芥末及亞硫

酸鹽類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088508PDT00406 葷食 美國 X

青花驕麻辣鍋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日燦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鎮仁和路二段61巷21號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青花椒麻辣湯底:

水、麻辣醬［芥花油、辣椒乾、牛油(台灣、紐西蘭、澳洲)、麻辣龍骨醬(水、辣椒、酒精、豆瓣醬(黃豆、辣椒、水、鹽、砂糖)、豬肉抽出物、

食鹽、乳糖、奶粉、豬骨抽出物、大豆油、芝麻油、蒜頭、蔗糖、豬油(日本)、黃豆水解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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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雞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當歸、琥珀酸二鈉、香料、DL-胺基丙酸、L-天門冬酸鈉、洋蔥粉、胡椒)、豆瓣醬(鮮紅辣椒、

蠶豆、食用鹽、小麥粉)、料理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水、甜酒釀(糯米、水)、蔥段、香味料(砂仁、丁香、八角、肉桂、草果、白荳蔻、山

奈、小茴香、香果、月桂葉、白胡椒粒、甘草)、辣椒粉、老薑、蒜、花椒、冰糖、豆豉［(黑豆、鹽、甘草酸鈉(甜味劑)、檸檬酸、醋磺內酯鉀

(甜味劑)］、原汁牛肉湯［水、牛肉(紐西蘭、澳洲、美國)、食鹽、蔗糖、高麗菜抽出物、明膠、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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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抽出物、水解動物蛋白］、麻辣老油［調和辣油(大豆油、辣椒粉)、麻辣龍骨油包(大

豆油、辣椒、花椒、小茴香、荳蔻、紅椒色素、肉桂、大茴香、草荳蔻、丁香、月桂、山奈)、麻辣鍋老油料(大紅袍花椒、青花椒、白豆蔻、草

果、砂仁、排草、綠胡椒、白胡椒、山奈、小茴香子、八角、肉桂、公丁香、南薑、月桂葉)、雞心朝天椒粉］、麻辣紅湯粉［麥芽糊精、牛肉

抽出物、蒜頭粉、洋蔥粉、乳糖、食鹽、豬骨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DL-胺

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酵母抽出物、二氧化矽、蔗糖、豬油(日本)、香料、柴魚粉、胡椒粉］、糖、L-麩酸鈉

麻辣組合(麻辣豆腐、杏鮑菇、豆皮):

水、豆腐[水、黃豆、凝固劑(硫酸鈣)、豆類消泡劑(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碳酸鎂、矽樹脂)]、杏鮑菇、豆皮[黃豆、大豆沙拉油、豆類消泡劑

(碳酸鈣、完全氫化植物油(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麻辣醬[芥花油、辣椒乾、牛油(台灣、紐西蘭、澳洲)、麻辣龍骨醬(水、辣

椒、酒精、豆瓣醬(黃豆、辣椒、水、鹽、砂糖)、豬肉抽出物、食鹽、乳糖、奶粉、豬骨抽出物、大豆油、芝麻油、蒜頭、蔗糖、豬油(日本)、

黃豆水解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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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雞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當歸、琥珀酸二鈉、香料、DL-

胺基丙酸、L-天門冬酸鈉、洋蔥粉、胡椒)、豆瓣醬(鮮紅辣椒、蠶豆、食用鹽、小麥粉)、料理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水、甜酒釀(糯米、

水)、蔥段、香味料(砂仁、丁香、八角、肉桂、草果、白荳蔻、山奈、小茴香、香果、月桂葉、白胡椒粒、甘草)、辣椒粉、老薑、蒜、花椒、冰

糖、豆豉[(黑豆、鹽、甘草酸鈉(甜味劑)、檸檬酸、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醬油、原汁牛肉湯[水、牛肉(紐西蘭、澳洲、美國)、食鹽、蔗糖、高

麗菜抽出物、明膠、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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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抽出物、水解動物

蛋白]、麻辣老油[調和辣油(大豆油、辣椒粉)、麻辣龍骨油包(大豆油、辣椒、花椒、小茴香、荳蔻、紅椒色素、肉桂、大茴香、草荳蔻、丁香、

月桂、山奈)、麻辣鍋老油料(大紅袍花椒、青花椒、白豆蔻、草果、砂仁、排草、綠胡椒、白胡椒、山奈、小茴香子、八角、肉桂、公丁香、南

薑、月桂葉)、雞心朝天椒粉]、麻辣紅湯粉[麥芽糊精、牛肉抽出物、蒜頭粉、洋蔥粉、乳糖、食鹽、豬骨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酵母抽出物、二氧化矽、蔗糖、豬油(日本)、香料、柴魚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麩質穀類、魚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

過敏體質者食用。

加工廠生產線亦生產含有芒果、花生、堅果、蕎麥、芹菜、螺貝

類、羽扇豆、甲殼類、奇異果、芥末、軟體動物類、蛋、二氧化硫

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含有蠶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具蠶豆症者食用

088508PDT00406 葷食 美國 丹麥

王品嚴選中西逢源福饗宴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夏暉物流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雙福路65號 台灣

福虎烏參佛跳牆

高湯包：水、高湯【水、鹽、蔗糖、豬雞骨萃取液[豬骨(台灣)、雞骨、鹽、釀造醬油]、雞油、釀造醬油、大豆水解蛋白、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

二澱粉、玉米糖膠)、釀造醋、洋蔥萃取液(洋蔥、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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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肉醬、蔥

薑油(芥花油、蔥、薑)、酵母抽出物、雞肉抽出物、當歸紅棗萃取液(鹽、當歸、紅棗)、麥芽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混合濃縮生育醇、

油菜籽油)、豬肉精膏(香料、豬肉抽出物、麥芽糊精、鹽、D-木糖)、蒜粉(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五加皮酒、烏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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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膠(明膠)、糖、白胡椒粉、蒜粉[蒜片、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大蒜香料]

肉料包：腳蹄丁[腳蹄丁(台灣)、黃豆油、水、醬油、糖、薑、八角]、魚皮、排骨酥[豬肉(台灣)、香脆粉(樹薯澱粉、麵粉)、棕櫚油、水、砂糖、

蒜抽出物(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味醂(水、蓬萊米、果糖、砂糖、白麴)、味噌、鹽、釀造醬油、洋蔥粉、五香粉(肉桂、小茴香、

胡荽、丁香、八角、香芹)、白胡椒粉、調味劑(碳酸鈉、檸檬酸鈉、琥珀酸二鈉、檸檬酸、豌豆纖維、鹿角菜膠)、烏醋、豬肉粉(豬肉抽出物、

麥芽糊精、黃豆水解蛋白、醬油、酵母抽出物、蒜頭、卵磷脂、洋蔥、迷迭香抽出物)、酵母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粘稠劑(多丙烯酸

鈉、羧甲基纖維素鈉)]、雞胸肉[黃豆油、雞胸肉、地瓜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米酒、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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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胡椒粉]、珠貝

菜料包：黃豆油、芋頭、白靈芝菇[白靈芝菇、水、鹽、維生素C(抗氧化劑)、檸檬酸(調味劑)]、蔥、栗子、蒜、紅棗、鈕扣菇

烏參包：烏參

極炙果香豬肋排:

豬肋排：

豬肋排(加拿大)、乳脂、醬汁A【水、蘋果、洋蔥、大豆沙拉油、酸黃瓜(黃瓜、水、醋、食鹽、香料、乳酸鈣、薑黃、偏磷酸鈉)、鳳梨、牛番

茄、蒜頭、辣椒、雞晶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雞油、玉米澱粉、糖、雞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洋蔥

粉(洋蔥、二氧化矽)、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紅椒粉、茴香子】、醬汁B【冰梅醬(糖、梅子、冰醋酸、

辣椒、水、食鹽)、檸檬原汁、沙拉醬[大豆油、糖、蛋液(雞蛋、食鹽)、水、醋、食鹽、DL-蘋果酸、香料、玉米糖膠、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鈣

(抗氧化劑)]、糖漿[果糖、蜂蜜、香料、焦糖色素]、蠔油[水、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糖色素、香料、

蠔萃取物(樹薯澱粉、蠔、食鹽、薑)、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檸檬酸、甜味劑(阿斯巴甜、醋磺內酯鉀)]、黃芥末醬(蒸餾醋、水、芥末籽、食鹽、

薑黃、紅椒、肉桂)、辣油(大豆油、辣椒粉)】、大豆沙拉油、碘鹽(氯化鈉、碘酸鉀)、匈牙利紅椒粉

果香肋排醬A：

福虎烏參佛跳牆:

本產品含有大豆、奶類、含麩質之穀物、魚、堅果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螺貝類、奇異果、花生、軟體動物類、羽

扇豆、芝麻、蕎麥、甲殼類、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

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極炙果香豬肋排:

本產品含有奶類、蛋和大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螺貝類、花生、含麩質之穀物、魚、軟體

動物類、堅果、芝麻、甲殼類、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

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起士奶香焗龍蝦:

本產品含有大豆、螺貝類、奶類、魚、堅果、甲殼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奇異果、花生、含麩質之穀物、軟體動

物、羽扇豆、芝麻、蕎麥、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

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元氣人蔘燉烏雞: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螺貝類、奇異果、花生、奶類、含麩質之

穀物、魚、軟體動物類、堅果、羽扇豆、芝麻、蕎麥、甲殼類、

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

物過敏者請留意。

瑞氣桃木燻鴨胸: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螺貝類、奇異果、花生、大豆、奶類、含

麩質之穀物、魚、軟體動物類、堅果、羽扇豆、芝麻、蕎麥、甲殼

類、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

088508PDT00406 葷食 X 加拿大

王品嚴選豪鮑參貝佛跳牆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真情實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96巷100號 B-180400746-00005-3 台灣

高湯包：水、高湯【水、鹽、蔗糖、豬雞骨萃取液[豬骨(台灣)、雞骨、鹽、釀造醬油]、雞油、釀造醬油、大豆水解蛋白、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

二澱粉、玉米糖膠)、釀造醋、洋蔥萃取液(洋蔥、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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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肉醬、蔥

薑油(芥花油、蔥、薑)、酵母抽出物、雞肉抽出物、當歸紅棗萃取液(鹽、當歸、紅棗)、麥芽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混合濃縮生育醇、

油菜籽油)、豬肉精膏(香料、豬肉抽出物、麥芽糊精、鹽、D-木糖)、蒜粉(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五加皮酒、烏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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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膠(明膠)、糖、白胡椒粉、蒜粉[蒜片、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大蒜香料]

肉料包：腳蹄丁[腳蹄丁(台灣)、黃豆油、水、醬油、糖、薑、八角]、魚皮、排骨酥[豬肉(台灣)、香脆粉(樹薯澱粉、麵粉)、棕櫚油、水、砂糖、

蒜抽出物(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味醂(水、蓬萊米、果糖、砂糖、白麴)、味噌、鹽、釀造醬油、洋蔥粉、五香粉(肉桂、小茴香、

胡荽、丁香、八角、香芹)、白胡椒粉、調味劑(碳酸鈉、檸檬酸鈉、琥珀酸二鈉、檸檬酸、豌豆纖維、鹿角菜膠)、烏醋、豬肉粉(豬肉抽出物、

麥芽糊精、黃豆水解蛋白、醬油、酵母抽出物、蒜頭、卵磷脂、洋蔥、迷迭香抽出物)、酵母粉、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粘稠劑(多丙烯酸

鈉、羧甲基纖維素鈉)]、雞胸肉[黃豆油、雞胸肉、地瓜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米酒、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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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胡椒粉]、珠貝

菜料包：黃豆油、芋頭、白靈芝菇[白靈芝菇、水、鹽、維生素C(抗氧化劑)、檸檬酸(調味劑)]、蔥、栗子、蒜、紅棗、鈕扣菇

烏參包：烏參

鮑魚包：鮑魚、高湯【水、鹽、蔗糖、豬雞骨萃取液[豬骨(台灣)、雞骨、鹽、釀造醬油]、雞油、釀造醬油、大豆水解蛋白、粘稠劑(乙醯化己二

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釀造醋、洋蔥萃取液(洋蔥、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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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肉醬、

蔥薑油(芥花油、蔥、薑)、酵母抽出物、雞肉抽出物、當歸紅棗萃取液(鹽、當歸、紅棗)、麥芽糊精、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混合濃縮生育

醇、油菜籽油)、豬肉精膏(香料、豬肉抽出物、麥芽糊精、鹽、D-木糖)、蒜粉(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五加皮酒、烏醋、高鮮味

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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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膠(明膠)、糖、白胡椒粉、蒜粉[蒜片、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大蒜香

料]

花菇包：花菇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大豆、奶類、含麩質之穀物、魚、堅果及其製

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奇異果、花生、軟體動物類、羽扇豆、芝

麻、蕎麥、甲殼類、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的產品

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088508PDT00406 葷食 X X

王品嚴選炭烤蒜香牛小排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裕國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工業北路2號 台灣

蒜香牛小排：

帶骨牛小排(美國)、蒜香醃肉醬汁【醬油、烤肉醬[水、糖、醬油、濃縮蘋果汁、蒜泥(蒜頭、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

粉、水解蔬菜蛋白(植物性大豆水解蛋白、鹽)、芝麻油、香料、白芝麻、濃縮檸檬汁、L-麩酸鈉、蒜粒、紅麴色素、黑胡椒粒、玉米糖膠、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紅椒色素、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蠔油(水、糖、鹽、蠔汁、L-麩酸鈉、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紹興酒、糖、辣椒粉、蒜風味油[芥花油、蒜頭、抗氧化劑(維生素E)]、香蒜粉(蒜粉、二氧化矽)】。

醬包:

烤肉醬[水、糖、醬油、濃縮蘋果汁、蒜泥(蒜頭、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水解蔬菜蛋白(植物性大豆水解蛋白、

鹽)、芝麻油、香料、白芝麻、濃縮檸檬汁、L-麩酸鈉、蒜粒、紅麴色素、黑胡椒粒、玉米糖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紅椒色素、調味劑(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水、牛排醬[水、洋蔥、醬油、番茄醬、紅酒醋(酒醋、葡萄汁、焦糖色素)、糖、大蒜、紅蘿

蔔、西洋芹、牛肉調味粉(牛肉、麥芽糊精、鹽、L-麩酸鈉、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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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無鹽奶油、百里香、牛油、白胡椒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牛骨汁[水、牛骨頭、洋蔥、番茄、番茄醬、胡蘿蔔、芹菜、大蒜、芥

花油、黑胡椒、月桂葉]、巴沙米可醋膏[葡萄汁、巴沙米可醋(酒醋、濃縮葡萄汁、葡萄汁、焦糖色素)、酒醋(葡萄酒、偏亞硫酸氫鉀)、焦糖色

素、糊化玉米澱粉、玉米糖膠]、蒜粒、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大豆、奶類、含麩質之穀物、芝麻及其製

品。。
088508PDT00406 葷食 美國 X

陶板屋冷月紫米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紫米粥(水、紫米、糖)、芋泥丸【芋頭、砂糖、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關華豆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黏稠

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奇異果、花生、魚、軟體動物類、堅果、

羽扇豆、蕎麥、甲殼類、蛋、芹菜、芥末及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的

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088508PDT00406 X X

老協珍Hello Kitty虎虎生風佛跳牆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水、排骨、豬腳、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鮑魚、栗子、蒜頭、魚皮、米酒(米.食用酒精)、香菇、菱角仁、蔥、鹽、干貝、冰糖、紅棗、醬

油、大豆油、樹薯澱粉、白胡椒粉、雞骨、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糖、烏醋(水.釀造酢.糖.鹽.洋蔥.柳

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清酒(米.米麴.釀造酒精)、米酒頭、油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白蘿蔔、高麗菜、蒜粉(麥芽糊精.

蒜頭粉)、雞爪、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老抽醬油(水.黃豆.鹽.麵粉.糖)、扁魚、雞油、

桂皮、酵母粉、八角、薑

水、排骨、豬腳、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鮑魚、栗子、蒜頭、

魚皮、米酒(米.食用酒精)、香菇、菱角仁、蔥、鹽、干貝、冰糖、

紅棗、醬油、大豆油、樹薯澱粉、白胡椒粉、雞骨、紹興酒(糯米.

蓬萊米.小麥)、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糖、烏醋

(水.釀造酢.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

籽)、清酒(米.米麴.釀造酒精)、米酒頭、油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雞爪、油蔥酥

(紅蔥頭.棕櫚油)、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

香.花椒)、老抽醬油(水.黃豆.鹽.麵粉.糖)、扁魚、雞油、桂皮、酵

母粉、八角、薑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

2236007163-10

葷食 X 台灣

老協珍六星級鮑魚佛跳牆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水、排骨、豬腳、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栗子、鮑魚、蒜、米酒(米.食用酒精)、魚皮、香菇、菱角仁、蔥、鹽、冰糖、干貝、醬油、大豆

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烏醋(水.釀造酢.糖.鹽.洋蔥.柳橙汁.

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白蘿蔔、高麗菜、油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

清酒(米.米麴.釀造酒精)、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老抽醬油(水.黃豆.鹽.麵粉.

糖)、雞油、桂皮、八角、薑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堅果、螺貝類、魚類、芹菜，與其它含

有牛奶、軟體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花生的產品於同一

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

2236007163-10

葷食 X 台灣

海味街鮑魚烏參佛跳牆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豬腳、雞翅、海參、鮑魚、栗子、蒜、米酒(米.食用酒精)、菱角仁、蔥、魚皮、紅棗、鹽、冰糖、醬油、樹薯澱

粉、大豆油、白胡椒粉、香菇、雞骨、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糖、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烏醋(水.釀造酢.糖.鹽.洋蔥.柳橙

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香料)、米酒頭、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清酒(米.米麴.釀造酒精)、白蘿蔔、高麗菜、油炸油(棕櫚油.大豆

油.芥花油)、酵母粉、雞爪、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豬皮、龍眼肉、老抽醬油(水.黃豆.鹽.麵粉.糖)、

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堅果、螺貝類、魚類、芹菜，與其它含

有牛奶、軟體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花生的產品於同一

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

2236007163-10

葷食 X 台灣

老協珍烏參牛三寶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海參、水、牛腩、牛肚、牛筋、薑、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大豆油、醬油、玉米澱粉、辣豆瓣醬(辣椒.蠶豆.鹽)、蔥、冰糖、醬油膏、蒜、

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蕃茄醬、酵母粉、鹽、八角、白胡椒粉、米酒(米.食用酒精)、桂皮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堅果、螺貝類、魚類、芹菜，與其它含

有牛奶、軟體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花生的產品於同一

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

2236007163-10

葷食 美國、澳洲 無

老協珍熬雞精(7入)純雞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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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

2236007163-10

葷食 X 無

上口美食極緻干貝海鮮羹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水、大白菜、帶子、豬肉、筍絲、蝦仁、蹄筋、洋蔥、香菇、魚皮、豆薯、帆立貝、仿魚翅(食用海藻膠、食用明膠、水)、樹薯粉、紅蘿蔔、蔗

糖、醬油、食用大豆油、豬油(豬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蟳管肉、蝦米、海參、扁魚、米酒、食鹽、雞粉【鹽、糖、

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洋蔥粉、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

劑(焦糖色素)】、香油、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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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辛料(丁香、肉桂、甘草)、醬油、豬肉、洋蔥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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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糖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上口美食干貝人蔘燉烏雞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水、烏骨雞、料理米酒、鹽、人蔘、黨蔘、淮山、枸杞、白朮、人蔘鬚、當歸、川芎、干貝、甘草、肉桂、陳皮、冬蟲夏草菌絲體、黃金蟲草、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X

新竹福源雙喜湯圓(附花生湯)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湯圓】糯米粉、水、糖粉、奶油、花生醬(花生、糖、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花生粉、芝麻粉、黑芝麻醬(芝麻、糖)、大豆油、紅麴色素(麥

芽糊精、紅麴色素)【花生湯】水、花生、蔗糖、乳飲品(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複方品質改良劑(胺基

乙酸、醋酸鈉(無水)、酵素製劑)、香料、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奶素 X X

晶華栢麗廳雙醬爐烤肋排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豬肋排(台灣)、鳳梨丁(鳳梨、糖液、檸檬酸)、黑糖、番茄醬(水、番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

豆蔻、芥茉、月桂葉、眾香子))、水、黃芥末醬【黃芥末醬(調理醋、水、芥末籽、鹽、薑黃、紅椒粉、辣椒、香料、大蒜粉)、水、乙醯化己二

酸二澱粉、香料】、辣椒醬(辣椒、醋、水、食鹽、大蒜粉)、醬油、沙拉醬(大豆油、水、蔗糖、釀造醋、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分離大豆蛋白、牛

乳清蛋白、玉米糖膠、食鹽、多磷酸鈉、香料、海藻酸丙二醇)、料理米酒、洋蔥、蘋果醋(蘋果汁、水)、鹽、白胡椒粉、紅椒粉(甜紅椒)、蒜粉

(蒜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洋蔥粉(洋蔥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蒜仁、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

鈉)、碳酸氫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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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萬客什鍋燒酒麻香烏骨雞鍋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水、烏骨雞、料理米酒、薑、大豆油、黑麻油(芝麻油、大豆油)、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脂、香料、酵母萃取物、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樹薯澱粉、小麥麩質、二氧化矽、薑粉、白胡椒粉、小麥、焦糖色素、雞肉萃取

物、葡萄糖、薑黃粉、甜味劑(D-木糖)、小麥麩皮、酥油(棕櫚油)、冰醋酸、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龍眼肉乾、紅棗、白胡椒粉、枸杞、

辣椒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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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X

上口美食金沙排骨酥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排骨酥】豬肉(台灣)、樹薯澱粉、大豆油、蔗糖、醬油、蒜仁、雞蛋、調理食醋、料理米酒、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鹽、複方品質改良劑(多

磷酸鈉、焦磷酸鈉)、五香粉(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三奈、花椒、香薷、白芷、五加皮)【金莎醬】 水、高果糖糖漿、鹹鴨蛋黃 (鴨蛋黃、

鹽)、棕櫚油、蔗糖、食鹽、小麥纖維、奶粉、粘稠劑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調味劑 (葡萄糖酸-δ內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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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肉、麥芽糊精、鹽、糖)、酒精、棕油 (完全氫化棕櫚油、大豆卵磷脂)、

胡蘿蔔色素〈水、阿拉伯膠、食用油 (紅花油)、丙二醇、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 [L-抗壞血酸 (維生素C)、混和濃縮生育醇]、植酸〉、香料、食

用黃色五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貓咪乳酪蛋糕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乳脂起司(殺菌全脂牛奶、乳脂、乳酸菌、鹽、刺槐豆膠、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雞蛋、蔗糖、鮮奶油、發酵乳、麵粉、杏仁粉、保久乳、食用

烤酥油、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蘭姆酒(糖蜜)、玉米澱粉、起司香料、香草莢醬(葡萄

糖漿、轉化糖漿(水、蔗糖、甜菜)、香料、胡蘿蔔濃縮物、水、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草莢粉、焦糖糖漿)、複方膨脹劑(酒石酸氫鉀、乳糖)、

複方香草香料(水、焦糖、香料、玉米糖膠)、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X

台南晶英虎年富貴金龍宴 金龍冠食品 金龍冠食品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福虎生風如意盤】蝦、雞肉、紅魚子沙拉(沙拉醬、魚卵、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鹽)、糖、魚明膠、鹽、乾酪素鈉、天然婀娜多(水、

婀娜多)、食用紅色六號))、水、蜇絲、魚漿(魚漿、豬背脂(台灣)、鹽、糖、味霖、葡萄糖、木糖、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丁二醯甘油二澱粉、複

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蔗糖素、乳糖)、L-麩酸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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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蛋胺酸、麥芽糊精、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香料(丙二醇、蝦抽出物、醬油、米

酒、鹽、水解動物蛋白、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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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胺基乙酸、糖漿))、紹興酒(糯米、蓬萊

米、小麥)、烏魚子、小黃瓜、紅蘿蔔、糖、榨菜絲、醬油、料理米酒、鹽、紅辣椒、蒜頭、柴魚、枸杞、香油(大豆油、芝麻油)、當歸、雞粉

(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洋蔥粉、胺基乙酸、DL-胺

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 )、食用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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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干貝人蔘雞】水、烏骨雞、料理米酒、鹽、人蔘、黨蔘、淮山、枸杞、白朮、人蔘鬚、當

歸、川芎、干貝、甘草、肉桂、陳皮、冬蟲夏草菌絲體(中華被毛孢(Hirsutella sinensis)，液態醱酵培養)、微結晶狀α-纖維素、酵母粉、馬卡

萃取物、西洋參萃取物(西洋參、糊精)、二氧化矽、膠囊(明膠、二氧化鈦、食用黃色五號、甘油、硫酸月桂酯鈉、食用黃色四號、食用藍色一

號、水)、黃金蟲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晶瑩東坡慶團圓】後補

【極品鮑魚佛跳牆】水、芋頭、雞肉、豬腳(台灣)、魚皮、豬肉(台灣)、蹄筋(台灣)、鳥蛋、海參、鮑魚、蒜頭、栗子、紅蔥頭、大豆油、醬油、

蔥、風味調味液(水、鹽、雞油、濃縮雞汁、糖、麥芽糊精、雞肉粉、酵母抽出物、大豆卵磷脂、火腿油(大豆油、火腿(台灣))、調味劑(L-麩酸

鈉)、粘稠劑(玉米糖膠)、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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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香料)、香

菇、蕃薯粉、扁魚(比目魚)、料理米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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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糖、珠貝、調理食醋、雞

肉精粉(雞肉、麥芽糊精、鹽、糖)、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米醋、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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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粉、食鹽、蒜粉、黑胡椒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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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粉(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三奈、花椒、香薷、白芷、五加皮)【鳳蘋七星斑】魚、水、番茄

醬(水、番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茉、月桂葉、眾香子))、小蘋果(蘋果、水、糖)、

蔗糖、洋蔥絲、鳳梨丁(鳳梨、糖液、檸檬酸)、大豆油、蘋果丁、薑、大蒜、醋、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海鮮羹】水、大白菜、熟扇貝肉、

蝦仁、豬肉(台灣)、筍絲、干貝、蹄筋(台灣)、洋蔥、香菇、魚皮、豆薯、仿魚翅(食用海藻膠、食用明膠、水)、樹薯澱粉、紅蘿蔔、蔗糖、醬

油、大豆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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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米(蝦、鹽、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四十號)、海

參、扁魚(比目魚)、料理米酒、食鹽、雞粉(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

水解大豆蛋白、洋蔥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 )、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羥丙基磷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依蕾特X珍煮丹聯名禮盒1盒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205號 D-169597074-00000-8 台灣

鮮奶布丁(蛋奶素)-鮮奶、水、蛋、奶粉、糖、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奶油粉(奶油、鹽、乳酪粉)、焦糖醬汁(糖、水、刺槐豆膠)、 鹽、香草

香料

珍煮丹黑糖咖啡奶酪(奶素)-水、奶粉、糖、黑糖、鮮奶、奶油粉(奶油、鹽、乳酪粉)、咖啡粉、刺槐豆膠、鹽、鹿角菜膠、香草香料、黑糖香

料、咖啡香料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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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保單號碼

130709AKP0000868

蔬食-蛋奶蔬

(非專用產線)
X X

依蕾特X珍煮丹聯名禮盒12盒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205號 D-169597074-00000-8 台灣

鮮奶布丁(蛋奶素)-鮮奶、水、蛋、奶粉、糖、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奶油粉(奶油、鹽、乳酪粉)、焦糖醬汁(糖、水、刺槐豆膠)、 鹽、香草

香料

珍煮丹黑糖咖啡奶酪(奶素)-水、奶粉、糖、黑糖、鮮奶、奶油粉(奶油、鹽、乳酪粉)、咖啡粉、刺槐豆膠、鹽、鹿角菜膠、香草香料、黑糖香

料、咖啡香料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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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保單號碼

130709AKP0000868

蔬食-蛋奶蔬

(非專用產線)
X X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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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F-109441680-00000-5 韓國 海苔,菜籽油,橄欖油,芝麻油,海鹽. 芝麻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素食 X 無

(原)富士山造型清酒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F-109441680-00000-5
日本靜

岡縣
米,米麴,釀造酒精 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葷食 X 無

(原)日本上北青森蘋果原汁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F-109441680-00000-5
日本青

森縣
蘋果,抗氧化劑(維生素C)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素食 X 無

(原)加賀金彩清酒(金箔入)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F-109441680-00000-5
日本石

川縣
米,米麴,金箔. 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葷食 X 無

台全牧場鹹豬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麥寮鄉西濱路88號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豬五花肉，樹薯澱粉，大豆蛋白(非基改)，鹽，黑胡椒粉，鹹豬肉香料{L-麩酸鈉，精鹽，黑胡椒粉，蒜粉，五香粉(小茴，大茴，丁香，桂皮)，

焦糖色素}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第一產物1018字第

10PR00032號
否 否 台灣

樂檸漢堡 DIY1組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樂檸鮮事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203號4樓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漢堡包：台灣小麥粉、高筋麵粉、全麥、麵粉

、水、奶油、岩鹽、酵母

牛肉排：100 % 牛肉

如外包裝所示 1502 字第 08PD03537 號 否 紐西蘭 x

杏子炸豬排組合1組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六角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品名：銀座杏子日式豬排-炸里肌肉

原料：台灣豬里肌、麵包粉(麵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小麥澱粉、澱粉液化酵素、聚木糖酵素、維生素C、糊精)、水、精製棕櫚油(棕櫚油、香

料、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葡萄糖、砂糖、酵母、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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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胺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水、裹漿粉(磷酸二澱粉、麵粉、小麥蛋白、含碘細粒鹽(氯化鈉、碳酸鎂、磷酸鈣、碘酸鉀)、多磷酸鈉、糖、偏磷

酸鈉、關華豆膠、黑胡椒、麥芽糊精、槴子黃、玉米糖、酵母、棕櫚油、大豆粉、硫酸鈣、α澱粉酶、玉米澱粉、抗壞血酸、碳酸氫鈉、DL-酒

石酸、檸檬酸、碳酸鈣、木聚醣酶、磷酸二氫鈉(無水))、鹽、白胡椒粉。

品名：銀座杏子日式豬排-炸腰內肉

原料：台灣豬腰內、麵包粉(麵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小麥澱粉、澱粉液化酵素、聚木糖酵素、維生素C、糊精)、水、精製棕櫚油(棕櫚油、香

料、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葡萄糖、砂糖、酵母、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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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胺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水、裹漿粉(磷酸二澱粉、麵粉、小麥蛋白、含碘細粒鹽(氯化鈉、碳酸鎂、磷酸鈣、碘酸鉀)、多磷酸鈉、糖、偏磷

酸鈉、關華豆膠、黑胡椒、麥芽糊精、槴子黃、玉米糖、酵母、棕櫚油、大豆粉、硫酸鈣、α澱粉酶、玉米澱粉、抗壞血酸、碳酸氫鈉、DL-酒

石酸、檸檬酸、碳酸鈣、木聚醣酶、磷酸二氫鈉(無水))、鹽、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蠶豆、牛奶、大豆及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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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及麩質之穀

物及牛奶和羊奶及花生及其製品

0513字第21AML0000086號 否 否 台灣

舒肥鹽選骰子牛1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向上運動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55巷2號3樓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美國Choice板腱牛肉、初榨橄欖油、黑胡椒粒、海鹽、碳酸氫鈉、水果酵素粉{食鹽、馬鈴薯澱粉、乳糖、二氧化矽、木瓜酵素(含麥芽糊精)、

鳳梨酵素(含麥芽糊精)}
如外包裝所示 南山0900-2236005076-01 否 美國 否

木匠手作拉麵布丁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三汫鹿兒島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市春日路945號 H-170599944-00000-2 台灣

布丁成分:水、牛奶、糖、胡蘿蔔素、海藻糖、植物性奶精、鹽、香草粉

焦糖成分:砂糖

軟糖成分:葡萄糖漿、糖、水、明膠(豬皮)、檸檬酸、濃縮葡萄果汁、蘋果果膠、香料、椰子油、棕櫚蠟、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四十

號)、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堅果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險

1504字第10PD02317號
x X X

海底撈火鍋套餐(豬肚雞)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6號5樓 H-154964001-00000-4 台灣

胡椒豬肚雞：水、雞肉、滷豬肚(豬肚、水、白胡椒粉、蔥、薑、花椒)、豬骨高湯{豬頭骨濃縮汁[水、豬頭骨、豬皮、維生素E(抗氧化劑)]、乳化

豬汁[豬骨、水、豬油、食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砂糖、豬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動物膠、焦糖色素}、鮮味雞晶{L-麩酸鈉、鹽、馬鈴薯澱

粉、糖、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油、葡萄糖、雞肉粉、β-胡蘿蔔素[麥

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葵花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C、維生素E)、β-胡蘿蔔素]}、鹽、胡椒粉(甘草粕粉、辣椒、花椒、小

茴、鹽、薑黃、胡椒、香料)。

撈派滑牛肉：

牛肉（澳洲）、水、大豆沙拉油、辣椒調味油（大豆沙拉油、小粗辣椒、燈籠辣椒、洋蔥、薑片、小蔥、去皮生白芝麻、紅花椒、芹菜、香菜、

食鹽、八角、桂皮、香葉）、牛肉粉｛鹽、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葡萄糖、醬油粉（醬油、糊精、鹽）、牛油脂、牛肉萃取物、牛肉濃縮

精、大蒜萃取物、牛骨萃取物、洋蔥萃取物、黑胡椒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琥珀酸二

鈉、調味粉[酵母萃取、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蒜油、洋蔥油、丙二醇）｝、碳酸鉀、芝麻、鹽、

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辣椒粉、嫩精[鹽、馬鈴薯澱粉、乳糖、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木瓜酵素（含麥芽糊

精）、鳳梨酵素（含麥芽糊精）]。

巴沙魚：巴沙魚（巴沙魚、水、食鹽、檸檬酸、檸檬酸鈉、檸檬酸鉀）、大豆沙拉油、水、馬鈴薯澱粉、鹽、蛋清、白糖、雞粉[鹽、麥芽糊

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

去骨雞腿肉：雞腿肉、水、大豆沙拉油、鹽、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

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

百里香、迷迭香葉、香茅草。

凍豆腐：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硫酸鈣、脂肪酸甘油酯、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

本產品含有花生、蛋類、芝麻、大豆、牛奶、甲殼類、魚類、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堅果類、頭足類、螺

貝類、芹菜及其製品。

注意事項:

1. 撈派滑牛肉含有桂皮，孕婦忌食。

2. 去骨雞腿肉為人工去骨，食用時仍需要小心碎骨。

國泰產物

1516字第09PD04139號
x 澳洲

豬肚:台灣

綜合餃:台灣、

加拿大

清油火鍋底料：大豆油、辣椒、花椒、豆瓣醬（辣椒、蠶豆、食鹽、小麥麵粉）、薑、蔥、蒜、香辛料（小茴香、白芷、砂仁、八角、桂皮、山

奈、甘草、陳皮）、蔗糖、白酒、豆豉（大豆、水、食鹽）、香料、酵母調味料（酵母、水、L-麩酸鈉、檸檬酸鈉）、胡椒、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花生、蛋類、芝麻、大豆、牛奶、甲殼類、魚類、牡

蠣、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堅果類、頭足類、螺

國泰產物

1516字第09PD04139號
x 澳洲

香辣梅花豬肉:

英國

綜合餃:台灣、

供應商&製造商資訊 郵購應記載事項 其他商品資訊

海底撈經典鴛鴦鍋套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6號5樓 H-154964001-00000-4 台灣



泰山汕頭火鍋雙豬報喜套餐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源汕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19號10樓 E-142803282-00000-1 台灣

丹麥皇冠特級梅花豬、台灣豬五花、燕餃｛豬後腿肉、豬油、荸薺、油蔥酥、白胡椒粉、糖、鹽、蔥、芹菜、味精、結著劑(偏磷酸鉀、焦磷酸

鈉)、樹薯澱粉、調和香油(大豆沙拉油、麻油)｝、魚餃(海鰻、九母、豬肉、水、味精、鹽、香油)、龍蝦沙拉丸｛魚漿、龍蝦風味沙拉醬(大豆

油、水、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甘草素)、大豆蛋白、大瑪琳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乳清粉、糯米

醋、鹽、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反丁烯二酸、葡萄糖酸-δ內酯、乳

酸、脂肪酸甘油脂、醋酸鈉、酵素製劑、乳糖、香料、白胡椒粉、紅椒色素、抗氧化劑、胭脂紅)、水、馬鈴薯澱粉、蝦仁、胡蘿蔔、糖、鹽、

D-木糖、琥珀酸二鈉、香料、D-山梨醇、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酵素製劑｝、

汕頭扁魚高湯(真空處理)｛豬大骨湯、扁魚粉、冬菜、食鹽、味素(L-麩酸鈉)、冰糖｝

泰山秘方沙茶醬｛大豆油、蒜頭、蔥頭、花生粉、芝麻粉、蝦米、蔗糖、L-麩酸鈉、辣椒粉、胡椒、鹽、 咖哩粉(薑黃、胡荽、低筋麵粉、麥芽

胡精、蒜粉、調味劑(L-麩酸鈉)、脫脂奶粉、馬芹子、鹽、紅辣椒)｝

豬肉原料原產地：台灣、丹麥

本產品含有魚類、大豆、甲殼類、蝦、花生、芝麻、麩質之穀物、

牛奶及其製品，過敏者請勿食用。

富邦產險

0524字第20AML0001250號

0524字第21AML0000772號

0524字第21AML0000771號

0524字第21AML0000988號

x X
豬五花:台灣

豬梅花:丹麥

億長御坊冰糖蓮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治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56巷13號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蓮藕、糯米、糖、水 如包裝上所示
南山產物保險 0901-

2236010230-00
蔬食 X X

麻神麻辣湯底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麻神餐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8號3樓 A-170537075-00000-2 台灣
鴨血(雞鴨鵝血、水、鹽)、水、油、辣椒、豆瓣醬(黃豆、小麥、米、鹽、焦糖色素)、酒釀(糯米、酒麴)、辣椒醬(辣椒、鹽、水)、花 椒、八角、

糖
如包裝上所示

南山產物保險:0960-

2236003515-01
X X X

山內雞肉鹽焗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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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土雞肉、水、鹽、糖、動物膠、黃、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薑黃色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薑黃色素、丙二醇)、婀娜多(水、

婀娜多)
無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葷 X X

狗一下照燒雞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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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腿排、炭火燒肉醬(水、醬油、水貽、味霖、食鹽、L-麩酸鈉、糊精、豬油、豬肉抽出物、雞肉抽出物、蔗糖、馬鈴薯澱粉、葡萄糖、洋蔥、

蒜頭、焦糖色素、DL-蘋果酸、蒜頭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納、5'-鳥飄呤核苷磷酸二納、紅椒色素、蔗糖素(甜味劑))、調味粉(分離大

豆蛋白、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柑橘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小麥水解蛋白)

麩質之穀類、大豆及其製品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葷 X X

膳馨黑蒜烏骨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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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高湯【雞肉、水、米酒、黑豆蔭油(水、黑豆、蔗糖、天然海鹽)、調味粉(L-麩酸鈉、乳糖、水解大豆蛋白、鹽、5'-次黃嘌哈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昔磷酸二鈉、二氧化矽、紅花籽油、維生素B1、乳酸)、冰糖】、烏骨雞肉、黑蒜、雪白菇、鴻喜菇、蒜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及其製品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葷 X X

21風味館雙醬雞柳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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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肉、水、香草烤雞粉(麥芽糊精、鹽、辣椒、蔗糖、蒜頭粉、洋蔥粉、黑胡椒、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二氧化

矽、胺基乙酸、青蔥、草荳蔻、迷迭香抽出物、丁香抽出物、胡荽抽出物、羅勒抽出物)、鹽、糖、大豆蛋白、調味粉(L-麩酸鈉、乳糖、水解大

豆蛋白、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二氧化矽、紅花籽油、維生素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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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甜味劑(甘草萃)蜜香芥

末醬包：大豆油、芥末醬[水、釀造食醋、香辛料(芥末、薑黃)、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羅望子膠)、食鹽、蔗糖、調味劑(DL-

胺基丙酸、胺基乙酸、冰醋酸)]、蛋、砂糖、水、釀造醋、粘稠劑(玉米糖膠、羅望子膠)、薑黃、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香

料、甜味劑(甜菊糖苷)、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鈣

塔塔醬包：大豆油、水、砂糖、酸黃瓜[小黃瓜、醋、食鹽、香料(蒔蘿、白芥末、脫水洋蔥)]、蛋、釀造醋、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

糖膠、羅望子膠)、香辛料(洋蔥、胡椒)、葡萄糖、食鹽、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乳酸、檸檬酸)、檸檬汁、香料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及其製品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葷 X X

21風味館秘製醉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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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土雞肉、雞高湯(雞骨頭、水)、米酒、鹽、調味粉(L-麩酸鈉、乳糖、水解大豆蛋白、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二氧化矽、紅花籽油、維生素B1、乳酸)、枸杞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發生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葷 X X

阿發師麻油雞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聖德里12鄰湧光路一段12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高湯{水、雞骨}、水、雞肉、老薑、芝麻油、米酒、碘鹽、枸杞、蔗糖、白胡椒粉、薑母粉 芝麻

富邦產險0504字第

21AML0002077號
葷 X X

吳秉承櫻花蝦金瓜炒米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聖德里12鄰湧光路一段12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炊粉{原料：玉米澱粉、小麥澱粉、米、水；添加物：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

鈉、多丙烯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南瓜、高麗菜、豬五花肉絲(台灣)、大豆沙拉油、水、紅蔥頭、炸櫻花蝦{櫻花蝦(櫻花蝦、食鹽)、大

豆沙拉油}、香油{大豆油、芝麻油}、紅蘿蔔、洋蔥、醬油、米酒、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蕃茄汁、柳橙汁、焦糖色

素(普通焦糖)(著色劑)、香料}、青蔥、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蔗糖、雞肉粉、雞油、酵母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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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油粉、琥珀酸二鈉}、蒜頭、蔗糖、乾香菇絲、蝦醬{蝦抽出物、明膠、食鹽、L-麩酸鈉、胺基乙酸、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糖漿}、白胡椒粉、碘鹽

麩質穀物類、大豆類、甲殼類、芝麻類、魚類
富邦產險0504字第

21AML0002077號
葷 X 台灣

阿基師御膳皇品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聖德里12鄰湧光路一段12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雞肉、雞骨湯(水、雞骨)、豬軟骨排(加拿大)、芋頭、豬腳(台灣)、豬肚(台灣)、魚皮、鳥蛋、筍干【麻竹筍、水、檸檬酸、乳酸90%(乳

酸、水)】、黑玉明參、鮑魚、棕櫚油軟脂【軟脂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樹薯澱粉、大豆沙拉油、米酒、醬油膏、紅蔥頭、蔗

糖、馬鈴薯澱粉、碘鹽、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蕃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普通焦糖)(著色劑)、香料}、乾香菇、雞

粉【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洋蔥粉、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醬油、蒜頭、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白胡椒粉、青蔥、薑、桂

皮、八角

魚類、蛋類、螺貝類、大豆類、麩質穀物類
富邦產險0504字第

21AML0002077號
葷 X

豬軟骨排(加拿

大)、豬肉(台

灣) 豬肚(台灣)

阿基師剝皮辣椒雞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聖德里12鄰湧光路一段12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土雞、水、雞高湯{水、雞骨}、剝皮辣椒{水、剝皮辣椒(含氯化鈣)、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特級砂糖、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品質改良劑(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渦螺肉、米酒、大豆沙拉

油、乾香菇、薑、碘鹽、碎干貝{干貝、鹽}

大豆類、螺貝類
富邦產險0504字第

21AML0002077號
葷 X X

阿發師極品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樂山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潭區聖德里12鄰湧光路一段12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雞肉、雞高湯【水、雞骨】、芋頭、豬腳(台灣)、豬軟骨排(加拿大)、魚皮、鳥蛋、渦螺肉、黑玉明參、栗子、大豆沙拉油、白靈芝菇【白

靈芝菇、水、鹽、維他命C(抗氧化劑)、檸檬酸(調味劑)】、棕櫚油、蒜頭、紅蔥頭、樹薯澱粉、醬油膏、米酒、紅棗、扁魚、醬油、珠貝【珠

貝、鹽】、蔗糖、桂圓肉、馬鈴薯澱粉、碘鹽、乾香菇、烏醋【水、釀造米醋、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蕃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普通

焦糖)(著色劑)、香料】、白胡椒粉、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大蒜萃取物】、桂皮、八角

食品添加物：健美鮮DS (調味劑)【胺基乙酸、麥芽糊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L-

天門冬酸鈉】

魚類、蛋類、螺貝類、大豆類、麩質穀物類、堅果類
富邦產險0504字第

21AML0002077號
葷 X

豬腳(台灣)、

豬軟骨排(加拿

大)

阿桐阿寶四神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90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高湯(豬大骨.老母雞).豬小腸.薏仁.米酒.食鹽.雞粉(鹽.麥牙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棕櫚油.調

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L-麩酸鈉.蔥.薑
大豆類、蛋類、奶類 國泰1516字第10PD01170號 葷 X 台灣

天香樓mini麗緻東坡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907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五花肉、水、醬油、紹興酒、棉糖、蠔油、桂圓肉、青蔥、老薑、桂皮、紅谷米、八角 依包裝標示

兆豐保險，保單號碼0215第

09PDL00067號
葷食 X 台灣

天香樓紅油醬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真情實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新豐路96巷100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黃豆油、辣椒、辣豆瓣醬(紅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蔗糖液糖、水、蠶豆、鹽、麵粉、酵母抽出物、玉米糖膠、八角粉)、朝天椒、蔥酥(蔥頭、

棕櫚油、玉米澱粉)、糖、黑豆鼓【黑豆、鹽、調味劑(檸檬酸)、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酸鈉)】、白醋(水、糯米、釀造酒精)、蝦米(金鉤蝦、

食鹽)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小麥、食鹽、轉化液糖(蔗糖、水)酒精、調味劑(琥珀酸二納、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甜味劑(甘草素)】、紹興酒、花椒粒、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脂、香料、酵母萃取物、調味劑(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水、樹薯澱粉、小麥麩質、二氧化矽、薑粉、白胡椒粉、小麥、焦糖色素、雞肉萃取

物、葡萄糖、薑黃粉、D-木糖、小麥麩皮、酥油(棕梠油)、冰醋酸、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

X
兆豐保險，保單號碼0215第

09PDL00067號
葷食 X X

上海火腿上海蜜汁金華火腿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火腿食品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二段288巷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豬肉、麵粉、豆皮、食鹽、蔗糖、水、沙拉油、酵母

食品添加物： 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玉米糖膠(粘稠劑)、亞硝酸鈉(保色劑)。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

字第16AML0001034號
葷食 X 台灣

直落玻璃瓦煲肉骨茶2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華瑄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里長安路二段131巷78號7樓之2,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原料:豬肉、水、桂枝、白胡椒粒、當歸、黨參、枸杞、川芎、桂枝、陳皮、八角、洋參鬚、蒜頭、醬油、百草粉、鹽、蠔油、米酒、冰糖、白

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高鮮味精:L-麩酸鈉,核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鈉)

本產品含大豆.牡蠣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
和泰產物產品責任險69-109-

09642603-00001-PDL
葷食 X

義大利、荷

蘭、瑞典

狗一下酥炸肥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華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大興國小旁)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大腸【(美國)不含萊劑】、蔥、醬油【水、食鹽、大豆胺基酸液、釀造醬液(基改黃豆、小麥)、著色劑(焦糖色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防腐劑

(安息香酸-S)、調味劑(琥珀酸二鈉、L-麩酸鈉、5´-核醣核苷酸二鈉、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甜味劑(甘草萃)】、醬油膏【水、食鹽、樹薯澱

粉、大豆胺基酸液、釀造醬液(基改黃豆、小麥)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防腐劑(安息香酸-S)、調味劑(琥珀酸二鈉、L-

麩酸鈉) 、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萃)、食品級冰醋酸、調味劑(胺基丙酸、胺基乙酸、5-´核糖核苷酸二鈉)、甜味劑(紐甜)】、冰糖、鹽、八

角、肉桂粉、辣椒粉、甘草粉【甘草粉、麥芽糊精】、香粉【食鹽、糊精、植物水解蛋白(大豆、玉米、小麥)、乳糖、醬油粉、調味劑(L-麩酸

鈉、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油、砂糖、豬肉抽出物、洋蔥、葡萄糖、香料、D-木糖】

食品添加物：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6號

依包裝標示
國泰產險1502字第

10PD049540號
葷食 X

大腸【(美國)

不含萊劑

鄧師傅四喜烤麩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名勝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烤麩、尖筍；釀造醬油【水、脫酯大豆(非基因改造)、食鹽、小麥、轉化液糖(蔗糖、水)、酒精、調味劑(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毛豆、紅蘿蔔片、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麥芽糖、香菇、冰糖、木耳、味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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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香菇抽出物、白胡椒粉(甘藷粕粉、辣椒、胡椒、花椒、小茴香、鹽、薑黃、香料)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其製品
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04-

08PDT00405

蔬食非專用產

線
X X

皇城老媽蒼蠅頭蔬食餃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唯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09巷53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麵皮成份：麵粉、粘稠劑(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海藻糖。

內餡成份：素絞肉[水、組織化植物蛋白(非基因改造大豆分離蛋白、非基因改造脫脂豆粉)、酵母抽出物、粘稠劑(甲基纖維素)、麥芽糊精、棕櫚

油、香料、砂糖、馬鈴薯澱粉、甜菜根萃取物、食鹽、著色劑 (焦糖色素)]、韭菜花、黑豆豉[黑豆(非基因改造)、精鹽、砂糖]、蔬果高湯(水、紅

蘿蔔、西芹、蕃茄、蘋果、月桂葉)、大豆沙拉油、醬油[水、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朝天

椒、蔬菜調味粉(食鹽、蔗糖、麥芽糊精、小麥水解蛋白、酵母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棕櫚油)、樹薯澱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31

字第21AML0000558號
五辛素 X X

彭園橙汁排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八方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內海里中山北路２６８巷６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原料:豬肉、水、桂枝、白胡椒粒、當歸、黨參、枸杞、川芎、桂枝、陳皮、八角、洋參鬚、蒜頭、醬油、百草粉、鹽、蠔油、米酒、冰糖、白

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高鮮味精:L-麩酸鈉,核苷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鈉)

本產品含乳糖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20AML0001748號
葷 X 台灣

大食神燒酒薑母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鴨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6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分：水、鴨肉(台灣)、米酒(米、精製酒精)、薑、紅棗、鹽、枸杞、當歸、麻油(芝麻)、川芎、白胡椒粉、油桂末、甘草粉、冰糖(蔗糖)、黑胡

椒粉
本產品含芝麻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1733610ML000150
葷食 X X

鴨迷甘溫質潤當歸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鴨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6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份：水、鴨肉(台灣)、薑、當歸、米酒(米、精製酒精)、熟地、川芎、肉桂、桂枝、鹽 依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1733610ML000150
葷食 X X

鴨迷香煎芋泥貢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鴨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舊社里信義路6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鴨肉、芋頭、玉米粉、鴨油、二砂、鹽、麵粉、黑胡椒粉 依包裝標示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1733610ML000150
葷食 X X

紅豆食府元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蹄膀:(蹄膀、水、醬油、冰糖、米酒、花椒、白胡椒粉、食鹽、薑、葱、辣椒)，筍絲(筍絲、水、醬油、冰糖、磷酸二澱粉、米酒、香油、花

椒、白胡椒粉、食鹽、薑、葱、辣椒)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0500字第

20AML0000834號
非素食 X 台灣

紅豆食府干貝芋頭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芋頭、在來粉(在來米、玉米澱粉)、在來米、玉米澱粉、干貝、蔥酥(棕櫚油、紅蔥頭)、白糖、蝦米、鹽、芝麻香油(大豆油、芝麻油)、胡椒

粉(白胡椒粉、地瓜纖維、綠辣椒粉)、L-麩酸鈉(調味劑)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0500字第

20AML0000834號
葷食 X X

饗城帝王蟹極致味噌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高湯【水、魚骨、昆布、柴魚片(鰹魚、鯖魚)、味噌、砂糖、健美鮮CL(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

麗菜抽出物)、醬油、鰹魚調味料(調味劑(Ｌ-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

酵母抽出物、Ｄ-木醣、麥芽糖、葡萄糖、糊精)】、高麗菜、帝王蟹腳、青花菜、馬鈴薯、玉米(非基因改造)、秀珍菇、蝦、帆立貝、腰子貝、

鮑魚[鮑魚、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乳酸鈣、碳酸鈣)]、青蔥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魚類及其製品、牛奶類、甲殼類、螺貝

類、麩質穀物類，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20AML0001748號
葷食 X 台灣

阿秋師豪華三杯海陸總匯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三杯醬【水、芝麻油、砂糖、醬油、素三杯粉(食鹽、L-麩酸鈉、蔗糖、焦糖色素、醋酸澱粉、多磷酸鈉、辣椒、薑、香料(玉米油、香料)、二氧

化矽、薑抽出物、紅椒色素、羅勒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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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層塔、精鹽】、雞肉【雞肉、樹薯粉、芝麻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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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粉(鹽、麥芽糊精、Ｌ-麩酸鈉、糖、雞肉、雞油、水解大豆蛋白)、精鹽、白胡椒】、

魷魚、扇貝肉、蹄筋(加拿大)、杏鮑菇、蝦仁、蒜頭、辣椒、芝麻油、薑片、大豆沙拉油                                                             食品添加物:粘稠

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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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結著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氯化鉀、關華豆膠、麥芽糊精）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甲殼類、頭足類、螺貝類、芝麻類、大豆

類、含麩質之榖物類,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20AML0001748號
葷食 X 加拿大

阿秋師岡山羊肉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湯汁【水、米酒、薑、精鹽、熟地、黃耆、健美鮮ＣＬ(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桂

枝、冰糖、當歸、桂皮、芝麻油、紅棗、川芎、枸杞、甘草、肉桂】、羊肉、紅棗、薑片、枸杞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芝麻及其製品、大豆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4字號

第20AML0001748號
葷食 X X

六福紅酒燉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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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牛肉(巴拉圭)、紅酒、洋蔥、馬鈴薯、紅蘿蔔、洋菇罐頭(洋菇、水、鹽、檸檬酸、維生素C(抗氧化劑))、蕃茄糊、蒜仁、無鹽奶油、炸油(軟

質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細特砂、鹽、白胡椒粉、百里香、月桂葉
本產品含牛奶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巴拉圭 X

精釀啤酒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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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白蝦(白蝦、水、偏亞硫酸氫鈉)、水、啤酒、冰糖、鹽、VN-101(品質改良劑(醋酸鈉(無水)、脂肪酸蔗糖酯))、枸杞、當歸 本產品含蝦、亞硫酸鹽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X

享點子鳳梨蝦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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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蝦仁(蝦仁、水、品質改良劑(檸檬酸、檸檬酸鈉、碳酸氫鈉))、鳳梨(鳳梨、水、糖、檸檬酸)、太白粉(馬鈴薯澱粉)、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沙拉

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蛋白液、L-麩酸鈉(調味劑)、鹽、二砂
本產品含甲殼類、蛋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X

永心鳳茶白菜獅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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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白菜、水、豬肉(台灣)、薑、青蔥、釀造醬油、馬鈴薯澱粉、豆薯、醇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

水、釀造醋、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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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蝦米、乾香菇

絲、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鮮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鹽)、L-

麩酸鈉、糖、雞油、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葵花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

素C、維生素E)、β-胡蘿蔔素))、米酒、大地魚、細特砂、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

物、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大豆類、蛋類、甲殼類、魚類、芝麻類、牛奶類、麩質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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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台灣

吳秉晟福菜雞汁桂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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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桂竹筍(竹筍、水、檸檬酸)、翅小腿、朴菜絲(芥菜、鹽、苯甲酸0.6g/kg以下)、米酒、雞油(雞油、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炸油(軟質

棕櫚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醬油、蒜仁、黑木耳、紅蘿蔔、青蔥、濃縮雞汁(雞湯(水、濃縮雞肉萃取物、雞骨萃取物)、

鹽、雞味調味料(雞味香料、L-麩酸鈉、水、鹽、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生育醇)、玉米糖膠)、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糖、雞脂、酵母萃取物、玉米糖膠、抗氧化劑(生育醇)、β-胡蘿蔔素)、鹽、二砂、胡椒粉(甘藷粕粉、辣椒、胡椒、花

椒、小茴、鹽、薑黃、香料)、五香粉(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山奈、花椒、香薷、白芷、五加皮)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X

享點子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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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冰釀紹興醉蝦:水、白蝦(白蝦、偏亞硫酸氫鈉)、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紅露酒(米、紅麴、精製食用酒精)、冰糖、鹽、紅棗、品質改良

劑(醋酸鈉(無水)、脂肪酸蔗糖酯)、雞高湯(水、雞肉)、枸杞、當歸

金龍佛跳牆2200g:水、豬骨(台灣)、雞肉、芋頭、豬小排(台灣)、豬腳、桂竹筍(竹筍、水、檸檬酸)、豬肚(台灣)、蹄筋(台灣)、鳥蛋、栗子、醬

油、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米酒、魚皮、薑、烏醋、糖、番薯澱粉、蒜仁、青蔥、乾香菇、紅棗、香油

(大豆沙拉油、芝麻油)、鹽、風散翅(水、食用海藻膠、食用明膠、梔子黃色素)、味噌(蓬萊米、非基因改造黃豆、精鹽、食用酒精)、醬油膏

{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原料來源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蔗糖、粘稠劑(乙醯化

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醣苷)、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蝦米、冰糖、白胡椒粉(甘藷粕粉、辣椒、胡

椒、花椒、小茴、鹽、薑黃、香料)、大豆沙拉油、辣椒、八角、花椒、甘草、肉桂、月桂葉

麻油香菇松阪米糕1000g:糯米、豬肉(西班牙)、水、薑、雞高湯(水、雞肉)、紅蔥頭、豬油(台灣)、麻油(芝麻)、米酒、醬油、乾香菇、鹽、二

砂、馬鈴薯澱粉、大豆沙拉油、鮮保利VN-101(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白胡椒粉

淮山烏骨帝王雞2400g:水、烏骨雞、黑棗、米酒、鹽、雞高湯(水、雞肉)、薑片、玉竹、芡實、枸杞、黨蔘、淮山片、白茯苓、熟地、當歸

片、麥門冬、糖、黃精、肉蓯蓉、甘草、白术、紅耆(晉耆)、炒白芍、川芎、鹿茸、肉桂

秘製紹興東坡肉(附刈包)760g:豬肉(台灣)、水、刈包(麵粉、水、糖、棕櫚油、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D-山梨醇、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

單硬脂酸酯、丙二醇)、酵母(酵母、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阿拉伯膠)、食鹽、蔗糖素(甜味劑)、葡萄糖)、

醬油、冰糖、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原料來源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

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醣苷)、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豬皮(台

灣)、雞骨、米酒、紅蔥頭、紹興酒、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大豆沙拉油、肉桂、八角

甲殼、麩質穀物、大豆

、亞硫酸鹽類、蛋、

芝麻、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台灣/西班牙

享點子麻油猴頭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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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猴頭菇、薑片、麻油、高鮮味精、鹽、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棕

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砂糖、水、米酒、枸杞
芝麻、牛奶、蛋、大豆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蔬食(非產線專

用)
X X

程安琪秘製酒香東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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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豬肉(台灣)、水、刈包(麵粉、水、糖、棕櫚油、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D-山梨醇、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丙二醇)、酵母

(酵母、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維生素C(抗氧化劑)、阿拉伯膠)、食鹽、蔗糖素(甜味劑)、葡萄糖)、釀造醬油、冰糖、醬油膏

(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食鹽)、蔗糖、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糯

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醣苷)、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豬皮(台灣)、雞骨、米酒、紅蔥頭、紹興酒、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殿

粉)、大豆沙拉油、肉桂、八角

本產品含大豆類、麩質殼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台灣

一品花雕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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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肉、米酒、年糕【米、水、小麥澱粉、磷酸二澱粉、樹薯粉、芥花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乙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醋酸鈉無水、乙烯二胺

四醋酸二鈉鈣、檸檬酸鈣、DL-蘋果酸、偏磷酸鈉、防腐劑:丙酸鈉】、花雕酒、青椒、甜麵醬【黃豆(基因改造)、釀造醬汁(非基因改造黃豆、

水、食鹽、小麥)、鹽、糖、玉米糖膠、檸檬酸、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檸檬酸鈉、麥芽糊精、甜味劑(甘草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青蔥、芹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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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大豆沙拉油、冰糖、薑、馬鈴薯澱粉、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

物）、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白胡椒】、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大豆類、麩質穀類、牛奶、蛋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X

寬心園佛皇品佛跳牆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二段8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湯包-水、素蠔油(水、蔗糖轉化液糖、黃豆、小麥、食鹽、玉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抽出物、香菇粉)、調味粉(碘鹽、糖、L-麩酸

鈉、香菇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玉米澱粉、檸檬酸、蘋果酸、二氧化矽)、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當歸、川芎、香油(食用大豆油、芝麻油)、食鹽、辣胡椒粉(麩皮粉、麥芽糊精、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

八角、當歸)。

料包-大白菜、素魚豆腐(水、食用大豆油、分離大豆蛋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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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酪素鈉)、碘鹽、木糖、香料、二氧化鈦)、秀珍菇、芋頭、山藥、杏鮑菇、珊瑚菇、栗子、香菇、

蓮子、銀杏(銀杏、水、砂糖、食鹽、檸檬酸)、食用大豆油。

芝麻、堅果類、牛奶、麩質穀類及大豆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510AKP0000029
素食 X X

寬心園蔬食幸福套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二段8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XO蕈菇炒飯-米、豆包(大豆)、香菇素XO醬【香菇、杏鮑菇、金針菇、食用大豆油、辣椒油(食用大豆油、辣椒)、素油蔥(大豆蛋白、小麥蛋

白、芥花油、醬油、糖、食鹽、酵母抽出物、山奈、八角、丁香、小茴香、甘草)、麻油(食用大豆油、芝麻油)、水、紅辣椒、薑、素蠔油(蔗糖

轉化液糖、黃豆、小麥、食鹽、玉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抽出物、香菇粉)、素沙茶醬(胡麻粉、香油、麵包粉(麵粉、酵母、葡萄

糖、硫酸鈣、大豆蛋白粉、玉米澱粉、維生素C、木聚糖酶、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鹽(鈉鹽、鉀鹽)、小麥胚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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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花生粉、香辛料(白胡椒、陳皮、大茴香、小茴香、薑黃粉、辣椒粉、肉桂、丁香)、

椰子粉、香料、甜味劑(複方甘草酸鈉(麥芽糊精、檸檬酸鈉、甘草酸鈉))、大豆蛋白、調味粉(麥芽糊精、白蘿蔔萃取物、高麗菜抽出物、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糖、辣胡椒粉(麩皮粉、綠辣椒、胡椒、雞心椒、茶枝、當歸)】、毛豆、紅椒、黃椒、香菇、食用

大豆油、調味粉(碘鹽、糖、L-麩酸鈉、香菇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玉米澱

粉、檸檬酸、蘋果酸、二氧化矽)、金針菇、食鹽、蔬菜調味粉(麥芽糊精、食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糖、

白蘿蔔萃取物、高麗菜抽出物、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松子、麵粉。

 

麻油猴菇煲-水、芝麻油、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調味粉(碘鹽、糖、L-麩酸鈉、香菇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玉米澱粉、檸檬酸、蘋果酸、二氧化矽)、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糖、醋、食鹽、胺基乙酸、檸檬酸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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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頭菇(大豆植物性蛋白、猴頭菇、大豆油、醬油、植物性天貝菌、竹鹽、酵母精粉、山奈粉、白胡椒、丁香)、山藥、綠竹筍、珊瑚菇、食用大

豆油、紅棗、薑、枸杞。

極品什錦鍋-料包-素獅子頭【水、馬蹄、小麥蛋白、大豆分離蛋白(非基改)、脫脂豆粉(非基改)、黏稠劑(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鹿角菜膠)、芥

花油、蛋白粉、醬油、小麥纖維、香料、酵母抽出物、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 、麥芽糊精、二氧化矽、糖、食用大豆油、芝麻油、紅麴色素、白胡椒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

椒、白芷、甘草】、冬粉(馬鈴薯澱粉、木薯澱粉、豌豆澱粉、水)、娃娃菜、白花菜、紅蘿蔔、鈕扣菇、銀杏(銀杏、水、砂糖、食鹽、檸檬

酸)、食用大豆油。

湯包-水、醬油、素蠔油【蔗糖轉化液糖、黃豆、小麥、食鹽、玉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抽出物、香菇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

粉、素肉燥醬(麵粉、香菇、食用大豆油、醬油、糖、五香粉、香椿、大豆纖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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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調味粉(碘鹽、糖、L-麩酸鈉、香菇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玉米澱粉、檸檬酸、蘋果酸、二氧化矽)、素沙茶醬【食用大豆油、醬油、胡麻粉、香油、麵包粉(麵粉、酵母、食鹽、葡

本產品含芝麻、堅果類、花生、蛋、奶類、麩質穀物及大豆及其製

品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510AKP0000029
素食 X X

蔥燒軟骨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二段88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豬軟骨、青蔥、洋蔥、冰糖、紅露酒、醬油、油蔥酥、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

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蔬菜調味粉(麥芽糊精、食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糖、白蘿蔔萃取物、高麗菜抽出物、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食用大豆油、L-麩酸鈉、黑胡椒。

大豆、麩質穀類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510AKP0000029
否 X 台灣

龍鹽酥雞x飛燕煉乳炸紅白湯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可口圓(糯米粉、樹薯澱粉、蔗糖、豆沙餡(白鳳豆、白糖、小麥澱粉))、芝麻、食用色素(紅色7號)

加糖全脂煉乳(砂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蔗糖脂)
麩質、奶類、芝麻、堅果

新光座物資任險

130209AKP0000293
蛋奶素 X X

黑麥園芋頭起士千層派1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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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若有標麵粉、水、芋頭、乳酪丁(水、馬鈴薯澱粉、切達起司(牛奶、鹽、凝乳酵素、乳酪發酵劑（乳酸菌）、婀娜多、氯化鈣)、奶油、牛乳蛋

白、鹽、酵母抽取物、乳化劑、檸檬酸、β胡蘿蔔素)、糖、棕櫚油、

      大豆沙拉油、樹薯澱粉、鹽、紫薯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設備亦處理麩質穀物、芝

麻相關產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09PDT00082
奶素 X X

金門皇家高粱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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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有四街８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豬肉(台灣)、豬油(台灣)、砂糖、金門皇家高粱酒(高粱、小麥)、樹薯澱粉、食鹽、麥芽糊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大豆蛋白、調

味劑(胺基乙酸、糊精、5次黃漂哈核昔酸二鈉、5-鳥嘌哈核昔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天門冬酸鈉)、五香粉(肉桂、小茴香、

胡、丁香、八角、香芹)、蒜抽出物(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胡椒粉、豬肉粉(豬肉抽出物、麥芽糊精、黃豆水解蛋白、醬油、酵母

抽出物、蒜頭、卵磷脂、洋蔥、迷迭香抽出物)、油桂末、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保色劑(氯化鈉、亞酸鈉)、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

四十號)。

X 新安東京1770209ML000166 葷食 X 台灣

中一排骨黑胡椒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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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豬大排(台灣)、水、排骨粉【地瓜粉(氧化澱粉)、馬鈴薯澱粉、鹽、調味劑(L-麩酸鈉)、蛋粉(雞蛋、香草粉、二氧化矽)、番茄粉(番茄、二氧化

矽)】、紅蔥頭、蒜粉【蒜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鹽、調味劑(L-麩酸鈉)、黑胡椒粒、辣椒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山奈

粉

本產品含蛋類製品
新安東京產險，保單號碼

17336字第08ML000280號
葷食 X 台灣

創盛號芋泥金沙羅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日東烘培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26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麵粉、天然奶油、新鮮芋泥餡、鹹鴨蛋黃、鹽、 本產品含牛奶、蛋類、麩質製品 保單號碼562209A10120號 蛋奶蔬 X X

憋氣檸檬青梅檸檬汁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光湶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砂糖、檸檬、梅子、烏梅、鹽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素 X X

老張番茄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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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調理包:高湯【水、調味醬【番茄糊、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食鹽、小麥、轉化液糖(蔗糖、水)、酒精、調味劑(胺基乙酸、5’-

次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冰糖、薑、青蔥、沙拉油、蒜頭、黑豆瓣醬(基因改造、食用鹽、糖)、鹽、味精(L-麩酸鈉)】、

蒜頭、調味粉【鹽，L-麩酸鈉，麥芽糊精，香料，糖，玉米澱粉，牛油[含氫化棕櫚油，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牛肉粉[牛肉，鹽，品質改良

用劑(多磷酸鈉)，香辛料(玉桂，八角，茴香，豆蔻，草豆蔻)，乳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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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

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糖，抗氧化劑(維生素E)]，酵母粉(含鹽)，洋蔥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檸檬酸)，大蒜香粉(澱粉，蒜萃取物，阿拉伯膠，鹽)焦糖色素，胡椒】、鹽、味精、調理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

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蕃茄、牛肉

麵條包: 高筋麵粉、純水、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葷食 澳洲 無

珍苑上品鮑參貝佛跳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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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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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大豆、小麥、食鹽】、雞粉【鹽、麥芽糊精、糖、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玉米澱粉、酵母抽出物(酵母萃取物、鹽)、調味劑(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香料、棕櫚油、白胡椒】、糖、鹽】、排骨、豬腳、芋頭、海

參、鮑魚、魚皮、荸薺、栗子、香菇、干貝、蒜頭、蔥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葷食 X 台灣

六福客棧極品海味滷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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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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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鹽)、烏醋【水、純釀造醋、蔗糖轉化液糖、甘蔗糖蜜、食鹽、香料、香辛料(薑、豆蔻、眾香子、月桂葉、山艾、百里香、丁香)、酵母粉】、

香油(芝麻油、大豆油)、糖、鹽】、山東大白菜、魚皮、豬肉絲【豬肉、太白粉、水、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炸豬皮(豬

皮、大豆油)、蛋酥(蛋、大豆油)、香菇、金針菇、黑木耳、蒜、魷魚、蔥、乾干貝、蝦米、薑、扁魚

依包裝標示
新光產物保險

132609AKP0000047
葷食 X 台灣

21風味館人參糯米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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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高湯【水、米酒、調味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

，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鹽】、雞、糯米、人

參、紅棗、枸杞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蛋製品(來源調味粉)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否 X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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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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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ß-胡蘿蔔

素(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葵花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C、維生素E)、 ß-胡蘿蔔素)】、雞粉【鹽、麥芽糊精、糖、雞肉

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玉米澱粉、酵母抽出物(酵母萃取物、鹽)、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油(雞油、

迷迭香萃取物)、香料、棕櫚油、白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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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干貝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牛奶及蛋(來源雞粉與鮮雞汁)，不適合過敏體

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否 X 無

寬巷子豚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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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水、調味粉【豬肉抽出物、奶精粉、食鹽、L-麩酸鈉、豬骨抽出物、雞肉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豬油、乳糖、5’-次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酸二鈉、中鏈三酸甘油酯、琥珀酸二鈉、洋蔥、蒜頭、香料(香料、丁基羥基甲氧苯(抗氧化劑)、中鏈三酸甘油酯、糊精、辛烯基

丁二酸鈉澱粉)、胺基乙酸、L-天門冬酸鈉、DL-胺基丙酸】、豬骨湯【豬骨濃縮湯汁(豬骨、水、食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豬油(維生素E(抗氧

化劑))、水、大豆水解蛋白、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脂肪酸蔗糖酯、5’-次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雞骨

湯【雞骨濃縮汁(雞骨、水、食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大豆水解蛋白、食鹽、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5’-次黃嘌

呤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硬脂酸蔗糖酯、琥珀酸二鈉】、火腿【豬後腿肉(台灣)、糖、水、鹽、食品添加物(保色劑(氯化鈉、亞

硝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製品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葷 X 台灣

新馬辣x小小鍋膠囊個人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品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溪洲里中南路290巷10-2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分:水豆瓣醬【黃豆、水、食鹽】蔗糖.食鹽、辣椒醬【油、蒜、蔥、花椒辣椒粉(辣椒、花椒)、花

椒、香料、辣椒紅(紅椒色素、精製葵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釀造醬油、L-酸鈉、調味料【豬(

骨)熬煮汁(原產地:瑞典)豬油(原產地:瑞典)麥芽糊精、鹽、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香辣油[大

豆油辣椒】花椒辣椒粉【辣椒花椒】、香辣紅油【香料(含棕櫚油芥花油】辣椒籽油、調味劑【5'-

烏瞟哈核昔碘酸二鈉、5'-次黃呤核音磷酸二鈉】、酵母抽出物、調味料【鹽、糖.麥糊、雞油、5-次黃

嘌哈核昔磷酸二鈉、5-烏岭核酸鈉、玉米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洋蔥粉.胺基乙酸、DL-胺基

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乙化酸粉、辣椒紅【椒紅.精製葵花油】、白胡椒

焦糖色素、辣椒精【聚山梨醇酥脂肪酸酯80、辣椒油樹脂、丙二醇、脂肪酸甘油酯】.調味料【甘草粉、肉桂

粉、熟地粉、小茴香粉丁香粉、當歸粉、川芎粉、大茴粉、黑胡椒粉、麥芽糊精、枸杞、氧化澱粉(樹薯)、蓋萃

取物】、香辛料【花椒、八角、黑胡椒、小茴香、肉桂、五香粉(小茴、肉桂、八角、丁香、胡).山奈、陳皮】

玉米糖膠、花椒精油、葡萄柚香料【香料(圓柚油)甘油、L-抗壞血酸(維生素C)(抗氧化劑)】

本產品大豆小麥 0515字第21AML0000085號 葷 X 台灣

但馬屋x小小鍋膠囊個人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品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溪洲里中南路290巷10-2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分:水味料【水白、魚抽物柴魚抽出物、砂、食鹽、酵母抽出物

、酒精】味料【節抽出物(水、酒精、經節)食、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酵母

糊精、食)】食鹽調味料【昆布抽物混布、水)糊精、食鹽、麥水解蛋

酵母抽出物】蔗糖味酵【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造、】、清酒、調味料【

香菇抽出物葡萄糖漿、食】、母抽出物、魚、玉米糖膠、多酸鈉、葡萄柚香料

【香料(圓柚油)甘油、L-抗壞血酸(維生素C)(抗氧化劑)】、甜劑【甘草】

本產品大豆小麥 0515字第21AML0000085號 葷 X 台灣

博多水炊鍋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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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A-189627033-00000-6

 日本福

岡縣

雞骨高湯(雞骨)、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雞油、鹽)、雞肉萃取物(雞肉、雞肉萃取物、鹽、抗氧化劑(維生素E))、鹽、生薑(生薑、鹽、酒精、

檸檬酸)、洋蔥萃取物粉(洋蔥萃取物、糊精)、香辛料(白胡椒、玉米粉)、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水
X

保險字

號:130010AKP0000741
葷 X X



博多寄世鍋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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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A-189627033-00000-6

 日本福

岡縣

味醂(糯米、米麴、釀造酒精、澱粉( 玉米澱粉、木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番薯澱粉 )、水)、鹽、烤飛魚粉(飛魚)、醬油(脫脂加工大豆、小麥、食

鹽、維他命B1、水)、鰹魚粉(鰹魚萃取物、鰹節萃取物)、昆布粉(昆布)、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核糖核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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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甜味劑(甘草萃)、水

大豆、麩質穀物、魚及其製品
保險字

號:130010AKP0000741
葷 X X

博多醬油鍋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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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A-189627033-00000-6

 日本福

岡縣

醬油(脫脂加工大豆、小麥、食鹽、維他命B1、水)、味醂(糯米、米麴、釀造酒精、澱粉(玉米澱粉、木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番薯澱粉)、水)、

還元水飴、蛋白加水分解物(玉米蛋白、釀造用脫脂大豆、食鹽、焦糖色素)、鰹魚粉(鰹魚萃取物、鰹節萃取物)、豬骨萃取物(豬骨(日本)、食

鹽)、鹽、釀造醋、大蒜、香辛料(辣椒)、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核糖核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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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甘草萃)、水

大豆、麩質穀物、魚及其製品
保險字

號:130010AKP0000741
葷 X 日本

永新鳳茶剝皮辣椒1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臺灣通利行銷有限公司
新竹縣新豐鄉新庄路293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份:水、辣椒、糖、釀造醬油、鹽、調味劑(L-酸鈉、檸酸)、甜味劑(甘酸銨)、品質改良劑(氯化鈣)成份:水、辣椒、糖、釀造油、鹽、調味劑(L-

酸鈉、檸酸)、甜味劑(甘酸銨)、品質改良劑(氯化鈣)成份:水、辣椒、糖、釀造醬油、鹽、調味劑(L-酸鈉、檸酸)、甜味劑(甘酸銨)、品質改良劑

(氯化鈣)

含大豆小麥
新光產物保險

132610AK0000097
蔬食 X X

酸中傳奇酸白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金門高粱酸白菜工坊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62號1樓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大白菜，高粱酒糟，鹽 X 1516字第10PD01737 素 X X

山內雞肉油蔥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台灣真情實業有限公司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新豐路96巷100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雞油、蔥頭、維生素E(抗氧化劑) 依包裝標示

國泰產險1502字第

09PD03467
葷食 X X

太和殿辣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誠芳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6號7樓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成分:水味料【水白、魚抽物柴魚抽出物、砂、食鹽、酵母抽出物、酒精】味料【節抽出物(水、酒精、經節)食、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酵母 依包裝標示 南山產險2236001894 五辛蔬 X X

太和殿鴛鴦鍋湯底組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澎富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1號3樓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麻辣鍋湯底：萃取液(水、辣椒、花椒、豆瓣(蠶豆、辣椒、小麥粉、鹽、水)、酒釀(糯米、酒麴)、豆鼓(黑豆、砂糖、食鹽、大豆沙拉油、醬油、

檸檬酸)、胡椒、麻油、山奈、桂皮、蒜、孜然、大豆油、大茴、公丁香、草果、甘草、香葉、L-麩酸鈉、鹽)、水血(水、雞血、鴨血、鹽、多磷

酸鈉、酸性焦磷酸鉀、消泡劑(矽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五、羧甲基纖維素鈉))、豆腐(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硫酸

鈣(品質改良劑))、調味油包(大豆沙拉油、麻油、辣椒粉、花椒)

大骨煲湯底：萃取物(豬大骨、薑、洋蔥、豬肉抽出物、豬油、食鹽、蔗糖、L-麩酸鈉)、枸杞

依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保險 0960-

2236006289-01
葷食 X

豬大骨產地：

台灣

豬肉抽出物、

豬油產地：日

本

麵粉袋薯童謠地瓜片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藷童瑤企業社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62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新鮮地瓜、棕櫚油、砂糖；葡萄糖 X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0525字第

2020FBI0000236號

蔬食(非產線專

用)
X X

媽媽鬆煎餅咖啡風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上友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95號13樓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麵粉、雞蛋、砂糖、棕櫚油、食用烤酥油、奶粉、即溶咖啡、咖啡豆萃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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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麩質之穀物、雞蛋、牛奶、大豆及其製品 130009AKP0000647 蛋奶蔬 X X

晶華紅燒牛肉麵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63-022317 台灣

1. 牛肉料理包：紅燒牛肉湯〔牛骨高湯【水、牛骨】、豆瓣醬【黃豆、麵粉、水、高果糖糖漿、麻油、味精(L-麩酸鈉)、鹽、三仙膠(黏稠劑)、

糖】、辣豆瓣醬【辣椒、水、黃豆、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麻油、味精(L-麸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洋蔥絲、番茄、番茄糊【番茄】、雞粉【鹽、麥芽糊精、糖、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玉米澱粉、酵母抽出物(酵母萃取物、

鹽)、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香料、棕櫚油、白胡椒】、紅蘿蔔、西芹、老抽

【水、黃豆、鹽、麵粉、糖、普通焦糖色素】、薑、蔥、蒜頭、辣椒、冰糖、白胡椒粒、花椒、草果、桂皮、八角、陳皮、月桂葉〕、牛肉

2. 麵條包(乾)：高筋麵粉、純水、鹽

本產品含有黃豆、芝麻、牛奶及蛋(來源為雞粉)、麩質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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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殼類、花生、牛

奶、蛋、堅果類、芝麻、含麩質穀類、大豆、魚類、螺貝類等製

品。

1516字第07PD01650號 葷食 澳洲

晶華小滿漢佛跳牆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金龍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Q-170717246-00000-

8
台灣

雞高湯(水、雞胸骨)、豬肉、雞腿肉、芋頭、帆立貝、脆筍(竹筍、水、鹽)、蹄筋、海參、番薯粉、大豆油、鳥蛋、鮑魚、花菇、栗子、魚唇、

蔥、蒜仁、鯷魚罐頭(鯷魚、葵花油、鹽)、紅棗、干貝、巴西里、醬油、薑、糖、鹽、雞粉(食鹽、麥芽糊精、蔗糖、雞肉粉、雞油、酵母抽出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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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油粉、琥珀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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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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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魚類、芝麻、大豆、堅果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

房，乳製品、甲殼類、芒果、花生、含麩質之穀類及其製品。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0813第

07PDT00074

葷 X 台灣

OPEN!碳佐麻里起司燒湯圓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富力連食品廠高雄廠 高雄市梓官區典寶里嘉展路294-1號 E-124683258-00000-0 台灣

起司地瓜湯圓:糯米粉、白糖、地瓜泥(白鳳豆、地瓜、砂糖、沙拉油、麥芽糖、奶油) 、起司絲[乾酪、棕櫚油、酪蛋白、鹽、乳清粉、馬鈴薯澱

粉(外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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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椰子油、竹碳粉。

起司芋頭湯圓：糯米粉、白糖、椰子油、芋頭泥(芋頭、蔗糖、海藻糖、鮮奶油、大豆沙拉油、奶油)起司絲[乾酪、棕櫚油、酪蛋白、鹽、乳清

粉、馬鈴薯澱粉(外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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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紫薯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和泰產物

50-110-0815550l-00005-

PDL

奶素 X X

關北紅龜粿(紅豆)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關北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70號 E-124683258-00000-0 台灣
水、糯米粉、砂糖、紅豆、玉米澱粉、酥油[精製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

(維生素E、大豆油)、玉米油、β-胡蘿蔔素]、大豆沙拉油、食鹽、食用紅色六號
本產品含有大豆製品和奶類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20PR0000038 奶素 X X

冒煙的喬起司薄餅1盒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明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下林頭31號 E-124683258-00000-0 臺灣

地中海蕃茄好豬墨西哥薄餅：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水、摩佐羅拉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菌、凝乳酶)、切達乳酪(巴氏殺菌牛奶、

鹽、乳酵菌、凝乳酶)、玉米澱粉、礦物油、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蕃茄丁(蕃茄、蕃茄汁、檸檬酸)、豬肉(臺灣豬)、馬鈴薯、洋

蔥、沙拉油、黃甜椒、糖、酵母抽出物、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義大利綜合香辛料(奧勒岡葉、羅勒葉、迷迭香、蒜粒、紅辣椒、馬

郁蘭葉、洋香菜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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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打粉【小蘇打專用粉(碳酸氫

鈉、二氧化矽)、酸性焦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磷酸鈣)】、鹽(氯化鈉、碘酸鉀)、糖、黃豆粉(非基因改造)、關華豆膠、酵母【釀

酒酵母、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半纖維素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失活酵母】

羅勒青醬嫩雞墨西哥薄餅：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水、摩佐羅拉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菌、凝乳酶)、切達乳酪(巴氏殺菌牛奶、

鹽、乳酵菌、凝乳酶)、玉米澱粉、礦物油、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雞肉、九層塔、杏鮑菇、馬鈴薯、沙拉油、洋蔥、甜紅椒、甜

黃椒、糖、雞粉【食鹽、麥芽糊精、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糖、玉米澱粉、香料、雞脂、雞肉萃取物、薑

粉、薑黃粉、酵母萃取物、白胡椒粉、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焦糖色素】、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

椒、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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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打粉【小蘇打專用粉(碳酸氫鈉、二氧

化矽)、酸性焦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磷酸鈣)】、鹽(氯化鈉、碘酸鉀)、糖、黃豆粉(非基因改造)、關華豆膠、酵母【釀酒酵母、

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半纖維素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失活酵母】

本產品含麩質、大豆及奶類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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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殼類、頭足類、蛋

類。

和泰產物

50-110-0815550l-00005-

PDL

不可 X 台灣

迷客夏牧場冰淇淋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E-124683258-00000-0 臺灣

伯爵紅茶拿鐵冰淇淋:鮮奶、水、砂糖、麥芽糖、動物性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椰子油、奶油、紅茶萃取液、伯爵紅茶粉、乳化安定劑(關華

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芋頭牛奶冰淇淋:鮮奶、芋頭、水、砂糖、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芝麻牛奶冰淇淋:水、砂糖、椰子油、鮮奶、麥芽糖、動物性鮮奶油(乳脂35%以上、鹿角菜膠)、黑芝麻、奶粉、奶油、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

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

過敏原: 本產品含有牛奶、芝麻、堅果類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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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過敏

原。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

09PR000280號
奶素 X X

呷七碗黃金三拼米糕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86761627-00000-6 台灣

干貝櫻花蝦米糕:糯米.水.干貝.櫻花蝦.鹹蛋黃(鴨蛋.食鹽).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麵粉).沙拉油.糖.L-

麩酸鈉

鰻魚米糕:糯米.水.鰻魚(鰻魚.水.大豆.小麥.鹽.糖).鹹蛋黃(鴨蛋.食鹽).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麵粉).

沙拉油.糖.L-麩酸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穀物.甲殼類.蛋.大豆

本食品生產廠房亦處理:芝麻.堅果.花生.牛奶.魚製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壹億

元
葷 X 台灣

呷七碗新春滿福套餐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86761627-00000-6 台灣

雙蔘紅棗燉雞湯: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雞.香菇.米酒.人蔘.黨蔘.當歸.紅棗.枸杞.碘鹽(氯化鈉.碘酸鉀).L-麩酸鈉.

參鮑佛跳牆:水.沙拉油.醬油.豬腳丁.雞肉.魚皮.豬肚.芋頭.烏參.鮑魚.筍.香菇.栗子.蒜.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美極

鮮雞汁(水.食鹽.L-麩酸鈉.香料.糖.雞肉萃取物.已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雞脂(含維生素E(抗氧化劑)).小麥麩質.小麥.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糖膠.ß-胡蘿蔔素.小麥麩皮.冰醋酸.葡萄糖.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大骨粉(鹽.L-麩酸鈉.豬肉萃取物.麥芽糊精.糖.水解動

物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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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結塊劑(二氧化矽).醬油(水.脫脂豆片.小

麥.食鹽).乳糖.玉米澱粉(含基因改造)).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

抽出物.D-木糖.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無水碳酸鈉.焦糖色素液

五彩糖醋魚:魚.水.沙拉油.米酒.蕃茄醬(蕃茄.蕃茄汁.檸檬酸).洋蔥.糖.白醋(水.糯米.果糖.鹽.麥芽抽出物).紅甜椒.黃甜椒.鳳梨罐頭(鳳梨.水.砂糖.檸

檬酸.糖液(濃糖液)).青豆.碘鹽(氯化鈉.碘酸鉀).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蔥.L-麩酸鈉.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粉)薑.蒜.

鰻魚米糕:糯米.水.鰻魚(鰻魚.水.大豆.小麥.鹽.糖).鹹蛋黃(鴨蛋.食鹽).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麵粉).

沙拉油.糖.L-麩酸鈉

花雕醉鮮蝦:蝦.水.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花雕酒(米.小麥).米酒.冰糖. 碘鹽(氯化鈉.碘酸鉀).L-麩酸鈉.紅棗.枸杞.桂枝.當歸.蔘鬚.川芎.甘草.蔥.

薑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甲殼類.蛋.魚.大豆製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壹億

元
葷 X 台灣

OPEN!鳳梨風味雞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8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雞肉、鳳梨餡(鳳梨、砂糖、麥芽糖、海藻糖、棕櫚油)、雞皮漿(雞皮、水、砂糖、食鹽、大豆蛋白、乾酪素鈉(含葵花卵磷脂)、L-麩酸鈉、品質

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白胡椒、荳蔻粉(含木質纖維素)、蒜抽出物(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化矽)、洋蔥粉、香芹粉)、水、裹漿粉

(麵粉、玉米粉(非基因改造)、食鹽、大豆油、香辛料(胡椒(含甘藷澱粉)、芹菜(含甘藷澱粉)、蒜、洋蔥、辣椒)、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棕

櫚油

本產品含有蛋類、堅果類、大豆、牛奶、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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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有處理甲殼類、花生、芝麻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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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綠野鹹酥雞雙享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F-166611376-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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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茴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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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大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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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殼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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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野農莊螺肉蹄筋鮮雞湯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水、高湯【砂糖、蟹肉精(蟹萃取液、鹽、糊精、蒸餾水、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香料、酵素、琥珀酸二納、5'-次黃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精鹽、海藻糖、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乳糖)、醬油、豬肉精(豬肉、複方香料（香料、阿

拉伯膠、焦糖色素、大豆粉）、鹽、葡萄糖、香辛料(蒜粉、洋蔥粉、黑胡椒粉)、Ｌ-麩酸鈉、水、脂肪酸蔗糖酯、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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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酢、鹽)、酵母抽出物、健美鮮ＣＬ(麥

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粘稠劑(三仙膠)、結著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氯化鉀、關

華豆膠、麥芽糊精)、著色劑(黃色5號)】、花椰菜、魚露(鰹魚、水、鹽、砂糖)、雞汁(雞油、精鹽、冰糖、香料(乳糖、香料、二氧化矽)、酵母

抽出物、香料(乳糖、糊精、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三乙酸甘油酯)、二氧化矽)、 粘稠劑(玉米糖膠)、結著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氯化

鉀、關華豆膠、麥芽糊精)) 、冰糖、鹽、白胡椒粉、蝦粉、仿土雞、螺肉、魷魚、蹄筋、蒜頭

本產品含大豆、含麩質穀物、牛奶類、甲殼類、頭足類、魚類及其

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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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雞大獅 大獅雞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雞肉、麵粉、玉米澱粉、L-麩酸鈉、 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關華豆膠、 食鹽、小蘇打、酸性磷酸鈉、乳酸鈣、酸性焦磷酸鈉、葵花油、鹿角菜

膠、黃豆粉、棕櫚油、紅辣椒粉、β-胡蘿蔔素、樹薯澱粉、油性辣椒紅、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香料、辣椒精、五香粉（

肉桂粉、樹薯澱粉、八角粉、甘草粉、小茴粉、花椒粉、公丁香粉、川芎粉、陳皮粉、八角粉、三奈粉)、孜然粉、台式椒鹽粉(食鹽、L-麩酸

鈉、白胡椒、黑胡椒、糖、蒜粉、八角粉、肉桂粉、甘草粉、麥芽糊精、二氧化矽、核糖核苷酸二鈉 、胺基乙酸、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乙

基麥芽醇、5‘-次黃嘌呤核甘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貨生產管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

生、牛奶、蛋及其製品等過敏原。
富邦產險0502字

20AML0000243號
葷 X X

梁家瘋味原汁排骨蘿蔔糕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如意食務有限公司 台中市豐原區朴子街565巷67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豬高湯（水、豬大骨【台灣】、白蘿蔔、香菜）、白蘿蔔、粘米漿（在來米、水）、豬肉【台灣】、冬蝦、馬蹄粉（綠豆澱粉）、澄粉（去筋麵

粉）、油蔥酥(紅蔥頭、沙拉油)、醬油、白砂糖、調味劑（L-麩酸鈉）、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沙拉油、食鹽、白胡椒粉（白胡椒)

本產品內含大豆、甲殼類、堅果類、芝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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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花生、蛋

類、奶類及其製品。

國泰產險1516字第

10PD01667號
葷 X X

如意手工白玉蘿蔔絲酥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如意食務有限公司 台中市豐原區朴子街565巷67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麵皮〔中筋麵粉、低筋麵粉、水、豬油(台灣)、糖粉、食鹽〕、內餡〔白蘿蔔、二軟肉(台灣)、青蔥、豬油(台灣)、油蔥罐(油蔥酥、棕櫚油、紅

蔥油、大豆油)、蝦皮、白砂糖、L-麩酸鈉(調味劑)、白胡椒粉(白胡椒)、黑胡椒粉(黑胡椒)、食鹽〕、白芝麻、蛋白
甲殼類、蛋、大豆、麩質的穀類、芝麻等過敏原 泰安產險07-362209A10274 葷 X X

麻辣壹號店壹絕麻辣鴨血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湯汁【雞高湯(雞骨、水)、麻辣醬『水、黃豆油、糖、辣椒醬(辣椒、鹽)、蔬菜(大白菜、蒜頭、薑、紅蘿蔔、洋蔥、脫水青蔥)、香辛料(辣椒

粉、花椒粉、八角、茴香、山奈)、L-麩酸鈉、黃豆(非基因改造)、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辣椒抽出物(辣椒、卵

磷脂、大豆油)、乳酸、酵母抽出物(含糊精、鹽、葵花籽油)、蕃茄糊、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糖膠、香料

、大麥』、辣油(大豆沙拉油、辣椒)、醬汁(辣椒、米酒、豆瓣醬、白醋、薑、蒜頭、檸檬汁、精鹽、健美鮮ＣＬ(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

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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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糖、砂糖、調味劑(檸檬酸))、精鹽、健美鮮ＣＬ(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

菜抽出物)、紅椒粉、青花椒、花椒、野山椒】、鴨血(水、鴨血、鹽、多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矽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梨醇酐脂肪

酸酯六十五、羧甲基纖維素鈉)、粉絲(馬鈴薯澱粉、豌豆澱粉、綠豆澱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螺貝、魚類、牛奶、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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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左營劉家酸菜白肉鍋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成分: 水、雞骨、酸菜(大白菜、食鹽)、芋頭、排骨酥(排骨、地瓜粉、大豆沙拉油)、川丸子(豬腿肉(台灣)、豬脂(台灣)、青蔥、白胡椒、麻醬(白

芝麻、麵粉、大豆油)、馬鈴薯澱粉、磷酸二澱粉、糖、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鹽)、結著劑(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無水)、偏磷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ＤＬ-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1+G(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氯

化鈉、二氧化矽、酵母抽出物、甘草酸胺(甜味劑))、花枝丸(花枝、象拔蚌、旗魚、豬脂(台灣)、馬鈴薯澱粉、磷酸二澱粉、糖、鹽、甜味劑(D-

山梨醇液70%)、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鹽)、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偏磷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ＤＬ-胺基丙酸、琥珀

酸二鈉、1+G(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氯化鈉、二氧化矽、酵母抽出物、甘草酸胺(甜味劑))、鮮蝦、豬肉片、腐

竹(黃豆(非基因改造))、大豆沙拉油、蒜頭、精鹽、鰹魚粉(調味劑(Ｌ-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

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Ｄ-木醣、麥芽糖、葡萄糖、糊精)、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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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牛奶類、頭足類、魚類、甲殼類、螺貝類、大豆類、含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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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J bibigo炒泡菜(80g)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臺灣伯連行銷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7巷3號 F-166611376-00000-9 韓國

泡菜[鹽漬甘藍菜(甘藍菜,鹽),混合香辛料{增稠劑(水,玉米糖膠,鹽),紅辣椒粉}],調味鯷魚醬[魚露{鯷魚醬(鯷魚,鹽),甜味劑(D-山梨醇),水蝦萃取物,L-

麩酸鈉,果糖,昆布萃取物,玉米糖膠,酵母萃取物},鯷魚醬(鯷魚,鹽)],玉米油與烤大蒜(玉米油,大蒜),糖,蔥,紅辣椒粉,大蒜,調味粉[鹽,小麥澱粉,糖,醬油

(脫脂大豆,玉米蛋白),水解小麥蛋白,牛脂,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麥芽糊精,洋蔥粉,大蒜粉,人工香料,牛骨

萃取粉,醬油粉[水解大豆蛋白(脫脂大豆,玉米蛋白),澱粉糖漿,鹽,麥芽糊精,米糠油,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香料調味料,牛肉提取粉,油樹脂黑胡椒,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大蒜風味香料,葡萄糖,大蒜和洋蔥粉,琥珀酸,檸檬酸,鹽酸硫胺明(維生素B1)],糯米粉,

乳酸鈣,薑,鹽,玉米糖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辣椒香料。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魚、蝦、大豆及其製品，

食物過敏這請留意。

國泰產險1516字第

08PD01553號
葷 X X

老虎堂虎虎生風黑糖銀絲卷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艾酷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6號1樓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銀絲卷: 麵粉、水、黑糖、細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益面劑(水、乳

酸硬酯酸鈉、丙酸鈣)、泡打粉(酸式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β胡蘿蔔素粉、竹碳粉、鹽、紅麴粉

黑糖牛奶醬:黑糖、水、蔗糖、牛奶香料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類、堅果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南山產物保險0902-

2236003029-03
奶蔬 X X

老虎堂濃情蜜芋花生湯圓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1之17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花生珍珠湯圓(白皮):糯米粉、水、白油(精製棕櫚油)、粉圓【水、樹薯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焦糖色素(四號E150d)、玉米糖膠、羧甲基纖

維素鈉(CMC) 、黑糖香料】、花生粉、糖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

芋頭珍珠湯圓(紫薯皮):糯米粉、水、粉圓【水、樹薯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焦糖色素(四號E150d)、玉米糖膠、羧甲基纖維素鈉(CMC)、黑

糖香料】、芋頭、白油(精製棕櫚油)、糖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植物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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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羥丙基澱粉、紫薯粉。

芝麻花生湯圓(黑糖皮):糯米粉、水、白油(精製棕櫚油)、糖粉、芝麻粉、花生醬【特選花生、糖、植物油(精製棕櫚油、完全氫化芥花油)、乳化

劑(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鹽、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花生粉、黑糖蜜(黑糖、水、蔗糖、黑糖香料)、羥丙基

澱粉、焦糖色素(四號E150d)、黑糖香料。

本產品含有大豆、花生、堅果類、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和泰產物保險F0-110-

08296915-PDL
奶蔬 X X

日芳珍饌醬煮鮑魚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聯瑞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五路22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鮑魚、水、鰹魚醬油［醬油（水、大豆、小麥、鹽）、砂糖、葡萄糖果糖液糖、食鹽、米發酵調味料（米粉末、米、酒精、食鹽、葡萄糖果糖液

糖、水解大豆蛋白、水）、麥芽糊精、宗田鰹、柴魚萃取物、醋、柴魚、酒精、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５'-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５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壺底油［水、蔗糖轉化液糖、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酒精、酵母抽出物］、冰糖、蒜頭、

薑、辣椒、食鹽、檸檬汁、美琳香味料［D-山梨糖醇液70%（甜味劑）、水、丙二醇、普通食用酒精、胺基乙酸、氯化鈉、琥珀酸二鈉、香

料、多磷酸鈉］、酵母精粉（酵母萃取物、麥芽糊精）、米酒頭

本產品含有螺貝類、大豆、小麥、魚類及其製品，與其它含有軟體

動物類、甲殼類、堅果類、蛋類、奶類、芝麻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

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新光產物保

130708AKP0000761
葷 X X

奧瑪福源花生餐包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1號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麵粉、奶油、水、湯種 (高筋麵粉、水)、花生醬(花生、糖、鹽)、糖、雞蛋、胚芽粉(小麥)、豆泥【水、糖、黃豆(非基因改造)】、果糖【糖(果

糖、葡萄糖)、水】、鹽、奶粉、乾酵母【酵母、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阿拉伯膠】、改良劑【玉米

澱粉、大豆蛋白粉、葡萄糖、維生素E(抗氧化劑)、硫酸鈣、葡萄糖氧化酶、半纖維素酶、木聚醣酶、α澱粉酶】。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牛奶、蛋、大豆、堅果類及其製品，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產物保險1687字第

100000001本保單係1687字

第09000003號保單續保

奶蛋蔬 X X

麻辣壹號店壹絕蒜香剁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萬平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4號4樓 F-166611376-00000-9 台灣

大豆油、朝天椒、薑、蒜蓉、食鹽、蘇維農白葡萄酒、檸檬酸、

混和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有黃豆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葷食 X X

鰻の米糕 丞昀專業養殖場 亨美食品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神林路70巷46-8號 H-149409503-00000-9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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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調味劑（L-麩酸鈉、乳

酸）、食鹽、食用酒精、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複方甜味劑（甘草萃、檸檬酸鈉、糊精）、黃梔子色素（含糊精）｝、香

菇絲、溫體豬肉絲、金鉤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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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麻油、小香油、油蔥酥（紅蔥頭、豬油）、蒜頭酥、

糖、鹽、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含麩質之穀物)、牛奶、甲殼類、魚類及其

製品
130808AKP0000332 葷食 X 台灣

三盞茶時X HELLO KITTY 玫瑰紅

茶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舞茶實業有限公司 0289769725

 H-153153519-00000-

7
台灣 小葉種紅茶,玫瑰花苞 X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

150310PD02129號
葷食 X X

醉月雞尾酒2入禮盒LINE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公司 0915588826
 H-153153519-00000-

7
台灣 莫希托：蘭姆酒、萊姆汁、果糖、薄荷酒、檸檬酸

柯夢波丹：伏特加、橙酒、檸檬汁、蔓越莓汁、檸檬酸

X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

150310PD02129號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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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豚骨高湯(水、豬骨(台灣))、大白菜、豆腐(水、非基改黃豆、碳酸鈣、氯化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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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皮(非基改黃

豆、大豆沙拉油、脂肪酸甘油脂、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豬肉片(台灣)、黑木耳、蔥、蒜、辣椒、蝦米、洋蔥、糖、食鹽

本產品含大豆類、甲殼類、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130408AKP0003560 葷食 X 台灣

林聰明龍虎斑沙鍋魚頭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聰明宅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57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龍虎班魚頭、豚骨高湯(水、豬骨(台灣))、大白菜、豆腐(水、非基改黃豆、碳酸鈣、氯化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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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皮(非基改黃豆、大豆沙拉油、脂肪酸甘油脂、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豬肉片(台灣)、黑木耳、蔥、蒜、辣椒、蝦米、洋蔥、糖、食

鹽

本產品含大豆類、甲殼類、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130408AKP0003560 葷食 X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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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生路130-1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麵粉、青蔥、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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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土羊哥招牌三寶羊肉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土羊哥食品創意購買加工行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40巷10弄25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①無皮羊肉/羊油包  : 羊肉、水、大豆油、芝麻油、鹽、冰糖、蔥、薑、蒜、枸杞、當歸、肉桂、大茴、小茴、草果、甘草、辣椒醬 (芝麻油、

玉米糖漿(黏稠劑)、醋磺內酯鉀(甜味劑)、已二烯酸鉀(防腐劑)、食用紅色七號(著色劑)、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黏稠劑)、豆腐乳(黃豆、芝麻油、

食品級酒精、鹽、辣椒粉、硫酸鈣、豆類品質改良劑 (氫化棕櫚油脂、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二氧化矽)、DL-胺基丙酸、己二烯酸鉀、甜

味劑(醋磺內酯鉀)。

②三合一好料包 : 羊腳筋、羊肚、羊肉丸(羊肉、羊油、水、L-麩酸鈉、糖、鹽、蔥、肉桂、甘草、馬鈴薯澱粉。食品添加物:  特磷素(焦磷酸

鈉、多磷酸鈉)、肉味香精(D-山梨醇液、甘油))。

③土羊哥豆瓣醬 : 味噌(黃豆、米、小麥、鹽)、大豆油、芝麻油、糖、味精、水、甘草、豆腐乳(黃豆、芝麻油、食品級酒精、鹽、辣椒粉、硫酸

鈣、豆類品質改良劑(氫化棕櫚油脂、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二氧化矽)、DL-胺基丙酸、己二烯酸鉀、甜味劑(醋磺內酯鉀)。

本產品含芝麻、大豆、麩質及其相關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

10PD03055
葷食 X X

叁和院-叁和虎咬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詮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2巷59弄10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本產品含牛奶、大豆、麩質之穀物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使用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7號 葷食 X 台灣

點點心-老虎豬仔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點點心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4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麵粉、水、淡奶(全脂奶、磷酸氫二鈉、磷酸二氫鈉)、奶油、小麥麵粉、鹹蛋黃(鴨蛋、鹽)、蔗糖、

鮮奶油、酵母(天然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維生素C)、卡士達粉〔玉米澱粉、鹽、

著色劑(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7號)、香料〕、奶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鈣、小蘇打、

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乳化油〔棕櫚油、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甘油酯)、

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酸鉀)〕、明膠、竹炭粉、著色劑(食用黃色5號)

本產品含有牛奶、麩質之穀類、大豆及其製品、蛋 07-062210B10133號 葷食 X X

農夫蔥田蔥仔餡餅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三星鄉培英路157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麵粉、水、豬肉、豬油、蔥、洋蔥、薑末、醬油、芝麻油、米酒、鹽、胡椒粉。
本商品含有小麥，芝麻，酒精，對此過敏者或特殊體質者，請避免

食用。
1516字 第10PD03485號 葷食 X 台灣

祥和蔬食-三杯猴頭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極品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號5樓之2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猴頭菇[水、猴頭菇、大豆蛋白、卵磷脂、糖、鹽、芥花油、調味劑(味精、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豆水解蛋

白、酵母粉、麥芽糖粉、樹薯澱粉、環狀糊精]、水、九層塔、薑、炸酥油(棕櫚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黑麻油、素蠔油[水、轉化液糖(蔗

糖、水)、高蛋白豆片、小麥、鹽、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三仙膠)、糖、酵母抽出物、香菇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蔗糖素)、香菇香

料、β-環狀糊精、防腐劑(對羥苯甲酸丁酯、苯甲酸鈉)、DL-蘋果酸]、糖、馬鈴薯澱粉、昆布粉[調味劑(味精、氯化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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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糖、甜味劑(D-甘露醇)、昆布粉、糊精、昆布抽出物]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0527-21AML0000053 蔬食 X X

鮮芋仙-招牌雙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益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紫薯芝麻圓

成分: 紫地瓜、精製棕櫚油、樹薯澱粉、水、蔗糖、玉米澱粉、糯米澱粉、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葡萄糖、黑芝麻粉、番薯澱粉、馬鈴

薯澱粉、氧化澱粉、醋酸澱粉、花生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花生、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鹽、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維生素E)、玉米

糖膠、香料

淨重: 120公克/包

芋薯圓

成分: 地瓜、芋頭、樹薯澱粉、水、糖、糯米澱粉、番薯澱粉、馬鈴薯澱粉、氧化澱粉、醋酸澱粉、糖、水、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

淨重: 120公克/包

芋圓

成分: 芋頭、樹薯澱粉、水、糯米澱粉、番薯澱粉、馬鈴薯澱粉、氧化澱粉、醋酸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蔗糖、玉米糖膠

淨重: 100公克/包

番薯圓

成分: 地瓜、樹薯澱粉、水、糯米澱粉、番薯澱粉、馬鈴薯澱粉、氧化澱粉、醋酸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蔗糖、玉米糖膠

淨重: 100公克/包

"

 

本產品含有大豆、花生、芝麻及其製品
南山產物 0900-2236000913-

11
蔬食 X X

這一鍋葡萄柚優格冰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07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樓之6（A5）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水、優格原液(水、脫脂奶粉、蔗糖、乳酸菌)、蔗糖、麥芽糖漿、紅葡萄柚濃縮汁、奶粉、椰子油、乳清粉、乳酸、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羧甲基纖維素鈉)、檸檬酸、葡萄柚香料。
本產品含有奶製品、堅果類製品。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奶蔬 X X

炳叔烤玉米-沙茶醬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大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五巷209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芥花油、純釀造醬油、胡麻油、大豆油、芝麻油、黃豆粉(非基改)、香菇粉、黑胡椒粉、薑粉、肉桂、甘草、大茴、丁香、甜椒、椰子粉、花生

粉、芝麻粉、辣椒乾、素食香料(香料、甘草酸一銨、脂肪酸甘油酯)、胺基乙酸、胺基丙酸、天門冬酸鈉、呈味核苷酸二鈉、麥芽糊精、甘草酸

鈉

大豆、芝麻、小麥、花生、堅果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蔬食 X X

炳叔-醬烤杏鮑菇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大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五巷209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杏鮑菇、蘋果還原汁(水、蘋果濃縮汁)、香菇素蠔油(水、蔗糖轉化液糖、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黏稠劑、酵母粉、香菇粉、苯甲酸

鈉)、紅麥芽糖(樹薯澱粉、水、大麥粉)、紅冰糖(天然蔗糖)、鹽、沙茶醬(芥花油、純釀造醬油、胡麻油、大豆油、芝麻油、黃豆粉(非基改)、香

菇粉、黑胡椒粉、薑粉、肉桂、甘草、大茴、丁香、甜椒、椰子粉、花生粉、芝麻粉、辣椒乾、素食香料(香料、甘草酸一銨、脂肪酸甘油脂)、

胺基乙酸、胺基丙酸、天門冬酸鈉、呈味核苷酸鈉、麥芽糊精、甘草酸鈉

大豆、小麥、芝麻、花生、堅果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蔬食 X X

這一鍋-御膳麻辣鍋套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07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樓之6（A5）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麻辣湯『水、麻辣醬【辣豆瓣(辣椒、蠶豆、食用鹽)、黃豆油、黑豆瓣(基因改造黃豆、糖、食用鹽)、味噌(非基因改造黃豆、米、鹽)、酒釀泥

(米、酵母)、蒜、薑、洋蔥、辣椒、香油(黃豆油、芝麻油)、冰糖、八角】、調味粉【棕櫚油粉、高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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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乙酸、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天門冬酸鈉、檸檬酸鈉、食鹽、D-山梨醇、蔗糖素(甜味劑)、乙基麥芽醇、甜菊

醣苷(甜味劑)]、豆瓣粉[麥芽糊精、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辣椒、食鹽、非基因改造釀造醬油、L-麩酸鈉、砂糖、黑麻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焦糖色素、胺基乙酸、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蒜粉、酵母抽出物、馬鈴薯澱

粉、薑黃、八角、小茴香、花椒、玉桂、胡荽、丁香】、花椒、肉香風味調味粉(葡萄糖、香料、二氧化矽)、雞肉風味調味料{鹽、雞肉風味精粉

(麥芽糊精、香料(含蛋)、酵母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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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

取物(抗氧化劑)〕、糖、味精、麥芽糊精、雞肉調味粉【濃縮雞汁[水、鹽、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抗氧化劑)〕、調味粉(酵母抽出物、大豆

水解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抗氧化劑)〕、調味粉(果糖、葡萄糖、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調味粉

(大豆水解蛋白、胺基乙酸、檸檬酸)、玉米糖膠、大豆卵磷脂、D-木糖、L-半胱胺酸鹽酸鹽]、二氧化矽、小麥纖維素】、小麥纖維素、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二氧化矽、醬油粉〔醬油、糊精、食鹽、水解動物蛋白(魚)、焦糖色素(第Ⅲ類)〕、酵母抽出

物}、白胡椒、青花椒』、凍豆腐(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硫酸鈣、脂肪酸甘油酯、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牛肉片(美國)、鮮味花枝丸[花

枝、旗魚、豬脂(台灣)、馬鈴薯澱粉、磷酸二澱粉、糖、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鹽)、結著劑(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無水)、偏磷酸鈉)、L-麩酸鈉]、黑玉墨魚滑[魚漿、花枝、豬背脂（台灣）、磷酸二澱粉、旗魚、馬鈴薯澱粉、魷魚、蒜仁、砂糖、食

鹽、L-麩酸鈉、洋蔥、色素(植物碳)、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香料]、腐竹{非基因改造黃豆、水、消泡劑[水、矽樹脂、脂肪酸甘油

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二氧化矽、羧甲基纖維素鈉、檸檬酸}、滷牛肚{蜂巢肚(澳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蛋、麩質、芝麻、魚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葷食

美國牛肉 、澳

洲牛肚
台灣

這一鍋-皇室老火湯套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07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樓之6（A5）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高湯{水、豬骨(產地:台灣)、雞脖子、豬皮(產地:台灣)、洋蔥、中藥包(當歸、黃耆、紅棗、枸杞、蜜棗、廣陳皮)、雞腳、豬肉(產地:台灣)、雞骨

架、雞肉風味調味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脂、香料、酵母萃取物、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樹薯澱粉、小麥麩質、二氧化矽、薑粉、白胡椒粉、小麥、焦糖色素、雞肉萃取物、葡萄糖、薑黃粉、D-木糖、小麥麩皮、酥油

(棕櫚油)、冰醋酸、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鹽、豚骨粉【豬肉高湯粉(產地:瑞典)、豬油(產地:瑞典)、麥芽糊精、鹽、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

化劑)、奶精(葡萄糖漿、棕櫚油、乾酪素鈉、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鉀、二氧化矽、乳酸硬脂酸鈉、香料、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

酯、ß-胡蘿蔔素)、葡萄糖、雞油、二氧化矽】、肉香風味調味粉【葡萄糖、香料、玉米糖膠、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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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精(葡萄糖漿、棕櫚油、乾酪素鈉、磷酸清二鉀、二氧化矽、乳酸硬脂酸鈉、香料、單及雙脂肪酸甘

油二乙醯酒石酸酯、β-胡蘿蔔素)、鹽、雞肉抽出物、迷迭香抽出物、豬肉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乳醣、豬油(日本)、香料(含丁基羥基甲氧苯

(抗氧化劑)、中鏈三酸甘油酯)、DL-胺基丙酸、L-天門冬酸鈉、洋蔥粉、二氧化鈦】、薑、蒜、白胡椒粉、味精【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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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胡椒粒、月桂葉}、東山豆干【豆干(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硫酸鈣、完全氫化

棕櫚油脂、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二氧化矽、焦糖色素)、水、醬油、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消泡劑(矽樹脂)]、麻辣鍋

底醬[水、黃豆油、糖、辣椒醬(辣椒、鹽)、蔬菜(大白菜、蒜頭、薑、紅蘿蔔、洋蔥、脫水青蔥)、香辛料(辣椒粉、花椒粉、大茴香、山奈)、L-

麩酸鈉、黃豆(非基因改造)、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辣椒抽出物(辣椒、卵磷脂、大豆油)、乳酸、酵母抽出物

(糊精、鹽、葵花籽油)、蕃茄糊、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糖膠、香料、大麥]、二砂、砂糖、冰糖、醬油

(水、大豆、小麥麵粉、鹽、糖)、麥芽糖(樹薯澱粉、麥芽粉、水)、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八角、鮮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

米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

肉桂、L-麩酸鈉、甘草】、凍豆腐(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硫酸鈣、脂肪酸甘油酯、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梅花豬肉片(丹麥)、鮮味花

枝丸{花枝、旗魚、豬脂(台灣)、馬鈴薯澱粉、磷酸二澱粉、糖、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味霖(果糖、水、糯米、米麴、鹽)、結著劑[多磷

酸鈉、焦磷酸鈉(無水)、偏磷酸鈉]、L-麩酸鈉}、黑玉墨魚滑[魚漿、花枝、豬背脂（台灣）、磷酸二澱粉、旗魚、馬鈴薯澱粉、魷魚、蒜仁、砂

糖、食鹽、L-麩酸鈉、洋蔥、色素(植物碳)、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香料]、腐竹[非基因改造黃豆、水、消泡劑 (水、矽樹脂、脂肪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蛋、麩質、魚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葷食 X

台灣、丹麥、

日本、瑞典

(1) 掛爐黃金甘蔗雞(煙燻甘蔗雞): 全雞、鹽、糖、冰糖、五香粉、花椒粉、肉桂

(2)窖藏陳紹醉鮮蝦:蝦子、水、鹽、當歸、川芎、青耆、紅棗、枸杞、桂枝、酒
詳見包裝說明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 0510字第

19AML0000315號
葷食 X

台灣、美國、

瑞典、奧地
大嬸婆-福虎迎春年菜套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專利商標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11號5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祥和螞蟻上樹】

成分：水、冬粉、辣豆瓣醬[生辣椒(醃漬辣椒)、蠶豆、食用鹽(無碘)]、素肉燥(麵筋、結構性大豆蛋白、大豆沙拉油、香菇、醬油、花瓜、冰

本產品含有蠶豆、大豆類、小麥、麩質穀物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27-21AML0000053 蔬食 X X祥和蔬食-福虎進寶年菜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極品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號5樓之2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這一小鍋-蒜香蛤蜊獨享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07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6號20樓之6（A5）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成分：水、蒜仁、米酒、L-麩酸鈉、鹽、蛤蜊精(麥芽糊精、鹽、糖、蛤蜊精粉(麥芽糊精、蛤蜊抽出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柴魚粉)、香蒜粉(蒜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葷食 X 台灣、丹麥

撈王太極鍋(豬肚/麻辣)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英屬開曼群島商撈王餐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59號6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丹麥豬肚、水、白胡椒粉、鹽、麥芽胡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萃取物(含鹽)、雞油雞肉粉(含迷迭

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鮮奶、脫脂奶粉、軟質棕櫚油、甜酪乳粉、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水)、鹿角

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容液、維生素D3、冰糖。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含麩質之穀物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台灣產物保險:1A8709000232 葷 X 丹麥

問鼎宮廷鴛鴦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德隆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71巷2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問鼎宮廷麻辣鍋火鍋湯底

成         分 : 麻辣鍋萃取液(水、大豆沙拉油、辣椒、辣豆瓣(辣椒、蠶豆、鹽、水)、豆瓣醬(蠶豆瓣、辣椒、小麥粉、鹽、水)、黃豆醬(黃豆(非基

因改造)、水、鹽、砂糖、白芝麻油、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蔗糖素)、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

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食用紅色四十號)、蔭鼓(黑豆、鹽、調味劑(L-麩酸鈉、5'-核糖核苷酸二

鈉、檸檬酸)、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酸鈉))、黑豆鼓(黑豆、砂糖、食鹽、大豆沙拉油、醬油、檸檬酸)、酒釀(糯米、酒類)、細白糖、雞粉(L-

麩酸鈉、鹽、白砂糖、香料、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吟核苷磷酸二鈉、核黃素、雞肉萃取物、辛香料(薑、白胡椒)、L-麩酸鈉、花

椒、胡椒、大茴、小茴、公丁香、肉桂、月桂葉)、辣椒、鴨血(水、鴨血、鹽、多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矽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梨

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五、羧甲基纖維素鈉)。

問鼎宮廷養生鍋火鍋湯底

成         分:養生鍋萃取液(水、雞骨、豬骨(台灣)、雞濃白湯（雞抽出物、水、酵母抽出物）、鹽、大骨高湯（豬肉抽出物、 豬油(日本)、食鹽、

蔗糖、L-麩酸鈉）、薑、洋蔥、L-麩酸鈉)、枸杞。

本產品含大豆、蠶豆、芝麻、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0524字第21AML0000878號 葷食 X X

亞尼克生乳捲原味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F-170762591-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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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

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X X

亞尼克生乳捲-草莓布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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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鮮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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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果泥、日本麵粉、奶油、蛋白粉、水、玉米粉、梔子花色素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

堅果類.花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

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X X

果貿高麗菜鮮蝦水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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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燕巢區 安林三街52號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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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鴻萬巒豬腳團購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新海鴻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村民和路36之2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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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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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PLON000032
奶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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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水，檸檬，金桔，蔗糖 無
旺旺友聯1200字第

07PLON000034
蔬食 X X

涓豆腐蜂蜜醬味炸雞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路42號4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雞翅｛雞翅、酥炸粉[樹薯澱粉、麵粉、玉米粉(非基改玉米)、在來米粉(在來米粉、玉米澱粉)、 大豆油、食鹽、蛋白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糖膠、紅椒色素、胡椒粉]、調味料[辣椒、 水、非基因改造黃豆、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麻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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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黏稠劑(三仙膠)、乳酸、蒜頭、料理米酒]、芝麻｝、

醬料｛糖、洋蔥、果糖、味醂(糯米、米麴、食鹽)、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食用酒精、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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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蘋果酸）、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蘋果醋(蘋果濃縮汁、發酵液（醋酸菌、葡萄

糖）、蘋果香料)、蜂蜜、辣椒醬(玉米糖漿、辣椒粉、大蒜）、炒脫脂大豆粉、味噌（大豆、鹽）、L-麩酸鈉、BBQ醬(釀造醬油、梨子濃縮

汁、鳳梨濃縮汁、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米糖膠、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蒜頭抽出物、焦糖色素、黑胡椒、酥脆洋蔥片（洋蔥、棕櫚油、麵

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紅麴色素、香料、甜味劑（甜菊醣苷)、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 堅果類、麩質穀物、牛奶、大豆、芝麻、蛋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

130009AKP0000646
葷食 X X

南門市場-徐家千層饅頭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徐家點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1樓181號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麵粉、水、酵母、豆沙(紅豆、蔗糖、奶油、麥芽糖)、奶黃(綠豆、蔗糖、鹹蛋黃、蛋黃、白鳳豆、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糖、煉乳、奶粉、卡

士達粉、椰漿粉、奶油、大豆油、黏稠劑、(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鮮奶油、鹽)、芋泥(白鳳豆、芋頭、麥芽糖、D-山梨醇粉、特砂糖、大豆沙

拉油、麥芽糊精、奶粉、椰奶粉、黃豆纖維、鹽、芋頭香料、著色劑（紅色6號、藍色1號）)

本產品含麩質、蛋、牛奶、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使用 國泰產物15108CG01590 蛋奶蔬 X X

樂華郭記麻辣臭豆腐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郭記油飯小吃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一段47巷17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臭豆腐(非基因改造黃豆(美國)、水、硫酸鈣、蝦米、香菇、小魚乾、豬肉(台灣)、大蒜、辣椒、豆瓣醬
本產品含大豆類、甲殼類、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國泰產物15108CG01590 葷食 X 台灣

深法焦糖重乳酪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深法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41巷1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台灣 奶油乳酪、牛奶、鮮奶油、白乳酪、奶油、玉米粉、蛋黃、蛋白、細砂、香橙甜酒、蜂蜜、低筋麵粉、高筋麵粉、糖粉 產品含牛奶、小麥、雞蛋，乳製品
南山產物

0960-2333006532-00
蛋奶蔬 X X

OKEGGS 褐殼雞蛋 禾蛋蛋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林畜牧場(生產牧場)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沙崙234-88號 Q-145128853-00000- 台灣 雞蛋 雞蛋 3400萬 X X X

(原)皇家精釀-2022春節限定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W-180137014-00000-

4

台灣-金

門
高粱、小麥、水 無

第一產險

1000字第10PR000387號
X X X

(原)青龍偃月陳年高粱酒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W-180137014-00000-

4

台灣-金

門
高粱、小麥、水 無

第一產險

1000字第10PR000387號
X X X

(原)福YA進寶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W-180137014-00000-

4

台灣-金

門
高粱、小麥、水 無

第一產險

1000字第10PR000387號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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