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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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商)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蔬食屬性 牛產地 豬產地

利捷維維生素B群+C錠(2瓶組)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

段126號 6F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灣

抗壞血酸(維生素C)、乳糖、鹽酸吡哆辛(維生素B6)、核黃素(維生素B2)、菸鹼醯胺、硝酸硫胺明(維生素

B1)、聚乙烯吡咯烷酮、本多酸鈣、肌醇、膜衣(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羥丙基纖維素、聚乙二醇)、美國專利

AES發酵物[大豆發酵物(大豆發酵萃取物、氧化鎂、乳酸鈣、葡萄糖酸鋅、葡萄糖酸錳)]、硬脂酸鎂、二氧

化矽、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二氧化鈦、葉酸、生物素、氰鈷胺明(維生素B12)

本產品含有乳糖(牛奶來源)、

大豆及其製品。該生產線亦有

處理甲殼類、芒果、花生、牛

奶、蛋、堅果類、芝麻、魚

類、亞硫酸鹽類製品的產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1字第

10PD01339號
蛋奶蔬 X X

LP33益生菌膠囊 統一企業乳飲群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岳

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D-173251209-00000-0 台灣

活性乳酸菌冷凍乾燥菌粉(LP33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33、LGG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副

乾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NCFM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NCFM)、膠囊殼(明膠、二氧化

鈦、氧化鐵、硫酸月桂酯鈉)、葡萄糖、玉米澱粉、麥芽糊精、果寡醣、硬脂酸鎂
X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6字第

21AML0000454號
X X X

統一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3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1205號
M-122667534-00000-5 台灣

DHA藻油(DHA藻油、葵花油、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葉黃素[ (紅花籽油、葉黃素(金盞花來源)、抗氧化

劑(維生素E) ]、磷脂醯絲胺酸(卵磷脂、磷脂醯絲胺酸、中鏈三酸甘油酯)、紅藻萃取物[ 紅藻抽出物(含蝦紅

素)、橄欖油]、維生素A油溶液[ 維生素A棕櫚酸鹽、花生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 ]。膠囊成分：明膠、甘

油、純水。

包裝上所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

19AML0000493號
葷食 X 明膠: 巴西

統一健康3D(3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灣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

154號A棟
D-116130471-00000-4 台灣

大豆蛋白、苦瓜抽出物、微結晶狀α-纖維素、乳糖、紅麴米抽出物、綠藻精、玉米澱粉、食用膜衣（聚乙

烯醇、二氧化鈦、滑石粉、聚乙二醇、氧化鐵、卵磷脂）、硬脂酸鎂、甘草抽出物、二氧化矽 包裝上所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

19AML0000493號
蛋奶蔬 X X

ChizUP!金虎滿福招牌黃金起司蛋糕 熱柴有限公司
超比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里大同

路1段302巷18號1樓
F-184791870-00005-2 台灣

奶油乳酪、自製奶油酥餅(原味：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糖粉)、無鹽奶油、雞蛋、砂糖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蛋、小

麥，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0900-

2236000884-05

投保金額1000萬

蛋奶蔬 x x

糖鼎黑糖磚-桂圓紅棗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

段343號5樓之2
吳先生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X 華南產險，1400第092050045號 蔬食 X X

泰國頭等艙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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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11537-00000-9 泰國

梅子、糖、鹽、甘草、檸檬酸、甜味劑(阿斯巴甜)、香料、漂白劑(亞硫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苯甲酸

鈉)

•本品使用甜味劑阿斯巴甜, 苯

酮尿症患者

(Phenylketonurics)不宜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

碼:132108AKP0000102號
蔬食 X X

憋氣檸檬即時鮮泡檸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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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檸檬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X X

憋氣檸檬檸檬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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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檸檬，冰糖，砂糖，麥芽，鹽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X X

TC巧鋪巧克力爆漿可頌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富貴得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27

號(7樓)
F-153778009-00001-3 台灣

小麥粉、水、奶油、糖、酵母、蛋、鹽、改良劑【小麥粉、木薯澱粉、乳化劑(酒石酸甘油脂)、碳酸鈣、抗

氧化劑(維生素C)、澱粉酶】、小麥麵精、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磷

酸氫二鈉、鹿角菜膠、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葡萄糖、棕櫚油、硫酸鈣、焦磷酸鈉、磷酸鈉、

葡萄糖漿、海藻酸鈉、鹿角菜膠、乳蛋白、鹽、香料、脂肪酸蔗糖脂、β-胡蘿蔔素、純可可粉(脂含量20-

22%)

本產品含有麩質、雞蛋、牛

奶、大豆及其製品
華南產物保險1400第092050769 蛋奶蔬 X X

爵林可可冰心蛋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五裔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

段191巷30號一樓
F142738207-00001-7 台灣

蛋、麵粉(小麥麵粉)、安佳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奶)、砂糖、奶粉(生乳)、海藻糖、普艾瑪黑巧克力粒(可

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奶、蛋 南山產物保險2236004895-03號 蛋奶蔬 X X

山寨村-巧克力草莓雪藏長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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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
 F-182847856-00000-1 台灣

烘焙王專用粉（麵粉、酵母抽出物、聚木糖酶、纖維素酶、食鹽、葵花油）、可可粉、小麥粉、魯邦風味

液（水、黑麥粉(含小麥)、糖類(寡糖液、葡萄糖)、 酵母精(酵母萃取物)）、草莓果粒、草莓風味卡士達（

水、異麥芽寡糖、蔗糖、精製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玉米糖膠) 、複方粘

稠劑(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雞蛋白、乳清蛋 白、玉米澱粉、調味劑(無水檸檬酸)、濃縮草莓汁、香料、

複方乳化劑(水、乙醇 、脂肪酸甘油酯)、己二烯酸鉀 、寒天、食鹽、著色劑(食用紅色 6 號、 食用黃色 5

號) 、粘稠劑(玉米糖膠)

本產品含牛奶、乳酪、大豆、

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過

敏者食用

新光產物責任險

130209AKP0000293
蛋奶蔬 X X

揪嗨派-烏漆嘛黑巧克力派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耐速行銷整合有限公司 台南市喜樂路15號 Ｄ-154553149-00000-7 台灣

可可膏，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橺仁油,特級砂糖,脫脂奶粉,可可粉,可可脂,乳糖,大豆卵磷脂,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香莢蘭醛,香料)，牛奶，吉利丁片(.動物性明膠)，乳酪（牛奶 、乳脂、 鹽 、

刺槐豆膠、 關華豆膠、 乳酸菌）、動物鮮奶油（奶油、牛奶、穩定劑(甜味劑(D-山梨醇)、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水、載體(丙二醇)))、糖、麵粉(澱粉、蛋白質、脂肪)、雞蛋、杏仁、核桃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及其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0506字第

21AML0000648
葷食 X X

揪嗨派-巧克力手撕蛋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耐速行銷整合有限公司 台南市喜樂路15號 Ｄ-154553149-00000-7 台灣

蛋白 糖 蛋黃 麵粉(澱粉、蛋白質、脂肪) 沙拉油 牛奶 可可粉  塔塔粉 (玉米澱粉，D-酒石酸氫鉀) 鹽  防腐劑

(己二烯酸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及其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0506字第

21AML0000648
蛋奶蔬 X X

雪坊鮮果精品草莓優格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雪坊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

7F-3
F-124329659-00001-4 台灣

鮮奶優格(鮮奶、活性乳酸菌(保加利亞乳桿菌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 subsp. bulgaricus, 嗜熱鏈球菌

Streptococcus thermophilus, 嗜酸乳桿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龍根菌Bifidobacterium longum, 乾

酪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casei))、水、草莓、砂糖、冰糖、檸檬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乳酸菌。

保險單號碼:1516字第1DPD2402

號
奶蔬 X X

21Plus BBQ風味雞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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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8924373-00001-7 台灣

雞腿排、水、BBQ醬(水、番茄、蔗糖、醋、鹽、胡椒、肉桂、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眾

香子、葡萄糖漿、蘋果、檸檬、L-麩酸鈉、蒜頭、番茄抽出物、香料、豬肉抽出物、雞抽出物、蒜頭抽出

物、小茴香抽出物、奧勒岡抽出物、辣椒抽出物、洋蔥、胡椒抽出物、洋蔥抽出物、檸檬酸、異抗壊血酸

鈉(抗氧化劑)、大瑪琳膠(羅旺子膠))、肉品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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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
07字第662210A10001號 X X X

良品開飯鮮甜蔥鴨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良品嚴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

251號1、2樓
A-142832420-00000-3 台灣

小麥麵粉、水、三星青蔥、櫻桃鴨肉、豬油(豬脂、植物油、抗氧化劑、維生素芥花油)、豬板油、香油(黃

豆油、芝麻油、鹽、香蒜粉(麥芽糊精、蒜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大蒜香料【植物五辛素】白胡椒

粉、芝麻、糖漿(特級砂糖、水、麥芽膏、檸檬酸、酸氫鈉)、糖、內餡黏合蛋白S2(大豆蛋白(非基改)、大

豆纖維(非基改)、雞蛋白粉、玉米糖膠)

本產品含有小麥及其製品，不

適合其過敏體質使用
國泰產險 151607PD04134 葷食 X 台灣

理研農產飛魚風味九州好燒餅粉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京奇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

646號7樓之6
A-128454100-00000-2 日本

小麥粉,玉米粉,砂糖,食鹽,烤飛魚,昆布萃取粉(昆布萃取物,糊精),魚醬粉{魚醬[遠東多線魚,黃線狹鱈,食鹽,乙醇

(食用酒精)],糊精,氧化澱粉},酵母萃取粉(酵母萃取物,糊精),食用植物油脂(米油),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

磷酸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玉米澱粉),關華豆膠.

本產品含有小麥,魚類及以上原

料製品,且生產設備觸及雞蛋,牛

奶,大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富邦0500字第18AML0000698號 葷食 X X

大蒜風味貝果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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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11537-00000-9 韓國

原味貝果(小麥粉、糖、鹽、大麥粉、酵母、品質改良劑(小麥粉、乳酸硬脂酸鈉、氯化銨、維他命C、混合

酵素(小麥粉、半纖維酵素)、硫酸鈣、澱粉酵素))、洋蔥貝果(小麥粉、糖、洋蔥、鹽、大麥粉、酵母、品質

改良劑(小麥粉、乳酸硬脂酸鈉、氯化銨、維他命C、混合酵素(小麥粉、半纖維酵素)、硫酸鈣、澱粉酵

素))、糖、混合成分(棕櫚油、棕櫚仁油、水、棕櫚油、大豆油)、加工油脂(植物性油脂(棕櫚油、芥花油)、

無水奶油、鮮奶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奶油大蒜調味粉(糖、奶油混合粉(加工油脂(植物性油脂

(棕櫚油、芥花油)、無水奶油、鮮奶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白切達奶酪調味粉(棕櫚油、起司、

糊精、乾酪素鈉、乳清)、鹽、大蒜粉、脂肪酸甘油脂、奶油香料、烤蒜粉、二氧化矽、阿斯巴甜(甜味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牛奶、

大豆及其製品；其產線同時生

產含花生、堅果、牛肉、豬肉

等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130009AKP0000553 葷食 X X

好集食紅酒香料包-雙果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禾藝事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03

號2樓D室
F-200196207-00000-9 台灣

柑橘款 :

柑橘風味糖、柳丁片、鳳梨片、肉桂棒、檸檬、鳳梨、肉桂皮、蘋果、肉豆蔻、陳皮、丁香、月桂葉

檸檬款 :

檸檬風味糖、檸檬片、蘋果片、肉桂棒、檸檬、鳳梨、肉桂皮、蘋果、肉豆蔻、陳皮、丁香、月桂葉

X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00第10PL0N000079號
蔬食 X X

櫻桃爺爺夏威夷豆蔓越莓黑鑽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豐稷食品有限公司
241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

45巷3號4樓
F-153719023-00000-3 台灣

黑可可鈕扣(白砂糖、植物油〔完全氫化棕櫚仁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可可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

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澳洲夏威夷豆、蔓越莓(蔓越莓、糖、葵花油)、可可

粉、巧克力醬(白砂糖、棕櫚油、棕櫚仁油、可可粉、乳糖、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天然

香草香料、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本產品含有可可、堅果類、奶

製品、大豆製品過敏物質

新光產險保單

130010AKP0000848

投保金額1億5千萬元

蔬食 X X

花果椿妝 12%草莓白葡萄酒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Q-124631908-00000-7 台灣

水、糖、草莓濃縮汁、白葡萄濃縮汁

X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

保險單號碼：1018字第

08PR000300

葷食 X X

kaktus咔哩咔哩-母老虎(甜味)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鉦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24

之3號2樓
F-142705846-00000-9 台灣

麵粉、棕欄油、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篷萊米粉、複合調味料(糖粉、乳糖粉、鹽粉、椰素粉(椰奶、乾酪

素鈉、磷酸氫二鉀、單甘油脂、二氧化砂)、葡萄糖粉、甜味劑(蔗糖素),玉米殿粉、碳酸氫鈉、葡萄糖酸-8-

內脂、酸性焦磷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類、牛

奶、堅果類及其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新光產險保單1300-

09A3P0U00241

投保金額美金2千萬元

葷食 X X

kaktus咔哩咔哩-公老虎(金沙)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鉦翔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24

之3號2樓
F-142705846-00000-9 台灣

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蓬萊米粉、複合調味料(麥芽糊精.鹹蛋黃粉(鹹蛋黃.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乳酸硬

脂酸鈉).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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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胺基

乙酸.檸檬酸粉.醋酸粉.蘋果酸粉).醬油粉、奶粉、鹽粉、奶油風味粉(葡萄糖.麥芽糊精.乳脂素.香料).香料.辣

椒粉.乳糖.二氧化矽.甜味劑(蔗糖素))、碳酸氫鈉、葡萄糖酸-δ-內酯、酸性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類、牛

奶、蛋、堅果類及其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新光產險保單1300-

09A3P0U00241

投保金額美金2千萬元

葷食 X X

拿破崙先生-角落小夥伴草莓布雪蛋糕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

路134巷3號
F-128752001-00001-9 台灣

蛋糕【水、雞蛋、低筋麵粉、細砂糖、大豆油、可可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

酸二氫鈣)】、新鮮草莓、十勝鮮奶油【鮮奶油、食用植物油脂(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

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脂肪酸蔗糖酯、偏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蛋和牛奶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線製程廠房，其設

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花

生、牛奶、大豆、麩物、草莓

0900-2236002717-06 蛋奶蔬 X X

亞尼克特黑巧克力生乳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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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80618239-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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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奶蔬 X X

諾貝爾日式巧克力奶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

1樓
G-124288828-00000-6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

料)、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

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

酸氫鉀)、樹薯粉、麥芽糊精)、小蘇打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

號
蛋奶蔬 X X

里夫蛋糕-草莓手指泡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里夫蛋糕店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五段56

號
D-153801796-00000-0 台灣

蛋、草莓、草莓醬(草莓, 糖, 黑蔗糖, 濃縮檸檬汁, 柑橘果膠, 蘋果果膠)、麵粉、牛奶、奶油、糖、鹽、香草

籽
本產品含牛奶、蛋、麩質的穀

類等過敏原
130708AKP0000462 蛋奶蔬 X X

叁合院-流沙招財福神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詮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賴則綱 F-155670904-00008-7 台灣

麵粉、水、糖、牛奶、鹹蛋黃、煉乳(蔗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乳酸硬

脂酸鈉)、乳糖)、奶粉、吉士粉（玉米澱粉、鹽、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五號、香料）、

吉利丁粉(明膠)、大豆沙拉油、紅麴粉、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

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非基改玉米、磷酸二氫鈣)、益麵劑(水、乳酸硬脂酸鈉、防腐劑(丙酸

鈣))、竹碳粉、金粉(矽酸鋁鉀珠光色素、二氧化鈦、氧化鐵)

本產品含牛奶、蛋、小麥、堅

果、大豆類製品，不適合對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敏體質者食用

F-170762591-00000-0 葷食 X

拿破崙先生-大湖草莓芋泥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

路134巷3號
F-128752001-00001-9 台灣

新鮮草莓、蛋糕【水、雞蛋、低筋麵粉、細砂糖、大豆油、可可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

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卡式達粉【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葡萄糖、乳清粉、棕櫚油、硫酸鈣、焦磷酸

鈉、磷酸鈉、葡萄糖漿、海藻酸鈉、鹿角菜膠、乳蛋白、鹽、香料、脂肪酸蔗糖酯、天然色素】、芋頭餡

本產品含有蛋和牛奶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線製程廠房，其設

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花

生、牛奶、大豆、麩物、草莓

0900-2236002717-06 蛋奶蔬 X X

久久津提拉米蘇塔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

街48-1號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麵粉,

糖,咖啡酒,牛奶,奶油,雞蛋,杏仁粉,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玉米粉,大豆油,可可粉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

之穀物,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 05PL0N000007 葷食 X X

連珍草莓芋泥雪露杯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C-189490183-00000-2 台灣 內容物成份：草莓、鮮奶、芋泥、糖、椰漿、安佳奶油、西谷米、寒天粉 本產品含奶製品   1A8710000011 奶蔬 X X

連珍草莓芋泥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C-189490183-00000-2 台灣 大甲芋頭、奶油、糖、草莓 本產品含奶製品   1A8710000011 奶蔬 X X

艾波索-草莓艾馬仕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F-129146530-00001-4 台灣 新鮮草莓/草莓卡士達/牛奶酥餅/草莓果醬/香草蛋糕 本產品含奶製品   富邦產險第21AML0002667號 蛋奶蔬 X X

流浪者甜點研究室草莓布丁便當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者甜點工作室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里崇德

七路160號
B-172353973-00000-8 台灣

小麥麵粉.糖.蛋.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碳酸氫銨.葡萄糖果糖糖漿.香料.鹽.乳脂.牛乳蛋白.鹿角菜膠.水.完全氫

化棕櫚仁油.葡萄糖.糖.複方乳化劑.複方品質、改良劑.B-胡蘿蔔素.草莓、布丁成份:水.砂糖.全脂奶粉.刺塊豆

膠.海藻糖.鹿角菜膠.牛奶抽出物.脂肪酸甘油脂.無鹽奶油.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B胡蘿蔔素.氯化鉀.檸檬酸

鉀

本產品含大豆，蛋，牛奶，麩

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食用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蛋奶蔬 X X

桃城雞排-醬燒雞翅(日式照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黑草行銷管理顧問(股)公司 嘉義市東區忠孝北街191號 I-154973775-00000-3 台灣

二節翅、純水、醬油、醬油膏、砂糖、食用醋、蜂蜜調和糖漿【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蒜頭、

薑母、南薑、食鹽

※本產品含有蜂蜜、大豆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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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X

北海道草莓重乳酪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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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42649958-00000-5 台灣

奶油乳酪、奶油、白乳酪、草莓、紅醋栗、玉米粉、雞蛋、砂糖、低筋麵粉、高筋麵粉、樹薯澱粉 本產品含大豆，蛋，牛奶，麩

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食用

0960-2333006532-00 蛋奶蔬 X X

久久津-草莓大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

街48-1號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麵粉,

糖,咖啡酒,牛奶,奶油,雞蛋,杏仁粉,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玉米粉,大豆油,可可粉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

之穀物,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 05PL0N000007 葷食 X X

吳寶春草莓不老吐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吳寶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2號 E-124515008-00000-7 台灣

日本北海道麵粉、天然奶油、法國鮮奶油、北海道煉奶、上白糖、岩鹽、奶粉、大湖草莓乾、蔓越莓、蜂

蜜、奶油乳酪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

之穀物,堅果及其製品。
0900-0335000032-10 蛋奶蔬 X X

哈肯舖醇可可生吐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

號3樓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水、巧克力水滴(糖、氫化棕櫚核仁油、可可粉、葡萄糖、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牛奶、鮮奶油

(乳油、黏稠劑[鹿角菜膠])、砂糖、可可粉、無鹽奶油、鹽、酵母(酵母、乳化劑[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抗

氧化劑[維生素C])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牛

奶、大豆及其製品

和泰70-110-06682238-00021-

PDL
奶蔬 X X

甜蜜點日式Q胖貝果(6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食方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563

號
D-200214511-00000-6 台灣

高筋麵粉、巧克力豆(可可漿、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可可粉、奶油、糖、鹽、酵母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牛奶

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南山產物

0900-2236008015-01
奶蔬 x x

沐月2入紅酒禮盒(貓小姐Ms.Cat)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Q-124631908-00001-8 台灣
草莓紅酒：水、糖、葡萄濃縮汁、草莓濃縮汁

蔓越莓紅酒：水、糖、葡萄濃縮汁、蔓越莓濃縮汁 X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

10PD02129號
葷食 X X

黑羽燒禮盒(原味)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水、雞蛋、卡士達粉【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海藻酸鈉、奶精(葡萄糖漿、氫化

棕櫚仁油、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矽、婀娜多)、硫酸鈣、焦磷酸鈉、香料、β-胡

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

E(抗氧化劑)】、砂糖、蛋糕粉(糖、麵粉、玉米澱粉、羥丙基澱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

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鹽、香料)、玉米粉、大豆油、麵粉、牛乳、SP發泡劑【(甜味劑(D-山梨醇)、乳化

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丙二醇、水】、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磷酸二澱粉、磷酸二氫鈣)

※本產品中含有蛋類、奶類、

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

06080684-00016-PDL
蛋奶蔬 X X

法國伯帝郡莊園紅葡萄酒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台灣永泓興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

號2F-2
F-128620635-00000-5 法國

葡萄
X

國泰產物保險1516字第

10PD01685
X X X

西班牙維拉瑪莉亞菲柏圖斯紅葡萄酒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105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

路369號9樓之2
A-180243583-00000-1 西班牙

葡萄
X 泰安產物保險 07-062209A10261 X X X

濃郁玉米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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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靜岡

縣

玉米,砂糖,食鹽,大豆油,奶油,酵母萃取物(小麥,雞肉萃取物,豬肉萃取物),甜味劑(麥芽糖醇),乳脂肪,氧化澱粉,L-

麩酸鈉,胺基乙酸,香料,脂肪酸甘油酯 過敏原本產品含牛奶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

04PR000271號
X X X

芬蘭Fazer鮮奶巧克力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號 F-123130552-00000-4 芬蘭

牛奶、糖、可可脂、可可塊、大豆卵磷脂、鹽、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其

生產管線亦有處理杏仁、麩質

穀物及其他堅果類製品

華南產險-保險單號1400第

082050735號
奶蔬 X X

Theo&Philo永恆愛戀禮盒組(3入裝)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曉德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85

號5樓
A-183234969-00000-2 菲律賓

<90%黑巧克力>可可豆、

<70%黑巧克力>可可豆、糖、可可脂

<金桔65%黑巧克力>可可豆、糖、金桔、可可脂

※本產品設備及產線亦處理花

生及其他堅果
臺灣產物保險1F8710000030 蔬食 X X

AMEDEI金豆巧克力方片精品盒(14片裝)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富美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

22號六樓之7
 A-154182674-00000-5 義大利

可可膏, 可可脂, 蔗糖 ※本產品其生產管線有處理牛

奶及堅果類製品
0522字第21AML0000071號 蔬食 X X

供應商&製造商資訊 郵購應記載事項 其他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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