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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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魷魚串燒2入(不含竹籤) 葷食 X X 阿根廷 魷魚 如包裝上所示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E-188505504-00000-7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挪威柳葉魚 葷食 X X 挪威 柳葉魚 如包裝上所示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E-188505504-00000-7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金目鱸魚下巴 葷食 X X 台灣 金目鱸 如包裝上所示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E-188505504-00000-7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飛魚卵香腸 葷食 X 豬肉、豬背脂產地:台灣 台灣

豬肉、豬背脂、飛魚卵、糖、豬腸衣、磷酸二澱粉、甜味劑

(D-山梨醇液70%)、味精、大豆蛋白、鹽、酪蛋白鈉、乳糖、海藻糖

、多磷酸鈉、馬鈴薯纖維、調味劑[乳酸、酒石酸、檸檬酸、醋酸、

萃取物(蘋果、胡椒、迷迭香)]、味醂、調味料[麥芽糊精、

植物水解蛋白(玉米、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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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

、豬油、豬抽出物、酵母抽出物、洋蔥抽出物、葡萄糖、香料、

D-木糖]、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亞硝酸鈉、蕃薯粉

(精緻樹薯輕度氧化漂白澱粉、蕃薯粉)、香料、甜味劑(醋磺內酯鉀)、

複方香料(洋蔥萃取物、香料)、天然香料、調味劑[檸檬酸鈉、

白肉精粉(香料)]、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二氧化矽、

菸鹼醯胺、香料、胭脂紅色素、食用紅色六號

如包裝上所示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E-188505504-00000-7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墨魚香腸 葷食 X 豬肉、豬背脂產地:台灣 台灣

豬肉、豬背脂、糖、豬腸衣、章魚丁、磷酸二澱粉、甜味劑

(D-山梨醇液70%)、味精、大豆蛋白、黑胡椒、乳糖、鹽、酪蛋白

鈉、墨魚粉、海藻糖、多磷酸鈉、調味劑[乳酸、酒石酸、檸檬酸、

醋酸、萃取物(蘋果、胡椒、迷迭香)]、味醂、調味料[糊精、植物

水解蛋白(玉米、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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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

肉抽出物、牛油、酵母抽出物、洋蔥抽出粉、葡萄糖、香料、D-木

糖]、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黑胡椒萃取物、亞硝酸鈉、菸鹼

醯胺、蕃薯粉(精緻樹薯輕度氧化漂白澱粉、蕃薯粉)、二氧化矽、

香料、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複方香料(洋蔥萃取物、香料)、天然

香料、調味劑[檸檬酸鈉、白肉精粉(香料)]、香料、複方香料(中

鏈三酸甘油酯、香料)、胭脂紅(麥芽糊精、胭脂紅色素)、食用紅

色六號

如包裝上所示 高雄市梓官區漁會 E-188505504-00000-7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汶萊帝國蝦 葷食 X X 汶萊 白蝦、偏亞硫酸氫鈉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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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透抽3隻 葷食 X X 台灣 透抽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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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鮮凍小白鯧2尾 葷食 X X 印度 白鯧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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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格陵蘭扁鱈(大比目魚)切片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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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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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日式風味蟹味棒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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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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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智利鮭魚切片 葷食 X X 智利 鮭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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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挪威薄鹽鯖魚片5片 葷食 X X 挪威 鯖魚片,鹽 如包裝上所示 高洪有限公司 A-154663687-00000-3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42巷67號1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產銷履歷金目鱸魚片 葷食 X X 台灣 金目鱸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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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帶卵母香魚 葷食 X X 台灣 母香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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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龍蝦尾2尾 葷食 X X 巴西 龍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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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生留尾蝦 葷食 X X 宏都拉斯 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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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智利生凍帝王蟹切盤 葷食 X X 智利 帝王蟹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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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薄鹽魷魚一夜干 葷食 X X 台灣 魷魚、鹽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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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薄鹽鮭魚下巴 葷食 X X 智利 鮭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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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超值牛肉箱 葷食 X X 美國 牛肉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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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生白蝦 葷食 X X 宏都拉斯 蝦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海鮮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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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藍鑽蝦(冷凍) 葷食 X X 沙烏地阿拉伯 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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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冷凍草蝦 葷食 X X 馬來西亞 草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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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冰卷 葷食 X X 台灣 魷魚、鹽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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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道3S鮮干貝(3包) 葷食 X X 日本 干貝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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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海鮮蝦餅2片 葷食 X X 台灣
蝦仁、魚漿、豬脂、小卷、魷魚、西芹、糖、澱粉皮(玉米粉、小麥粉、樹薯粉)、鹽、D-木糖、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調味劑（L-麩酸鈉）、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磷酸二氫鈉(無水)）、甜味劑（醋磺內酯鉀、二氧化矽）、香料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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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去刺虱目魚肚5片 葷食 X X 台灣 虱目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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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特大日本北海道干貝(2L)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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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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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頂級Prime板腱燒烤肉片 葷食 美國 X 美國 牛肉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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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龍虎石斑清肉 葷食 X X 台灣 龍虎石斑清肉
本產品含有魚類海鮮，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安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53754246-00003-1 高雄市彌陀區南寮路10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畜黯然銷魂叉燒肉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蔗糖、水、醬油、食鹽、紅麴醬[水、糯米、紅麴、米霖、糖、鹽、酵母抽出物]、複方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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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醬、蒜頭、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豆腐乳[水、糖、黃豆<非基因改造>、鹽、糙米、酒精、辣椒/食品添加物:硫酸鈣、檸檬酸、複方品質改良劑(脂肪酸甘油酯、卵磷

脂、碳酸鎂、矽樹脂)]、豬肉風味調味料[醬油、麥芽糊精、食鹽、糖、焦糖色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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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抽出物、抗氧化劑(混合濃

縮生育醇)、二氧化矽]、芝麻香油、亞硝酸鈉、食用紅色四十號

本產品內含大豆、芝麻、麩質之穀物及其

製品。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池先生沙嗲雞肉串 葷食 X X 台灣 雞肉.洋蔥.糖.棕櫚油.水.香茅.鹽.枯茗.大蒜.葡萄糖.高良薑.薑.薑黃.改良澱粉(E1422).黃原膠(E415).苯甲酸鈉(E211)
本產品含有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

敏者食用
池先生中央廚房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135號一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奧羽骰子牛 葷食 日本 X 日本 牛肉 X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C-123148363-00002-2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港強x大家A5和牛 葷食 日本 X 日本 牛肉 X 台灣黑輪伯食品有限公司 T-153074867-00001-8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501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蕨牧場紐西蘭莎朗牛排 葷食 紐西蘭 X 紐西蘭 牛肉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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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CHOICE無骨牛小排 葷食 美國 X 美國 牛肉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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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板腱牛排1片 葷食 美國 X 美國 牛肉 X 以曜股份有限公司 F-142708837-00000-2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55巷31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益日式蒲燒鯛魚腹排4包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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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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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美福-美國安格斯金牌沙朗牛排-2盒 葷食 美國 X 美國 牛肉 無 美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A-182802942-00000-3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109號地下1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青森熟凍帆立貝-1包 葷食 X X 日本青森縣 帆立貝
本產品含有貝類，產線同時處理魚類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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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Camaron 卡馬龍白晶蝦 葷食 X X 厄瓜多 白蝦
本產品含有蝦類，產線同時處理魚類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摩科索科技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26號11樓之7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CH原塊翼板牛排-1片 葷食 美國 X 美國 牛肉 如包裝標示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B-182769900-00000-0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18號29樓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原)001星巴克綜合蛋捲禮盒 蛋奶蔬 X X
蛋捲：台灣

咖啡：韓國

咖啡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咖啡粉、香料[含葡萄糖漿、焦糖色素]、乳粉。

蜂蜜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乳粉、蜂蜜、香料。

麥麩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小麥麩皮、乳粉、香料[含中鏈三酸甘油酯]。

星巴克®特濃咖啡拿鐵：：水、牛乳、星巴克®咖啡萃取液(水、咖啡豆)、蔗糖、調製乳粉(脫脂乳粉、濃縮牛乳蛋白)、鮮乳油、咖啡粉、碳酸鉀、脂肪酸甘油酯、乾酪素鈉、抗氧化

劑(維生素C)。

本產品咖啡因含量：52mg/100mL

蛋捲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蛋、

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其製品(來自人造

奶油的大豆卵磷脂)，可能導致過敏症

狀。

本產品生產線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

線有處理甲殼類、芒果、花生、堅果類、

芝麻、螺貝類、種子類及其製品的產品，

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星巴克®特濃咖啡拿鐵：本產品含有牛奶

及其製品。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003秋豐福虎瓷器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1.菠蘿蛋黃紫晶酥:麵粉、白麻糬(麥芽糖、水、糯米澱粉【磷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清粉、二氧化鈦】、乳化油【植物性油脂(棕櫚油、椰子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

棕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檸檬酸鉀)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 、氮

氣】、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砂糖、糯米粉、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蔗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改良劑【葡萄糖、海藻酸、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脂肪酸

蔗糖酯】、二氧化鈦、香料、紅山藥(紅山藥、白鳳豆、蔗糖、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麥芽糖、脂肪酸甘油酯(乳化劑)、奶油、大豆油、羥丙基澱粉(粘稠劑)、食鹽、著色劑【食

用色素(紅色七號、藍色一號)】、無水奶油、精緻奶黃鹹蛋(鹹蛋黃、白鳳豆、麥芽糖、蔗糖、雞蛋、麥芽糊精、煉乳【蔗糖、乳粉、水、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

酯、乳酸硬脂酸鈉)、乳糖】、大豆油、奶油、椰漿【椰漿、水、黏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關華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椰乳粉【椰漿、麥芽糊精、乾酪素

鈉】、奶粉、吉士粉【玉米澱粉、β-胡蘿蔔素、香料、食鹽、乙基麥芽醇】、奶水【水、鮮奶、脫脂乳粉、麥芽糊精、軟質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

水)、鹿角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溶液、維生素D3】、食鹽、羥丙基澱粉(粘稠劑)、牛乳、馬鈴薯澱粉、蔗糖、雞蛋、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蜂蜜、沙漠湖鹽。

2.奶酪仁〔綠豆沙、麵粉、白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醇、芥花油)、小麥澱粉、乳酪粉(乾酪、乳固

形物)、芥花油、乳清蛋白、食鹽、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化劑(水、乳酸硬脂酸鈉)、味素、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起士香料〕、麵粉、白鳳豆、無水奶油、麥芽糖、蔗糖、

鹹蛋黃、海藻糖、鮮奶油、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油、無水奶油、乳糖)、馬鈴薯澱粉、大豆油、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奶粉、松露醬(洋菇、葵花油、黑松露、

食鹽、胡椒、蔗糖、香料、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玉米粉、起士粉、食鹽、梔子黃色素。

3.奶黃餡〔白鳳豆、麥芽糖、蔗糖、鹹蛋黃、奶粉、椰漿粉(椰奶、葡萄糖、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矽)、大豆油、無水奶油、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羥丙基

澱粉、黃豆纖維、食鹽、沙漠湖鹽(沙漠湖鹽、米麩粉)、β-胡蘿蔔素、香草粉 (葡萄糖、香料(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二氧化矽)〕、麵粉、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

檸檬酸)、奶黃流芯餡〔鹹蛋黃、蔗糖、乳脂(乳脂、鹿角菜膠)、海藻糖、奶粉、水、麥芽糊精、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甲基纖維素、香料、β-胡蘿蔔素、食用黃色五號、葵花油、雞

蛋、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碳酸鈉。

4.奶油紅豆沙餡(圓芸豆、紅芸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油、紅豆、黑芸豆、海藻糖、無水奶油、食鹽、碳酸氫鈉)、鹹蛋黃、麵粉、無水奶油、雞蛋、馬鈴薯澱粉、蔗糖、奶水(水、

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芝麻、蜂蜜、食鹽。

本產品含有蛋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芝麻及其製品、堅果及其製品。

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處理芒果、花

生及其製品。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34106066-00001-2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10奇華金選至尊月餅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後補 後補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原)011奇華至尊精裝月餅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後補 後補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原)012奇華鳳凰捲雙享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後補 後補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1號1樓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原)013郭元益餅食世家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冰沙餡餅：白豆沙〔白鳳豆、糖、豬油(台灣)、海藻糖、麥芽糖、鹽〕、麵粉、豬油{豬脂(台灣)、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綠豆沙(綠豆、糖、海藻糖、麥

芽糖)、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烏沙蛋黃酥：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麵粉、鹹蛋黃、奶油、蛋、豬油{豬脂(台灣)、抗氧化劑〔維生

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米酒、糖、鮮奶油〔乳脂、乳固形物、粘稠劑(關華豆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
綠豆椪：綠豆沙(綠豆、糖、海藻糖、麥芽糖)、麵粉、豬油{豬脂(台灣)、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炒牽手肉{豬肉(台灣)、豬油(台灣)、醬油、米酒、油蔥酥

〔含豬油(台灣)〕、炸蒜頭〔含豬油(台灣)〕、調味劑(L-麩酸鈉)、五香粉(大茴香、桂通、花椒、小茴香、丁香、三奈、香料)、白胡椒粉、黑胡椒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0.2%以

下)}、糖、鹽、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綠豆沙：奶油綠豆沙(綠豆仁、糖、奶油、麥芽糖)、麵粉、鮮奶油豆沙(白鳳豆、糖、奶油、香料、鹽)、奶油、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依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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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14郭元益SOU集月光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成    份：

和果月餅-棗泥：棗泥餡(紅豆、黑棗、紅棗、糖、麥芽糖、大豆油、麥芽糊精)、麵粉、糖、蛋、奶油、52度白豆沙(白鳳豆、糖、麥芽糖、麥芽糊精)、轉化糖漿、奶粉、煉乳、膨脹

劑(碳酸氫鈉)、無鋁泡打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碳酸氫鈉)、玉米澱粉、品質改良劑(磷酸二氫鈣)〕
達人月餅-萬丹紅豆：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奶油烏豆沙餡 (紅豆、糖、麥芽糖、蓮子、大豆油、奶

油)、麵粉、轉化糖漿、蛋、奶油、大豆油、糖、奶粉、煉乳、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鹽、香料

迷你冰沙餡餅：白豆沙【白鳳豆、糖、豬油{豬脂(台灣)、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海藻糖、麥芽糖、鹽】、麵粉、豬油{豬脂(台灣)、抗氧化劑〔維生素

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綠豆沙(綠豆、糖、海藻糖、麥芽糖)、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迷你金沙蛋黃酥 ：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麵粉、鹹蛋黃、奶油、蛋、糖、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粘稠劑(關華豆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
迷你鳳梨奶黃酥：奶黃餡{黃味餡〔白鳳豆、麥芽糖、糖、奶油、甜味劑(麥芽糖醇)〕、糖、煉乳、碎蛋黃、蛋、奶油、卡士達克林姆粉〔糖、馬鈴薯澱粉、粘稠劑(乙醯化磷酸二澱

粉、海藻酸鈉)、乳清蛋白、氫化椰子油、香料、著色劑(β-胡蘿蔔素)〕、奶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麵粉、牛奶、甜味劑(D-山梨醇液70%)、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素)、香料、

鹽、粘稠劑(玉米糖膠)}、麵粉、土產鳳梨果蜜〔鳳梨、糖、麥芽糊精、海藻糖、棕櫚油、調味劑(檸檬酸、蘋果酸)〕、奶油、糖、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素)、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依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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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15郭元益台灣金獎鳳黃酥禮盒 奶蛋蔬 X X 台灣
成　　份：頂級鳳梨冬瓜醬〔冬瓜、麥芽糖、糖、鳳梨果乾、鳳梨、棕櫚油、奶油、鹽、調味劑(檸檬酸)、香料〕、麵粉、鹹蛋黃、奶油、蛋、糖、奶粉、芝士粉、香料、調味劑(檸
檬酸)

依包裝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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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16沐月鳳梨燒酒(貓小姐) 葷食 X X 台灣 水、米、糖、鳳梨汁 如包裝標示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原)龜甲萬豆乳紅茶風味18入 蔬食 X X 日本岐阜縣
水,非基因改造黃豆,砂糖,香料,綠茶萃取,乳化

劑(脂肪酸甘油酯),紅茶萃取,鹽,粘稠劑(鹿角菜膠)
過敏原本產品含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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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金色高跟鞋芒果風味果實酒 葷食 X X 日本愛知縣
伏特加,玫瑰花瓣,糖,増粘多糖類(XX),香料,檸檬

酸,食用色素(黃色5號),金箔.
警告: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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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紅高跟鞋覆盆子風味果實酒 葷食 X X 日本愛知縣
伏特加,玫瑰花瓣,糖,増粘多糖類(XX),香料,

檸檬酸,食用色素(紅色2號,黃色4號),金箔.
警告: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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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青森丸搾蘋果汁 蔬食 X X 日本青森縣 蘋果,抗氧化劑(維生素C). 果汁含有率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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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桃姬白桃梅酒 葷食 X X 日本和歌山縣
桃子泥,梅,釀造酒精,砂糖,果糖葡萄糖液糖,檸檬

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警告: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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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韓國芝麻香炒海苔酥 蔬食 X X 韓國

大豆油,海苔,砂糖,炒芝麻,炒大豆粉,加工鹽[

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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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油.

過敏原本產品含大豆,芝麻

海苔酥為水產加工品,若不當保存,

可能存有變質的風險,因此請多加注意保

存方法

生產此食品的設備亦處理蝦,小麥,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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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天日鹽海苔 蔬食 X X 韓國 海苔,菜籽油,橄欖油,芝麻油,海鹽
過敏原本產品含芝麻

##生產此食品的設備亦處理大豆、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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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宅)依蕾特盛夏好果食禮盒1盒組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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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百香果果酪(奶素)-水、芒果泥、奶粉、糖、百香果濃縮汁、鮮奶、奶油粉(奶油、鹽、乳酪粉)、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鹽、香草香料、百香果香料

蜂蜜檸檬凝凍水、糖、檸檬汁、蜂蜜、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多磷酸鈉、焦磷酸鈉、鹽

蜂蜜檸檬凝凍(素)-水、糖、檸檬汁、蜂蜜、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刺槐豆膠、鹿角菜膠、鹽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芒果，產品線亦生

產芝麻相關製品，不適合過敏體質食用。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D-169597074-00000-8 光代冷藏食品工業有限公司

(原)017喜憨兒幸福仰望手工餅乾 蛋奶蔬 X X 台灣

品名 : 原味笑臉(蛋奶素)

成份 : 麵粉、奶油(殺菌乳脂(牛乳)、乳酸、發酵萃取物、水)、砂糖、蛋。

品名 : 伯爵餅乾(蛋奶素)

成份 : 麵粉、奶油(殺菌乳脂(牛乳)、乳酸、發酵萃取物、水)、砂糖、蛋、伯爵茶葉、鹽。

品名 : 摩卡杏仁(蛋奶素)

成份 : 麵粉、奶油(殺菌乳脂(牛乳)、乳酸、發酵萃取物、水)、砂糖、杏仁角、蛋、鹽、咖啡醬、咖啡粉、香草精。

品名 : 巧克力燕麥(奶素)

成份 : 奶油(殺菌乳脂(牛乳)、乳酸、發酵萃取物、水)、麵粉、燕麥、糖、碳酸氫鈉（膨脹劑）、水滴巧克力、可可粉、香草精。

品名 : 蔓越莓餅乾(蛋奶素)

成份 : 麵粉、奶油(殺菌乳脂(牛乳)、乳酸、發酵萃取物、水)、二砂、杏仁粉、杏仁角、蛋、蔓越莓、葡萄乾、白芝麻、碳酸氫鈉（膨脹劑）、泡打粉、香草精。

本產品含有麩質榖、牛奶、蛋、芝麻、堅

果類，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
喜憨兒竹北工作站 A-128200824-00000-4 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594號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原)018聖祖貢糖風獅爺禮盒 蔬食 X X 金門 花生、麥芽糖、麵粉、糖、白芝麻、黑芝麻、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糖、鹽
本產品含有花生、芝麻、含麩質之物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聖祖股份有限公司 W-116846927-00007-0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2段301號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原)019太陽堂烘焙食品-陽光檸檬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原味：麵粉、進口無水奶油、烤酥油[植物油脂(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著色劑-ß胡蘿蔔素(葵花

油、ß胡蘿蔔素)】、蔗糖、麥芽

黑糖：麵粉、進口無水奶油、烤酥油[植物油脂(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著色劑-ß胡蘿蔔素(葵花

油、ß胡蘿蔔素)】、蔗糖、麥芽、黑糖。

本產品含有小麥、奶製品、大豆製品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643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原)020魔菇部落杏鮑菇香腸 葷食 X 台灣 台灣

特選新鮮豬肉、杏鮑菇、天然豬腸衣、糖、食鹽、乳糖、肉精粉{食鹽、糊精、植物水解蛋白(大豆、玉米、小麥)、乳糖、醬油粉、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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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豬肉抽取物、洋蔥、葡萄糖、香料、D-木糖、維生素B1、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蒜粉、大蒜精油、

蒜抽取物(蒜頭、大豆油)

食物添加物：D-山梨醇液70%(甜味劑)、味精(麩胺酸鈉)(調味劑)、亞硝酸鹽(保色劑)、多磷酸鈉(品質改良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食用色素紅色40號(著色劑)、焦糖粉(著色

劑)、調味劑(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菇類、蒜頭及味精、調味劑…

等食物添加劑，若有相關過敏體質者請問

使用

蕈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彰化縣埔心鄉柳橋東路829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原)021魔菇部落麻辣杏鮑菇 葷食 X X 台灣

杏鮑菇、飲用水、辣油(大豆油、辣椒粉)、滷汁【冰糖、大豆沙拉油、香料(大本九層塔、甘草、大茴香、小茴香、羅漢果)、鹽、高鮮味精〔L-麩酸鈉、核苷酸(5'-次黃嘌呤核苷酸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鈉〕、蜂蜜、辣椒粉、特砂糖】、麻辣醬【草果、大茴、花椒、丁香、白胡椒、孜然、三奈、肉桂、白豆叩、香葉、冰糖、鹽、

薑、蒜頭、米酒、辣豆瓣醬(辣椒、水、非基改黃豆、鹽、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不適合過敏體質者使用 蕈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彰化縣埔心鄉柳橋東路829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宅)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3罐 葷食 X 明膠: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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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22667534-00000-5 台南市新市區大順九路9號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宅)健康3D-3罐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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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73251209-00000-0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中正路1205號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宅)健康3D紅麴+鉻雙效錠-盒 蔬食 X X 台灣

紅麴粉、苦瓜萃取粉(含苦瓜胜肽)、微結晶狀α-纖維素、葡萄萃取粉(葡萄萃取粉、麥芽糊精)、葡萄糖酸鋅、膜衣{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水、氯化鈉)、二氧化鈦、

氧化鐵、聚乙二醇[聚乙二醇、二丁基羥基甲苯(抗氧化劑)]、滑石粉}、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橄欖葉萃取物(橄欖葉抽出物、糊精)、聚乙烯吡咯烷酮、硬脂酸鎂、二氧化矽、菸鹼酸鉻

複合物(菸鹼酸鉻、氯化鈉)

包裝上所標示 鴻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129084393-00001-0 台南市安南區新吉一路138號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原)029雪之戀一口蛋捲禮盒(原味) 蛋蔬 X X 台灣 雞蛋、麵粉、砂糖、烘焙油(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蘿蔔素)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大豆、蛋類及

其製品之過敏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30雪之戀一口蛋捲禮盒(芝麻) 蛋蔬 X X 台灣 雞蛋、麵粉、砂糖、烘焙油(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蘿蔔素)、芝麻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大豆、蛋類、

芝麻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31手信坊黑羽燒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原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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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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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風味餡(棕櫚油、砂糖、乳清

粉、奶粉、可可粉、麥芽糊精、大豆卵磷脂、巧克力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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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粉、牛乳、SP發泡劑【(甜味劑(D- 山梨醇))、竹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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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中含有蛋類、奶類、麩質的穀

物、大豆、堅果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032老協珍熬雞精7入純雞1盒 葷食 X X 台灣 老母雞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原)034老協珍熬雞精人蔘14入1盒 葷食 X X 台灣 老母雞、西洋蔘、白蔘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3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宅)柚見福貴糕1入組 蔬食 X X 台灣 糯米粉、麥芽、核桃、柚子果乾、砂糖 (純素可食)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堅果種

子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吉品養生股份有限公司 A-128345125-00000-8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2號10樓 吉品養生股份有限公司

(原)046老虎堂曲奇餅 蛋奶蔬 X X 台灣

奶香成分：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水解酵素(樹薯澱粉、澱粉水解酵素、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糖酵素)】、無鹽人造奶油、糖粉【砂糖、玉米

澱粉】、餅皮改良劑【馬鈴薯澱粉、β-環狀糊精、小麥粉、二氧化矽、香料(中鏈脂肪酸甘油酯、香料)】、玉米澱粉、奶油香料【香料(糊精)、香料、婀娜多、薑黃色素、奶粉)】、

食鹽、碳酸氫鈉。

黑糖成分：麵粉【小麥、維生素C、澱粉水解酵素(樹薯澱粉、澱粉水解酵素、糊精、麵粉)、複方脂肪酵素(麵粉、脂肪分解酵素、聚木糖酵素)】、無鹽人造奶油、黑糖【蔗糖、糖

蜜】、餅皮改良劑【馬鈴薯澱粉、β-環狀糊精、小麥粉、二氧化矽、香料(中鏈脂肪酸甘油酯、香料)】、玉米澱粉、食鹽、黑糖蜜糖漿【蔗糖、水飴、糖蜜、水、已二烯酸鉀(防腐

劑)、香料、脂肪酸蔗糖酯】、碳酸氫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麩質的穀類及其

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

產管線有處理雞蛋、花生、堅果類及其製

品。

玉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五路13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47老虎堂日式黑糖奶霜樹幹年輪 葷食 X X 台灣

蛋、上白糖(蔗糖、白菜糖)、麵粉、奶油、複方乳化劑（芥花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香料）、乳酪(生乳、奶脂、乳蛋白、鹽、偏磷酸鈉、磷酸鈉、檸檬酸

鈉、檸檬酸)、磷酸二澱粉、海藻糖、黑糖粉(甘蔗糖二砂、水、甘蔗糖蜜)、杏仁粉、動物性鮮奶油（鮮奶油、鹿角菜膠)、卡士達粉(蔗糖、修飾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完

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粘稠劑(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牛奶、麥芽糖(樹薯澱粉、水、麥芽酵素) 、水、蔗糖、

複方乳化劑（芥花籽油、玉米油、（甜味劑）山梨醇、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乙醇、品質改良劑（磷酸二氫鈉）、香料、胡蘿蔔色

素、水）、食鹽、吉利丁粉、複方膨脹劑（葡萄糖酸-δ-內酯、碳酸鈣、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脂肪酸甘油酯）、伯爵茶(精選紅茶、佛手柑香料)、黑糖香料(香料、丙

二醇、果糖、糖蜜)

本產品含有對特殊過敏體質者致過敏性含

麩質之穀物、蛋、牛奶、堅果類製品。本

產品之生產設備有處理甲殼類、芒果、花

生、芝麻、大豆、魚類、亞硫酸鹽類、芹

菜及其製品。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台南市仁德區機場路1008號 (含奇美食品幸福工廠)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48老虎堂黑糖奶蓋蛋糕1入 蛋奶蔬 X X 台灣

雞蛋,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草香料、β-胡蘿

蔔素(阿拉伯膠、食用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甜點專用脂(牛乳、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

乾酪素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脂、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

(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麵粉,鮮奶油,蔗糖,食用大豆油,黑糖蜜(黑糖、水、麥芽直鏈寡糖、麥芽糖),水,黑糖珍Q(麥芽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黑糖、樹薯澱粉、香料、可

可粉、馬鈴薯澱粉、烴丙基磷酸二澱粉、棕櫚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烘焙餐飲專用脂(棕櫚油、酪乳粉、食鹽、乳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

酯、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牛奶香料、β-胡蘿蔔素),食用可可脂(砂糖、棕櫚仁油、可可粉、乳糖、大豆卵磷脂),海鹽(食鹽、碘化鉀、

海水濃縮礦物質液),碘鹽,蛋糕專用塔塔粉(樹薯粉、麥芽糊精、酸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糖香精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雞蛋、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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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50可朗芙可頌鬆餅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奶油(乳脂、乳清、酪乳、水、乳酸菌、香料)、砂糖、蛋、奶油(奶油、水)、酵母、複方品質改良劑【小麥麵筋、大豆蛋白粉、脂肪酸甘油酯、海藻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

C)、木聚醣酶、α-澱粉酶、葡萄氧化酶】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物、蛋、牛奶、大豆

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其祥食品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70巷4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53勾勾樹脆薯熱狗棒8包 葷食 X 台灣/加拿大 台灣

德式香腸(豬肉(台灣/加拿大)、水、雞肉、膠原

腸衣、蔗糖、精離黃豆蛋白「非基因改造」、食鹽、馬鈴薯澱粉、L-麩酸鈉、乳清粉、蛋白粉、複方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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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進口(無水)、蒜粉、酵母萃取物、膠原蛋白、豬肉風味調味料「醬油、麥芽糊精麵粉、食鹽、糖、焦糖色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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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抽取物、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二氧化矽」、香料、抗氧化劑進口(異抗壞血酸鈉)、香料「胡椒粉炸粉、樹薯粉、辣椒粉、花椒粉、薑

黃粉、小茴香粉、香粉」、辣椒粉、薑粉、亞硝酸鈉、複方著色劑「葡萄糖、檸檬酸鈉、乳糖、鉀明礬、碳酸鈉、蟲漆酸」、馬鈴薯丁、進口炸粉(麵粉、白糖、小麥澱粉、大豆油、

乳清粉末、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鹽、加工澱粉(糊化玉米澱粉)、葡萄糖酸δ内酯、葡萄糖、磷酸二氫鈣 、玉米糖膠)、白糖。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牛奶、蛋類、亞

硫酸鹽、大豆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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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足類、堅果類及其

製品。

京雲實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桃園區鹽庫西街46巷22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36喔熊來去開飛機 奶蔬 X X 台灣 麵粉、蔗糖、植物性油脂(棕櫚油、椰子油)、精製棕櫚油、葡萄糖、食鹽、碳酸氫銨、奶粉、玉米澱粉(非基改)、碳酸氫鈉、鮮奶香料、偏亞硫酸氫鈉。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牛奶、亞硫酸鹽及

其製品。
台灣優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彰化縣線西鄉草豐路501巷5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37CJ 白雪 韓式排骨醃烤調味醬 葷食 X X 韓國
混合醬油[水解大豆蛋白,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小麥,鹽,食用酒精),鹽,高果糖玉米糖漿],糖,高果糖玉米糖漿,水梨泥[水梨,維生素C(抗氧化劑)],水,蘋果泥[蘋果,維生素C(抗氧化劑)],洋蔥

泥,大蒜末,米酒,薑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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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銨鹽焦糖),黑胡椒,鹽,檸檬酸,玉米糖膠,辣椒提取物。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食

物過敏者請留意。
臺灣伯連行銷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7巷3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38左營劉家韭菜鮮蝦小餡餅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豬肉(台灣)、韭菜、水、蝦仁、豬板油、樹薯澱粉、香菇、醋酸澱粉、小麥蛋白、糖、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鹽、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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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粉、白蘿蔔粉、紅蘿蔔粉、香菇粉)、調味料【L-麩酸鈉、鹽、馬鈴薯澱粉、糖、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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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菜、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

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甲殼類、

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里頂廍1-17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39冬仙堂 冬瓜優酪Q凍飲6入 奶蔬 X X 台灣
水、砂糖、椰果(椰果、糖、水、檸檬酸)、冬瓜蜜(糖、冬瓜、水)、優可發酵原液[水、蔗糖、果糖、奶粉、香料(香料、酒精、丙二醇、水)、乳酸、黃豆纖維、乳酸菌]、調味劑(檸檬

酸、檸檬酸鉀、檸檬酸鈉)、香料、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蒟蒻粉。

本產品含牛奶、大豆、堅果及其製品對特

殊過敏體質者可能導致過敏症狀。本產品

製造廠房及設備有處理過芒果、蛋、魚膠

原蛋白及其製品。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 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40犇鐵板燒秘製燒肉菠蘿堡 葷食 X 台灣 台灣

犇鐵板商秘製燒肉片: 豬肉、醬油、水、蔗糖、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米酢、鹽〕、蘋果泥(蘋果、水)、檸檬汁、檸檬粉

菠蘿包:麵粉、水、糖、雞蛋、人造奶油〔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完全氫化棕櫚仁油)、乳脂、水、複方

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脂、大豆卵磷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蔗糖酯)、複方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

鈉、玉米糖膠、碳酸氫鈉)〕、乳粉、酵母〔酵母、水、大豆卵磷脂〕、鹽、品質改良劑〔柑橘果膠、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糖〕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奶

類、蛋類及其製品成份;本產品生產製程

廠房，其設備貨生產管線有處理魚類、堅

果類、甲殼類、芝麻、花生、頭足類、螺

貝類、芹菜、芥末、芒果、種子類、奇異

果及其製品，不是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F-166611376-00000-9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41一植肉植物肉乾禮盒 五辛蔬 X X 台灣

●沙茶植物肉乾：植物肉(非基改大豆蛋白、非基改脫脂豆粉、高筋麵粉、玉米澱粉、小麥蛋白、碳酸鈣)、素沙茶醬[芥花油、芝麻、南薑粉、椰子粉、大豆蛋白、純釀造黃豆醬油、

食鹽、燕麥纖維、咖哩粉、小麥纖維、蔗糖、芝麻油、香料、胡椒、紅椒色素(芥花油、紅椒色素)]、D-山梨醇液70%(甜味劑)、砂糖、醬油、麥芽糖、豌豆粉、甘油、芝麻醬、黃豆

油、咖哩粉(胡荽、薑黃、小茴、陳皮、苦豆、胡椒、荳蔻、蒜、辣椒、月桂葉)、甘草粉、匈牙利紅椒粉、白胡椒粉、辣椒粉、八角粉、香辛料(肉桂、甘草、大茴、丁香)、花椒粉、

百香粉(肉桂粉、大茴香粉、山奈粉、小茴香粉、甘草粉、川芎粉、花椒粉、薑粉、丁香粉)

●黑胡椒植物肉乾：植物肉(非基改大豆蛋白、非基改脫脂豆粉、高筋麵粉、玉米澱粉、小麥蛋白、碳酸鈣)、D-山梨醇液70%(甜味劑)、砂糖、醬油、麥芽糖、豌豆粉、黃豆油、甘

油、黑胡椒粒、黑胡椒粉、白胡椒粉、甘草粉、百香粉(肉桂粉、八角粉、山奈粉、小茴香粉、甘草粉、川芎粉、花椒粉、薑粉、丁香粉)、肉桂粉、八角粉

沙茶植物肉乾：大豆、麩質之穀物、堅

果、芝麻及其製品

黑胡椒植物肉乾：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

製品

緒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園西二路38號1樓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042台畜綜合烤肉組 葷食 X
豬肉-台灣/西班牙

香腸腸衣-西班牙
台灣

鐵板燒肉片:豬肉、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醬油、蕃茄醬罐頭、蔗糖、麥芽湖精、蒜頭、L-麩酸鈉、黑胡椒粒、蒜粉、芝麻香油、辣椒粉、薑粉、食用紅色四十號

蒜味香腸:豬肉、蔗糖、豬腸衣、麥芽湖精、L-麩酸鈉、食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蒜頭、複方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琥珀酸二鈉〕、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麥芽湖精〕、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無水)、豬肉蛋白、豬肉風味調味料〔醬油、麥芽湖精、食鹽、糖、焦糖色素、

調味劑(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核苷磷酸二鈉)、豬肉抽出物、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二氧化矽〕、檸檬酸鈉、蒜頭萃取物、抗氧化劑(異抗壞

血酸鈉、混合濃縮生育醇)、複方甜味劑〔檸檬酸鈉、乳糖、甜味劑(甘草酸鈉)〕、亞硝酸鈉、硝酸鉀、複方著色劑〔葡萄糖、檸檬酸鈉、乳糖、鉀明礬、碳酸鈉、蟲漆酸〕

鹽麴五花:豬肉、鹽麴〔蓬萊米、水、鹽、釀造酒精〕

五花燒烤肉片:豬肉、醬油、水、蔗糖、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米酢、鹽〕、蘋果泥(蘋果、水)、檸檬汁、檸檬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奶

類、蛋類、芝麻及其製品成份;本產品生

產製程廠房，其設備貨生產管線有處理魚

類、堅果類、甲殼類、花生、頭足類、螺

貝類、芹菜、芥末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F-166611376-00000-9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161王品嚴選海陸雙饗燒烤宴套餐內容分別如下共6樣
(1)王品嚴選紐西蘭熟成肋眼牛排/160g/盒 葷食 紐西蘭 紐西蘭 牛肉 x 大鼎冷鏈股份有限公司 x 60021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337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2)王品嚴選美國Choice牛五花燒烤片/180g/盒 葷食 美國 美國 牛肉 x 品業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x 412台中市大里區瑞和街135巷6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3)王品嚴選台灣極品梅花豬燒烤炒肉片/200g/盒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 x 美淇食品有限公司 x 220新北市板橋區干城路142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4)王品嚴選阿根廷野生鮮凍魷魚2入/260-340g/包 葷食 阿根廷 魷魚 含頭足類 拓野貿易有限公司 x  251淡水區民權路187巷54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5)王品嚴選台灣特選鮮凍甜白蝦250g/盒 葷食 台灣 白蝦 x 福國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x 26841宜蘭縣五結鄉利工一路二段56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6)原燒鮮甜水果燒肉醬/30g/包 葷食 台灣
醬油、水、砂糖、黑糖、檸檬汁、蒜泥、蔥泥、薑泥、醋酸澱粉、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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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DL-胺

基丙酸、檸檬酸鈉、L-天門冬酸鈉)、柳橙濃縮汁、海帶精（水、酒精、食鹽、砂糖、海帶）、蘋果濃縮汁
x 台灣有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x 908屏東縣長治鄉神農路18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原)151皇家精釀-2022中秋限定 葷食 X X 台灣-金門 高粱、小麥、水 無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W-180137014-00000-4 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60號12樓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原)娘家熬雞精8盒 葷食 X X 台灣 熟齡母雞、膠原蛋白 無 元進莊企業(股)有限公司 E-196975768-00000-9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32巷45號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宅)達克瓦茲騎士-原味‧莓果 12盒 奶蛋蔬 X X 臺灣 雞蛋、砂糖、奶油、麵粉、杏仁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鹽、草莓、蔓越莓、覆盆子、紅櫻桃、藍莓、檸檬汁、天然色素(紅麴色素)
過敏原資訊：蛋、牛奶、堅果、麩質及其

製品。
阿默 F-116602990-00003-9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旺默



(原)夜食酵素1盒組 蛋奶蔬 X X 台灣

巴糖醇(甜味劑).乳糖醇(乳糖醇.麥芽糊精).牛乳清蛋白(包括其分解物).菊糖(菊苣纖維.蔗糖.葡萄糖.果糖).百香果粉(百香果.麥芽糊精).綜合植物酵素(麥芽糊精.澱粉分解酵素.蛋白分解酵

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纖維分解酵素).決明子萃取(麥芽糊精.決明子萃取).青木瓜萃取物(麥芽糊精.乳糖.青木瓜萃取物(含青木瓜酵素)).藤黃果萃取(含羥基檸檬酸鈣鉀鹽).檸檬

酸.鳳梨粉(鳳梨汁.麥芽糊精).乳酸菌粉(Lactobacillus plantarum TCI378.豆奶粉.酵母抽出物.D-山梨醇.D-甘露醇.大豆纖維.L-精胺酸.玉米糖膠).木寡糖.鳳梨萃取(鳳梨萃取物(含鳳梨

酵素).乳糖.麥芽糊精).磷酸鈣.二氧化矽.百香果香料.鳳梨香料.蔗糖素(甜味劑).吡啶甲酸鉻.葡萄糖酸鋅.燕麥纖維.難消化性麥芽糊精.綜合果蔬發酵物(昆布.裙帶菜.紫菜.香菇.檸檬馬鞭草.

苦艾.西番蓮.金盞草.大飛揚草.牛筋草.檸檬草.大茴香.馬黛茶.魚腥草.紫蘇.薰衣草.貓薄荷.洋甘菊.生薑.益母草.芭樂葉.丁香.咸豐草.迷迭香.燕麥片.玉米.大麥.豌豆.紅豆.薏仁.芝麻.刺槐豆.

小米.大豆.爆裂玉米.黑麥.黑豆.鷹嘴豆.扁豆.糙米.鳳梨.香蕉.蘋果.木瓜.芭樂.哈密瓜.酪梨.梅子.西印度櫻桃.檸檬.葡萄乾.芒果.楊桃.西瓜.腰果.核桃.奇異果.西洋梨.巴西莓.卡姆果.萊姆.玫瑰

果.橘子.樹莓.柳橙.水蜜桃.蘿蔔.高麗菜.蓮藕.牛蒡.菊苣.甘藷.南瓜.木薯.番茄.羽衣甘藍.青椒.紅甜菜.胡蘿蔔.長型南瓜)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奇

異果、芒果、含麩質之穀物製品，該生產

線亦生產含甲殼類、奇異果、芒果、花

生、牛奶、蛋、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

大豆、魚類、亞硫硝酸鹽類製品。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統一藥品

(原)夜食酵素EX 7入 蛋奶蔬 X X 台灣

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青梅精發酵粉(玉米澱粉、青梅)、異麥芽寡糖、108綜合蔬果醱酵粉(麥芽糊精、鳳梨、蘿蔔、番薯葉、萵苣、番茄、木瓜、檸檬、菠菜、甘藍、絲瓜、蘋果、

葡萄柚、冬瓜、蕪菁、芥菜、番薯、胡蘿蔔、金桔、小白菜、苦瓜、水梨、空心菜、青江菜、甜瓜、瓠瓜、甜椒、梅子、芥藍、山藥、生薑、黃瓜、小松葉、葡萄、南瓜、青花菜、

芹菜、隼人瓜、蓮霧、番石榴、西瓜、銀耳、花椰菜、青椒、印度棗、酪梨、哈密瓜、蘆筍、黃豆、楊桃、薏苡仁、黑木耳、紅鳳菜、甜菜根、豆瓣菜、馬鈴薯、釋迦、枇杷、木

薯、莧菜、酸橘、百香果、龍鬚菜、白菜、豌豆苗、椰子、諾麗果、昆布、柳橙、茄子、甘蔗、桃子、美國芹菜、紅豆、李子、菜豆、綠豆、紫菜、香蕉、金針菇、火龍果、荔枝、

蓮藕、柿子、芋頭、香菇、玉米、奇異果、黑豆、豆薯、芒果、桑椹、柑橘、茼蒿、櫻桃、豌豆、龍眼、草莓、菱角、牛蒡、紫蘇、蓮子、藍莓、秋葵、蔓越莓、紅棗、枸杞、銀

杏、黑米)、香料、玉米澱粉、百香果果汁粉(砂糖、麥芽糊精、百香果汁、檸檬酸、檸檬酸鈉、香料、β-胡蘿蔔素)、納豆發酵物、濃縮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向日葵卵磷脂) 、菊苣纖

維、鳳梨酵素(麥芽糊精、鳳梨酵素)、決明子萃取物(決明子萃取物、麥芽糊精)、DL-蘋果酸、藤黃果萃取、植物複合酵素(麥芽糊精、酵素製劑(澱粉分解酵素、蛋白分解酵素、脂肪

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纖維分解酵素))、二氧化矽、複方木瓜酵素(葡萄糖、木瓜酵素)、綜合醣化粉(麥芽糊精、乳糖、澱粉水解酵素、小麥萃取物)、磷酸鎂、葡萄糖酸鋅、磷酸

鈣、植物乳桿菌(Lactobacillus plantarum)、蔗糖素(甜味劑)、吡啶甲酸鉻。

本產品含大豆類、椰子、芒果、牛乳、種

子類、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含大豆、芒果、牛奶、芝麻、堅

果、種子類、含麩質之穀物、魚類、亞硫

硝酸鹽類及其製品。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統一藥品

(原)利捷維有酵金盞花葉黃素軟膠囊2瓶組 葷食 X X 台灣

魚油【魚油(含DHA)、維生素E(抗氧化劑)】、中鏈三酸甘油酯 (MCT)、金盞花萃取物(含葉黃素)(紅花籽油、金盞花萃取物)、金盞花萃取物 (含玉米黃素)(紅花籽油、金盞花萃取

物)、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維生素E、山桑子萃取物(山桑子萃取物、麥芽糊精)、日本黑豆皮萃取物(黑豆皮萃取物、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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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A【蔗糖、玉米澱粉、阿拉伯膠、維生素A、水、維生素E(抗氧化劑)、磷酸鈣】。膠囊成分：明膠、甘油、純水、食用紅

色四十號 、二氧化鈦、食用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有魚類、大豆製品。該生產線亦

處理含甲殼類、芒果、花生、牛奶、蛋、

堅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與亞硫酸鹽

類製品的產品。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統一藥品

(原)利捷維有酵超級魚油膠囊2瓶組 葷食 X X 台灣
魚油(含EPA/DHA)【魚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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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

脂。膠囊成分：明膠、甘油、純水、食用紅色六號、二氧化鈦、食用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有魚類、大豆及其製品。該生產

管線亦生產含甲殼類、芒果、花生、牛

奶、蛋、堅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與

亞硫酸鹽類製品的產品。

統一藥品 A-184449046-00000-7(統一藥品)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26號 6F 統一藥品

(原)073紅帽子法蘭酥綜合禮盒 蛋奶蔬 X X 日本山梨縣

【紅帽子牛奶巧克力法蘭酥】

成分：可可內餡(砂糖、可可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可可膏、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脂)，雞蛋白液，砂糖，薄餅(小麥粉、糯玉米澱粉、砂糖、棕櫚油、雞蛋

白粉、食鹽)，小麥粉，奶油(牛奶由來)，杏仁粉(堅果)，乳脂(乳製品)，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米油))，乾燥雞蛋白，碳

酸氫鈉，普通焦糖色素，棕櫚油，香料，食鹽。

【紅帽子草莓巧克力法蘭酥】

成分：可可內餡(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脂)，雞蛋白液，砂糖，薄餅(小麥粉、糯玉米澱粉、砂糖、棕櫚油、雞蛋白粉、食鹽)，小麥粉，奶油(牛奶由來)

，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杏仁粉(堅果)，乳脂(乳製品)，乾燥草莓(糊精、草莓、砂糖)，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米油))，乾燥雞蛋白，碳酸氫鈉，普通焦糖色素，棕櫚

油，香料，柑橘果膠，關華豆膠，食鹽，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覆盆莓粉(糊精、覆盆莓)。

【紅帽子巧克力法蘭酥】

成分：可可內餡(砂糖、可可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可可膏、全脂奶粉)，雞蛋白液，砂糖，薄餅(小麥粉、糯玉米澱粉、砂糖、棕櫚油、雞蛋白粉、食鹽)，小麥粉

，奶油(牛奶由來)，杏仁粉(堅果)，乳脂(乳製品)，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米油))，乾燥雞蛋白，碳酸氫鈉，普通焦糖色素

，棕櫚油，食鹽，香料。

【紅帽子抹茶巧克力法蘭酥】

成分：可可內餡(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脂)，雞蛋白液，砂糖，薄餅(小麥粉、糯玉米澱粉、砂糖、棕櫚油、雞蛋白粉、食鹽)，小麥粉，奶油(牛奶由來)

，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杏仁粉(堅果)，乳脂(乳製品)，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米油))，乾燥雞蛋白，綠茶(玉露、抹茶)，碳酸氫鈉，普通焦糖色素，棕櫚油，香料，

食鹽。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大豆、奶

製品與堅果類。本產品與其他含有麩質的

穀類、甲殼類、蛋、魚類、花生、大豆、

奶製品、堅果類、芒果、奇異果、芝麻種

子、軟體動物與羽扇豆等產品於同一工廠

生產，食品過敏者請留意。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A-179995261-00000-6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91巷35弄40號1樓 台灣真弓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原)統一LP33益生菌膠囊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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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岳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 D-173251209-00000-0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統一企業乳飲群

(原)152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 蛋奶蔬 X X 香港 後附成分表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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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其製品、花生及其製品、螺貝類及其製

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樓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原)153美心精選口味月餅 蛋奶蔬 X X 香港 後附成分表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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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其製品、花生及其製品、螺貝類及其製

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樓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原)154美心拔絲蓮蓉月餅 蛋奶蔬 X X 香港 後附成分表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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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其製品、花生及其製品、螺貝類及其製

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樓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原)155美心盛意奶黃月餅 蛋奶蔬 X X 香港 後附成分表

此產品含有花生含有麩質的穀類、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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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及其製品、芒果及

其製品、花生及其製品、螺貝類及其製

品、堅果種子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407巷22號10樓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宅)亞尼克原味生乳捲16盒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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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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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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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亞尼克黑糖布丁生乳捲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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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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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薯澱粉、β-胡蘿蔔素、氯化鉀、檸檬酸鉀)、鮮奶、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蛋白)、奶

油、黑糖、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蛋.含有麩質之穀

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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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亞硫酸

鹽類.堅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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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佳樂波士頓派布丁1入 蛋奶蔬 X X 台灣
雞蛋、低筋麵粉、鮮奶油{水、部分氫化棕櫚仁油、糖、D-山梨醇, 乾酪素鈉、乳酸硬脂酸鈉、羥丙基纖維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鹽、磷酸氫二鉀、香料, β-胡蘿蔔素}、布丁( 砂

糖、水、鹿角菜膠、關華豆膠、寒天粉、焦糖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蔗糖、大豆油、奶粉、水、塔塔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 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樹薯粉、

麥芽糊精}、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蛋，牛奶，大豆，麩質之穀物 佳樂蛋糕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８鄰民生路１２４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深法深夜裡的達克瓦茲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品名：深法榛果達克瓦茲->成分：蛋白、杏仁粉、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糖(蔗糖)、榛果醬(榛果、糖、無水奶油、油菜籽卵磷脂)、糖粉(蔗糖、樹薯澱粉)、麵粉、玉米粉。品

名：深法可可達克瓦茲->成分：蛋白、鮮奶油(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黑巧克力(可可漿、蔗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粉)、杏仁粉、糖(蔗糖)、糖粉(蔗糖、樹薯澱粉)、麵

粉、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葡萄糖(樹薯澱粉、水、葡萄糖直鏈支鏈糖化酶、耐高溫澱粉液化酶)、玉米粉

品名：深法榛果達克瓦茲->過敏源：牛

奶、堅果類、麩質的穀類。品名：深法可

可達克瓦茲->過敏源：牛奶、堅果類、麩

質的穀類、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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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久久津-愛文鮮芒果寶盒-2盒 葷食 X 明膠(德國) 台灣
成分:芒果,鮮奶油(鮮乳脂,乳蛋白,鹿角菜膠),雞蛋,砂糖,麵粉,豆漿,馬斯卡邦乳酪(牛奶,鮮奶油,檸檬酸(調味劑)),芥花油,牛奶,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玉米澱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

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香草籽醬(果糖糖漿,甘油,香草萃取物,香草籽,焦糖),鹽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芒果,牛奶,蛋,含麩質之

穀物及其製品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7-2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54金雞母信義梅芒果青宅冰盒 蔬食 X X 台灣 成分:水、梅子、烏梅、晶球(水、砂糖、蒟蒻粉、鹿角菜膠、洋菜粉)、砂糖、芒果青(金煌芒果、水、砂糖)、仙楂、甘草、鹽、甜味劑(蔗糖素、紐甜、甜菊醣、甘草萃) 無 金雞母小吃店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43巷36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96盧家-青芒果冰 蔬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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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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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山海豆花七日-花生酥絹豆花1入 蔬食 X X 台灣
黃豆、水、黑糖、花生酥(花生、蔗糖、麥芽、水、鹽)

、鹽滷(海水濃縮礦物質液)

本產品含有花生及豆類，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太禓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5巷56號5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鮮芋仙家庭號仙草凍4桶 蔬食 X X 台灣 水、仙草原汁、糖、玉米澱粉、磷酸二澱粉
本廠亦有生產大豆、堅果、乳製品、麩

質、花生及其製品
益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鮮芋仙家庭號愛玉凍8桶 蔬食 X X 台灣 水、糖、檸檬汁、愛玉籽、蒟蒻果凍粉(鹿角菜膠、蒟蒻、刺槐豆膠、檸檬酸鉀、氯化鉀)、洋菜粉(龍鬚菜、石花菜)
本廠亦有生產大豆、堅果、乳製品、麩

質、花生及其製品
益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55鮮芋仙脆酷芋奶雪糕 蛋奶蔬 X X 台灣

水、蜜煮芋塊(芋頭、水、麥芽糖、特級砂糖)、巧克力脆皮漿(椰子油、特級砂糖、可可粉、脫脂奶粉、大豆沙拉油、乳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香莢蘭

醛、巧克力香料)、芋圓(麥芽糖漿、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水、白砂糖、芋頭香料(芋頭香精、香料、丙二醇、食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藍色一號)、甜味劑(D-山

梨醇液70%)、水)、糯米粉、樹薯澱粉、棕櫚油、芋頭粉)、地瓜珍珠(麥芽糖漿、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水、白砂糖、糯米粉、樹薯澱粉、地瓜香料、棕櫚油、地瓜粉、黃梔子色

素)、阿華田營養麥芽脆酷力(麥芽精(含有麩質之穀類)、糖、高果糖玉米糖漿、可可粉、鹽)、椰子油、芋頭醬(芋頭、水、麥芽糖、特級砂糖)、特級砂糖、脫脂奶粉、麥芽糖、乳清

粉、食用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黏稠劑(關華豆膠、羧甲基纖維素鈉、刺槐豆膠、鹿角菜膠)

1、產品中芋圓、地瓜珍珠顆粒請充分咀

嚼

2、本產品生產製成廠房其設備或產線有

處理花生、芒果、堅果類、大豆、奶類、

蛋類、芝麻、含麩質穀物、芹菜等相關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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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佳興檸檬汁12入 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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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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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佳興黃金檸檬汁12瓶 蔬食 X X 台灣 水，檸檬，金桔，蔗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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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56細鳳桔旺百香寒天果茶1入 蔬食 X X 台灣
鳳梨茶成分:鳳梨茶(鳳梨、二砂糖、水)、百香果汁、金桔汁、檸檬汁、水。

寒天茶凍成分:四季春青茶、砂糖、寒天粉(糊精、洋菜、、檸檬酸鈣、鹿角菜膠)
無 細鳳果茶坊 F-170762591-00000-0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230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老江紅茶牛奶4入 奶蔬 X X 台灣 紅茶茶葉、水、牛奶、糖 牛奶 江松飲料店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復興二路51之2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58翠菓子蠟筆小新登陸月球米菓 蔬食 X X 台灣
米、棕櫚油（非氫化）、豌豆、糖、麵粉、玉米澱粉、樹薯澱粉、醬油、鹽、麥芽糊精、奧勒岡葉粉、黑糖、蕃茄粉（蕃茄粉、米）、辣椒萃取物、麥芽糖、海苔、胡椒粉、葡萄

糖、唐辛子（紅辣椒、芝麻、羅勒葉、花椒）、麩酸鈉、香菜片、小蘇打、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籽油）、甘草粉、胺基乙酸、胺基丙酸、鹿角菜膠、薑黃粉、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食用色素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小麥、黃豆及芝麻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現象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59Calamar手撕魷魚條 葷食 X X 阿根廷(台灣分裝) 深海魷魚、食用鹽、大豆油
本產品含有魷魚、大豆，食用前請詳閱成

分說明
燁新國際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五街39巷50-1號B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不二糕餅蛋黃酥2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紅豆沙(紅雲豆、蔗糖、奶油、麥芽糖)、鹹蛋黃、麵粉、奶油、砂糖 小麥麵粉、蛋、奶製品 不二製餅 F-170762591-00000-0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72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0三統流心酥鹹蛋黃鳳梨口味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奶油、砂糖、雞蛋、奶粉、鹽、鳳梨冬瓜餡(鳳梨、冬瓜、糖、麥芽糖、奶油、檸檬酸、鹽、奶黃流心餡【鹹鴨蛋黃、蔗糖、乳脂(乳脂、鹿角膠)、海藻糖、奶粉、用水、麥芽

糊精、經丙基磷酸二澱粉、甲基纖維素、香料(香料、麥芽糊精)、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

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食用色素(黃色5號)】

含牛乳、蛋、之類其製

品
三統好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15-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1微熱鳳梨酥10入 蛋奶蔬 X X 台灣 鳳梨、奶油、麵粉、蛋、砂糖、麥芽糖、奶粉、芝士粉、煉乳、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

品。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 號4 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2微熱山丘綜合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鳳梨酥】鳳梨、奶油、麵粉、蛋、砂糖、麥芽糖、奶粉、芝士粉(乳酪、乳清粉、食鹽、乳化鹽(磷酸氫二鈉))、煉乳、鹽

【鳳梨奶黃月餅】鳳梨餡(鳳梨、砂糖、麥芽糖、精鹽)、白鳳豆、砂糖、蛋、綠豆、鹹蛋黃(鴨蛋、鹽)、鮮奶油、奶油、麥

芽糖、煉乳(生乳、糖、乳糖)、糯米粉、水、麵粉、大豆沙拉油、奶粉、玉米澱粉、葡萄糖、米酒(米、食用酒精)、精鹽

【紅玉蘋果月餅】白鳳豆、蘋果醬(蘋果、砂糖、檸檬)、地瓜、砂糖、蛋、水、麥芽糖、鮮奶油、糯米粉、奶油、海藻糖、

鹹蛋黃(鴨蛋、鹽)、麵粉、大豆沙拉油、精鹽、米酒(米、食用酒精)。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

品。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工業區永興路13 號4 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3小潘鳳凰酥12入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冬瓜餡(鳳梨、冬瓜、糖、麥芽)、進口奶油、糖、雞蛋、奶粉、鹹蛋黃、麥芽、蘭姆酒、鹽 奶.蛋 小潘蛋糕坊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35巷11-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4三統美人綠豆冰糕 蔬食 X X 台灣 綠豆仁、棗泥(黑棗、紅豆、砂糖、麥芽糖、沙拉油）、橄欖油、砂糖 無 三統好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15-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5新興461味噌松阪豬 葷食 X 西班牙 台灣 豬肉、蓬萊米、非基因改造黃豆、精鹽、食用酒精、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酢、鹽、醬油、砂糖、辣椒
本產品含有大豆類及含麩質之穀物，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興四六一企業社 F-170762591-00000-0 台南市仁德區林頂街5之10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6炳叔秘製沙茶醬 蔬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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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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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7乾杯萬用燒肉醬 葷食 X X 台灣
水、蔗糖、醬油、味醂(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醋、食鹽、調味劑(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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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鹽、L-麩酸鈉、酒精、雞肉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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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

油、香料)、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蘋果濃縮汁、洋蔥粉、甘草、檸檬濃縮汁、薑汁、枸杞、熟地黃、黃耆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298巷113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8阿順師胡椒粉3入 五辛蔬 X X 台灣 胡椒粉、蒜頭粉、辣椒粉、黑胡椒粉、味精(L-麩酸鈉)、精鹽、肉桂粉、花椒粉 無 阿順師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230巷1弄39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69黛維莉糖醋醬 五辛蔬 X X 德國 果糖糖漿.杏桃.水.糖.醋.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大豆醬(水.大豆.小麥.鹽)油菜籽油.鳳梨汁.香料(芹菜).天然調味料(辣椒.洋蔥.蘑菇).鹽.玉米糖膠 含有大豆.小麥.過敏原 龍德洋行企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橋頭區鹽南路26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果貿吳媽鮮蝦水餃2盒 葷食 X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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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本和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林三街52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果貿吳媽韭黃鮮肉水餃2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水、韭黃、豬肉(台灣)、豬油(台灣)、薑、香油(芝麻、大豆油)、食鹽、味精(調味劑)、砂糖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

製品，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雞蛋及蝦仁
久本和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林三街52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71農夫蔥田三星蔥仔餅 五辛蔬 X X 台灣
麵粉、水、三星青蔥、大豆沙拉油、純炸油(大豆油、軟質棕櫚油)、香油(黃豆油、芝麻油)、 黑胡椒粒、香蒜粉(麥芽糊精、蒜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大蒜香料))、食鹽、L-麩酸

鈉。

本商品含有小麥(麩質)、大豆、芝麻對此

過敏者或  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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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72春水良品點春水香芋糕 葷食 X 台灣 台灣 水、在來米、在來粉、豬肉(台灣)、芋頭、玉米澱粉、蝦米、鹽、L-麩酸鈉(調味劑)、芝麻香油(大豆油、芝麻油)、糖、胡椒粉(白胡椒粉、綠辣椒粉、地瓜纖維)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芝麻、大豆，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春水良品國際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路36號8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62法藍四季檸檬糖霜可頌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糖、奶油、鹽、蛋、檸檬
本產品含有蛋、牛奶、麩質之穀物及其製

品
創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39漁夫市集墨魚撞油條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魚漿(魚肉.糖.磷酸鈉.蛋白粉)、魷魚、花枝、油條(麵粉、棕櫚油、食鹽、碳酸氫銨、碳酸鎂)、豬背脂(台灣)、醋酸澱粉、馬鈴薯澱粉、砂糖、蛋白粉、食鹽、白胡椒、海藻糖、L-麩

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墨魚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頭足類、魚類、蛋類及含麩質之

穀物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華育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中市北屯區陳平一街87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炳叔烤玉米(大)原味32入 蔬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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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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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協發行糖醋泡菜2罐 五辛蔬 X X 台灣 高麗菜、紅蘿蔔、醋(糯米、鹽、果糖、麥芽抽取物)、水、糖、蒜頭、辣椒、話梅(青梅、鹽、糖、甜味劑(蔗糖素、紐甜))、鹽、醋酸鈉(無水)、DL-蘋果酸 無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44巷2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小潘日式海帶芽2入 五辛蔬 X X 台灣 海帶芽、白醋、糖、芝麻香油（沙拉油、芝麻油）、蒜頭、辣椒、辣椒油(沙拉油、辣椒粉、天然辣椒萃取物、天然辣椒紅色素）、鹽、味精 大豆 小潘美食家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涓豆腐韓式泡菜2入 五辛蔬 X X 台灣 大白菜、蒜頭、韓國辣椒粉、鹽、蘋果、水、辣椒、玉米糖漿、薑、L-麩酸鈉、海藻糖、糖

本產品與其他有大豆、小麥、芝麻、魚、

軟體動物類、二氧化硫、蛋、牛奶及其製

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路42號4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74嘉義林聰明沙鍋魚薯條1入 葷食 X X 台灣
鮪魚、麵粉、樹薯澱粉、黃豆粉、小麥澱粉、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小蘇打)、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鹽、β-胡蘿蔔素、調味料(糖、醋酸鈉、麥芽糊精、

胺基乙酸、胺基丙酸、水解黃豆蛋白)、米酒。

本產品含魚類、大

豆、麩質，製造廠同時生產甲殼

類、牛奶及蛋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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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記得辣麻辣鴨血臭豆腐2入 葷食 X 豬大骨-台灣 台灣
豆腐、鴨血、豬大骨、水、蒜頭、青花椒、花椒粒、大紅袍花椒、乾辣椒、大茴香、小茴香、肉桂、月桂葉、紅棗、當歸、胡椒粉、辣椒粉、荳蔻、香菇粉、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L-麩酸鈉、DL-安基丙酸、酵母精粉、二氧化矽、琥珀酸二鈉、辣豆瓣醬(黃豆、辣椒、麻油、鹽、糖、甜味劑-醋磺內酯鉀)

本產品含堅果種子類、麩質的穀類、芝

麻、大豆等及其製品
記得辣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69號11樓-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海鴻萬巒豬腳1盒 葷食 X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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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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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076寶可夢捲心酥存錢罐 蛋奶蔬 X X 馬來西亞 白砂糖、小麥麵粉、植物油(棕櫚油)、可可粉、玉米粉、奶粉、麥芽糊精、食用香草(香草味、巧克力味)、大豆卵磷脂、食用鹽、食用色素(焦糖色) 本產品含有小麥、牛奶、大豆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三段217巷15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77國王曲奇餅2入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經典原味: 麵粉, 天然奶油, 砂糖, 雞蛋, 海藻糖, 奶粉, 小麥澱粉, 食鹽, 香料, 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 碳酸氫鈉, 玉米澱粉, 磷酸二氫鈣)                   濃黑巧克力: 麵粉, 天然奶油, 砂糖, 雞蛋, 海

藻糖, 奶粉,可可粉, 可可脂, 小麥澱粉, 食鹽,香料, 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 碳酸氫鈉, 玉米澱粉, 磷酸二氫鈣)
如外包裝所示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南投市自強三路三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79和生御品綠豆黃10入組 奶蔬 X X 台灣 綠豆仁、糕粉(糯米粉)、鮮奶油、橄欖油、糖、紅豆 如外包裝所示 和生御品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70巷5號2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85海底撈香辣粉 葷食 X X 台灣

乾辣椒(乾辣椒、菜籽油)、L-麩酸鈉、花椒粉、鹽、雞肉調味料{麥芽糊精、熱反應香料[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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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胺酸、

鹽酸硫胺明(維生素B1)]、雞肉粉(雞肉、麥芽糊精、鹽、L-麩酸鈉、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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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油、香料)、雞肉粉 [大豆

水解蛋白、L-麩酸鈉、食鹽、葡萄糖、糊精、酵母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食鹽、糊精、葵花籽油)、D-木糖、二氧化矽、棕櫚油]、雞肉抽出物、糊精、食鹽、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

醇) }、白芝麻、花生粉、蔗糖、雞油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雞油(雞油、迷迭香抽出物)、二氧化矽、雞肉香料(丙二醇、香

料、肉桂油)]、食用黃色四號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花生、雞蛋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H-154964001-00000-4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56號5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82禾記嫩骨飯蒜香無骨排骨酥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原產地：臺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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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米、米麴)、黃

豆(非基因改造)、鹽、溢味優(氯化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乳糖、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麥芽糊精)、美麗佳A(乙烯二胺四醋酸二

鈉、氯化鈉)、鮮源F(醋酸鈉(無水)、DL蘋果酸(羥基丁二酸))、琥珀酸二鈉、乳酸90%(乳酸、水))、鹽、龜甲萬濃酌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小麥、食鹽、酒精)、洋蔥粉、

五香粉、白胡椒粉、調味劑(碳酸鈉、檸檬酸鈉、琥珀酸二鈉、檸檬酸、碗豆纖維、鹿角菜膠)、烏醋(水、釀造米酢、糖、鹽、胡蘿蔔汁、洋蔥汁、蕃茄汁、柳橙汁、焦糖色素、香

料)、豬肉粉C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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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稠劑(多丙烯酸鈉)、黏稠

劑(羧甲基纖維素鈉)

含有大豆及麩質穀物 饌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60、62、62之1號1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83杏子豬排薑汁梅花豬1入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待補 待補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84杏子豬排薑汁梅花豬6入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待補 待補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080韓式金Q年糕起司魚蛋3合1 葷食 X X 台灣

造型年糕(產地:韓國) :米、鹽、酒精。

黃金魚蛋(產地:台灣) :野生海洋魚漿、水、木糖、磷酸二澱粉、鹽、味醂(果糖、水、糯米、蓬萊米、米趜、食用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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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精、蛋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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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乙酸、醋酸鈉(無水)、魚抽出物、酵素製劑〕、酵素製劑(麥芽糊精、

谷氨醯胺轉氨酶)、蟹香料、肉精香料、β-胡蘿蔔素。

起司絲(產地:法國、阿根廷) :摩佐羅拉乳酪(巴氏殺菌牛乳、鹽、乳酵菌、凝乳酶)、切達乳酪(巴氏殺菌牛乳、鹽、乳酵菌、凝乳酶)，玉米澱粉、礦物油。

韓式辣粉調味包(產地:韓國) :糖、紅椒粉、複合調味粉(鹽、L-麩酸鈉、玉米澱粉、糖、葡萄糖)、鹽、紅辣椒粉、L-麩酸鈉、牛骨萃取粉、醬油粉、黑胡椒。

如外包裝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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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144關北Q涼圓 奶蔬 X X 臺灣

芋頭涼圓:麥精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水、芋頭、水晶原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氧化澱粉)、沙拉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抹醬、牛奶香精(中鏈

三酸甘油酯、牛奶香料)、糖粉、海藻糖。

紅豆涼圓:麥精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水、紅豆沙、糖、水晶原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氧化澱粉)、麥芽糖、鹽。

綠豆涼圓:麥精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水、綠豆沙、水晶原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氧化澱粉)、糖、沙拉油、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製品和奶類、堅果類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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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碳佐麻里金沙起司地瓜燒1入 蛋奶蔬 X X 臺灣

地瓜、蛋黃醬、【鹹蛋黃、白豆沙（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

脂肪抹醬〔水、植物油（棕櫚核仁油、椰子油）、甜味劑（山梨糖醇液）、糖、β-胡蘿蔔素、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卵磷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

黏稠劑（微結晶纖維素、羧甲基纖維素鈉、海藻酸鈉、玉米糖膠﹚、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

帕瑪森乾酪粉〔乾酪（牛乳、鹽、氯化鈣（品質改良劑）、培養菌種（乳酸菌）、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外灑粉）〕、芝士粉〔乾酪、麥芽糊精、食鹽、乳化鹽（磷酸氫二

鈉）、著色劑（食用黃色五號）、天然食用色素（婀娜多）、香料〕、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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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大豆、堅果及其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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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品生活

(原)147巴特里蒜蒜乳酪麵包 五辛蛋奶蔬 X X 臺灣
麵粉,奶油乳酪（殺菌牛奶,乳脂,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奶油（棕櫚油,水,鹽,複方乳化劑(脂肪 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胉,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

育醇酒）,β-胡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煉乳（蔗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乳酸硬脂酸鈉））新鮮蒜泥,起司粉(牛乳,鹽,酵素,微晶纖維素),鮮奶

本産品含麩質之穀物、雞蛋、牛奶、大

豆、堅果及其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2號 云品生活

(原)148迷客夏水果雪酪冰淇淋 蔬食 X X 臺灣

洛神脆果雪酪:水、洛神花果醬汁(洛神花果汁、砂糖、麥芽糖、鹽)、麥芽糖、洛神花蜜餞(洛神花、砂糖、麥芽糖、鹽)、椰子油、砂糖、冰糖、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

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

鳳梨果茶雪酪:鳳梨汁、水、綠茶茶葉汁、砂糖、鳳梨乾(鳳梨)、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安定劑(脂肪酸甘油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黃梔子色素

本產品含有堅果類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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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線有處理牛奶、芒果、花生、芝麻、大

豆、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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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品生活

(原)149一手私藏茶罐蛋捲 蛋蔬 X X 臺灣
原味:雞蛋、精製棕櫚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鹽、油性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

伯爵紅茶:雞蛋、精製棕櫚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伯爵紅茶粉(紅茶、香料)、鹽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蛋,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該生產線亦生產含芝麻製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E-124683258-00000-0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和線路741巷7號 云品生活

(原)150OPEN!枝仔冰城

楊枝甘露雪糕+OPEN!保冷袋組
奶蔬 X X 臺灣

水、芒果肉、砂糖、紅葡萄柚肉、椰漿【椰漿、水、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關華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椰子油、蒟蒻粉、椰漿粉(椰漿、麥芽糊精、乾酪素

鈉)、檸檬汁、百香果汁、乳清蛋白、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著色劑(食用黃色4號)、香料、著色劑(食用紅色6號)、蘋果酸

本產品含有芒果、牛奶、堅果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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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芝麻、大豆、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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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品生活

(原)026不二緻果真芋頭 葷食 是(小牙刀) X 台灣 低筋麵粉、雞蛋、蔗糖、芋頭、鮮奶油、吉利丁(葷)
※本產品含乳製品、蛋製品、麩質穀類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使用
仙林鎮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大寮區和業六路5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85秘密良品生乳燒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十勝動物鮮奶油、可可 醬(糖、棕櫚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雞蛋、糖、奶油
本產品含有蛋奶,穀物及其製品,過敏者勿

食用
美德比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蘆竹區南工路一段南工巷1號1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雪坊芒果優格飲4入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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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特氏B菌Bifidobacterium lactis))、水、芒果、砂糖、冰糖、檸檬、關華豆膠

本產品含有芒果、牛奶及乳酸菌 雪坊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7號樓之3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87憋氣檸檬芭樂檸檬汁2瓶 蔬食 X X 台灣 水、砂糖、芭樂、檸檬原汁 無 光湶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89虹牌X藷童瑤三色芋薯片 蔬食 X X 台灣 地瓜、芋頭、食用棕櫚油、糖粉、鹽 金山藷童瑤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新山區金包里62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0歐客佬腰果米香 蔬食 X X 台灣 腰果、麥芽、砂糖、米香、棕櫚油、大豆油、鹽 堅果、麩質之穀物 軒曜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軒曜有限公司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1難吃的瓜子 蔬食 X X 中國
精選葵花籽、白砂糖、紅糖、食用鹽、甘草、小茴香、L-麩酸鈉、甜味劑(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鈉、醋磺內酯鉀、蔗糖素、糖精鈉鹽、紐甜)、香莢蘭醛、乙基麥芽醇、檸檬酸、香料

(焦糖香料)
葵瓜子 諾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16巷31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4號2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原)078元祖星空雪月禮盒

雪餅-草莓：水、蔗糖、完全氫化椰子油、低筋麵粉、脫脂奶粉、麥芽糖、牛奶糖風味巧克力液{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蔗糖、全脂奶粉、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大豆

卵磷脂、牛奶糖香料(三乙酸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玉米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白、高果糖糖漿、有鹽奶油、維佳醱酵風

味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硬質棕油、椰子油)、水、奶油、味醂[高果糖糖漿、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醋、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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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大豆卵磷

脂、香料、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黃、草莓濃縮汁、奶水[水、鮮奶、脫脂奶粉、麥芽糊精、軟質

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水)、鹿角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溶液、維生素D3]、覆盆子、大豆沙拉油、蜂蜜、檸檬酸鈉、DL-蘋果酸、草莓香料(丙

二醇、醋酸、香料)、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刺槐豆膠、焦糖色素、胭脂紅[D-山梨醇液70%、水、胭脂紅55%(胭脂紅、麥芽糊精)]、大麥芽、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

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硬脂酸鎂)、碳酸氫鈉、羧甲基纖維素鈉、乳酸鈣、大豆卵磷脂、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精鹽、玉米糖膠、1%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

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

雪餅-起司玫瑰鹽：水、蔗糖、低筋麵粉、玫瑰鹽牛奶焦糖醬｛麥芽糖、水、蔗糖、煉乳(蔗糖、全脂奶粉、水、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乳糖)、無水奶油、脫脂奶

粉、玫瑰鹽、香草香料(香料、乙醇、丙二醇、焦糖色素)、脂肪酸甘油酯、精鹽、大豆卵磷脂、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

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玉米糖膠、刺槐豆膠、牛奶香料(香料、奶油、中鏈三酸甘油酯)、DL-蘋果酸｝、完全氫化椰子油、麥芽糖、牛奶糖風味巧克力液{氫化棕櫚核仁油、乳

糖、蔗糖、全脂奶粉、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牛奶糖香料(三乙酸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玉米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維

生素E(抗氧化劑)}、脫脂奶粉、馬斯卡邦乳酪(乳脂、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檸檬酸、鹿角菜膠)、雞蛋白、無水奶油、雞蛋黃、有鹽奶油、維佳醱酵風味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硬

質棕油、椰子油)、水、奶油、味醂[高果糖糖漿、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醋、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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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大豆卵磷脂、香料、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

化劑)、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維生素E(抗氧化劑)]}、奶水[水、鮮奶、脫脂奶粉、麥芽糊精、軟質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

水)、鹿角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溶液、維生素D3]、大豆沙拉油、蜂蜜、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脂肪酸甘油酯、乳酪粉[乾酪(牛乳、精鹽、乳酸菌、凝乳酵素)、乳

固形物(牛乳)、檸檬酸]、1%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大麥芽、刺槐

豆膠、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硬脂酸鎂)、碳酸氫鈉、乳酸鈣、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大豆卵磷脂、精鹽。

雪餅-巧克力脆片：水、蔗糖、低筋麵粉、麥芽糖、完全氫化椰子油、牛奶糖風味巧克力液{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蔗糖、全脂奶粉、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

脂、牛奶糖香料(三乙酸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玉米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脫脂奶粉、雞蛋白、巧克力風味碎角[蔗糖、完全

氫化棕櫚仁油、可可粉、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巧克力香料(丙二醇、葡萄糖漿、焦糖色素、水、咖啡萃取物、香料)]、高脂可可粉、有鹽奶油、無水奶油、可可膏、維

佳醱酵風味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硬質棕油、椰子油)、水、奶油、味醂[高果糖糖漿、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醋、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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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大

豆卵磷脂、香料、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黃、乳清粉、奶水[水、鮮奶、脫脂奶粉、麥芽糊精、軟

質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鈉(無水)、鹿角菜膠、維生素A脂肪酸酯油溶液、維生素D3]、大豆沙拉油、中脂可可粉、D-山梨醇液70%、巧克力液[椰子

油、蔗糖、乳糖、可可粉、可可膏、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巧克力香料(丙二醇、乙醇、水、甘油、香料)、香莢蘭醛]、蜂蜜、麥芽糊精、芥花油、葡萄糖、複方粘稠劑(脂肪酸甘油

酯、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大豆卵磷脂、巧克力香料(丙二醇、水、香料、乙醇、焦糖色素)、大麥芽、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硬脂酸

鎂)、碳酸氫鈉、乳酸鈣、1%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複方粘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刺槐豆膠、關華豆膠、鹿角菜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

雪餅-提拉米蘇：水、蔗糖、低筋麵粉、麥芽糖、完全氫化椰子油、牛奶糖風味巧克力液{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蔗糖、全脂奶粉、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

脂、牛奶糖香料(三乙酸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玉米油、維生素E(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脫脂奶粉、雞蛋白、咖啡餅乾[麵粉、有鹽奶油(殺

菌乳脂、精鹽)、蔗糖、雞蛋白、雞蛋黃、咖啡粉]、無水奶油、有鹽奶油、雞蛋黃、維佳醱酵風味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硬質棕油、椰子油)、水、奶油、味醂[高果糖糖漿、

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醋、鹽、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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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

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大豆卵磷脂、香料、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抗氧化劑)、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

蔔素、維生素E(抗氧化劑)]}、咖啡香甜酒、奶水[水、鮮奶、脫脂奶粉、麥芽糊精、軟質棕櫚油、甜酪乳粉、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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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溶液、維生素D3]、大豆沙拉油、蜂蜜、複方香料[玉米糖漿、乙醇、水、丙二醇、三乙酸甘油酯、焦糖色素、L-抗壞血酸(抗氧化劑)、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咖啡粉、中脂可可

粉、脂肪酸甘油酯、刺槐豆膠、乳酪粉[乾酪(牛乳、精鹽、乳酸菌、凝乳酵素)、乳固形物(牛乳)、檸檬酸]、胡蘿蔔色素[D-山梨醇、甘油、水、食用油(棕櫚油、椰子油)、脂肪酸蔗糖

酯、脂肪酸甘油酯、香草香料、β-胡蘿蔔素、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1%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

素、二氧化矽、維生素E(抗氧化劑)]、大麥芽、香草香料、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硬脂酸鎂)、碳酸氫鈉、羧甲基纖維素鈉、乳酸鈣、大豆卵磷脂、DL-蘋果

酸、鹿角菜膠、精鹽、玉米糖膠、檸檬酸。

星空-芒果：水、麥芽糖、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複方粘稠劑(葡萄糖、麥芽糊精、海藻酸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蔗糖、芒果粒醬{芒果、蔗糖、

水、柑橘果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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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生素

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異麥芽寡醣、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高果糖糖漿、無水奶油、中鏈三酸甘油酯、芒果汁、大豆沙拉油、柑橘果膠、複方香料(丙二醇、甘油、乙

醇、水、芒果萃取物、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檸檬酸、1%β-胡蘿蔔素[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

台灣葷食 X X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元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原)092泰國頭等艙梅子 蔬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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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3青鳥旅行-灌餡蛋捲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原味肉鬆蛋捲- 雞蛋、砂糖、麵粉、奶油、豬油、棕櫚油、奶粉、新鮮豬肉鬆

海苔肉鬆蛋捲- 雞蛋、砂糖、麵粉、奶油、豬油、棕櫚油、奶粉、海苔、海苔豬肉鬆

芝麻沙沙蛋捲(蛋奶素)- 雞蛋、砂糖、麵粉、奶油、棕櫚油、奶粉、芝麻、黑芝麻醬(黑芝麻、砂糖、棕櫚油)

花生粒粒蛋捲(蛋奶素)- 雞蛋、砂糖、麵粉、奶油、棕櫚油、奶粉、花生醬(花生、鹽、糖)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蛋、芝麻、花生，不

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翔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六路1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4福源花生醬蛋捲 蛋奶蔬 X X 台灣
花生醬〔特選花生、砂糖、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乳化劑(三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食鹽、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無水人造奶油〔精煉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丁基羥基甲氧苯)、薑黃色素、β-胡蘿蔔素、婀娜多〕、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無水奶油、鹽
花生、蛋、麩質穀物、大豆及其製品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5三合餅舖-燒餅禮盒 五辛蔬 X X 台灣-宜蘭

蔥燒餅

成份：無漂白麵粉、非基改芥花油、青蔥、

水果發酵液(含酵素)、芝麻、有機鹽、小蘇打粉（碳酸氫鈉）、

肉桂、八角、丁香、小茴香、花椒、L-麩酸鈉

素食標示：植物五辛素

重量：30g±4.5%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芝麻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三合晴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6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6台中犂記小巧台廣綜合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小犁椪(葷食)-成份：綠豆、麵粉、豬肉、自製豬油、砂糖、油蔥、白芝麻、醬油(水、黃豆(非基因改造)、小麥、砂糖、食鹽、焦糖色素、甜味劑(甘草酸鈉)、食鹽                 厚片土鳳

梨酥-成份：台灣本土鳳梨、麥芽(樹薯澱粉、水、麥芽酵素、珠珍岩粉(過慮用))、麵粉、進口奶油、雞蛋、砂糖

小廣式月餅(紅豆)-成份：红豆、麵粉、進口奶油、砂糖、雞蛋、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焦糖色素、碳酸氫鈉、檸檬酸)、食鹽

小廣式月餅(綠豆奶黃)-成份：綠豆、蛋黃、麵粉、進口奶油、雞蛋、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糖漿(麥芽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焦糖色素、碳酸氫鈉、檸檬酸)、

砂糖、雞蛋、食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類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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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處理花生、芝麻、堅果種子類及其製

品。

犂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7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7台中犂記-綜合蛋黃酥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紅豆蛋黃酥(葷食)-成份：紅豆、鴨蛋黃、麵粉、自製豬油、砂糖、雞蛋、食鹽                                                          芋泥蛋黃酥(葷食)-芋頭、白鳳豆、鴨蛋黃、麵粉、自製豬油、砂糖、

雞蛋、食鹽

本產品含有蛋、麩質穀物類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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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處理花生、芝麻、堅果種子類及其製

品。

犂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7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8犁月成雙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咖哩豬PON:(葷食)

綠豆、麵粉、豬肉、咖哩粉、進口奶油、砂糖、油蔥、醬油(水、黃豆(非基因改造)、小麥、砂糖、食鹽、焦糖色素、甜味劑(甘草酸鈉))、食鹽                              犁茶紅豆PON:(奶素)

高山茶葉、白鳳豆、

紅豆、麵粉、進口奶油、砂糖、食鹽

本產品含有奶類、麩質穀物類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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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芝麻、堅

果種子類及其製品。

犁饗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西屯區福科路77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99紅豆食府蘇式月餅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棗泥心太軟：棗泥餡(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油、黑棗)、麵粉、奶油(乳脂、水份、鹽)、麻糬(麥芽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糯米粉、砂糖、棕櫚油、二氧化

鈦)、糖。

綠豆蓉蛋黃：綠豆蓉餡【綠豆、砂糖、無水奶油(棕櫚油、香料、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麥芽糖、D-山梨醇(甜味劑)】、麵粉、奶油(乳脂、水份、鹽)、

鹹蛋黃(鴨蛋、鹽)、糖。

蜜紅豆：紅豆餡【紅豆、砂糖、海藻糖、麥芽糖粉、麥芽糖、樹薯澱粉、D-山梨醇(甜味劑)、洋菜膠、無水奶油(棕櫚油、香料、脂肪酸甘油酯、卵磷脂、混合濃縮生育醇)】、麵

粉、奶油(乳脂、水份、鹽)、糖。

杏仁桃酥：麵粉、糖、豬油(台灣)【豬脂(精製、熬製)、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生育劑)、芥花油】、雞蛋、大豆沙拉油、水、杏仁粉、蘇打粉。

本產品含蛋類、奶類、含有麩質的穀類及

其製品，消費者如對該成分過敏應仔細閱

讀內容物標示。※本產品製程廠房，其生

產設備或管線有處理堅果種子類製品。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號2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紀家蛋黃酥2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鹹蛋黃(蛋黃、鹽紅土)、麵粉、奶油(殺菌乳酪、水)、糖、芝麻、奶油烏豆沙(黑雲豆、紅雲豆、麥芽糖、砂糖、奶油)

本產品含有小麥麵粉、蛋、奶製品、大豆

製品、芝麻，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紀家烘焙坊 A-189627033-00000-6 彰化市三民路402-2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1顏新發X林聰明沙茶月餅禮盒 葷食 X X 台灣

【沙茶魚鬆酥】

綠豆豆沙(綠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鮪魚鬆[鮪魚、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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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胡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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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粉、棕櫚油、醬油、食鹽]、麵粉、蔗糖、奶油、紅色色漿[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著色

劑（紅色四十號）、玉米糖膠]

【沙茶魚鬆蛋黃酥】

綠豆豆沙(綠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鮪魚鬆[鮪魚、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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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胡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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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粉、棕櫚油、醬油、食鹽]、麵粉、蔗糖、奶油、白芝麻、黑芝麻

本產品含有奶類、蛋類、含麩質之穀物、

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使用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2紅櫻花熟蛋黃酥 奶蛋蔬 X X 台灣 麵粉、紅豆餡【紅豆、砂糖、麥芽糖、奶油(乳脂肪、水)、沙拉油、水】、鹹蛋黃(蛋黃、鹽)、奶油(乳脂肪、水)、砂糖、芝麻、鹽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奶類、蛋類、芝麻

類製品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3俊美鳳梨酥 蛋奶蔬 X X 台灣 鳳梨冬瓜醬(冬瓜、麥芽糖、砂糖、鳳梨、棕櫚油、奶油、食鹽)、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無水奶油、糖粉、馬鈴薯粉、調合奶水、雞蛋 本產品含麩質、奶類、蛋 俊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2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4Hello Kitty造型鳳梨酥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鳳梨醬【鳳梨、麥芽糖、砂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奶油、砂糖、蛋、煉乳【庶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乳糖】、

奶粉、乳酪【乾酪(牛奶、鹽、乳酪菌、凝乳酵素)乳固形物、檸檬酸】、植物性鮮奶油(水、棕櫚仁油、葡萄糖、糖、乳化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鹽、香料、β-胡蘿蔔素)

本產品含乳製品、蛋、麩質穀類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5大甲裕珍馨紫玉酥禮盒 奶蔬 X X 台灣
芋頭餡【含芋頭、白鳳豆、葡萄糖、奶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二氧化鈦】、麵粉、無水奶油、蔗糖、麻糬粉(含糯米粉、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雪菓子(樹

薯粉、糊精、洋菜、脂肪酸甘油酯、刺槐豆膠、鹿角菜膠、檸檬酸鈣)、麥芽糖、海藻糖、甘油、棕櫚油(用於軟化奶油)、大豆沙拉油、食鹽、天然色素(梔子藍、梔子紅、蘿蔔紅色

素)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類及牛奶製品,食

物過敏者請留意。

此生產線亦生產含有花生、蛋、堅果類、

芝麻、大豆及種子類製品。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中市大甲區薰風里光明路6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6大甲裕珍馨迷你奶油酥餅禮盒 奶蔬 X X 台灣
牛奶：麵粉、蔗糖、無水奶油、麥芽糖、奶粉、異麥芽寡糖、棕櫚油(用於軟化奶油)、食鹽

伯爵茶：麵粉、無水奶油、蔗糖、麥芽糖、茶葉、棕櫚油(用於軟化奶油)、奶粉、異麥芽寡糖、食鹽、香料(含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紅茶粉)

牛奶：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物及牛奶製

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此生產線亦生產含有蛋、堅果類、芝麻、

花生、大豆及種子類製品。

伯爵茶：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物及牛奶

製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此生產線亦生產含有花生、蛋、大豆、芝

麻、堅果類及種子類製品。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中市大甲區薰風里光明路6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7阿聰師的小芋仔綜合禮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阿聰師的小芋仔

麵粉、芋泥【芋頭、白鳳豆、蔗糖、麥芽糖、白油(棕櫚油)、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椰漿粉(新鮮椰漿、麥芽糊精、乾酪素納)、鹽、香料、糖味

調味劑(香料、麥芽糊精) 】、安佳奶油、砂糖、麻糬【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蔗糖、麥芽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糖、羥丙基澱粉、著色劑(二氧化鈦)、乳化劑(脂肪酸甘油

酯)】、鹹蛋黃(鴨蛋、鹽)、可可粉

阿聰師的小芋仔(流心內餡)

麵粉、芋泥【芋頭、白鳳豆、蔗糖、麥芽糖、白油(棕櫚油)、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椰漿粉(新鮮椰漿、麥芽糊精、乾酪素納)、鹽、香料、糖味

調味劑(香料、麥芽糊精) 】、安佳奶油、砂糖、麻糬【甜味劑(D-山梨醇液70 %)、蔗糖、麥芽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糖、羥丙基澱粉、著色劑(二氧化鈦)、乳化劑(脂肪酸甘油

酯)】、奶黄流芯餡{鴨鹹蛋黃、蔗糖、乳脂(乳脂、鹿角菜膠)、海藻糖、奶粉、水、麥芽糊精、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甲基纖維素、香料(香料、麥芽糊精)、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

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脂、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 】、食用色素(黃色5號)}、可可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小麥)、蛋類、奶類、大

豆、堅果類(椰子)、種子類及其製品，對

此過敏或有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沃農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大安區福興里興安路16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8清原芋奶豆沙酥 蛋奶蔬 X X 台灣
豆沙(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麥芽糖、蛋、乳粉)、芋頭麻糬[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芋頭、玉米糖膠、芋頭香精、芋頭香料、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麥芽糖、乳化油

(植物性油脂、乳化劑、抗氧化劑、氮氣)、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品質改良劑、香料、棕櫚油、二氧化鈦、糯米粉、蔗糖]、麵

粉、蔗糖、奶油

本產品含有奶類、蛋類、含麩質之穀物、

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使用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09一福堂檸檬餅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雞蛋、檸檬風味巧克力(完全氫化棕櫚仁油、特級砂糖、乳糖、脫脂奶粉、可可脂、大豆卵磷脂、檸檬香料、β-胡蘿蔔素)、大豆沙拉油、牛乳、奶油、蔗糖、食鹽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麩質穀類，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一福堂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1路1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0一福堂綜合Q餅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黃金Q餅:麵粉、雞蛋、奶油、乳酪豆沙｛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奶粉、奶油、大豆油、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雞蛋、起司粉香料【乳清粉、麥芽糊精、天然香料(含醋酸)、起

司粉(發酵乳、鹽、凝乳酶)、芥花油、鹽、磷酸氫二鈉、檸檬酸、乳酸、食用黃色5號、食用黃色4號、二氧化矽、婀那多】、芝士粉(乳酪、乳化鹽(磷酸氫二鈉)、羥丙基澱粉(粘稠

劑)、鹽｝、麻糬｛麥芽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蓬萊米粉、糯米粉、砂糖、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二氧化鈦、

棕櫚油｝、糖、奶粉。

肉鬆Q餅:麻糬｛麥芽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蓬萊米粉、糯米粉、砂糖、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二氧化鈦、棕櫚

油｝、肉鬆(豬後腿肉、豌豆粉、大豆沙拉油、醬油)、麵粉、奶油、蛋、糖、鹽。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蛋、麩質穀類、大豆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一福堂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1路1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1原味肉酥酥提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糖、大豆沙拉油、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糖、發酵母、甘草）、味素、鹽、八角、甘草粉、蒜粉、百草末、油桂、L-麩酸鈉（調味劑）、異抗酸鈉（抗氧化

劑）、食用色素黃色5號（著色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六月初一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中市烏日區北里里太明路67巷1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2快車星燦福弟三味組合 葷食 X 台灣 台灣

杏仁香脆肉紙 : 豬肉、杏仁、糖、醬油、醋酸澱粉、鹽、D-山梨醇液70%(甜味劑)、L-麩酸鈉、肉桂粉、甘草素(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大豆

水解蛋白、葡萄糖、棕櫚油、糊精、芥花油、醋磺內酯鉀（甜味劑）、乳糖、亞硝酸鈉、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大豆油。                                                                    特厚蜜汁豬肉

乾 : 豬肉、糖、醬油、甘油、海藻糖、L-麩酸鈉、紅麴醬(糯米、紅麴、鹽)、膠原蛋白、馬鈴薯纖維、乾酪素鈉、DL-蘋果酸鈉、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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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甘草、葡萄糖酸-δ內酯、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無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甘草萃)、胭脂紅、亞硝酸鈉、己二烯酸鉀(防腐劑)、

乙基麥芽醇、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鹽。                                                                         元氣條(原味) : 豬肉、砂糖、醬油、甘油、海藻糖、香料、多磷酸

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鹽、偏磷酸鈉、乙基麥芽醇、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無水)、食用紅色四十號、硝酸鉀、亞硝酸鈉。

杏仁香脆肉紙 : 本產品含大豆、杏仁、乳

糖、小麥，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特厚蜜汁豬肉乾 : 本產品含大豆、小麥、

牛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元氣條(原味) :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青草地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92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3胖肉舖半半肉鬆禮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胖肉鋪金沙肉鬆餅

成分：麵粉、發酵奶油、鹹鴨蛋(鴨蛋黃、鹽)、白豆沙餡(砂糖、白鳳豆、奶油、麥芽糖)、肉鬆[豬肉(台灣)、豌豆粉、醬油、糖、鹽、沙拉油]、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糖漿(麥芽

二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檸檬酸、檸檬酸鈉]、雞蛋、牛奶、煉乳[砂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奶油、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 、乳糖]、奶

粉、麥芽糖、(膨脹劑)泡打粉(酸式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鹽、β-胡蘿蔔素

胖肉鋪原味肉鬆餅

成分：麵粉、白豆沙餡(砂糖、白鳳豆、奶油、麥芽糖)、發酵奶油(殺菌乳脂、水、鹽)、肉鬆[豬肉(台灣)、豌豆粉、醬油、糖、鹽、沙拉油]、轉化糖漿[砂糖、水、麥芽糖漿(麥芽二

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水、葡萄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牛奶、奶粉、鹹蛋黃粉(蛋黃粉、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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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稠劑(玉米糖漿、鹿角菜膠)]}、麥芽糖、膨脹劑(酸式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鹽、β-胡蘿蔔素

本產品含大豆類、小麥類、蛋類、牛奶類

及其製品
胖肉舖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街71巷4號4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4六福美饌Elite Bakery- 夏威夷杏仁果塔 蛋奶蔬 X X 台灣 夏威夷果仁、杏仁粒、巧克力甜派皮（無鹽奶油、糖、麵粉、蛋、杏仁粉、可可粉、鹽）、蜂蜜、蘭姆酒 本產品含有堅果製品,蛋奶製品,蘭姆酒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5寶珍香桂圓蛋糕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雞蛋、龍眼干、核桃、蔗糖、黃豆油 本產品含蛋類、堅果類、麩質穀物類製品 寶珍香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彰化縣彰化市三竹路40巷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6麻豆70年老欉白鹿柚 蔬食 X X 台灣 文旦 X 果貿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83號5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7刻字蘋果禮盒 蔬食 X X 智利 蘋果 X 以曜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55巷31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19錵鑶串糰子 X X 台灣

串團子: 糯米粉、水、砂糖、食用烤酥油、香料

調和醬油膏: 調合醬油、砂糖、水、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調味劑 (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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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

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甘草素(甜味劑)

花生醬: 純花生醬、蔗糖、大豆沙拉油、花生脆粒、岩鹽、棕油

(完全氫化棕櫚油、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 (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油)

本產品含有花生、麩質的穀類、大豆製品

之過敏原
三叔公食品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25拉亞漢堡蘑菇鐵板麵1包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條(麵粉、水、鹽、大豆沙拉油)

醬包(水、豬肉、豬油、洋蔥、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

劑)、玉米、番茄糊(番茄)、洋菇片、紅蘿蔔、紅蔥、蒜、糖、鹽、紅甜椒粉、L-麩酸鈉(調味劑)、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砂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

物)、酵母粉、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己二烯酸鉀(防腐劑))、迷迭香葉、俄力岡葉、羅勒、多磷酸鈉、醋酸鈉(無水)、DL-蘋果酸)

本產品含 珍好麥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三峽區添福13之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27京采十穀包1包 奶蔬 X X 台灣
麵粉、全麥粉、水、乳酪條、 貳砂、 蔓越莓乾、葵瓜子、南瓜子仁、杏仁角、白芝麻、生黑芝麻、核桃、紅藜麥、精煉棕櫚油、酵母(酵母、山梨醇酐硬脂酸酯(乳化劑)、抗壞血酸

(抗氧化劑))、鹽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物、芝麻、堅果

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

勿食用。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花生、

堅果類、芝麻過敏原材料之產品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1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29龍鹽酥雞芋粿巧1包 葷食 X 台灣 台灣 在來米,芋頭,豬肉(台灣),冬蝦,紅蔥頭酥,黑胡椒粉,鹽,二號砂糖,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有大豆製品,蝦製品,過敏者勿食

用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31黑麥園羅勒抓餅1包 蔬食 X X 台灣 麵粉、水、大豆沙拉油、棕櫚油、九層塔、鹽、糖、胡椒粉、芝麻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芝麻及其製品，

製程設備有處理牛奶相關產品，部份原料

與添加大豆成分產品共用產線，可能導致

過敏症狀

川吉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612嘉義縣太保市中興路二段7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宅)益康黃金泡菜1罐 五辛蔬 X X 台灣 山東大白菜、糖、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醋(水、糯米)、蒜頭、辣椒、辣椒粉、紅蘿蔔、鹽、玉米糖膠 本產品含大豆、芝麻及其製品 益康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392巷150-1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33山寨村極細薯1包 奶蔬 X X 比利時 馬鈴薯,棕櫚油,磷酸二澱粉,米粉,木薯澱粉,鹽,複方添加物（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糖膠
生產管線亦有處理牛奶、芹菜、亞硫酸鹽

相關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蘆竹區吉林路121號5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35台灣塩酥雞-鹽酥雞1包 葷食 X X 台灣

雞肉、水、裹漿粉(麵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玉米、玉米粉、豌豆糊精、磷酸二澱粉、蛋白粉、大豆油、肉桂、丁香、五加皮、小茴香、山奈)、糖、芝麻香油、米酒、蒜、裹屑

粉(樹薯澱粉、麵粉、玉米澱粉、食鹽、蛋白粉、大豆油、辣椒、紅椒色素)、浸料粉( L-麩酸鈉、樹薯粉、鹽、辣椒粉、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香料、中鏈三酸甘油脂)、焦磷酸

鈉、多磷酸鈉、香辛料(大茴、小茴、丁香、肉桂、甘草)、肉桂粉、花椒粉、調味劑(胺基乙酸、糖、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

鈉、檸檬酸鈉、二氧化矽、香料)、香辛料(肉桂、丁香、山奈、小茴、川芎、大茴)、肉桂粉、乳糖、蔗糖素(甜味劑)、大蒜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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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粉(肉桂、五香、大茴香、小茴香、胡椒、玉米來源水溶性纖維、甘草、三奈、

丁香)、胡椒粉(胡椒、甘藷粕粉、辣椒、小茴香、甘草、麥芽糊精)、油炸油(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本產品含有麩質、蛋、芝麻、大豆、牛奶

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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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37新板新金冠排骨1片 葷食 X 台灣 台灣
排骨、蔥、洋蔥、蒜頭、薑片、醬油、沙拉油、

地瓜粉、胡椒粉、薑片、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024 21香酥雞腿排1片 葷食 X X 台灣 雞肉、小麥澱粉、麵粉、樹薯澱粉、玉米粉、糖、鹽、香辛料(眾香子、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調味劑(L-麩酸鈉)、湖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製品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54扒扒飯雙椒醬 五辛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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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含大豆、小麥，對此

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沃口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612號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原)155扒扒飯泰椒醬 五辛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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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含大豆、魚類，對此

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沃口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612號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原)156小當家恐龍餅乾海鮮口味 葷食 X X 泰國 木薯澱粉、小麥麵粉,棕櫚油、調味料(糖、鹽、L-麩酸鈉、麥芽糊精、蝦粉、墨魚粉、大豆)、鹽 過敏原提醒:本產品含蝦、大豆、麩質之穀物，不適合過敏體質者食用智珗食品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新北市板橋區幸福路60巷59號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原)159老雪花齋雪花月餅(綠豆椪)(6入) 蔬食 X X 台灣 (葷)麵粉、砂糖、豬板油（台灣豬）、水、綠豆、 紅蔥、麻仁、鹽
過敏原提醒: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對此

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桂梅莊老雪花齋興業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12巷1號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原)160振頤軒芋到雪晶糕 奶蔬 X X 台灣

芋頭、低糖綠豆沙(綠豆、砂糖、大

豆油、水、麥芽、鹽)、綠豆沙(砂糖、綠豆、麥芽糖

、大豆油)、鴛鴦低糖烏豆沙(紅雲豆、麥芽糖、大豆

油、蔗糖、麥芽糖精、海藻糖、高吸油安定劑(麥芽糊

精、小麥纖維、大豆蛋白、葡萄糖粉、玉米糠膠)、鹽

、細砂糖、全脂保久乳(生乳)、無鹽奶油(殺菌乳)、煉

乳(全脂乳、糖)、全脂奶粉(牛奶)

過敏原提醒:本產品含牛奶等過敏原，對

此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原)晶華紅燒牛肉麵1入 葷食 澳洲、紐西蘭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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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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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夏の戀埔里百香果 葷食 X X 台灣 百香果 X 陳盧香 F154056085-00000-6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三段167巷25號 陳盧香

(原)老爸ㄟ廚房百香青木瓜 蔬食 X X 台灣

木瓜、食鹽、濃糖百香果顆粒果醬[果糖糖漿,砂糖.水.百香果.香料.果膠(柑橘皮).軟質棕油.調味劑(5'次

黃嘌呤核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檸檬酸.檸檬酸鉀).甜味劑(醋磺內酯鉀.D-山梨醇

液70%).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磷酸鈉.乳酸鈣).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黏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丙二醇}].調味劑(胺基乙酸)調味劑(蔗糖素)

無 全騏企業行 T-134953723-00000-3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興中一巷27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柚香果乾 蔬食 X X 台灣 柚皮、糖、鹽
本產品生產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

理芒果
宏宇農產生技企業有限公司 A-150784359-00000-9 720台南市官田區建業路3號 埕裡商行實業有限公司

(原)香橙原片 蔬食 X X 台灣 香橙、糖、鹽
本產品生產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

理芒果
宏宇農產生技企業有限公司 A-150784359-00000-9 720台南市官田區建業路3號 埕裡商行實業有限公司

(原)198江技舊記雲餃韭菜豬肉1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豬肉(台灣)、水、豬絞油(台灣)、韭菜、食鹽、油蔥酥(大豆沙拉油、紅蔥頭)、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小麥)之穀物、大

豆及其製品、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

免食用

江技舊記 K-156705640-00001-2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街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99江技舊記雲餃-韭菜豬肉12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豬肉(台灣)、水、豬絞油(台灣)、韭菜、食鹽、油蔥酥(大豆沙拉油、紅蔥頭)、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小麥)之穀物、大

豆及其製品、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

免食用

江技舊記 K-156705640-00001-2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街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199江技舊記韭菜豬肉12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豬肉(台灣)、水、豬絞油(台灣)、韭菜、食鹽、油蔥酥(大豆沙拉油、紅蔥頭)、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小麥)之穀物、大

豆及其製品、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

免食用

江技舊記 K-156705640-00001-2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街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199江技舊記韭菜豬肉1盒 葷食 X 台灣 台灣

麵粉、豬肉(台灣)、水、豬絞油(台灣)、韭菜、食鹽、油蔥酥(大豆沙拉油、紅蔥頭)、白胡椒粉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鈉

過敏原：本產品含麩質(小麥)之穀物、大

豆及其製品、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

免食用

江技舊記 K-156705640-00001-2 苗栗縣苗栗市新苗街88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51憋氣檸檬冬瓜檸檬飲2入 蔬食 X X 台灣 水、砂糖、冬瓜、檸檬 X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52憋氣檸檬冬瓜檸檬飲15入 蔬食 X X 台灣 水、砂糖、冬瓜、檸檬 X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52憋氣冬瓜檸檬飲15入 蔬食 X X 台灣 水、砂糖、冬瓜、檸檬 X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52憋氣冬瓜檸檬飲1入 蔬食 X X 台灣 水、砂糖、冬瓜、檸檬 X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19迷你鬆餅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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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361771-00000-0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18迷你鬆餅-6包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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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361771-00000-0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18迷你鬆餅-6包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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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361771-00000-0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18迷你鬆餅-1包 蛋奶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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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70361771-00000-0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愛心捐贈)興麥蛋捲禮盒組 蛋奶蔬 X X 台灣

原味蛋捲 成份:雞蛋、精製棕櫚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鹽、油性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

巧克力蛋捲 成份:雞蛋、精製棕櫚油、砂糖、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可可粉、鹽

小時候鳳梨酥 成分:鳳梨冬瓜醬（冬瓜、鳳梨丁、麥芽糖、蔗糖、無水奶油、食鹽、檸檬酸、香料）、麵粉、奶油、蔗糖、雞蛋、乳粉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

蛋、乳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N-153156797-00001-5

N-138932279-00000-4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5號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185幾米繪本系列 地下鐵禮盒 X X X 臺灣
餅乾(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鹽、雞蛋、奶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大豆卵磷脂、β-胡蘿蔔素、L-麩酸鈉、酵母、香料)、麥芽糖、草莓乾(草莓、砂糖)、

無水奶油、草莓果汁粉(濃縮草莓汁、麥芽糊精、樹薯澱粉、紅甜菜汁、檸檬酸、香料)、水、葡萄糖、加糖全脂煉乳、明膠、蔓越莓、馬鈴薯粉

此產品內含小麥、花生、雞蛋、奶類製品

之過敏原
台灣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利傑國際有限公司

(原)198三盞茶時kitty洋甘菊紅茶 素食 X X 臺灣 洋甘菊、紅茶 X 舞茶實業有限公司  F-153696247-00003-8 新北市五股區中與路一段8號1樓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宅)荷蘭貴族手工蛋糕1盒 奶蛋蔬 X X 台灣 雞蛋、奶油、砂糖、鮮奶、麵粉、香料 過敏原資訊：蛋、鮮奶、麩質及其製品。 旺默 A-116602990-00000-1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旺默

(宅)荷蘭貴族手工蛋糕12盒 奶蛋蔬 X X 台灣 雞蛋、奶油、砂糖、鮮奶、麵粉、香料 過敏原資訊：蛋、鮮奶、麩質及其製品。 旺默 A-116602990-00000-1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旺默

(團訂宅)荷蘭貴族手工蛋糕 12盒 奶蛋蔬 X X 台灣 雞蛋、奶油、砂糖、鮮奶、麵粉、香料 過敏原資訊：蛋、鮮奶、麩質及其製品。 旺默 A-116602990-00000-1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旺默

(團銷宅)荷蘭貴族手工蛋糕 1盒 奶蛋蔬 X X 台灣 雞蛋、奶油、砂糖、鮮奶、麵粉、香料 過敏原資訊：蛋、鮮奶、麩質及其製品。 旺默 A-116602990-00000-1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101號4樓 旺默

(宅)豆穌朋-原味泡芙-2入 蛋奶蔬 X X 臺灣 雞蛋、糖、奶粉、鮮奶油、奶油、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豆穌朋-原味泡芙-12入 蛋奶蔬 X X 臺灣 雞蛋、糖、奶粉、鮮奶油、奶油、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可可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宅)豆穌朋-原味泡芙-12入 蛋奶蔬 X X 臺灣 雞蛋、糖、奶粉、鮮奶油、奶油、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可可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宅)豆穌朋-原味泡芙-1入 蛋奶蔬 X X 臺灣 雞蛋、糖、奶粉、鮮奶油、奶油、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可可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2盒 蛋奶蔬 X X 臺灣 草莓果醬（草莓、蘋果、糖）、雞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奶油、鮮奶油、糖、奶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麩質之穀物

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12盒 蛋奶蔬 X X 臺灣 草莓果醬（草莓、蘋果、糖）、雞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奶油、鮮奶油、糖、奶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麩質之穀物

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12盒 蛋奶蔬 X X 臺灣 草莓果醬（草莓、蘋果、糖）、雞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奶油、鮮奶油、糖、奶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麩質之穀物

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1盒+7:9 蛋奶蔬 X X 臺灣 草莓果醬（草莓、蘋果、糖）、雞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奶油、鮮奶油、糖、奶粉、玉米澱粉、杏仁粉、鹽
本產品含有堅果、蛋、牛奶、麩質之穀物

及其製品
豆穌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200001184-00000-8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80林聰明-沙鍋菜 葷食 X 台灣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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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宅股份有限公司 I-15591705-00000-5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57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84麝香葡萄風味果滋棒 奶蔬 X X 臺灣

水、果糖、砂糖、麝香葡萄汁、檸檬酸、奶精(葡萄糖漿、氫化棕櫚仁油、乾酪素鈉、鹽、穩定劑(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抗結塊劑(二氧化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單及雙脂肪

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檸檬酸鈉、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羧甲基纖維素鈉、麥芽糊精、食用香料、偏磷酸鉀、偏磷酸鈉、苯鉀酸鈉(防腐劑0.025%以下)、維生素C(抗

氧化劑)、食用藍色一號、食用黃色四號。

牛奶 漢碩食品有限公司 N-112642795-00000-7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美港路130巷2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13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奶蛋蔬 X X 臺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 本產品含有蛋及牛奶製品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A-128821648-00000-7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1號1、2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6條 奶蛋蔬 X X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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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果類.大豆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6條 奶蛋蔬 X X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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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果類.大豆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條 奶蛋蔬 X X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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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果類.大豆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181微熱山丘鳳梨汁4入 蔬食 X 無 臺灣 鳳梨 無 寶田股份有限公司 M-124202147-00002-4 (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133號4樓之9(微熱山丘)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04松包子-剝皮辣椒肉包1盒 葷食 X 台灣 臺灣

麵粉、豬肉(台灣)、純水、剝皮辣椒[黑豆蔭油醬汁(水、黑豆、食鹽)、青辣椒、蔗糖、乳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烏嘌吟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L-天門冬酸鈉、氯化鈣、多磷酸鈉]、高麗菜、糖、天然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乳酸濃縮物)、薑、香油(大豆、芝麻油)、醬油、鹽巴、胡椒、昆布粉、酵母。

食品添加物:黏稠劑(醋酸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改良劑[醋酸鈉(無水)]、調味劑[檸檬酸鈉、L-麸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

本產品含有複製麩質之穀物.奶類,大豆類

成分及其製品.
久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43648149-00012-7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二巷8弄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05松包子-剝皮辣椒肉包6盒 葷食 X 台灣 臺灣

麵粉、豬肉(台灣)、純水、剝皮辣椒[黑豆蔭油醬汁(水、黑豆、食鹽)、青辣椒、蔗糖、乳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烏嘌吟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L-天門冬酸鈉、氯化鈣、多磷酸鈉]、高麗菜、糖、天然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乳酸濃縮物)、薑、香油(大豆、芝麻油)、醬油、鹽巴、胡椒、昆布粉、酵母。

食品添加物:黏稠劑(醋酸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改良劑[醋酸鈉(無水)]、調味劑[檸檬酸鈉、L-麸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

本產品含有複製麩質之穀物.奶類,大豆類

成分及其製品.
久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43648149-00012-7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二巷8弄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05松包子剝皮辣椒肉包6 葷食 X 台灣 臺灣

麵粉、豬肉(台灣)、純水、剝皮辣椒[黑豆蔭油醬汁(水、黑豆、食鹽)、青辣椒、蔗糖、乳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烏嘌吟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L-天門冬酸鈉、氯化鈣、多磷酸鈉]、高麗菜、糖、天然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乳酸濃縮物)、薑、香油(大豆、芝麻油)、醬油、鹽巴、胡椒、昆布粉、酵母。

食品添加物:黏稠劑(醋酸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改良劑[醋酸鈉(無水)]、調味劑[檸檬酸鈉、L-麸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

本產品含有複製麩質之穀物.奶類,大豆類

成分及其製品.
久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43648149-00012-7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二巷8弄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05松包子剝皮辣椒肉包1盒 葷食 X 台灣 臺灣

麵粉、豬肉(台灣)、純水、剝皮辣椒[黑豆蔭油醬汁(水、黑豆、食鹽)、青辣椒、蔗糖、乳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烏嘌吟核甘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L-天門冬酸鈉、氯化鈣、多磷酸鈉]、高麗菜、糖、天然發酵奶油(乳脂、乳酸菌、乳酸濃縮物)、薑、香油(大豆、芝麻油)、醬油、鹽巴、胡椒、昆布粉、酵母。

食品添加物:黏稠劑(醋酸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改良劑[醋酸鈉(無水)]、調味劑[檸檬酸鈉、L-麸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

本產品含有複製麩質之穀物.奶類,大豆類

成分及其製品.
久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43648149-00012-7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二巷8弄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12好食好食特選美國西北櫻桃 X X X 美國 櫻桃 x 好食好食企業社 H-148154904-00000-0 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3段219巷66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209SEAHAWK美國華盛頓櫻桃 X X X 美國 櫻桃 x 台鮮有限公司 A-153760373-00000-2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1號12樓之2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188王品嚴選德國豬腳 葷食 X 豬腳(加拿大) 臺灣
豬腳(加拿大)、水、鹽、米酒、麥芽糊精、肉豆蔻粉

食品添加物名稱：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焦磷酸鉀、 L-麩酸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亞硝酸鈉
x 富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T-123344294-00001-9 屏東縣萬丹鄉泉順街439巷37號 萬鮮股份有限公司

(宅)ChizUP!招牌黃金起司蛋糕_2入 奶蛋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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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0576765-00001-0 桃園市八德區瑞興里介壽路二段252巷71弄77號2樓 熱柴有限公司

(宅)ChizUP!招牌黃金起司蛋糕_8入 奶蛋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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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0576765-00001-0 桃園市八德區瑞興里介壽路二段252巷71弄77號2樓 熱柴有限公司

(團訂宅)ChizUP!招牌黃金起司蛋糕_8入 奶蛋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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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0576765-00001-0 桃園市八德區瑞興里介壽路二段252巷71弄77號2樓 熱柴有限公司

(團銷宅)ChizUP!招牌黃金起司蛋糕_1入 奶蛋蔬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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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0576765-00001-0 桃園市八德區瑞興里介壽路二段252巷71弄77號2樓 熱柴有限公司

(原)187甘心樂意百香果原汁 蔬食 X X 台灣 百香果 X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H-142605585-00000-0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段南勢1-12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186 5分煎餅 海鮮煎餅 葷食 X X 韓國

水, 煎餅粉{麵粉, 玉米粉, 玉米澱粉, 混和黏稠劑(磷酸二澱粉, 糊精),混和調味料[修飾澱粉(磷酸二澱粉),糊精,鹽,小麥,葡萄糖,醬油粉(發酵大豆,水,麥芽糊精粉,鹽,菜籽油),釀造醬油粉(發酵

大豆,小麥,鹽,水,糊精),洋蔥粉,肉汁風味香料,大蒜粉,二氧化矽,醬油香料粉(水解植物蛋白,酵母提取物,棕櫚油,碳酸鈉,葡萄糖,營養添加劑(維生素B1),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酵母提取粉,大蒜提取濃縮粉,琥珀酸二鈉,白胡椒]},章魚, 韭菜, 大豆油, 大蔥, 紅蘿蔔, 蝦, 洋蔥, 發粉(膨脹劑(燒銨明礬),膨脹劑(碳酸氫鈉),玉米澱粉), 調味劑

(L-麩酸鈉)。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大豆、甲殼類、頭

足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臺灣伯連行銷有限公司 F-125147311-00000-7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7巷3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00左營劉家煎餃1包 葷食 X 加拿大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水、大豆蛋白、青蔥、薑、鹽、醬油、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芝麻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L-麩酸鈉、香料、丙二醇、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紐甜)】、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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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L-天門冬酸鈉、麥芽糊精、白菜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紅蘿蔔抽出物、鹽)、焦磷酸鈉(無

水)、多磷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D-142710566-00001-3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里頂廍1-17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01左營劉家煎餃10包 葷食 X 加拿大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水、大豆蛋白、青蔥、薑、鹽、醬油、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芝麻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L-麩酸鈉、香料、丙二醇、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紐甜)】、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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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L-天門冬酸鈉、麥芽糊精、白菜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紅蘿蔔抽出物、鹽)、焦磷酸鈉(無

水)、多磷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D-142710566-00001-3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里頂廍1-17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訂原)201左營劉家煎餃10包 葷食 X 加拿大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水、大豆蛋白、青蔥、薑、鹽、醬油、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芝麻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L-麩酸鈉、香料、丙二醇、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紐甜)】、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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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L-天門冬酸鈉、麥芽糊精、白菜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紅蘿蔔抽出物、鹽)、焦磷酸鈉(無

水)、多磷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D-142710566-00001-3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里頂廍1-17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銷原)201左營劉家煎餃1包 葷食 X 加拿大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水、大豆蛋白、青蔥、薑、鹽、醬油、複方乳化劑(D-山梨醇、大豆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芝麻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鹽、L-麩酸鈉、香料、丙二醇、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紐甜)】、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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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L-天門冬酸鈉、麥芽糊精、白菜抽出物、水解大豆蛋白、紅蘿蔔抽出物、鹽)、焦磷酸鈉(無

水)、多磷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晶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D-142710566-00001-3 台南市佳里區頂廍里頂廍1-17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02復興空廚芋泥寶盒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芋頭餡(白鳳豆、芋頭、蔗糖、食用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糊精、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二氧化鈦、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

食用色素(紅色六號、藍色一號、紅色七號)、玉米糖膠)，雞蛋，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食用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麵粉，蔗

糖，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脂、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

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食用大豆油，水，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

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基因改造)、酒石酸氫鉀、磷酸二氫鈣)，開心果仁，碘鹽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雞蛋、堅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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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

、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

果及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03復興空廚芋泥寶盒8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芋頭餡(白鳳豆、芋頭、蔗糖、食用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糊精、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二氧化鈦、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

食用色素(紅色六號、藍色一號、紅色七號)、玉米糖膠)，雞蛋，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食用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麵粉，蔗

糖，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脂、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

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食用大豆油，水，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

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基因改造)、酒石酸氫鉀、磷酸二氫鈣)，開心果仁，碘鹽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雞蛋、堅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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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

、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

果及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訂原)203復興空廚芋泥寶盒8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芋頭餡(白鳳豆、芋頭、蔗糖、食用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糊精、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二氧化鈦、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

食用色素(紅色六號、藍色一號、紅色七號)、玉米糖膠)，雞蛋，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食用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麵粉，蔗

糖，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脂、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

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食用大豆油，水，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

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基因改造)、酒石酸氫鉀、磷酸二氫鈣)，開心果仁，碘鹽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雞蛋、堅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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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

、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

果及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銷原)203復興空廚芋泥寶盒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芋頭餡(白鳳豆、芋頭、蔗糖、食用大豆油、乳清粉、海藻糖、甜味劑(D-山梨醇)、麥芽糊精、香料、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二氧化鈦、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

食用色素(紅色六號、藍色一號、紅色七號)、玉米糖膠)，雞蛋，蛋糕專用脂(水、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食用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麵粉，蔗

糖，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脂、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

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食用大豆油，水，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

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基因改造)、酒石酸氫鉀、磷酸二氫鈣)，開心果仁，碘鹽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雞蛋、堅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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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

、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

果及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2421風味館香草雞腿排-1片 葷食 Ｘ Ｘ 台灣 雞腿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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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迷迭香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大豆及其製品、蛋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2521風味館香草雞腿排-20片 葷食 Ｘ Ｘ 台灣 雞腿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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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迷迭香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大豆及其製品、蛋 祥亮行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2521香草雞腿排-20片 葷食 Ｘ Ｘ 台灣 雞腿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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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迷迭香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大豆及其製品、蛋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2521Plus香草雞腿排-1片 葷食 Ｘ Ｘ 台灣 雞腿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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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迷迭香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麩質、大豆及其製品、蛋 元進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窯烤山寨村-可可煉乳木炭酥 奶蔬 Ｘ Ｘ 台灣 玉米粉、砂糖、棕櫚油、奶粉、水、可可粉、食用烤酥油、煉乳粉(乳粉、煉乳)、巧克力香料、牛奶香料、香草香料、鹽 本產品中含有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F-182847856-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26辣椒先生剝皮辣椒-1包 蔬食 Ｘ Ｘ 越南

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食鹽、松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大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糖、鹽、黑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

酸)、蔬菜抽出物(糊精、高麗菜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松露)、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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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良劑(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

本產品含有大豆、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食品過敏者請留

意。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A-153767559-00000-5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63號10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27辣椒先生剝皮辣椒-10包 蔬食 Ｘ Ｘ 越南

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食鹽、松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大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糖、鹽、黑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

酸)、蔬菜抽出物(糊精、高麗菜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松露)、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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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良劑(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

本產品含有大豆、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食品過敏者請留

意。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A-153767559-00000-5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63號10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27辣椒先生剝皮辣椒-10包 蔬食 Ｘ Ｘ 越南

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食鹽、松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大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糖、鹽、黑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

酸)、蔬菜抽出物(糊精、高麗菜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松露)、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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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良劑(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

本產品含有大豆、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食品過敏者請留

意。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A-153767559-00000-5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63號10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27辣椒先生剝皮辣椒-1包 蔬食 Ｘ Ｘ 越南

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食鹽、松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大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糖、鹽、黑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

酸)、蔬菜抽出物(糊精、高麗菜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松露)、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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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良劑(乳酸鈣)、甜味劑(甘草萃)

本產品含有大豆、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食品過敏者請留

意。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A-153767559-00000-5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63號10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28龍鹽酥雞綜合包1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魷魚(祕魯魷魚、糖、鹽、樹薯粉、雞蛋)

甜不辣(樹薯澱粉、魚漿、水、黃豆泥(黃豆水)、蒜泥(蒜頭、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醋磺內酯鉀(甜味劑)、棕櫚油、漂白劑(低亞硫酸鈉))

龍獨家秘製胡椒鹽

白胡椒、肉桂、甘草粉、薑黃、丁香、小茴香、陳皮、白芷、八角、花椒、黑胡椒、食鹽、L-麩酸鈉

本產品中含有雞蛋,魚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229龍鹽酥雞綜合包10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魷魚(祕魯魷魚、糖、鹽、樹薯粉、雞蛋)

甜不辣(樹薯澱粉、魚漿、水、黃豆泥(黃豆水)、蒜泥(蒜頭、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醋磺內酯鉀(甜味劑)、棕櫚油、漂白劑(低亞硫酸鈉))

龍獨家秘製胡椒鹽

白胡椒、肉桂、甘草粉、薑黃、丁香、小茴香、陳皮、白芷、八角、花椒、黑胡椒、食鹽、L-麩酸鈉

本產品中含有雞蛋,魚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29龍鹽酥雞綜合包10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魷魚(祕魯魷魚、糖、鹽、樹薯粉、雞蛋)

甜不辣(樹薯澱粉、魚漿、水、黃豆泥(黃豆水)、蒜泥(蒜頭、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醋磺內酯鉀(甜味劑)、棕櫚油、漂白劑(低亞硫酸鈉))

龍獨家秘製胡椒鹽

白胡椒、肉桂、甘草粉、薑黃、丁香、小茴香、陳皮、白芷、八角、花椒、黑胡椒、食鹽、L-麩酸鈉

本產品中含有雞蛋,魚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29龍鹽酥雞綜合包1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魷魚(祕魯魷魚、糖、鹽、樹薯粉、雞蛋)

甜不辣(樹薯澱粉、魚漿、水、黃豆泥(黃豆水)、蒜泥(蒜頭、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醋磺內酯鉀(甜味劑)、棕櫚油、漂白劑(低亞硫酸鈉))

龍獨家秘製胡椒鹽

白胡椒、肉桂、甘草粉、薑黃、丁香、小茴香、陳皮、白芷、八角、花椒、黑胡椒、食鹽、L-麩酸鈉

本產品中含有雞蛋,魚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REMIX 馨．潮 蛋奶蔬 Ｘ Ｘ 台灣

桃山-榛果可可花生

白鳳豆、麥芽糖、砂糖、焦糖色素、葡萄糖、大豆沙拉油、可可粉、脫脂奶粉、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麥芽糊精、植物性酥油、雞蛋、D-山梨醇液

70%(甜味劑)、海藻糖、果糖、蜂蜜、香料、二氧化鈦、食鹽、二氧化矽、可可膏、全脂奶粉、棕櫚仁油、榛果、人造奶油、花生、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椰子油、乳清粉、磷酸氫二

鉀、多磷酸鉀、婀娜多色素、薑黃色素、硫酸鈣

桃山-桂花香柚

白鳳豆、麥芽糖、砂糖、葡萄糖、脫脂奶粉、大豆沙拉油、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麥芽糊

精、植物性酥油、雞蛋、D-山梨醇液70%(甜味劑)、海藻糖、高果糖糖漿、蜂蜜、焦糖色素、二氧化鈦、食鹽、二氧化矽、柚子皮、還原水飴、小麥纖維、乾桂花、檸檬酸、柚子、

冬瓜、棕櫚油、奶油、硫酸鈣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大豆、花生及含麩

質之穀物製品，食物過敏者請留意。此生

產線亦生產含有堅果類、芝麻及種子類製

品。

時代國際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B-184560224-00000-0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0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原)石光日式炸蝦40g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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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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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蝦、小麥、蛋、大豆成分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IFB09YK0178002A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57號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SF北海道男爵可樂餅 咖哩 葷食 X X 日本北海道

馬鈴薯、麵包粉a[小麥粉、黃豆粉、酵母菌、鹽、砂糖、起酥油(食用棕櫚油)、麵包粉改良劑(玉米澱粉、麥芽粉末、小麥粉、米麴)、水]、水、洋蔥、混合麵糊[小麥粉、磷酸二澱

粉、植物油脂(油菜籽油)、粘稠劑(關華豆膠、玉米糖膠)、粉末水飴、複方膨脹劑(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大豆卵磷脂、大豆粉、大豆蛋白粉]、紅蘿蔔、麵包粉b[小麥粉、砂糖、酵

母菌、鹽、麵包粉改良劑(玉米澱粉、麥芽粉末、小麥粉、米麴)、水]｝、砂糖、麵包粉c[小麥粉、砂糖、酵母菌、鹽、麵包粉改良劑(玉米澱粉、麥芽粉末、小麥粉、米麴)、水]、粒

狀大豆蛋白(脫脂大豆、亞硫酸-銨鹽焦糖色素、水)、植物油脂(食用大豆油、食用油菜籽油)、加工油脂[食用植物油(油菜籽油)、複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大豆卵

磷脂)、醬油、咖哩粉a[薑黃、馬芹、芫荽、辣椒、葫蘆巴、小茴香、肉豆蔻、其他香辛料(眾香子、洋蔥、小荳蔻、葛縷子、丁香、肉桂、生薑、大茴香、鼠尾草、芹菜、百里香、

羅勒、黑胡椒、肉豆蔻、月桂葉)、鹽、咖哩粉b(玉米粉、薑黃、芫荽、葫蘆巴、黑胡椒、芥末、馬芹、辣椒、蒔蘿、小茴香、陳皮、芹菜、肉豆蔻、月桂葉、肉桂)、大蒜泥(大蒜)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及其麩質穀物成分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29058233-00000-5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57號 三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原)枝仔冰城旗山四果冰 奶蔬 無 無 台灣

水、蔗糖、鳳梨、葡萄乾、化應子【成分－李子、糖、鹽；食品添加物－苯甲酸（防腐劑）、甜味劑（阿斯巴甜、紐甜、蔗糖素、甘草素）、漂白劑（偏亞硫酸氫鈉）、ＤＬ－蘋果

酸、檸檬酸鈉、無水氯化鈣、食用藍色１號、食用黃色４號、食用黃色５號、食用紅色６號、香料（香莢蘭醛、乙基麥芽醇）、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楊桃米【成分－楊

桃、糖、鹽；食品添加物－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紐甜、蔗糖素）、防腐劑（苯甲酸）、漂白劑（偏亞硫酸氫鈉）、調味劑（檸檬酸）、香料、著色劑（食用黃色４號）】、奶粉、

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褐藻膠、鹿角菜膠）、鳳梨香精

本產品含有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本產品中使用甜味劑（阿斯巴甜含苯

丙胺酸），苯酮尿症者（Ｐｈｅｎｙｌｋ

ｅｔｏｎｕｒｉｃｓ）不宜使用。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180177459-00006-4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云品生活有限公司



(原)MIPPEUM  水梨汁 蔬食 Ｘ Ｘ 韓國 水梨萃取液(水梨).
生產此食品的設備亦處理雞蛋,牛奶,花生,

大豆,魚類,蟹,蝦,麩質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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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韓紅紅石榴汁 蔬食 Ｘ Ｘ 韓國 石榴果汁(水,石榴濃縮液).

生產此食品的設備亦處理雞蛋,牛奶,蕎麥,

花生,

大豆,小麥,魚類,蝦,蟹,堅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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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我是蘋果 蘋果汁 蔬食 Ｘ Ｘ 韓國 水,蘋果.
本產品不得拆封零售

果汁含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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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貓正宗銀城純米吟釀清酒 Ｘ Ｘ Ｘ 日本 米,米麴. 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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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貓正宗梅酒 Ｘ Ｘ Ｘ 日本 梅酒,清酒,糖,香料. 飲酒過量 有礙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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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214山形櫻桃風味果汁棒5包入 蔬食 Ｘ Ｘ 日本長野縣
砂糖,櫻桃,檸檬酸,香料,果膠(檸檬,萊姆,甜菜),番

茄色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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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215北海道哈密瓜風味果汁棒5包入 蔬食 Ｘ Ｘ 日本長野縣
砂糖,哈密瓜,香料,檸檬酸,果膠(檸檬,萊姆,甜菜),

紅花黃,梔子藍色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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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216福岡草莓風味果汁棒5包入 蔬食 Ｘ Ｘ 日本長野縣
砂糖,草莓,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酸鈉),香料,抗氧

化劑(維生素C),番茄色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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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冠

(原)皇家高粱酒-六年陳高 X X X 台灣 台灣-金門 高粱、小麥、水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W-180137014-00001-5 金門縣金湖鎮三谿橋17號 金門皇家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原)大成咕咕派(香Q紅豆麻糬) 蔬食 X X 台灣
麵粉、紅豆餡[紅雲豆、蔗糖、麥芽糖、小紅豆、大豆沙拉油、蜜紅豆(小紅豆、蔗糖)、麥芽糊精、碗豆粉、鹽]、硬白油[精製棕櫚油、完全氫化棕櫚硬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抗

氧化劑(維生素E、大豆油)]、麻糬[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糯米、麥芽糖、砂糖、食鹽]、大豆油、鹽、糖

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D-123670889-00000-4  台南市永康區環工路87號 美藍雷股份有限公司

(原)220河小田酥炸魚塊1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鱼肉、麵包油炸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緻棕欖(棕欖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劑(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酸氫銨置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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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樹薯澱粉、玉米澱粉、糖、鹽、白胡椒粉、醬油、蒜粉、大豆油、棕櫚油、芥花油、小茴香、肉桂、月桂、丁

香、山奈、桂枝、甘草、白芷、五加皮、花椒、水解魚蛋白、麥芽糊精、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昔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香料(乙基麥芽醇)、偏磷酸鉀、焦磷酸鈉、醋磺内酯鉀(甜味劑)、味精、D-木糖、乳酸鈣、鹿角菜膠、碳酸氫鈉、糯米粉。

此產品含魚、麩質穀類、大豆及其製品之

過敏原。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21河小田酥炸魚塊10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鱼肉、麵包油炸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緻棕欖(棕欖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劑(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酸氫銨置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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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樹薯澱粉、玉米澱粉、糖、鹽、白胡椒粉、醬油、蒜粉、大豆油、棕櫚油、芥花油、小茴香、肉桂、月桂、丁

香、山奈、桂枝、甘草、白芷、五加皮、花椒、水解魚蛋白、麥芽糊精、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昔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香料(乙基麥芽醇)、偏磷酸鉀、焦磷酸鈉、醋磺内酯鉀(甜味劑)、味精、D-木糖、乳酸鈣、鹿角菜膠、碳酸氫鈉、糯米粉。

此產品含魚、麩質穀類、大豆及其製品之

過敏原。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21河小田酥炸魚塊10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鱼肉、麵包油炸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緻棕欖(棕欖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劑(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酸氫銨置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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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樹薯澱粉、玉米澱粉、糖、鹽、白胡椒粉、醬油、蒜粉、大豆油、棕櫚油、芥花油、小茴香、肉桂、月桂、丁

香、山奈、桂枝、甘草、白芷、五加皮、花椒、水解魚蛋白、麥芽糊精、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昔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香料(乙基麥芽醇)、偏磷酸鉀、焦磷酸鈉、醋磺内酯鉀(甜味劑)、味精、D-木糖、乳酸鈣、鹿角菜膠、碳酸氫鈉、糯米粉。

此產品含魚、麩質穀類、大豆及其製品之

過敏原。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21河小田酥炸魚塊1包 葷食 Ｘ Ｘ 台灣

鱼肉、麵包油炸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精緻棕欖(棕欖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劑(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酸氫銨置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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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油)、樹薯澱粉、玉米澱粉、糖、鹽、白胡椒粉、醬油、蒜粉、大豆油、棕櫚油、芥花油、小茴香、肉桂、月桂、丁

香、山奈、桂枝、甘草、白芷、五加皮、花椒、水解魚蛋白、麥芽糊精、甘草萃(甜味劑)、檸檬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昔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昔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香料(乙基麥芽醇)、偏磷酸鉀、焦磷酸鈉、醋磺内酯鉀(甜味劑)、味精、D-木糖、乳酸鈣、鹿角菜膠、碳酸氫鈉、糯米粉。

此產品含魚、麩質穀類、大豆及其製品之

過敏原。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五甲木泰國鮮凍金枕頭榴槤
 蔬食 X X 泰國 榴槤果肉 無 五甲木農產有限公司 E-125162699-00000-2 高雄市大寮區正心路390巷16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協發行催淚皮蛋辣椒2入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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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W-200119746-00000-9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宅)協發行催淚皮蛋辣椒12入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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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W-200119746-00000-9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宅)協發行催淚皮蛋辣椒12入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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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W-200119746-00000-9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宅)協發行催淚皮蛋辣椒1入
 葷食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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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發行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W-200119746-00000-9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22巷4弄33-1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點點心X滿秋熊月餅 葷食 X X 台灣

 奶黃餡【鴨鹹蛋黃、蛋黃、白鳳豆、蔗糖、麥芽糖、海藻糖、卡士達餡[水、植物油(大豆油、棕櫚仁油)、糖、奶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胺基乙酸、麵粉、香料、複方品質改良劑

(加工麒麟菜、羧甲基纖維素鈉)、醋酸鈉、β-胡蘿蔔素(葵花籽油、β-胡蘿蔔素)]、椰漿粉(椰奶、葡萄糖漿、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矽)、奶油、玉米澱粉、

起士粉[牛奶固形物、起司固形物(殺菌牛奶、鹽、乳酸菌、凝乳酵素)、鹽、磷酸鈉、檸檬酸鈉、食用黃色五號、食用黃色四號、檸檬酸、乳酸、水解玉米蛋白、L-麩酸鈉]、麥芽糊

精、乳糖、食鹽、二氧化矽】、菓子皮【白鳳豆沙、小麥粉、蔗糖、蛋、麥芽糖、水、人造奶油、大豆油、海藻糖、奶油、葵花油、奶粉、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沙拉油、無水

奶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食鹽、鳳梨、檸檬、乙醯化磷酸二澱粉、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氫鈉、β-胡蘿蔔素[

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奶黃流芯Q心仁【水、蔗糖、麥芽糖、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糖、鴨鹹蛋黃、鮮奶油、奶粉、大豆油、羥丙基澱粉、糯米粉、脂肪酸蔗糖酯、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焦磷酸鈉、蒟蒻、二氧化

鈦、香料、乾燥葡萄糖漿、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L-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麥芽糊精、食用黃色五號、氧化澱粉】、

麵粉、雙潔淨蛋白【麥芽二糖、水、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麥芽三糖以上寡糖、葡萄糖、牛奶蛋白】

本產品含有蛋、大豆、牛奶、堅果、麩質

的穀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貨生產管線有處理花生、芝麻及其

製品。

點點心股份有限公司 F-142634580-00006-01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10號24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佳德鳳梨酥-12入 蛋奶蔬 Ｘ Ｘ 台灣 麵粉、進口天然奶油、蛋、砂糖、鳳梨、冬瓜、鹽 奶.蛋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A-113109952-00000-8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原)206杏子炸腰內豬排1袋組 葷食 Ｘ 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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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外包裝所示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J-142756204-00000-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207杏子炸腰內豬排6袋組 葷食 Ｘ 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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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外包裝所示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J-142756204-00000-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團訂原)207杏子炸腰內豬排6袋組 葷食 Ｘ 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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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外包裝所示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J-142756204-00000-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團銷原)207杏子炸腰內豬排1袋組 葷食 Ｘ 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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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外包裝所示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J-142756204-00000-7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3樓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木匠恐龍化石巧克力風味磚禮盒(霸王龍) 蛋奶蔬 Ｘ Ｘ 台灣
深黑巧可磚(砂糖、棕櫚仁油、可可粉、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鹽)、純白巧可磚(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山梨醇酥酯、砂糖、麥芽糊精、全脂奶粉、

乳糖、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可可粉

過敏原警語：本產品含有乳製品、大豆製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三汫鹿兒島食品有限公司 H-170599944-00000-2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945號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阿根廷天使紅蝦 葷食 X X 阿根廷 紅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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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鮮嫩Q彈無卵泰國母蝦 葷食 X X 台灣 泰國蝦 如包裝上所示 蝦正甜水產有限公司 E-124662303-00000-8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992號5樓之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挪威北極熟甜蝦 葷食 X X 挪威 甜蝦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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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北海道花魚一夜干 葷食 X X 日本北海道 魚 如包裝上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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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宅)美德糕餅舖爆漿堤酥包1盒 葷食 X X 台灣
麵粉、生乳、蔗糖、奶油、雜糧麵包粉(麥香大麥粉、燕麥片、葵花籽、小麥麵筋、亞麻籽、芝麻、植物油(棕櫚)、碗豆蛋白、抗氧化劑(維生素C)、乾酵母、酵素(木聚醣酶))、提拉米

蘇(糖、全脂奶粉、明膠(豬)、鹽、奶油、焦糖色素(普通焦糖)、β-胡蘿蔔素)、奶粉、高脂可可粉、雞蛋、鹽、乾酵母、咖啡

本產品含有奶類、雞蛋、芝麻、麩質之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78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宅)美德糕餅舖爆漿堤酥包6盒 葷食 X X 台灣
麵粉、生乳、蔗糖、奶油、雜糧麵包粉(麥香大麥粉、燕麥片、葵花籽、小麥麵筋、亞麻籽、芝麻、植物油(棕櫚)、碗豆蛋白、抗氧化劑(維生素C)、乾酵母、酵素(木聚醣酶))、提拉米

蘇(糖、全脂奶粉、明膠(豬)、鹽、奶油、焦糖色素(普通焦糖)、β-胡蘿蔔素)、奶粉、高脂可可粉、雞蛋、鹽、乾酵母、咖啡

本產品含有奶類、雞蛋、芝麻、麩質之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78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團訂宅)美德糕餅舖爆漿堤酥包6盒 葷食 X X 台灣
麵粉、生乳、蔗糖、奶油、雜糧麵包粉(麥香大麥粉、燕麥片、葵花籽、小麥麵筋、亞麻籽、芝麻、植物油(棕櫚)、碗豆蛋白、抗氧化劑(維生素C)、乾酵母、酵素(木聚醣酶))、提拉米

蘇(糖、全脂奶粉、明膠(豬)、鹽、奶油、焦糖色素(普通焦糖)、β-胡蘿蔔素)、奶粉、高脂可可粉、雞蛋、鹽、乾酵母、咖啡

本產品含有奶類、雞蛋、芝麻、麩質之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78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團銷宅)美德糕餅舖爆漿堤酥包1盒 葷食 X X 台灣
麵粉、生乳、蔗糖、奶油、雜糧麵包粉(麥香大麥粉、燕麥片、葵花籽、小麥麵筋、亞麻籽、芝麻、植物油(棕櫚)、碗豆蛋白、抗氧化劑(維生素C)、乾酵母、酵素(木聚醣酶))、提拉米

蘇(糖、全脂奶粉、明膠(豬)、鹽、奶油、焦糖色素(普通焦糖)、β-胡蘿蔔素)、奶粉、高脂可可粉、雞蛋、鹽、乾酵母、咖啡

本產品含有奶類、雞蛋、芝麻、麩質之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北路578號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原)238復興空廚九塊肌菠蘿麵包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糖粉(砂糖、樹薯澱粉),鮮奶油,乳粉,酵母(天然酵母、水、大豆卵磷脂),碘鹽,複方品質改良劑(麵粉、酵母抽出物、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纖維酵素、食鹽，

葵花油)),麵包改良劑(柑橘果膠、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蔗糖)

本產品含牛乳、雞蛋、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239復興空廚九塊肌菠蘿麵包8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糖粉(砂糖、樹薯澱粉),鮮奶油,乳粉,酵母(天然酵母、水、大豆卵磷脂),碘鹽,複方品質改良劑(麵粉、酵母抽出物、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纖維酵素、食鹽，

葵花油)),麵包改良劑(柑橘果膠、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蔗糖)

本產品含牛乳、雞蛋、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訂原)239復興空廚九塊肌菠蘿麵包8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糖粉(砂糖、樹薯澱粉),鮮奶油,乳粉,酵母(天然酵母、水、大豆卵磷脂),碘鹽,複方品質改良劑(麵粉、酵母抽出物、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纖維酵素、食鹽，

葵花油)),麵包改良劑(柑橘果膠、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蔗糖)

本產品含牛乳、雞蛋、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銷原)239復興空廚九塊肌菠蘿麵包1盒 蛋奶蔬 X X 台灣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糖粉(砂糖、樹薯澱粉),鮮奶油,乳粉,酵母(天然酵母、水、大豆卵磷脂),碘鹽,複方品質改良劑(麵粉、酵母抽出物、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纖維酵素、食鹽，

葵花油)),麵包改良劑(柑橘果膠、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蔗糖)

本產品含牛乳、雞蛋、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傳統厚切里肌豬排1片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酵母萃取物、白胡椒粉、黑胡椒粒、乳清粉、蛋白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本產品內含大豆、奶類、蛋類、芝麻、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傳統厚切里肌豬排12片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酵母萃取物、白胡椒粉、黑胡椒粒、乳清粉、蛋白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本產品內含大豆、奶類、蛋類、芝麻、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訂原)258傳統厚切里肌豬排12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酵母萃取物、白胡椒粉、黑胡椒粒、乳清粉、蛋白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本產品內含大豆、奶類、蛋類、芝麻、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團銷原)傳統厚切里肌豬排1片 葷食 X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酵母萃取物、白胡椒粉、黑胡椒粒、乳清粉、蛋白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本產品內含大豆、奶類、蛋類、芝麻、麩

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日芳珍饌鮮凍軟絲(去內臟) 葷食 X x 菲律賓 去內臟軟絲 本產品含軟體動物類 聯瑞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89502532-00000-5 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五路22號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西班牙橄欖梅花骰子豬 葷食 X 西班牙 西班牙 豬肉 無 勵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12229584-00000-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   609巷2號6樓之一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金榜榴槤雪糕 葷食 X X 台灣

成份：水、棕櫚油、蔗糖、榴槤、乳清粉、全脂奶粉、麥芽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粘稠劑(海藻酸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關華豆

膠)、調味劑(檸檬酸鈉)、食用香料、著色劑（食用黃色 4 號、食用黃色 5 號、食用紅色

6 號）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含麩質穀

物及其製品。本公司生產設備亦生產含花

生、 芒果、堅果類、大豆、奶類、蛋

類、含麩質穀物等相關產品。

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55685462-00001-1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原)美國綠無籽葡萄 X X X 美國 美國葡萄 無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