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莓果巧克布朗尼甜甜圈

預-羅婷維尼拼圖香氛組-蜂蜜香

預-羅婷熊抱哥香氛組-草莓香

預-羅婷蜂蜜小熊維尼擴香瓶

預-羅婷草莓熊抱哥擴香瓶

預-熊抱哥直式側背包-粉紅

預-熊抱哥帆布包-黑

預-熊抱哥隨身側背包-黑

預-熊抱哥背包造型零錢包-黑

樂天草莓小熊餅

(宅)潤米米貝果2袋草莓乳酪/原味

(宅)潤米米貝10袋草莓乳酪/原味

(團銷宅)潤米米貝果1袋草莓/原味

(團銷宅)久久津草莓大福1入

城市一族棒狀餅乾-草莓口味

(團銷宅)立喜草莓蘋果麵包1包

(選)哈根達斯草莓迷你杯

(團銷宅)艾波索-草莓艾馬仕盒1入

(選)哈根達斯草莓品脫

滋露草莓口味巧克力風味糖果

自由神小草莓果醬240G

康寶小草莓果醬

(宅)吳寶春草莓吐司4入

(神)MJ經典草莓果醬-好食

(宅)吳寶春草莓吐司8入

明治雙醬洋洋棒餅乾-巧克力草莓

(團銷宅)吳寶春草莓吐司1入

經典(脆餅)_草莓夾心派對

經典(杯)_草莓夾心派對

格力高百奇草莓棒

(食)乖乖玉米脆果草莓煉乳

單球(杯)_草莓覆盆莓

明治草莓夾餡可可製品條裝

典藏(脆餅)_草莓覆盆莓

(團銷宅)流浪者草莓布丁便當1入

(宅)深法草莓重乳酪蛋糕10入

(團銷宅)深法草莓重乳酪蛋糕1入

義美草莓QQ巧克球

(宅)深法草莓重乳酪蛋糕2入

(團銷宅)連珍草莓芋泥球1條

(團銷宅)雪坊草莓優格飲1瓶

(宅)雪坊精品草莓優格飲12瓶

(食)OPEN!草莓風味沾醬餅乾

隨-哈根迷你杯買3送2-草莓

(宅)雪坊鮮果精品草莓優格飲4瓶



草莓波堤

(宅)美食村大湖草莓雙餡餐包*15

比菲多軟糖(草莓)

植物的優-大粒果實蜂蜜草莓

AB草莓優酪乳瓶206ml瓶

福樂鮮攪草莓奶茶375ml

多多活菌發酵乳草莓口味170ml

草莓巧克力波堤

(W店)北海道雪草莓煉乳雪糕酪

(團銷宅)美食村草莓雙餡餐包*1

草莓奶霜軟法麵包

植物的優果實蜂蜜草莓10入78折

養樂多草莓優酪乳125ml

(選)哈根達斯草莓雪糕

(糖)萊可草莓味威化夾心酥

格力高草莓果肉巧克力棒

(糖)波特小姐草莓味牛奶糖

(專)SOYJOY大豆營養棒(草莓口味)

明治果汁QQ軟糖-草莓

立頓草莓奶茶TR380

盛香珍寒天草莓雙層果凍

(E)佳合草莓鮮果乾

(區)義美草莓夾心酥400g

(E)新貴派酸甜草莓味大格酥

韓國初飲初樂-草莓風味燒酒

LOTTE爽冰淇淋-草莓煉乳

韓國賓格瑞草莓雪糕

金草莓-草莓牛奶

Safari Club 莓好戀檸夢

(糖)繽果樂草莓水果條-汪汪隊

味覺糖OPEN小將福岡草莓口味條糖

(E)福爾摩沙麻淇冰淇淋大福草莓

(E)杜老爺草莓甜筒

(E)義美草莓消化餅冰淇淋

(W店)日本直輸甘王草莓甜點

(區)義美小泡芙-草莓量販包171g

KIRIN冰結調酒-宮城草莓350ml

臺虎精釀朦朧草莓優格啤酒330ml

臺虎精釀美莓大顆粒啤酒500ml

日式優選櫪木縣產草莓Chu-hai

(區)台塑有機草莓

世界紀行-日本草莓沙瓦

日本激旨草莓雞尾酒

義美小泡芙（草莓）57g

韓國延世大學調味乳哈密瓜190ml

冰鎮大人系草莓檸檬茶PET500



草莓果乾

乖乖玉米脆條大湖草莓

可爾必思草莓乳酸菌飲料PET500

北海道限定粉紅雷神草莓巧克力

樂事莓好舒芙蕾口味洋芋片

立頓草莓風味奶茶PET535

日本雷神草莓風味巧克力餅乾

SUAN草莓紅茶氣泡飲PET540

樂事樂連連積木造型收納盒

午后時光-重乳草莓奶茶

MORE+草莓乳酸氣泡飲PET560

Pocky百奇 奢華草莓可可棒

移)利馬草莓風味夾心餅乾63g

日本7PREMIUM 白熊草莓冰淇淋

盛香珍極濃草莓厚捲燒

東鳩期間限定煉乳草莓玉米點心

盛香珍極濃草莓巧克酥

LOTTE卡士達派-超濃厚草莓風味

樂天小熊餅-粉紅草莓風味

(量)Nabati草莓起司威化餅300g

(量)山內福岡草莓風味蛋糕捲

(量)柿原草莓蛋糕

(量)盛香珍Dr.Q草莓蒟蒻

OPEN!老楊草莓方塊酥

*W宅)戰神乳清-龜仙人-草莓牛奶

Bourbon草莓巧克力三角蛋糕

曼思水性可剝指甲油-草莓慕斯

Bourbon一口草莓可可夾心脆餅

(糖Chokito糖霜軟糖(草莓風味)

Bourbon一口草莓奶油夾心餅乾

開心花-草莓奶霜軟法(7入77折)

Bourbon Alfort草莓巧克力餅(袋)

味覺糖草莓冰淇淋汽水軟糖

日本不二家白桃氣泡果汁380ml

BourbonFET水果豆花風味軟糖

韓國延世大學調味乳草莓190ml

(銷)KIRIN冰結調酒-宮城草莓6入

(銷)哈根達斯西瓜草莓品脫

義美小泡芙草莓39G

(E)杜老爺甜筒-草莓起司冰淇淋

隨時取-新感覺草莓(6入75折)

美國波波酒球-草莓麗塔

(糖)蘇格蘭皇家草莓奶油餅乾

日本NIJIYA福岡草莓香草雪派

FeedFit輕享冰淇淋-清新草莓84g

曼陀珠迷你拼圖草莓紅



隨時取-AB草莓優酪乳瓶206(7瓶)

(i珍食)草莓巧克力波堤

米森-BC益生菌草莓脆麥片40g

(原)52%濃濃草莓果汁6瓶

(原)52%濃濃草莓果汁1瓶

(i珍食)草莓波堤

(團銷原)52%濃濃草莓果汁1瓶

(原)卡娜赫拉草莓牛奶布丁燒4入

(原)細鳳果茶繽紛草莓牛奶12罐

(原)細鳳果茶-繽紛草莓牛奶1罐

(團銷原)細鳳果茶草莓牛奶1罐

近江唇釉酷露露草莓風味(皇家紅)

K)德恩奈兒童牙膏-草莓口味90g

(宅)亞尼克草莓奶酪生乳捲1入

★新感覺草莓夾心

奧利奧捲心酥-草莓口味

(宅)亞尼克草莓奶酪生乳捲12入

GODIVA草莓脆碎黑巧克力雪糕

(W宅)艾波索-草莓無限乳酪

蜜蜂工坊蜂蜜草莓牛奶375ml

草莓好朋友

AQUAGEN日本草莓荔枝氣泡飲

櫻桃小丸子草莓綜合果茶TR400

(五)森永大嘴鳥可可球草莓口味

隨時取-福岡草莓雪派買6送2

哈根達斯巧克力x草莓巧脆迷你杯

春上布丁蛋糕_草莓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24條)

(宅)連珍草莓芋泥雪露杯8盒

哈根達斯巧克力X草莓巧脆品脫

(糖)巧趣多飛天小女警草莓牛乳錠

希臘草莓沾醬花生捲心酥60g

(隨)福岡草莓雪派7入249元

三得利微醉雞尾酒-雪戀草莓350ml

哈根達斯巧克力x草莓巧脆雪糕

(W店)滿面香三角饅頭-巧克力草莓

(專)角落小夥伴好朋友軟膠草莓版

(宅)亞尼克北海道黑酷曲草莓12入

(宅)亞尼克-北海道黑酷曲草莓1入

格力高大草莓棒禮盒

(量)雪之戀草莓煉乳醬雪花餅

*W店)米森-BC益生菌草莓脆麥片

(國)味覺糖條裝特濃牛奶糖-草莓

隨取-樂天草莓小熊餅6入75折

隨取-AB草莓優酪乳206ml6入75折

(W宅)MD法式草莓花束



(W宅)MD粉色草莓花束

隨-米森草莓脆麥片6入75折

加倍佳草莓棒棒糖三麗鷗驚喜蛋

隨-植優大粒果實蜂蜜草莓6入75折

(聖)米森-乳酸菌咬咬草莓優格

Bourbon Alfort 草莓巧克力餅乾

(量)盛香珍草莓溶漿夾心曲奇

預-羅婷維尼拼圖香氛組-草莓香

總-梅凱草莓果醬

泰國Benefruit水果乾-草莓

(選)哈根達斯草莓黛綺莉脆皮雪糕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3條)

(聖)米森_無加糖草莓脆果C

(特)卡娜小提包-草莓愛心款

(特)卡娜安全帽組-草莓愛心款

(W店優)健司草莓薄燒

(W店)北海道千層蛋糕2入組-草莓

KITTY造型悠遊卡-草莓花圈

(糖)比利時草莓口味巧克力圓脆片

(糖)巧克優草莓夾心巧克力

三麗鷗糖果造型卡Kitty草莓

哈根達斯雪糕同品項買3送3-草莓

隨-植物的優蜂蜜草莓10入78折

K)Za潮色微醺腮紅02草莓奶酒

酷聖石草莓雙重奏酷樂杯

(量)雪之戀X飛燕草莓煉乳脆米球

(量)雪之戀X飛燕草莓煉乳牛奶餅

形動力真果實冰淇淋-草莓口味

(W店優)櫻桃爺爺-草莓牛軋餅180g

(W店)米森BC益生菌草莓麥片300g

(W店)啵樂樂乳酸飲料(草莓口味)

隨-格力高百奇草莓棒 6入75折

(W店優)小林煎餅家族捲心餅-草莓

W店)小林煎餅家族捲心餅-草莓

哈根達斯西瓜草莓脆皮雪糕

Pocky 百奇草莓粒粒禮盒

(W店)啵樂樂甜筒威化-草莓風味

哈根達斯西瓜草莓冰淇淋品脫

哈根達斯西瓜草莓冰淇淋迷你杯

(優)土耳其鮮凍草莓

加倍佳草莓棒棒糖侏儸紀驚喜蛋

K)IMMEME我愛甜潤烤奶腮紅03草莓

K)G&G小草莓一字夾(兩入組)

(當)滋露草莓口味

HELLO KITTY悠遊卡-草莓裝

聖-草莓小可頌(5入)



(W店)櫻桃爺爺-草莓牛軋餅180g

草莓煉乳軟法麵包

(W店)橙香草莓慕斯蛋糕

(糖)樂天小熊餅家庭號-草莓風味

草莓巧克力雙饗

日本NIJIYA贅澤草莓冰棒

(區)愛樂薇水果優格-草莓

日本NIJIYA夢幻草莓蛋糕風味聖代

雀巢FITNESSE草莓榖物棒

桂格奇亞籽麥片-草莓歐蕾盒裝

曠世奇派草莓大雪糕

台東初鹿草莓拿鐵200ml

吉藏草莓牛奶風味燒酒

Milky Sip牛奶吸管-草莓口味

(W店)犁茶品記草莓乳酪PON-預購

(W店)犁茶品記草莓飛花餅-預購

(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2盒

卡娜赫拉造型悠遊卡-草莓冰棒

(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12盒

(W店)法式香頌玫瑰塔-草莓乳酪

節)哈根達斯巧克力X草莓巧脆雪糕

(節)哈根達斯草莓雪糕

(W店)健司草莓薄燒

黃阿瑪平面口罩(三腳草莓)

芬蘭琴通寧調酒(蔓越莓風味)

(W店)天守極乳草莓牛乳6入

韓國Binggrae草莓牛奶200ml

(W店1)瑞典拖鞋(草莓牛奶)25.5cm

(W店1)瑞典拖鞋(草莓牛奶)25cm

OPEN!KF94立體醫療口罩_草莓

福樂奇亞籽燕麥草莓優酪135G

(W店)卡滋爆米花-草莓煉乳

(W店優)卡滋爆米花-草莓煉乳

(團銷宅)亞尼克-黑酷曲草莓1入

(量)日東紅茶皇家奶茶-草莓口味

(銷)哈根達斯草莓迷你杯冰淇淋

(選)北海道千層蛋糕-草莓口味

小瓜呆脆笛酥-草莓口味

(巧)露特草莓綜合巧克力

(W店)山寨村巧克力草莓雪藏長棍

(預)拉拉熊上吹式風扇-草莓粉

(銷)FeedFit冰淇淋清新草莓

(節)哈根達斯草莓迷你杯冰淇淋

(節)哈根達斯巧克力X草莓雪糕

(團銷宅)豆穌朋草莓雙餡泡芙1盒

迪士尼系列草莓絨毛



Snoopy造型桶草莓蒟蒻

(原)216福岡草莓風味果汁棒5包

(原)土耳其鮮凍草莓

(W店)Viola德國草莓脆穀片

福岡縣甘王草莓一口果凍

(量)盛香珍濃厚草莓薄燒

(W店)海太法國派-蘋果與草莓口味

(團銷宅)亞尼克草莓生乳捲1入

(優)216福岡草莓風味果汁棒5包

(原)213醉月玫瑰草莓酒-白白日記

●預：手機鑰匙圈-蠟筆小新草莓

(集點)新感覺草莓夾心

(量)家樂氏纖穀脆-巧克力莓果

icash-三麗鷗美樂蒂-草莓牛奶

(W店)D'arbo草莓果醬

(巧)露特草莓藍莓白巧克力

(預)Binggrae草莓牛奶200ml(6入)

Binggrae草莓牛奶200ml(6入)

(原)美德糕餅舖草莓生乳燒

森永牛奶糖(50世代草莓口味)

野菜生活100%綜合蔬果汁-草莓

(銷)哈根達斯草莓雪糕

貓福珊迪造型悠遊卡-草莓

明治Meltykiss草莓夾餡可可製品

LOTTE XYLITOL草莓薄荷風味

(W店)爆料隆-草莓風味爆米花250g

(W店)櫻桃爺爺草莓牛軋餅180g-新

預-HelloKitty草莓午茶夾式耳環

預-HelloKitty草莓午茶耳環

預-HelloKitty草莓甜心夾式耳環

預-HelloKitty草莓甜心耳環

★草莓牛奶棒

草莓蛋糕捲

(宅)[拿破崙]草莓千層蛋糕1入

(原)三統和果子草莓流心酥-10粒

(原)甘心樂意草莓脆果

(原)花果椿妝12%草莓白葡萄酒

(原)吉吉品味草莓牛軋糖

(原)日本熊本玉名草莓利口酒

(原)HelloKitty草莓風味法蘭酥粉

(原)吃果籽草莓果汁蒟蒻1包-12入

(宅)[拿破崙]草莓千層蛋糕8入

(宅)久久津草莓大福10入

(宅)久久津草莓大福2入

宅)立喜草莓煉乳夾心蘋果麵包2包

(宅)立喜草莓夾心蘋果麵包10包



(宅)艾波索-草莓艾馬仕盒12入

(宅)艾波索-草莓艾馬仕盒2入

(宅)流浪者甜點草莓布丁便當10入

(時)草莓雙星仙子立體C型口罩

(宅)流浪者甜點草莓布丁便當2入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24條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3條

(宅)拿破崙爆量草莓2入送鏟刀

(宅)拿破崙爆量草莓*8+鏟刀

(團銷宅)拿破崙爆量草莓1送鏟刀

(團銷宅)[拿破崙]草莓千層蛋糕*1

香甜草莓羊毛氈材料包套組

(優)213醉月玫瑰草莓酒-白白日記

7-SELECT 蜜桃草莓風味無糖錠

日本NIJIYA櫪木少女草莓調酒350

(W宅)履歷大湖中果草莓10盒

(W宅)履歷大湖大果草莓5盒

草莓蜜桃雪兔

3重草莓波堤

盛香珍蒟蒻習慣(草莓蒟蒻)

(區)十全草莓醋140ml

(區)草莓鮮奶油三明治

(區)戀戀草莓可頌

(區)草莓流心塔

(區)愛爾曼希臘式優格飲(草莓)

(量)TOMICA棉花糖(草莓風味)

(區)帕斯夸草莓果粒優格(4入)

OPEN!草莓風味跳跳棉花糖

伊華OPEN!草莓夾餡綿花糖

雪花草莓波堤

草莓蜜桃波堤

韓國三光-草莓板狀可可片

露特草莓藍莓白巧克力

Kisses草莓慕斯夾餡巧克力草莓盒

甘樂鮮果實Premium草莓口味

甘樂逆草莓大福風味夾餡硬糖

新飛壘口香糖(草莓)

Kisses草莓慕斯夾餡巧克力花束盒

巧菲斯夾心酥(草莓布蕾口味)

77黑巧草莓巧酥乳加

歐維氏莓果巧克脆心-綜合莓果

滋露雙層草莓巧克力風味糖果

立夢北海道草莓牛奶糖

(五)Kabaya熊貓造型草莓可可餅乾

(預)日本靜岡 白草莓酒

春日莓好冰茶



春日莓好奶茶

春日莓好氣泡珍珠

聖-草莓乳酪手作貝果

(區)日本夢甜屋草莓蛋糕捲

(區)日本夢甜屋草莓迷你泡芙10入

草莓雙餡夾心布雪

日式草莓年輪

蠟筆小新草莓雲朵燒

草莓慕斯杯

草莓珍珠糖鬆餅

JOE式草莓大福

日本福岡甘王草莓雙餡泡芙

日本甘王草莓迷你泡芙

聖-草莓螺仔捲

北海道乳酪草莓可可歐菲塔

(宅)拿破崙草莓卡士達舒芙蕾2條

(宅)拿破崙草莓卡士達舒芙蕾10條

單球(杯)_草莓優格冰淇淋

經典(杯)_草莓愛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