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蔬食屬性 牛產地 豬產地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供應商名稱

(宅)大嬸婆三牲禮組 葷食 X 台灣 奧地利

煙燻甘蔗雞：土雞、鹽、糖、冰糖、五香粉、花椒粉、肉桂

糖醋醬爆魚：鱸魚、蔥、薑、蒜、辣椒、糖、醋、鹽、醬油、香油、地瓜粉

客家鹹豬肉：豬附皮五花肉(台灣)、蒜泥、鹽、醬油、糖、黑胡椒粒、大豆蛋白、黑胡椒粉、白胡椒粉、八

角粉、大豆分離蛋白、麥芽糊精、水解動物蛋白、五香粉、蒜精粉

食品添加物：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醋酸鈉(無水)、胺基乙酸、葡萄糖酸-§內酯、溶菌?)、調味

劑(琥珀酸二鈉、L-麩酸鈉、5'次黃嘌吟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粘稠劑(乾酪素鈉、關華豆

膠)、香料(胡椒精油、丁香油酚、癸酸乙酯)、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保色劑(亞硝酸鈉)、焦糖色素(著色

劑)

依包裝標示 太平洋專利商標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11號5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小丈夫甜點心紅豆糯米粥 蔬食 X X 台灣 水、糯米、高雄147米、大寮紅豆、冰糖、食鹽 依包裝標示 松葉美食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路64巷72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關北紅龜粿(紅豆) 奶素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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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包裝標示 關北企業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70號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原)18關北草仔粿 葷食 X X 台灣
 糯米粉、糖、豬絞肉(台灣)、菜脯絲、大豆沙拉油、醬油、油蔥酥、香菇、蝦皮、地瓜、艾草粉、鹽、黑胡

椒鹽((L-麩酸鈉、鹽、胡椒、羅勒葉、牛膝草葉、香薄荷、百里香葉、俄力岡葉、迷迭香葉、辣椒)
依包裝標示 關北企業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林四街70號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原)白沙屯普渡箱 五辛蛋奶蔬 X X 台灣

泰山仙草蜜: 水、仙草凍(水、仙草乾、小麥澱粉、碳酸鈉)、蔗糖、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葡萄糖、氧化鈣)、

蜂蜜、香料

泰山冰鎮紅茶:水、蔗糖、紅茶茶葉、香料、檸檬濃縮汁、蘋果酸、維他命C（抗氧化劑）；本產品含咖啡因

20mg/100mL以下

巧益 原味菜脯餅　內容物名稱(成分)：麵粉、精緻棕櫚油、砂糖、菜脯粉、蘿蔔粉、胡椒粉、五香粉、精鹽

食品添加物名稱：膨脹劑(碳酸氫鈉)、甜味劑(蔗糖素)

巧益 新食感地瓜片: 新鮮地瓜、棕櫚油、砂糖、食鹽

青葉新竹調和米粉:成份：在萊米粉、玉米澱粉、水、黏稠劑(羧甲纖維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青葉花生麵筋:麵筋、水、花生、砂糖、醬油膏、醬油、冰糖、鹽、馬鈴薯澱粉

Air Corn空氣玉米脆餅-經典海鹽

成分:玉米粉(非基因改造)、棕櫚油、樹薯澱粉、複合調味料[(麥芽糊精、糖粉、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

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5'-烏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鹽粉、玉米香料(麥芽糊

精、乳糖、阿拉伯膠、椰子油、芥花油、二氧化矽 、三乙酸甘油酯、維生素E(抗氧化劑)]、玉米澱粉、磷酸

氫鈉、葡萄糖酸-δ-內酯、酸性焦磷酸鈉

盛香珍濃厚巧克力風味法國酥 內容物成份：蔗糖，麵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雞蛋，乳粉，可

可粉，馬鈴薯澱粉，膨脹劑(碳酸氫氨，碳酸氫鈉) 大豆卵磷脂， 香料

媽祖涼感巾:聚酯纖維

普渡旗疏文包:紙、竹籤

麩質、花生、大豆、蛋、牛乳、堅果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三街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品名：上品壽司米 成分：白米

品名：紅薏仁飲 成分：水、紅薏仁粉、砂糖、難消化性麥芽糊精

品名：粿仔麵 成分：小麥粉、水、食鹽

品名：泰山吉多陽光種子調合油 成分：大豆油、葵花油

品名：小林鮮奶薄餅 成分：麵粉、糖粉、(蔗糖、玉米澱粉)、奶油、鮮奶、食用軟質棕油、奶粉、煉奶(奶

粉、蔗糖、生乳、水、沙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雞蛋、碳酸氫銨(碳酸氫銨、碳酸鎂)、碳酸氫鈉、食

鹽、香料、B-胡蘿蔔素[水、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中鏈三酸甘油酯、丙二醇、B-胡蘿蔔素、L-抗壞血酸(抗

氧化劑)、無水檸檬酸、生育醇(抗氧化劑)]、大豆卵磷脂、乙基麥芽醇、偏亞硫酸氫鈉(抗氧化劑)。

品名：味味麵精燉肉燥湯麵

麵塊：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食鹽、調味劑(味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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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碳酸鈉、碳酸鉀)、麵用乳化劑(甘油、大豆油、水、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卵

磷脂)、羧甲基纖維素鈉、海藻酸鈉、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調味粉包：食鹽、味精、脫水洋菇、糖、

脫水青蔥、辣椒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粉。調味油

包：棕櫚油、紅蔥頭、豬油(台灣)、蒜頭、醬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品名：二號砂白 成分：二號砂糖(蔗糖)

品名：台塩高級碘鹽 成分：氯化鈉、碘酸鉀

品名：優質綠豆 成分：綠豆

品名：戰豆 日式唐辛子風味脆青豆 成分：青豌豆、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麵粉、蔗糖、玉米澱粉、日式麻

辣調味粉 ( 糖,香辛料(蒜粉,辣椒粉,胡椒粉,洋蔥粉,薑粉),食鹽,胺基乙酸,玉米澱粉,DL-蘋果酸,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蕃茄粉(蕃茄泥,樹薯澱粉,大豆卵磷脂),L-麩酸鈉,二氧化矽,L-丙胺酸,香

料,琥珀酸二鈉,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磷酸鈣,超級滲延調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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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性辣椒精(辣椒精,脂肪酸甘油酯,精製葵花油),醋磺

內酯鉀(甜味劑))、麥芽糖、棕櫚油、焦磷酸鈉、多磷酸鈉、食用綠色B(食用黃色4號、食用藍色1號)

品名：瑞春甘醇豆油 成分：水、醬汁、(水、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砂糖、食鹽、焦糖色素、調味

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甜味劑(甘草酸鈉)。

品名：台糖蕃茄汁鯖魚 成分：鯖魚、水、蕃茄糊、蔗糖、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劑)、甘草粉、大豆

油

品名：蜂蜜檸檬餅 成分：麵粉、奶油、糖粉(蔗糖、玉米澱粉)、食用軟質棕油、蜂蜜、奶粉、煉奶(奶粉、蔗

糖、生乳、水、沙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雞蛋、碳酸氫銨(碳酸氫銨、碳酸鎂)、檸檬汁、香料、碳酸

氫鈉、食鹽、β-胡蘿蔔素〔水、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中鏈三酸甘油酯、丙二醇、β-胡蘿蔔素、L-抗壞血酸

(抗氧化劑)、無水檸檬酸、生育醇(抗氧化劑)〕、檸檬粉、大豆卵磷脂、乙基麥芽醇、偏亞硫酸氫鈉。

品名：特製炊粉 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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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稠劑(羧甲基纖素鈉、多丙烯酸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品名：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片 成分：全粒燕麥片及香草香料

品名：高纖蘇打 成分：麵粉、食用麥纖麩皮、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食用烤酥油、食用軟質棕油、白芝麻、

葡萄糖、新鮮酵母(天然酵母、水分、大豆卵磷脂)、乾酵母粉、無鋁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

澱粉、碳酸二氫鈣)

、燕麥、食鹽、碳酸氫鈉、味精(L-麩酸鈉)。

麩質、甲殼類、花生、牛奶、蛋、堅果類、芝麻、魚類、種子

類、大豆
優群 A-189627033-00000-6

(宅)武德宮普渡箱-捐贈 五辛蛋奶蔬 X X X

品名：白米 成分：白米

品名：二號砂白 成分：二號砂糖(蔗糖)

品名：台塩高級碘鹽 成分：氯化鈉、碘酸鉀

品名：優質綠豆 成分：綠豆

品名：青葉雪蓮子麵筋 成分：麵筋(麵粉、大豆油)、水、雪蓮子(鷹嘴豆)、砂糖、醬油膏、醬油、冰糖、

鹽、馬鈴薯澱粉。

品名：飯友牌白木耳 成分：水、白木耳、糖、蔗糖素(甜味劑)、香料。

品名：味丹心茶道健康青草茶 成分：水、蔗糖、青草茶葉(陳(橘)皮、白鶴靈芝、黃花蜜茶、橄欖根、車前

草、珠仔草)、薄荷香料(含薄荷抽出物、葡萄糖漿)。

品名：元氣UP調和油 成分：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芥花油、葵花油、南瓜籽油、橄欖油(西班牙)。

品名：飯友牌 嚕肉飯 成分： 水、香菇、沙拉油、大豆蛋白、蔭瓜(越瓜、水、高果糖糖漿、鹽、非基因改造

黃豆、糙米、豆麴菌種)、糖、味醂(果糖、水、糯米、蓬萊米、米麴、食鹽、氨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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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乳(黃豆、水、鹽、辣椒、麻油)、真味露(水、黃豆

(基因改造)、果糖、食鹽、砂糖、第一類焦糖色素、調味劑(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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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酸鈉(甜味劑)、玉米糖膠))、鹽、辣椒醬(辣椒、水、

鹽)、醬油、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

品名：厚燒海苔(米果) 成分：精米、棕櫚油、蔗糖、玉米澱粉、釀造醬油(非基因改造)、柴魚粉(柴魚、樹薯

澱粉)、酵母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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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苔、磷酸二澱粉、食鹽、L-麩酸鈉、脂肪酸蔗糖脂、焦糖色素、紅椒色素。

品名：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片 成分：全粒燕麥片、香草香料

品名：料理米酒 成分：米、砂糖、純水

品名：福祿壽麵線  成分：小麥粉、鹽水。

名：台灣美食全紀錄-冬筍風味餅 成分：麵粉、精製棕櫚油、砂糖、蔥酥、精鹽、冬筍風味粉(冬筍、麥芽糊

精、玉米澱粉)、芝麻、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甜味劑(蔗糖

素)。

品名：巧味齋 當歸藥膳湯麵(全素)

成分：

麵體: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食鹽、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無水)、焦

磷酸鈉(無水)〕、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海藻酸鈉、複方著色劑[水、果糖、葵花油、辛烯基丁二

酸鈉澱粉、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蔬菜抽出物(大豆水解蛋白、酵母粉、香菇粉、高麗

菜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含油菜籽油)] 

調味粉包:食鹽、脫水蔬菜[高麗菜(含葡萄糖)、枸杞、薑絲]、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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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藥膳調味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枸杞、黃耆、砂糖、食鹽、熟地、

當歸、川芎、二氧化矽、桂皮、DL-胺基丙酸、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砂糖、麥芽糊精、當歸粉、藥

膳調味粉(地瓜澱粉、當歸、枸杞、二氧化矽)、複方調味粉[大豆蛋白、酵母抽出物、食鹽、砂糖、醬油粉、

五香粉(大茴香、小茴香、桂枝、丁香、花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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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黑胡椒粉(含地瓜澱粉、辣椒、花椒)、薑粉、焦糖色素 

調味油包:芝麻油(含大豆油)、複方香料(含水、丙二醇)、薑抽出物(含大豆油)

品名：華元神氣包-野菜園(全素)

成分：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砂糖、食鹽、紅蘿蔔粉、菠菜粉、南瓜粉、海苔粉、複合調味料【葡萄

糖、梅子粉(鹹梅、檸檬酸、DL-頻果酸、甘草)、番茄粉、醬油粉(釀造醬油、麥芽糊精、食鹽、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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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醋粉(釀造烏醋、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

薯)、砂糖、DL-蘋果酸、焦糖色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食鹽、薑、肉

桂、檸檬酸(無水)、二氧化矽、丁香)、二氧化矽】、玉米澱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葡萄糖酸-δ-內

酯、食用黃色四號(著色劑)、食用藍色一號(著色劑)。

品名：粉絲

成分：碗豆澱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

品名：婦友上等醬油

原料：大豆酸水解物(基因改造)、純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基因改造)、小麥)、食鹽、高果糖糖漿、食用

酒精、調味劑(胺基乙酸)、著色劑(焦糖色素)、復方甜味劑(糊精、檸檬酸鈉、甘草萃)。

品名：飯友牌-素瓜仔肉

成分：水、香菇、沙拉油、大豆蛋白、蔭瓜(越瓜、水、高果糖糖漿、鹽、非基因改造黃豆、糙米、豆麴菌

種)、糖、味醂(果糖、水、糯米、蓬萊米、米麴、食鹽、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麩質、大豆、魚類、奶類、芝麻 優群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三街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北港朝天宮普渡箱 葷食 X X



(宅)旗山天后宮普渡箱-捐贈 葷食 X X 台灣

品名：旗山農會金蕉米 成分：米

品名：泰山特級歐式調合油 成分：大豆油、芥花油、葵花油

品名：金蘭香菇素蠔油 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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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特級砂糖、酵母抽出物、防腐劑

(已二烯酸鉀)、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香菇汁、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食鹽、調味劑

(DL-蘋果酸

品名：台糖二號砂糖 成分：天然蔗糖

品名：味全健康廚房蔬菜風味調味料 成分：乳糖、食鹽(食鹽、碘酸鉀)、酵母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麥芽糊

精)、綠花椰菜粉、南瓜粉、大白菜粉、白蘿蔔粉、紅蘿蔔粉、香菇粉

品名：台糖茄汁鯖魚 成分：鯖魚、番茄糊、蔗糖、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甘草粉、大豆油

品名：味全辣味肉醬 成分：豬肉(台灣)、水、釀造醬油、黃豆蛋白、蕃茄糊、辣椒、蔗糖、紅蔥頭、食鹽、

黃豆、L-麩酸鈉、蒜頭、麵粉、白胡椒粉

品名：桂格大燕麥片 成分：全粒燕麥片

品名：愛之味麥仔茶 成分：水、大麥、決明子、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納)、碳酸氫鈉(小蘇打)

品名：愛之味甜八寶 成分：水、糖、大麥、糯米、綠豆、花豆、紅豆、玉米澱粉、甘蔗糖漿、花生、桂圓、

小米、磷酸二澱粉、焦糖糖漿、蒟蒻粉、海藻酸鈉

品名：勝茂新竹米粉 成分：玉米澱粉、小麥澱粉、米、水

品名：飛馬粿仔麵條 成分：小麥粉、水、食鹽

品名：掬水軒高纖蘇打 成分：麵粉、食用麥纖麩皮、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食用烤酥油、食用軟質棕油、白

芝麻、葡萄糖、新鮮酵母(天然酵母、水分、大豆卵磷脂)、乾酵母粉、無鋁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氯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燕麥、食鹽、碳酸

氫鈉、味精(Ｌ-麩酸鈉)

品名：旺旺大仙貝酥 成分：精米、棕櫚油、砂糖、玉米澱粉、釀造醬油（非基因改造）、馬鈴薯澱粉、精

鹽、辣椒粉、紅椒色素、糖蜜酵母粉、紅椒色素食品添加物名稱：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磷酸二澱粉、

L-麩酸鈉

黃豆、麩質、奶類、魚類、芒果、花生、堅果、芝麻
優群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三街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鎮瀾宮x天后】-線上普渡 五辛蛋奶蔬 X X 台灣

養生珍饌紫米薏仁 255g:水、蔗糖、黑糯米、糯米、薏仁、花豆、麥片、燕麥、綠豆、花生、香料 (含葡萄

糖、乳糖、二氧化矽、碳酸鎂、焦糖色素)、品質改良劑 (無水碳酸鈉、多磷酸鈉、偏磷酸鈉、焦磷酸鈉)

泰山特級歐式蔬菜調合油 成分(原產地)：大豆油(台灣)、芥花油(澳洲)、葵花油

義美起司取向蘇打餅乾 成份：麵粉、棕櫚油、奶油、奶粉、起司、食鹽、蔗糖、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

肪酸甘油酯）、酵母、麥芽萃取物、膨脹劑（碳酸氫鈉）。

媽祖特級炊粉 成分:玉米澱粉、小麥澱粉、水、米

食品添加物: 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多丙烯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六偏磷酸鈉、三聚磷酸鈉)、焦磷

酸鈉、磷酸二氫鈉

品名：傳統紅蔥拌醬 成分：黃豆油、紅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澱粉、棕櫚油)、黃豆醬油(非基因改

造)、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糖、辣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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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香料、L-麩酸鈉、酵母萃取物、麥芽糊精、大豆水解蛋白

泰山仙草蜜: 水、仙草凍(水、仙草乾、小麥澱粉、碳酸鈉)、蔗糖、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葡萄糖、氧化鈣)、

蜂蜜、香料

三好米:白米

御守:本染牛面皮

品名：黑豆穀麥飲 Black Soybean Grain Powder

成分：黑豆粉、燕麥片、小麥粉、米粉、植物性奶精〔葡萄糖漿、棕櫚油、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乳酸硬

脂酸鈉、二氧化矽、氫化棕櫚油、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卵磷脂、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β-胡蘿

蔔素、香料〕、全脂奶粉、難消化性麥芽糊精、砂糖、碳酸鈣、黑芝麻粉、黑芝麻粒、白芝麻粒、玉蜀黍(非

基因改造)、麥芽糊精、麥芽糖、鹽、香草香料。

莊家黑芝麻煎餅 成分:麵粉、蔗糖、雞蛋、植物油(棕櫚油、黃豆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

酯)、奶油、大豆卵磷脂、膨脹劑(碳酸氫鈉)、黑芝麻、食鹽、抗氧化劑(維生素E)

麵博士關廟乾麵: 小麥粉、水、食鹽

花生、麩質、奶類、堅果、大豆、芝麻 天後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238號3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武德宮普渡箱-捐贈 五辛蛋奶蔬 X X X

品名：白米 成分：白米

品名：二號砂白 成分：二號砂糖(蔗糖)

品名：台塩高級碘鹽 成分：氯化鈉、碘酸鉀

品名：優質綠豆 成分：綠豆

品名：青葉雪蓮子麵筋 成分：麵筋(麵粉、大豆油)、水、雪蓮子(鷹嘴豆)、砂糖、醬油膏、醬油、冰糖、

鹽、馬鈴薯澱粉。

品名：飯友牌白木耳 成分：水、白木耳、糖、蔗糖素(甜味劑)、香料。

品名：味丹心茶道健康青草茶 成分：水、蔗糖、青草茶葉(陳(橘)皮、白鶴靈芝、黃花蜜茶、橄欖根、車前

草、珠仔草)、薄荷香料(含薄荷抽出物、葡萄糖漿)。

品名：元氣UP調和油 成分：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芥花油、葵花油、南瓜籽油、橄欖油(西班牙)。

品名：飯友牌 嚕肉飯 成分： 水、香菇、沙拉油、大豆蛋白、蔭瓜(越瓜、水、高果糖糖漿、鹽、非基因改造

黃豆、糙米、豆麴菌種)、糖、味醂(果糖、水、糯米、蓬萊米、米麴、食鹽、氨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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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乳(黃豆、水、鹽、辣椒、麻油)、真味露(水、黃豆

(基因改造)、果糖、食鹽、砂糖、第一類焦糖色素、調味劑(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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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酸鈉(甜味劑)、玉米糖膠))、鹽、辣椒醬(辣椒、水、

鹽)、醬油、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

品名：厚燒海苔(米果) 成分：精米、棕櫚油、蔗糖、玉米澱粉、釀造醬油(非基因改造)、柴魚粉(柴魚、樹薯

澱粉)、酵母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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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苔、磷酸二澱粉、食鹽、L-麩酸鈉、脂肪酸蔗糖脂、焦糖色素、紅椒色素。

品名：桂格即沖即食大燕麥片 成分：全粒燕麥片、香草香料

品名：料理米酒 成分：米、砂糖、純水

品名：福祿壽麵線  成分：小麥粉、鹽水。

名：台灣美食全紀錄-冬筍風味餅 成分：麵粉、精製棕櫚油、砂糖、蔥酥、精鹽、冬筍風味粉(冬筍、麥芽糊

精、玉米澱粉)、芝麻、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甜味劑(蔗糖

素)。

品名：巧味齋 當歸藥膳湯麵(全素)

成分：

麵體: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食鹽、品質改良劑〔碳酸鉀、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無水)、焦

磷酸鈉(無水)〕、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海藻酸鈉、複方著色劑[水、果糖、葵花油、辛烯基丁二

酸鈉澱粉、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蔬菜抽出物(大豆水解蛋白、酵母粉、香菇粉、高麗

菜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含油菜籽油)] 

調味粉包:食鹽、脫水蔬菜[高麗菜(含葡萄糖)、枸杞、薑絲]、葡萄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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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藥膳調味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枸杞、黃耆、砂糖、食鹽、熟地、

當歸、川芎、二氧化矽、桂皮、DL-胺基丙酸、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砂糖、麥芽糊精、當歸粉、藥

膳調味粉(地瓜澱粉、當歸、枸杞、二氧化矽)、複方調味粉[大豆蛋白、酵母抽出物、食鹽、砂糖、醬油粉、

五香粉(大茴香、小茴香、桂枝、丁香、花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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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黑胡椒粉(含地瓜澱粉、辣椒、花椒)、薑粉、焦糖色素 

調味油包:芝麻油(含大豆油)、複方香料(含水、丙二醇)、薑抽出物(含大豆油)

品名：華元神氣包-野菜園(全素)

成分：麵粉、棕櫚油、樹薯澱粉、砂糖、食鹽、紅蘿蔔粉、菠菜粉、南瓜粉、海苔粉、複合調味料【葡萄

糖、梅子粉(鹹梅、檸檬酸、DL-頻果酸、甘草)、番茄粉、醬油粉(釀造醬油、麥芽糊精、食鹽、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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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醋粉(釀造烏醋、麥芽糊精、氧化澱粉(樹

薯)、砂糖、DL-蘋果酸、焦糖色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食鹽、薑、肉

桂、檸檬酸(無水)、二氧化矽、丁香)、二氧化矽】、玉米澱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葡萄糖酸-δ-內

酯、食用黃色四號(著色劑)、食用藍色一號(著色劑)。

品名：粉絲

成分：碗豆澱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

品名：婦友上等醬油

原料：大豆酸水解物(基因改造)、純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基因改造)、小麥)、食鹽、高果糖糖漿、食用

酒精、調味劑(胺基乙酸)、著色劑(焦糖色素)、復方甜味劑(糊精、檸檬酸鈉、甘草萃)。

品名：飯友牌-素瓜仔肉

成分：水、香菇、沙拉油、大豆蛋白、蔭瓜(越瓜、水、高果糖糖漿、鹽、非基因改造黃豆、糙米、豆麴菌

種)、糖、味醂(果糖、水、糯米、蓬萊米、米麴、食鹽、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麩質、大豆、魚類、奶類、芝麻 優群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三街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54 21plus秘製醉雞腿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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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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