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

001詹姆士流沙花美禮盒

002大甲裕珍馨紫玉酥禮盒

供應商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裕珍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02-26946908

04-26870929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67號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台灣

原味奶黃：奶黃餡{鴨鹹蛋黃、雞蛋、白鳳豆沙、蔗糖、麥芽糖、煉乳[蔗糖、乳粉、水、大豆油、脫水奶油(乳脂、
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椰漿(椰漿、水、玉米糖膠)、海藻糖、乳粉、奶油、麵粉、玉米
澱粉、食鹽、芝士粉[乳清粉、大豆油、起司粉、麥芽糊精、食鹽、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酸類(檸檬酸、乳
酸)]、香料(香料、麥芽糊精)}、麵粉、脫水奶油（乳脂、水）、水、蔗糖、大豆油、雞蛋、食鹽、黑芝麻
流沙奶黃：奶黃餡{鴨鹹蛋黃、雞蛋、白鳳豆沙、蔗糖、麥芽糖、煉乳[蔗糖、乳粉、水、大豆油、脫水奶油(乳脂、
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檸檬酸)、乳糖]、椰漿(椰漿、水、玉米糖膠)、海藻糖、乳粉、奶油、麵粉、玉米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澱粉、食鹽、芝士粉[乳清粉、大豆油、起司粉、麥芽糊精、食鹽、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酸類(檸檬酸、乳
酸)]、香料(香料、麥芽糊精)}、流沙餡{鴨鹹蛋黃、蔗糖、乳脂(乳脂、鹿角菜膠)、海藻糖、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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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抗氧化劑(生育醇(維生素E))]、食用黃色5號}、麵粉、脫水奶油（
乳脂、水）、水、黃豆、蔗糖、大豆油、食鹽

新光產險1300第04AKP0000872號

台灣

芋頭餡(含芋頭、白鳳豆、葡萄糖、山梨醇(甜味劑)、奶粉、香料、二氧化鈦)、麵粉、天然奶油、砂糖、麻薯粉(含糯
米粉、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雪果子(樹薯粉、糊精、洋菜、脂肪酸甘油酯、刺槐豆膠、鹿角菜膠、檸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酸鈣)、麥芽糖、海藻糖、棕櫚油(用於軟化奶油)、甘油、大豆沙拉油、食鹽、天然色素(梔子藍、梔子紅、蘿蔔紅色
素)

南華產物保險1403第052050358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第1302-05AKP0000185號

003顏新發古早味綜合綠豆椪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04-24928611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台灣

滷肉綠豆椪：綠豆豆沙(綠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食鹽)、麵粉、蔗糖、奶油、滷肉(豬肉、醬油、蔗糖、食鹽)、白
芝麻、油蔥
肉鬆綠豆椪：綠豆豆沙(綠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食鹽)、麵粉、蔗糖、奶油、肉脯(豬肉、食鹽、蔗糖、醬油、香
料)、白芝麻
原味綠豆椪：綠豆豆沙(綠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食鹽)、麵粉、蔗糖、奶油

004台中犂記綜合蛋黃酥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犂記實業有限公司

04-22950079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788號

台灣

紅豆蛋黃酥：紅豆、蛋黃、麵粉、自製豬油、砂糖、食鹽
芋泥蛋黃酥：芋頭、白鳳豆、蛋黃、麵粉、自製豬油、蔗糖、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險1403第042050256號

台灣

咖哩平西：白鳳豆餡(白鳳豆、蔗糖、大豆油)、麵粉、豬肉、奶油、咖哩粉(咖哩、薑黃粉、胡椒、肉桂)、
油蔥、食鹽、食用色素六號
原味綠豆椪：麵粉、綠豆沙餡(綠豆、大豆沙拉油、海藻糖)、奶油、砂糖、食用紅色六號
奶油烏豆沙：麵粉、烏豆沙餡(紅豆、大豆油、麥芽)、砂糖、奶油、食用紅色六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0519字 第03ML000147號

台灣

乳酪酥：白豆沙(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麥芽糖)、麵粉、蔗糖、奶油、起士粉、乳酪粉、蛋、乳粉
顏式小月餅：白豆沙(白鳳豆、蔗糖、大豆沙拉油、麥芽糖)、麵粉、蔗糖、奶油、蛋、乳粉
芋頭酥：芋頭豆沙( 芋頭、白鳳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芋頭香精、芋頭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
液70%)、食用色素(紅色6號、紅色7號、紅色40號、藍色1號)、水)、麵粉、蔗糖、奶油、黑芝麻、芋頭香精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產險第1302-05AKP0000185號

台灣

百里桂香鳳梨酥：鳳梨餡(土鳳梨、麥芽、糖)、低筋麵粉、無水奶油(乳脂、香料)、奶油(殺菌乳脂、水分)、糖粉、蛋
黃、全脂奶粉、桂花、蛋白；杏仁巧克力豆：杏仁粒、砂糖、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香料)、可可粉；蔓越莓手工餅乾：低筋麵粉、蔓越莓乾(蔓越莓、糖、葵花油)、奶油、紅砂糖、雞蛋、膨脹劑(碳酸
氫鈉)；六福關西紅茶包：關西正欉紅茶；六福關西仙草茶包：關西仙草

005李亭香御禮禮盒

006顏新發百年經典巧月酥禮盒

007Elite Bakery 經典好禮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李亭香有限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02-77462200

04-24928611

02-87706556

台北市迪化街一段309號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3號

008原味千尋三春白雪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安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4-8333215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421巷80號

台灣

016中村盈月小巧月餅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3樓

台灣

017中村牛奶棒禮盒

018阿基師極品瑤月綠豆椪禮盒

024台中犂記秋月台廣綜合禮盒

025三協成漢式手工月餅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犂記實業有限公司

三協成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02-26946908

04-22950079

02-26212177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788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81號

曼波肉絲：豬肉、蔗糖、醬油、甘油、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烏醋、米酒、食鹽、白胡椒粉、防腐劑(己二烯
酸鉀)、DL-胺基丙酸、複方甜味劑[含乳糖、檸檬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辣椒粉、桂粉、綜合香料粉(含八角粉、
丁香粉、花椒粉、肉桂粉、茴香粉)、複方香料(含呋喃類、高級脂肪族醛類、丙二醇)、複方保色劑(含食鹽、亞硝酸
鈉、硝酸鉀、麥芽糊精)、複方調味劑(5’鳥瞟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瞟呤核苷磷酸二鈉)、乙基麥芽醇、食用黃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色五號、焦糖色素、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原味乳酪絲：全脂牛奶、蔗糖、安佳無鹽奶油、食鹽、氯化鈣(食品製造劑)、酵素製劑、乳酸菌
漁翁島烤魷絲：魷魚、砂糖、乳糖、沙茶粉(蒜頭、花生粉、蔥頭、蝦、椰子粉、芝麻粉、南薑粉、八角粉、芹菜
粉、辣椒粉)、D-山梨醇、米醋、味精、鹽、酵母萃取物、醋酸鈉、DL-蘋果酸、焦糖色素、醋磺內酯鉀(甜味劑)、己
二烯酸(防腐劑0.1%以下)、辣椒精(辣椒、水、丙二醇)
棗泥月餅：棗泥餡（黑棗漿、紅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油）、轉化糖漿、麵粉、雞蛋、花生油(黃豆油、花生仁、
芝麻)、大豆油、芝麻油、水、複方品質改良劑(水、碳酸鉀、碳酸鈉)
蓮蓉月餅：蓮蓉餡（湘蓮子、蔗糖、海藻糖、麥芽糖粉、麥芽糖、黃豆油）、轉化糖漿、麵粉、雞蛋、花生油(黃豆
油、花生仁、芝麻)、大豆油、芝麻油、水、複方品質改良劑(水、碳酸鉀、碳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鳳梨月餅：油冬瓜醬（台灣冬瓜、蔗糖、奶油、鳳梨、麥芽糖、鳳梨香料、調味劑（檸檬酸）、漂白劑（偏亞硫酸氫
鈉））、轉化糖漿、麵粉、雞蛋、花生油(黃豆油、花生仁、芝麻)、大豆油、芝麻油、水、複方品質改良劑(水、碳酸
鉀、碳酸鈉)

富邦產險0525字第16APO0000014號

明台產物保險0504PDT00086

新光產險1300第04AKP0000872號

台灣

原味牛奶棒：麵粉、乳水（水、脫脂奶粉、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豆卵磷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A、
維生素D3）、蔗糖、雞蛋、乳粉、複方乳化劑［水、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甜味劑（
D-山梨醇液70%)、丙二醇］、食鹽、酵母
雜糧牛奶棒：麵粉、乳水（水、脫脂奶粉、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豆卵磷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A、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維生素D3）、蔗糖、雞蛋、水、乳粉、南瓜子、芝麻、鼠尾草籽、葵瓜子、胚芽、麩皮、複方乳化劑［水、脂肪酸
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丙二醇］、食鹽、酵母
千層牛奶棒：麵粉、無鹽奶油(乳脂、水)、水、食用再製乾酪(起司、馬鈴薯澱粉)、蔗糖、食鹽

新光產險1300第04AKP0000872號

台灣

XO醬魯肉：綠豆沙（綠豆、蔗糖、白鳳豆、大豆油）、麵粉、白豆沙(白鳳豆、蔗糖、麥芽糖漿)、脫水奶油（乳
脂）、豬肉、水、XO醬{大豆油、干貝、火腿、辣椒、乾蝦、紅蔥、蠔油[水、蔗糖、食鹽、蠔汁、黏稠劑(羥丙基磷
酸二澱粉)、著色劑(焦糖色素)]、蔗糖、蒜頭、食鹽、甘草、花椒、丁香、陳皮、白胡椒粉}、白芝麻、糖粉、雞蛋、
大豆油、油蔥、冬瓜條（蔗糖、冬瓜）、食鹽、肉脯、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蔗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
味劑（DL-蘋果酸、檸檬酸鈉）、糊精、甜味劑（甘草萃）、紅麴色素]、蒜頭、味素、米酒、蔗糖、烏醋（釀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酢、蔗糖、食鹽、蔬菜、果實、天然醬色、天然香料）
咖哩魯肉：咖哩素豆沙餡（白鳳豆、蔗糖、麥芽糖、大豆油、咖哩粉、胡椒粉）、麵粉、豬肉、脫水奶油（乳脂）、
水、白芝麻、咖哩粉、糖粉、雞蛋、油蔥、冬瓜條（蔗糖、冬瓜）、大豆油、食鹽、肉脯、醬油[水、大豆、小麥、
食鹽、蔗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檸檬酸鈉）、糊精、甜味劑（甘草萃）、紅麴色素]、蒜
頭、味素、米酒、蔗糖、烏醋（釀造酢、蔗糖、食鹽、蔬菜、果實、天然醬色、天然香料）

新光產險1300第04AKP0000872號

台灣

小魯肉綠豆椪：綠豆、麵粉、豬肉、自製豬油、蔗糖、油蔥、白芝蔴、醬油、食鹽
小廣式月餅-桂圓：白鳳豆、桂圓、麵粉、奶油、雞蛋、蔗糖、食鹽
小廣式月餅-紅豆：紅豆、麵粉、奶油、蔗糖、雞蛋、食鹽
厚片土鳳梨酥：台灣本土鳳梨、麥芽、麵粉、奶油、雞蛋、蔗糖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險1403第042050256號

台灣

咖哩酥：咖哩粉(薑黃、肉桂、丁香、荳蔻、孜然)、麵粉、豬油、蒜頭、砂糖、白豆沙(白鳳豆、蔗糖、麥芽糊精)、
豬肉
冬瓜蛋黃禮餅：冬瓜糖(冬瓜、砂糖、偏亞硫酸氫鈉)、豬肉、麵粉、 豬油、麥芽、芝麻、 鹹蛋、奶粉、花生粉
和生烏沙核桃：雞蛋、紅豆沙(紅雲豆、蔗糖、麥芽糖)、沙拉油、核桃仁、普通麥芽糖85%[糖(寡糖、麥芽糖、葡萄
糖)、水]、麵粉、奶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4PD02952號

泰安產物保險07-062204B10138

038快車元氣香檸組合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全滋稻食品有限公司

02-22448888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40巷57號

台灣

元氣條(原味)：豬肉、砂糖、醬油、鹽、乳糖、海藻糖、甘油、葡萄糖、結著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
香料、紅麴色素、乙基麥芽醇、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甜味劑(甘草萃、醋磺內酯鉀)、保色劑(亞硝酸鈉、硝酸鉀)
泰式檸檬辣味肉乾：豬肉、蔗糖、醬油、大豆油、甘油、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海藻糖、鹽、乳糖、大豆蛋白、
辣椒片、辣椒粉、黑胡椒粒、檸檬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品質改良劑[乾酪素鈉、乳清蛋白、麥芽糊精、品質改良劑(磷酸鈣)、鳳梨酵素]、甜味劑
(甘草酸鈉)、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檸檬精油]、乙基麥芽醇、桂粉、中鏈三酸甘油酯、食用色素紅色四十
號、保色劑(亞硝酸鈉、硝酸鉀)、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042Hello Kitty奶油小酥餅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台灣

麵粉、砂糖、麥芽糖、奶油(乳脂肪、水)、沙拉油、奶粉、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險07-062204A00165號

台灣

牛奶白豆沙：牛奶白豆沙餡【白鳳豆、砂糖、奶油(乳脂肪、水)、奶粉、蛋、煉乳〔砂糖、乳粉、麥芽糖、椰子油、
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鹽、香草豆莢】、麵粉、砂糖、奶油(乳脂肪、水)、蛋、
奶粉、沙拉油、載體(丙二醇)、小蘇打、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紅豆麻糬Q餅：麵粉、紅豆餡【 紅豆、麥芽糖、砂糖、奶油(乳脂肪、水)】、麻糬【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砂糖、海藻糖、麥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著色劑(二氧化鈦)、白油(氫化棕梠
油)】、砂糖、奶油(乳脂肪、水)、蛋、奶粉、蜂蜜、溶劑(丙二醇)、沙拉油、小蘇打、鹽

泰安產險07-062204A00165號

043Hello Kitty台灣菓子綜合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紅豆Q餅：麵粉、紅豆餡(紅豆粒、砂糖、麥芽、鹽、乳脂肪、水)、麻糬【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砂糖、
海藻糖、麥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著色劑(二氧化鈦)、白油(氫化棕櫚油)】、豬肉脯
【豬肉、糖、鹽、味精、醬油(大豆、小麥、鹽、砂糖)】、鹹蛋黃(蛋黃、鹽)、維佳無水烘焙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
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奶油、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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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奶油、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L-抗
壞血酸棕櫚酸酯)、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砂糖、芝麻、沙拉油、芝
士粉(牛奶、鹽、凝乳酵素)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芋頭Q餅：麵粉、芋頭餡【芋頭、白豆沙、砂糖、大豆植物油、海藻糖、芋頭香料、麥芽糖、防腐劑 (己二烯酸
鉀)】、麻糬【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砂糖、海藻糖、麥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乳化劑(脂肪酸甘
油酯)、著色劑(二氧化鈦)、白油(氫化棕梠油)】、豬肉脯【豬肉、糖、鹽、味精、醬油(大豆、小麥、鹽、砂糖)】、
鹹蛋黃(蛋黃、鹽)、維佳無水烘焙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奶
油、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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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奶
油、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
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砂糖、芝麻、沙拉油、芝士粉(牛奶、鹽、凝乳酵素)
棗泥心太軟：棗泥餡(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油、黑棗)、麵粉、安佳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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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二鈦)、糖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綠豆蓉蛋黃：綠豆蓉餡【綠豆、砂糖、無水奶油(棕櫚油、香料、脂肪酸甘油脂、卵磷脂、混合濃縮生育醇)、大豆
油、麥芽、山梨醇(甜味劑)】、麵粉、安佳奶油(乳脂、水份、鹽)、蛋黃、糖

產品責任險

044紅櫻花Q餅御禮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7887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096紅豆食府蘇式月餅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07-2850969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號1、2樓

014飛牛牧場半熟乳酪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通霄休閒農場股份有限公司

037-782946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166號

台灣

乳酪、蛋、糖、牛奶、奶油、沙拉油、低筋麵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5PD05095號

015旺來小Q寶禮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鮮綠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77160088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7號21樓之6

泰國

鳳梨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5字第17AML0001055號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保險號碼：1700006ML000205

台壽保產險1840字第15PR000020號

泰安產險07-062204A00165號

泰安產險07-062204A00165號

026邦貝樂啾起司燒蜂蜜蛋糕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邦貝樂啾國際有限公司

06-2050564

台南市仁德區土庫一街83號

台灣

雞蛋、蛋糕粉(糖、小麥麵粉、玉米澱粉、蛋白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明膠(牛)、羧甲基纖維素鈉、鹽、檸檬酸、薑
黃粉)、大豆油、水、蜂蜜糖漿[高果糖糖漿、蜂蜜香料(丙二醇、蜂蜜香料、酒精、水、天然香料、甘油)、蜂蜜、焦
糖糖漿(普通焦糖)]、乳化劑(山梨醇(甜味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水、丙二醇)、起司[牛奶、脫脂牛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奶、水、乳脂、檸檬酸鈉、鹽、磷酸鈉、防腐劑(已二烯酸)、檸檬酸、人工色素(β-衍-8'-胡蘿蔔醛、β-胡蘿蔔素)、
醋酸、酵素、大豆卵磷脂]、奶油、 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鹽、楓糖漿[果糖、水飴、香料(楓糖香精、黑糖香精、
乙基麥芽醇)、水、著色劑(焦糖色素)]

058一福堂檸檬餅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一喜堂食品有限公司

04-24256090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9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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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雞蛋、人造奶油、蔗糖、麵粉、調合蜜【果糖、葡萄糖、蜂蜜、香料、焦糖糖漿】、蛋糕乳化劑【水、丙二醇、脂肪
酸甘油脂、脂肪酸聚合甘油酯、甘油、硬脂酸蔗糖酯、硬脂酸鉀、氯化鈣、焦糖色素、檸檬酸】(乳化劑)、泡打粉
【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膨脹劑)、香草莢醬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甜味劑(D-山梨醇)、溶劑(丙二醇)、食用香料、葡萄糖、天然香草莢籽、著色劑(β-胡蘿蔔素)、粘稠劑(玉米糖膠)】
(香料)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台灣

雞蛋、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布丁【水、特級砂糖、奶粉、棕櫚油、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蒟蒻粉、β-胡蘿
蔔素、牛奶香粉】、麵粉、蔗糖、水、大豆油、脂肪抹醬【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氫化椰
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
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煉乳、奶粉、糖粉【葡萄糖、粘稠劑
(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澱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粉末油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明膠(來源：豬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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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
含鋁鹽原料)】、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二氧化矽、中鏈三酸甘油酯、阿拉伯膠、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
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台灣

雞蛋、水、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蜜紅豆粒、麵粉、砂糖、大豆油、脂肪抹醬【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
(含有大豆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
大豆卵磷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卡士達克林
姆粉【砂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海藻酸
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糖粉【葡萄糖、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鋁澱粉、玉米澱粉)、植物油(棕櫚油、大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豆油)、粉末油脂、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煉乳、明膠(來
源：豬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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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氫鈉、
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β-胡蘿蔔素【β-胡蘿蔔素、二氧
化矽、中鏈三酸甘油酯、阿拉伯膠、糊精、糖、維生素C(抗氧化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072icake蜂蜜千層蛋糕

027拉米爾波士頓派-生乳布丁

028拉米爾波士頓派-紅豆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03-3124606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029拉米爾波士頓派-生巧克力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歐藝烘焙有限公司

03-3124606

桃園市蘆竹區蘆竹街195號

台灣

031波力安寶造型月餅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金犁食品有限公司

07-3713388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324-1號

台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雞蛋、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蔗糖、麵粉、水、大豆油、脂肪抹醬【白脫牛奶、水、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
卵磷脂)、氫化椰子油、棕櫚仁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
脂)、穩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糖、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鈉)、β-胡蘿蔔素】、巧克力【可可膏、砂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可可粉、調合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鹿角菜膠】、巧克力粉【可可膏、脫脂奶粉、糖、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玉米粉、明膠(來
源：豬皮)、泡打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不含鋁鹽原料)】、
小蘇打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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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餡(特砂、冬瓜纖維、麥芽糖、草莓、棕櫚油、檸檬酸、鹽、草莓香料、奶油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麵粉、果
糖(澱粉、水)、白豆沙(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蜂蜜(果糖(非基改)、蜂蜜、香料、焦糖色素)、大豆沙
拉油
藍莓餡(特砂、冬瓜纖維、麥芽糖、藍莓、棕櫚油、藍莓香料、檸檬酸、鹽、香草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
一號)、麵粉、果糖(澱粉、水)、白豆沙(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蜂蜜(果糖(非基改)、蜂蜜、香料、焦
糖色素)、大豆沙拉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芒果餡(冬瓜、芒果、麥芽糖、砂糖、棕櫚油、食鹽、檸檬酸(調味劑)、香料)、麵粉、果糖(澱粉、水)、白豆沙(白鳳
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蜂蜜(果糖(非基改)、蜂蜜、香料、焦糖色素)、大豆沙拉油
牛奶餡(白鳳豆、麥芽糖、大豆沙拉油、特砂糖、D-山梨醇粉、特濃牛奶、麥芽糊精、黏著劑(醋酸澱粉)、黃豆纖
維、牛奶香料、甜味香料)、麵粉、果糖(澱粉、水)、白豆沙(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大豆沙拉油)、蜂蜜(果糖(非基
改)、蜂蜜、香料、焦糖色素)、大豆沙拉油、水滴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植物油脂(棕櫚仁油)、可可粉、葡萄糖、乳清
粉、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

010黃源興五仁中秋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黃源興餅店有限公司

02-2261-8987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166號

台灣

五仁酥
-麵粉、奶油、板油丁、水、砂糖、冬瓜條【冬瓜條、砂糖、麥芽、水、漂白劑(偏亞硫酸氫鈉(500PPM以下))】、葡
萄乾(葡萄、葵花油)、鹹蛋黃、核桃仁、芝麻仁、柑桔蜜餞【柑桔、砂糖、麥芽、食用紅色7號、漂白劑(偏亞硫酸氫
鈉(500PPM以下))】、雞蛋、芝士粉(乳酪、乳清粉、食鹽、乳化鹽(磷酸氫二鈉)、食鹽。
麻糬酥
-烏豆沙(圓雲豆、砂糖、麥芽糖、蓮子、大豆油、麥芽糊精、奶油、羥丙基澱粉、小麥澱粉、芝士粉(乳酪、乳清
粉、食鹽、乳化鹽(磷酸氫二鈉)、麻糬【甜味劑(D-山梨醇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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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奶
油、水、砂糖、肉脯(豬肉、豌豆粉、醬油、糖、豬油、鹽)、鹹蛋黃、雞蛋、白芝麻。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原味綠豆椪
綠豆(綠豆仁、砂糖、沙拉油)、麵粉、奶油、水、砂糖、草莓香料(香料、食用色素(紅色六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
號)、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
芋泥麻糬酥
芋頭【芋頭、白鳳豆沙、麥芽糖、蔗糖、葡萄糖、大豆油、海藻糖、奶粉、食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香料
(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食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紅色四十號)、二氧化鈦】、
麻糬【甜味劑(D-山梨醇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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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奶油、水、砂糖、白芝麻、黑芝麻。

032香港榮華月餅雙黃白蓮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佻輝有限公司

02-87925955

台北市內湖路二段179巷61弄2號

香港

白湘蓮(砂糖、湘蓮子、水、花生油)、鴨蛋、小麥粉、砂糖、花生油、食鹽、膨脹劑(碳酸鉀)。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0333000026-06

和泰產物保險(股)公司59-105-07230302-00005-PDL

明台產物保險0851第05PLP01034號

南山產物保險0900-2236002152-00

品名

092拉提莎北海道冰淇淋泡芙

093菖樺台灣日本冰組

供應商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A-170537075-00000-2

A-170537075-00000-2

夢的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菖樺食品有限公司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02)2331-0031

04-23955902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36號8樓

台中市太平區新福東街109號

原產地(國) 成分

台灣

台灣

060元祖星空雪月禮盒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A-170537075-00000-2

元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5084090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4號2樓

台灣

039老協珍熬雞精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073郭元益餅食世家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074郭元益百年傳技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075郭元益百年糕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076TSUM TSUM可愛QQ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過敏原資訊

泡芙殼、無鹽奶油(奶油、水)、低筋麵粉(小麥麵粉)、高筋麵粉(小麥麵粉)、殺菌蛋黃液、殺菌蛋白液、鹽、麥芽精、
細粒奶油(動物油(豬油)、植物油(棕櫚油)、水、鹽、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維他命
E)、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 、人造奶油(棕櫚油、水、乾酪素鈉、大豆卵磷脂、氯化鈣、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
酸蔗糖脂)、玉米糖漿、鹽、葡萄糖、抗氧化劑(維生素E)、色素(β-胡蘿蔔素)、檸檬酸鈉)、氨粉(碳酸氫銨、碳酸
鎂)、細砂糖(天然蔗糖)、香草冰淇淋、紐西蘭田園全脂牛乳(紐西蘭生乳)、香草籽濃縮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籽)、卡士達粉(砂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奶粉、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
海藻酸鈉、香料、食用色素(β-胡蘿蔔素))、中澤鮮奶油(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清、香料、乳化
劑(脂肪酸甘油脂)、纖維素(玉米纖維))、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轉化糖漿(轉化糖漿、水)、巧克力冰
淇淋、頂級純可可粉(可可粉)、抹茶冰淇淋、宇治純抹茶粉(綠茶)、柚子冰淇淋、柚子原汁(柚子)
草莓: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醣.麥芽二糖.水.葡萄糖)、草莓果粒(草莓鮮果. 特砂.果糖.檸檬酸.水.果膠.多磷酸鈉.
己二烯酸鉀(防腐劑).草莓香料.乳酸鈣.食用紅色6號.食用藍色1號.)
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大瑪琳膠.甲機纎維素鈉)、奶精(葡萄糖漿.植物油(棕櫚仁油和棕櫚油混和).黏稠劑
(乾酪素鈉).調味劑(檸檬酸鈉).乳化劑(脂肪酸單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情人果: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醣.麥芽二糖.水.葡萄糖)、情人果醬(果糖.芒果青.特砂.水.果膠.檸檬酸.乳酸鈣.檸
檬酸鈉. 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 .偏磷酸鈉.多磷酸鈉. 己二烯酸鉀(防腐劑).芒果香料.食用黃色4號.食用藍色1號.)
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大瑪琳膠.甲機纎維素鈉)、奶精(葡萄糖漿.植物油(棕櫚仁油和棕櫚油混和).黏稠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乾酪素鈉).調味劑(檸檬酸鈉).乳化劑(脂肪酸單甘油酯.脂肪酸甘油酯).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酸梅:水、麥芽糖漿(麥芽三糖以上寡醣.麥芽二糖.水.葡萄糖.)、酸梅醬調味糖漿(
高果糖糖漿.砂糖.水.梅肉.鹽漬梅汁. 檸檬酸.梅粉.香料.玉米糖漿.精鹽.己二烯酸鉀(防腐劑) .食用黃色5號.甘草酸銨.甘草
素. 醋磺內酯鉀(甜味劑). 食用紅色40號. 消泡劑(水.矽樹脂.脂肪酸甘油脂.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二氧化
矽. 羧甲基纖維素鈉.己二烯酸鉀)、粘稠劑(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玉米糖膠.大瑪琳膠.甲機纎維素鈉)
奶精(葡萄糖漿.植物油(棕櫚仁油和棕櫚油混和).黏稠劑(乾酪素鈉).調味劑(檸檬酸鈉).乳化劑(脂肪酸單甘油酯.脂肪酸甘
油酯).品質改良劑(磷酸氫二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雪月餅：水、蔗糖、椰子油[完全氫化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低筋麵粉、脫脂
奶粉、麥芽糖、雪皮醬[氫化棕櫚核仁油、乳糖、全脂奶粉、蔗糖、麥芽糊精、可可粉、脂肪酸甘油酯、食用黃色四
號鋁麗基、大豆卵磷脂、牛奶糖香料(香料、丁酸、乙基香蘭素、辛酸)、香莢蘭醛-香草精、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
維生素E(抗氧化劑)]、糖粉、蛋白、果糖、有鹽奶油(奶油、鹽)、維佳醱酵風味油脂{植物性油脂(棕櫚油、椰子油)、
水、奶油、味醂[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鹽、調味劑(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
一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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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軟質棕油、
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蛋黃、草莓濃縮汁、三花奶水[水、麥芽糊精、脫脂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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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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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鹿角菜膠、
蔗糖)、精鹽、玉米糖膠、水性ß胡蘿蔔素[二氧化矽、中鏈三酸甘油脂、糊精、糖、抗氧化劑(維生素C、維生素E)]、
檸檬酸鈉。
水、老母雞、豬肉
冰沙餡餅-原味：白豆沙(白鳳豆、糖、豬油、海藻糖、麥芽糖、鹽)、麵粉、豬油、綠豆沙〔綠豆、糖、甜味劑(D-山
梨醇液70%)、海藻糖、麥芽糖〕、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蛋黃酥-烏沙：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
〕、麵粉、鹹蛋黃、奶油、豬油、糖、米酒、蛋、奶精{水、奶粉、棕櫚油、大豆卵磷脂、乳化劑〔磷酸氫二鈉(無
水)、磷酸二氫鈉(無水)〕、黏稠劑(鹿角菜膠)、維生素A、維生素D}
綠豆椪-滷肉豆沙：綠豆沙〔綠豆、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海藻糖、麥芽糖〕、麵粉、豬油、炒牽手肉〔豬
肉、豬油、醬油、米酒、油蔥酥、炸蒜頭、調味劑(L-麩酸鈉)、五香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0.2%以下)〕、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百年京饌: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麵
粉、麻糬餡〔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抽出物、糖、麥芽糖、大豆油、香料〕、奶油、肉脯、鹹蛋黃、白芝
麻、糖、豬油、米酒
核桃Q餅: 烏沙餡〔花豆、麥芽糖、糖、紅豆、大豆油、奶油、海藻糖、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紅茶〕、麵
粉、麻糬餡〔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抽出物、糖、麥芽糖、大豆油、香料〕、奶油、白芝麻、黑芝麻、核
桃、豬油、糖
綠豆椪-滷肉豆沙：綠豆沙〔綠豆、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海藻糖、麥芽糖〕、麵粉、豬油、炒牽手肉〔豬
肉、豬油、醬油、米酒、油蔥酥、炸蒜頭、調味劑(L-麩酸鈉)、五香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0.2%以下)〕、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綠豆：綠豆粉、麵粉(小麥)、糖、奶油(奶類)、大豆油
芝麻：黑芝麻醬(堅果種子)〔黑芝麻(堅果種子)、糖、抗氧化劑(E306維生素E)、鹽〕、麵粉(小麥)、糖、黑芝麻粉(堅
果種子)、糯米粉、奶油(奶類)、黑芝麻油(堅果種子)、鹽

產品責任險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200第06PLON000045號

新光產物保險131406AKP0000040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保險1501字第 05PD01512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金管保產字第10502087940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16AML0002239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16AML0002239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16AML0002239號

活力鮮果凍：水、糖、濃縮柳橙汁、果凍粉〔黏稠劑(鹿角菜膠)、植物性食用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鉀)〕、濃
縮蘋果汁、鳳梨濃縮汁、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酸鈉)、檸檬原汁、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素)、抗氧化劑(維生素C)
活力蔬果凍：水、糖、蘋果濃縮汁、鳳梨濃縮汁、柳橙濃縮汁、胡蘿蔔汁、芹菜汁、菠菜汁、蕃茄汁、果凍粉〔黏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劑(鹿角菜膠)、植物性食用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鉀)〕、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酸鈉)、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
素)、著色劑(4-4'- 二酮-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C)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16AML0002239號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F-170762591-00000-18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06-5897019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營198-1號

台灣

花漾奶酥：奶油、玉米粉、麵粉、糖、煉乳、奶粉
巧克力花漾奶酥：麵粉、奶油、牛奶、糖、可可粉
小ICEBOX巧克力：麵粉、奶油、糖、蛋、可可粉、巧克力豆(糖、棕櫚油、可可粉、可可膏、可可脂、奶粉、大豆卵
磷脂、香料)、特黑巧克力抹醬〔糖、乳糖、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芥花油、可可粉、奶粉、乳化劑(脂肪酸甘
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鹽〕、膨脹劑(碳酸氫鈉)
小ICEBOX南瓜子：麵粉、奶油、糖、南瓜子、蛋、鹽、無鋁泡打粉〔調味劑(葡萄糖酸-δ-內酯)、膨脹劑(碳酸氫
鈉)、品質改良劑(碳酸鈣、磷酸二氫鈣)、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草莓莫瑞爾：蛋、糖、麵粉、雪白油〔植物性白油(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抗氧化劑(維生素
E)〕、卡士達醬〔植物油(大豆、菜籽)、甜味劑(麥芽糖醇)、糖、煉乳、玉米澱粉、蛋、乳清蛋白、品質改良劑(碳酸
鈣、磷酸氫二鈉)、黏稠劑(鹿角菜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
素)〕、杏仁膏(杏仁粉、糖、水、麥芽糖)、杏仁粉、即溶草莓果汁粉〔糖、草莓果汁粉、麥芽糊精、調味劑(檸檬
酸、檸檬酸鈉、蘋果酸)、香料、天然食用色素(紅甜菜色素、婀娜多色素)、預糊化澱粉〕、海藻糖、蛋白粉、香料、
無鋁泡打粉〔調味劑(葡萄糖酸-δ-內酯)、膨脹劑(碳酸氫鈉)、品質改良劑(碳酸鈣、磷酸二氫鈣)、玉米澱粉、乳化劑
(脂肪酸甘油酯)〕、檸檬原汁、著色劑(食用紅色七號)
柳橙莓果蛋糕：蛋、麵粉、糖、奶油、蔓越莓乾、濃縮柳橙汁、轉化糖漿、牛奶、大豆油、鹽
辣椒,花生,豌豆,芝麻,未氫化植物油,鹽,糖,味精,天然辛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吳寶春食品

07-3359593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四維三路19號

台灣

鳳梨餡、麵粉、奶油、蛋、糖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保險0900-0335000032-06

034佳德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02-87878186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

台灣

麵粉、砂糖、進口奶油、蛋、鹽、鳳梨餡、少許冬瓜餡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151602PD0270

035鼎泰豐金磚旺來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02-22267890

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6號

台灣

麵粉、糖、鳳梨、冬瓜餡、奶油、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0525字第16AML0000646號

079Hello Kitty蝴蝶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彰化縣線西鄉草豐路501巷5號

台灣

麵粉、奶油、蔗糖、雞蛋、杏仁、白芝麻、食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080萌焙司千讚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鼎裕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904-1768

新北大道六段385號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水、雞蛋、砂糖、起司粉、鹽
巧克力-麵粉、奶油、水、雞蛋、砂糖、起司粉、鹽、可可粉、糖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保險0900-0333003766-00

081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爆米花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46巷4號

台灣

爆米花：玉米、天然奶油、椰子油、砂糖、黑糖、玉米糖漿、蜜糖、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097胖胖酥(海苔)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27481353-00000-6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奶粉、L-麩酸鈉、雞肉精粉 (雞肉、麥芽糊精、鹽、L-麩酸鈉、糖、5'-次黃嘌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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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麥芽醇)、海苔、黑胡椒、鹽。

098胖胖酥(五香)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27481353-00000-6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077TSUM TSUM可愛誕生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078DoGa香酥脆椒墨西哥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33吳寶春無嫌鳳梨酥禮盒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玉米(非基因改造)、 棕櫚油、白砂糖、L-麩酸鈉、雞肉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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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麥芽醇)、山葵粉、黑胡椒、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16AML0002239號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667字第04ML000292號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103KiKi椒麻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1259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355號

台灣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蔥油、辣椒油、蔥、辣椒粉、薑、辣椒乾、抗氧化劑、花椒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104KiKi蔥油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1259

718台南市關廟區保東一街355號

台灣

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 純釀造醬油、蔥油、辣椒油、蔥、辣椒粉、薑、辣椒乾、抗氧化劑、花椒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27-16AML0000148

082 Ice Monster鳳梨綜合果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食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2-7703-060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6號13樓

台灣

鳳梨、水、果糖、芭樂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明台產物-5106PDT00125

036鄉味水餃-泡菜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市場

台灣

麵粉，水，大白菜，豬肉，大豆酸水解物，醬油，著色劑(焦糖色素)，L-麩酸鈉，紅麴色素，田味記(甘草酸鈉)，品
質改良劑(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鉀)，麻油，黑胡椒粉，蒜泥，辣椒粉，薑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物保險1403第062050086號

051鄉味水餃-蔥肉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鄉味水餃

04-2688-9546

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市場

台灣

麵粉，水，青蔥，油蔥酥，洋蔥，醬油，著色劑(焦糖色素)，L-麩酸鈉，紅麴色素，田味記(甘草酸鈉)，品質改良劑
(偏磷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多磷酸鉀)，麻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物保險1403第062050086號

037義豐蔥油派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11 義豐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03-957-7201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生路130-1號

台灣

蔥、麵粉、豬油、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臺灣產物保險138706000017號

佳興檸檬汁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13 佳芯食品有限公司(佳興)

03-861-1888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１樓

台灣

水，檸檬，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生乳，莎拉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1200字第05PLON000170

071中外餅鋪棋餅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07-588-6366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60-1號

台灣

綠豆粉、蔗糖、花生油。芝麻：綠豆粉、糯米粉、芝麻粉、蔗糖、花生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562205A10214號

中外餅舖有限公司

原味: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
蜂蜜: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蜂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黑糖: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黑糖。
咖啡: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蔗糖、麥芽、咖啡萃取液。
生乳：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雞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
油)、食用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巧克力風味：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無糖高脂可可粉、雞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
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油)、食用醋。

011太陽堂太陽餅12入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04-23813331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643號

台灣

062美德日式生乳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03)361-5913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台灣

088妖怪手錶肖像蛋糕-巧克力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F-197313611-00001-5

美堤食品有限公司

02-26946908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3號

台灣

鮮奶油、雞蛋、麵粉、蔗糖

台灣

牛奶淇淋派：水、蘇打餅乾﹝小麥粉、棕櫚油、糖、玉米澱粉、乳清粉、鹽、奶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
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胺)、酵母、食用香料﹞、麥芽糖、脫脂奶粉、蔗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
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牛奶香料、鹽
草莓淇淋派：水、蘇打餅乾﹝小麥粉、棕櫚油、糖、玉米澱粉、乳清粉、鹽、奶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
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胺)、酵母、食用香料﹞、、麥芽糖、草莓、脫脂奶粉、蔗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安定劑(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草莓香料、調味劑(蘋果酸)鹽、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巧克力淇淋派：水、蘇打餅乾【小麥粉、棕櫚油、糖、玉米澱粉、乳清粉、鹽、奶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
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胺)、酵母、食用香料】、麥芽糖、脫脂奶粉、蔗糖、椰子油、奶油、可可粉、乳化安定劑
(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巧克力香料、牛奶香料、鹽

084枝仔冰城淇淋派組

云品生活

E-124683258-00000-0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7-6614389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211號

012聖娜多堡小巧月禮盒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A-170790935-00000-8

可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931-258-843

桃園縣觀音鄉廣興村廣興一路163號

台灣

013聖娜多堡蛋黃酥禮盒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A-170790935-00000-8

可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931-258-843

桃園縣觀音鄉廣興村廣興一路163號

台灣

019美心精選口味限量版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美心(香港)有限公司

(852)25234107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富街14號2至3樓

香港

020美心頌月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美心(香港)有限公司

(852)25234107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富街14號2至3樓

香港

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聚木糖酵素、磷脂酵素、澱粉液化酵素)、綠豆沙{綠豆、白鳳豆、蔗糖、大豆油、食鹽、
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酥油{植物性油脂(棕櫚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
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
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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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橘子油、檸檬油、丙二醇、食用酒精、三乙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
酸酯、維生素E)、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鹹蛋黃、水、人造奶油{植物性油
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
天然奶油、味醂(蔗糖、水、糯米、釀造酢、食鹽、米麴、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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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
料、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葵花油、β-胡蘿蔔素}、白豆沙(白鳳豆、蔗糖、食
鹽)、雞蛋黃、蔗糖、大豆油、白芝麻、食鹽、奶油香料
烏豆沙蛋黃酥：烏豆沙{紅雲豆、小紅豆、麥芽糖、麥芽糊精、大豆沙拉油、葡萄糖、花生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黏
稠劑)}、鹹蛋黃、水、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聚木糖酵素、磷脂酵素、澱粉液化酵素)、酥油{植物性油脂(棕櫚
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腐劑(己二烯
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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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橘子
油、檸檬油、丙二醇、食用酒精、三乙酸甘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著色劑(軟質棕油、葵
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人造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
質棕油)、天然奶油、味醂(蔗糖、水、糯米、釀造酢、食鹽、米麴、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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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
酯、香料、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葵花油、β-胡蘿蔔素)}、蔗糖、雞蛋黃、奶
油香料、黑芝麻
綠豆沙蛋黃酥：綠豆沙(綠豆、白鳳豆、蔗糖、大豆油、食鹽、食用色素黃色四號)、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聚木
糖酵素、磷脂酵素、澱粉液化酵素)、鹹蛋黃、酥油{植物性油脂(棕櫚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
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
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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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橘子油、檸檬油、丙二醇、食用酒精、三乙酸甘油酯)、抗
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水、人造
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天然奶油、味醂(蔗糖、水、糯米、釀
造酢、食鹽、米麴、調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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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劑(L-抗
壞血酸棕櫚酸酯)、著色劑(葵花油、β-胡蘿蔔素}、雞蛋黃、蔗糖、白芝麻、奶油香料
豆蓉蛋黃酥：豆蓉(白鳳豆、綠豆仁、蔗糖、無水奶油、大豆沙拉油、麥芽糖、奶粉)、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聚
木糖酵素、磷脂酵素、澱粉液化酵素)、鹹蛋黃、酥油{植物性油脂(棕櫚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
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酯、防腐劑(己二烯酸鉀)、抗氧化劑(維生素E、L-抗壞血酸
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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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橘子油、檸檬油、丙二醇、食用酒精、三乙酸甘油
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
雙黃白蓮蓉月餅
白蓮蓉[蓮子、砂糖、花生油、水]、鹹蛋黃、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花生油、蛋、食用鹼水[
水、碳酸鉀]。
雙黃蓮蓉月餅
蓮蓉[蓮子、砂糖、花生油、水]、鹹蛋黃、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花生油、蛋、食用鹼水[水、
碳酸鉀]。
伍仁月餅
伍仁餡[砂糖、冬瓜醬[糖冬瓜(冬瓜、砂糖、水)、麥芽糖、棕梠油、檸檬酸]、瓜子仁、水、糯米粉、杏仁、核桃、糖
柑桔(柑橘、砂糖、水)、白芝麻、松子仁、蓮子、麻油、花生油、玫瑰露酒、鹽、味精、胡椒粉、五香粉(山奈、花
椒、陳皮、芫荽、黑豆、月桂、肉桂(桂皮)、丁香、小茴香、八角)]、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花
生油、蛋、食用鹼水[水、碳酸鉀]。
蛋黃豆沙月餅
豆沙[砂糖、紅豆、蓮子、花生油、水]、鹹蛋黃、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花生油、蛋、食用鹼
水[水、碳酸鉀]。
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蓮子、甜味劑(氫化葡萄糖漿)、鹹蛋黃、花生油、甜味劑(麥芽糖醇)、小麥麵粉、甜味劑(異麥芽酮糖醇)、水、蛋、食
用鹼水[水、碳酸鉀]。
低糖松子仁月餅
豆沙月餅
[砂糖、紅豆、蓮子、花生油、水]、小麥麵粉、鹹蛋黃、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花生油、蛋、食用鹼水[
水、碳酸鉀]。
蛋黃白蓮蓉月餅
[蓮子、砂糖、花生油、水]、鹹蛋黃、 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 ]、花生油、蛋、食用鹼水[水、碳
酸鉀]。
蛋黃蓮蓉月餅
[蓮子、砂糖、花生油、水]、鹹蛋黃、 小麥麵粉、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 ]、花生油、蛋、食用鹼水[水、碳
酸鉀]。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美亞產物保險0900-2236001208-03

富邦產物保險0525字第17AML0000470號
新光產物保險130005AHP0002828號

蘇黎世產物保險50-106-07723877-00004-PDL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6字第17AML0000606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506字第17AML0000606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06CG900002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06CG900002號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021蜘蛛人系列奶黃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美心(香港)有限公司

(852)25234107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富街14號2至3樓

022鋼鐵人系列綠茶紅豆月餅

台灣大昌華嘉股份有限公司

A-170824858-00000-0

美心(香港)有限公司

(852)25234107

香港新界大埔工業邨大富街14號2至3樓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小麥麵粉、椰漿、奶油、砂糖、雞蛋、麥芽糖、鮮奶油[奶油、脂肪酸甘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二十、關華豆
膠、玉米糖膠、鹿角菜膠]、煉乳[牛奶、砂糖、奶粉(含大豆卵磷脂)]、鹹蛋黃、吉士粉[玉米糖膠、β-胡蘿蔔素、烴丙
香港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基磷酸二澱粉、香料(含杏仁)、鹽、全脂奶粉、植物油粉末、全蛋粉]、奶粉[脫脂牛奶、乳脂、乳糖、大豆卵磷脂]、
海藻糖、玉米澱粉、糖霜[砂糖、玉米澱粉]、防腐劑[已二烯酸鉀]、鹽、水、婀娜多[天然色素]
香港

023奇華至尊精裝月餅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台灣

052奇華家鄉蛋捲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6樓之5

台灣

053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紅豆沙[紅豆、砂糖、甜味劑(麥芽糖醇糖漿)、水、花生油、蓮子]、糖漿[砂糖、水、檸檬、檸檬酸]、小麥麵粉、花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油、綠茶粉、食用鹼水[水、碳酸鉀]。
蛋黃奶皇月-蔗糖、奶油、雞蛋、麵粉、鹹蛋黃、白豆沙[白鳳豆.蔗糖.麥芽糊精]、卡士達克林姆粉[蔗糖粘稠劑(乙醯
化磷酸二澱粉).乳清粉.完全氫化椰子油.脫脂乳粉.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硫酸鈣.海藻酸鈉.香料.著色劑(β-胡蘿蔔素)]、
乳粉、椰奶、煉乳[蔗糖.乳粉.生乳.沙拉油.無水奶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麥芽糖、海藻糖、玉米澱粉、粘稠劑[羥丙
基磷酸二澱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關華豆膠、食鹽、蜂蜜、著色劑[β-胡蘿蔔素]﹐伍仁金腿月-蔗糖、鳳梨
醬(冬瓜、麥芽糖、蘿蔔泥、蔗糖、鳳梨、棕櫚油、奶油、食鹽、調味劑(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香料)、
火腿、核桃、杏仁粒、瓜子仁、芝蔴、桔梗果乾、叉燒肉、橄仁、糖豬肉(蔗糖、豬板油)、熟糯米粉、花生風味調合
油(沙拉油、花生油、芝麻油)、麵粉、糖水(蔗糖、麥芽糖、調味劑(檸檬酸)、檸檬)、品質改良劑(碳酸鉀)、高粱酒、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醬油(黃豆、小麥、食鹽、高果糖糖漿、酒精、調味劑(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甜味劑(甘草素))、調味劑(L-麩酸鈉)、肉桂粉、雞蛋、著色劑(ß胡
蘿蔔素)﹐欖仁棗泥月-蔗糖、白豆沙、棗泥、欖仁、麵粉、糖水、(蔗糖、麥芽糖、調味劑(檸檬酸)、檸檬)、花生風
味調合油(沙拉油、花生油 、芝麻油)、品質改良劑(碳酸鉀)、雞蛋、著色劑(β胡蘿蔔素)﹐核桃豆沙月-豆沙[紅豆沙.特
砂.花生油50%.大豆油50%.麥芽糖.食鹽]、核桃、糖水[蔗糖.麥芽糖.調味劑(檸檬酸).檸檬]、麵粉、花生風味調合油[花
生油.沙拉油]、品質改良劑[碳酸鈉]、雞蛋、著色劑[β-胡蘿蔔素]
原味蛋捲 -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乳脂、鹽)、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仁油)、食鹽、乳化劑(脂肪
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β
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杏仁粉、奶油香料﹐芝麻蛋捲-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乳脂、鹽)、人造
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仁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黑芝麻、杏
仁粉、奶油香料﹐咖啡蛋捲 -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乳脂、鹽)、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仁油)、
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
花油))、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咖啡粉、咖啡香料、乳粉

產品責任險
新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06CG900002號

新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06CG900002號

富邦產物保險0510字第16AML0000407號

富邦產物保險0510字第16AML0000407號

台灣

麵粉、豬肉鬆(豬肉、糖、醬油、沙拉油、豌豆粉(著色劑(食用色素黃色4號、5號))、鹽)、蔗糖、雞蛋、奶油(乳脂、
鹽)、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仁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中鏈三酸甘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油酯、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植
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仁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黑芝麻、奶油香料

富邦產物保險0510字第16AML0000407號

蘇黎世產險70-105-07974245-00001-PDL號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00字第04PR000312

048紅帽子法蘭酥綜合禮盒

台灣真弓通商(股) 公司

A-179995261-00000-6

台灣真弓通商(股) 公司

02-2657-4452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35弄40號1樓

日本

巧克力(砂糖、可可粉、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葵花籽)、可可膏、全脂奶粉、脫脂奶粉、可可脂)，雞蛋，砂糖，
薄餅(小麥粉、玉米澱粉、砂糖、食用油脂(棕櫚油)、蛋白粉、食鹽)，小麥粉，奶油(牛奶由來)，杏仁粉(杏仁(堅果))
，乳脂(乳製品)，起酥油(食鹽、植物油脂(棕櫚油、米))，乾燥草莓(糊精、草莓、砂糖)，食用油脂(棕櫚油)，綠茶(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露、抹茶)，草苺粉(乾燥草莓、乳脂粉)，食鹽，覆盆莓粉(糊精、覆盆莓)，大豆卵磷脂，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脂肪酸甘油酯)，膨脹劑(碳酸氫鈉)，普通焦糖色素(甘蔗、甜菜)，香料，柑橘果膠，關華豆膠，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

054台酒清酒酵母青蔥蘇打

宜呈實業有限公司

A-180268346-00000-5

環宇開發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02-25169959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15鄰松樹21之3號

台灣

小麥粉、雪白乳化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棕櫚油、新鮮青蔥、酒粕、水份、新鮮酵母、
食鹽、碳酸氫鈉、調味劑(L-麩酸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55台酒薄餅綜合桶

宜呈實業有限公司

A-180268346-00000-5

環宇開發生技食品有限公司

02-25169959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里15鄰松樹21之3號

台灣

056 Starbucks精選綜合蛋捲禮盒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A-116097091-00000-1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台灣

057果然優雙堅禮盒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16781797-00000-1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3-4340372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台灣

紅麴：麵粉、糖、棕櫚油、奶油、人造奶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脂肪酸聚合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
甘油脂、奶粉、大豆卵磷脂、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檸檬酸、玉米油、β-胡蘿蔔素)、烤酥油
(棕櫚油、大豆油、無水奶油、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為生素E、芥花油、玉
米油、β-胡蘿蔔素)、雪白乳化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白芝麻、水份、紅麴粉、葡萄糖、
全脂奶粉、食鹽、乳酪粉(牛乳、培養菌種、氯化鈣、鹽、微生物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乾酵母粉、碳酸氫鈉、碳酸
鈣、碳酸氫銨、偏亞硫酸氫鈉
黑糖：麵粉、棕櫚油、糖、奶油、人造奶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脂肪酸聚合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
甘油脂、奶粉、大豆卵磷脂、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檸檬酸、玉米油、β-胡蘿蔔素)、烤酥油
(棕櫚油、大豆油、無水奶油、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為生素E、芥花油、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米油、β-胡蘿蔔素)、雪白乳化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黑糖、酒粕、水份、咖啡粉、黑芝
麻、全脂奶粉、食鹽、葡萄糖、乳酪粉(牛乳、培養菌種、氯化鈣、鹽、微生物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乾酵母粉、
碳酸氫鈉、β-胡蘿蔔素、咖啡香料、碳酸鈣、碳酸氫銨、偏亞硫酸氫鈉
南瓜：麵粉、棕櫚油、糖、奶油、人造奶油(棕櫚油、大豆油、軟水、脂肪酸聚合甘油脂、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
甘油脂、奶粉、大豆卵磷脂、無水奶油、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檸檬酸、玉米油、β-胡蘿蔔素)、烤酥油
(棕櫚油、大豆油、無水奶油、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甘油脂、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為生素E、芥花油、玉
米油、β-胡蘿蔔素)、南瓜粉、雪白乳化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油)、水份、酒粕、葡萄糖、食
鹽、乾酵母粉、乳酪粉(牛乳、培養菌種、氯化鈣、鹽、微生物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碳酸鈣、全脂奶粉、糙米
粉、碳酸氫鈉、調味劑(L-麩酸鈉)、碳酸氫銨、β-胡蘿蔔素、小麥蛋白分解酵素、南瓜香料、乙基麥芽醇、偏亞硫酸
咖啡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咖啡粉、香料、乳粉。
柳橙摩卡風味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
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咖啡粉、
香料。
焦糖瑪奇朵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咖啡粉、焦糖粉、乳
粉、香料。
巧克力蛋捲:麵粉、蔗糖、食用乳油、雞蛋、巧克力(可可粉、氫化棕櫚仁油、蔗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料)、人
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香料。
起司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芝士粉(牛乳、鹽、發酵菌、
凝乳酵素)、乳粉、食鹽、乳酪香料、黑胡椒、香料。
抹茶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抹茶粉、香料、乳粉。
紅茶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紅茶粉、香料。
蜂蜜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著色劑((玉米油)、β-胡蘿蔔素))、乳粉、蜂蜜、香料。
纖麥蛋捲:麵粉、蔗糖、雞蛋、食用乳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
葡萄乾(智利)、核桃(美國)、杏仁(美國)、腰果(越南)、南瓜子(中國)、蔓越莓乾(美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85OPEN!原味奶油曲奇法香酥

佳合企業有限公司

B-123573492-00000-4

伊莎貝爾

04-25687890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737號

台灣

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氯化鈉、碘酸鉀)、酸性焦磷酸鈉、磷酸氫鈉、玉米澱粉、香料(含丙二醇)、磷酸二氫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兆豐產物保險0214第06PDL00041號

045津輕完熟蘋果汁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蘋果,蘋果酸,抗氧化劑(維生素C).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064達樂美芒果果凍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日本

砂糖,葡萄糖果糖液糖,芒果(芒果果實,芒果糊),水蜜桃汁,椰果,洋菜,抗氧化劑(維生素C),香料,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結蘭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玉米糖膠,檸檬酸鈉,檸檬酸.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046民視天后燕禮盒

民視

E-196975768-00000-9

余仁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祥路73巷51號8樓

馬來西亞

燕窩、冰糖、水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10字第17AML0000329號

065野上智寬絕不冬瓜鳳梨酥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鳳梨、麵粉、食用乳油、蔗糖、雞蛋、麥芽糖(麥芽三糖以上寡糖、麥芽二糖、葡萄糖)、乳粉、芝士粉(乾酪、乳固形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物、調味劑(檸檬酸))、食鹽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066上口美食干貝蟲草燉烏雞禮盒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35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台灣

水、烏骨雞、米酒、食鹽、人篸、黨篸、淮山、枸杞、白术、人篸鬚、當歸、川芎、干貝、甘草、肉桂、陳皮、冬蟲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夏草菌絲體、黃金蟲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068麻豆郭家40年御用老欉文旦

陳盧香

N/A

06-5713739

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61~7號

台灣

水果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郭財宏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00字第04PR000312

泰安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保險証號：07第062205A10080號

富邦產物保險0506字第16AML0001057號

品名

供應商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061哈根達斯玲瓏心意月餅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A-186384960-00000-2

02-8964-348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8樓

094哈根達斯柚見耀月禮盒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A-186384960-00000-2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02-8964-348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6號8樓

原產地(國) 成分
過敏原資訊
仲夏野莓冰淇淋月餅(玲瓏)原料：仲夏野莓冰淇淋 [紅莓果醬（糖、水、草莓果漿、覆盆子果漿、濃縮黑莓果漿、濃
縮藍莓果漿、濃縮檸檬汁、柑橘檸檬果膠）、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白巧克力醬 [氫化植物油(椰子
油、棕櫚油、油菜籽油)、糖、脫脂乳粉、乳清粉、乳糖、乳脂肪、卵磷脂、香莢蘭醛]、飾片[可可液塊、白砂糖、可
可脂、全脂乳粉、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二氧化钛、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草莓巧克
力 (糖、可可脂、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 胭脂紅、天然香草香料)、白巧克力醬 (棕櫚油、糖、乳清粉、乳糖、麥芽
糊精、脫脂乳粉、可可脂、卵磷脂、香料、蘋果酸)、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
香草冰淇淋月餅 (玲瓏)原料：香草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天然香草香料)、黑巧克力醬 (椰子
油、糖、可可塊、可可粉、卵磷脂、香莢蘭醛)、飾片[可可液塊、白砂糖、可可脂、全脂乳粉、植物油(棕櫚油、棕櫚
台灣
仁油)、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二氧化钛、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黑巧克力醬 (棕櫚油、糖、可可粉、脫脂奶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乳清粉、可可脂、卵磷脂、 香料)
巧克力冰淇淋月餅 (玲瓏)原料：巧克力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可可粉)、白巧克力醬 [氫化植
物油(椰子油、棕櫚油、油菜籽油)、糖、脫脂乳粉、乳清粉、乳糖、乳脂肪、卵磷脂、香莢蘭醛]、飾片[可可液塊、
白砂糖、可可脂、全脂乳粉、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卵磷脂、香莢蘭醛、二氧化钛、食用紅色七號鋁麗
基]、白巧克力醬 (棕櫚油、糖、乳清粉、乳糖、麥芽糊精、脫脂乳粉、可可脂、卵磷脂、香料、蘋果酸)、食用藍色
一號鋁麗基、食用紅色七號鋁麗基

法國

詳細成分請見外包裝說明
橙香柚子：鮮奶油、水、濃縮脫脂乳、糖、橘子汁、濃縮全脂乳、葡萄糖粉、蛋黃、柚子汁、玉米澱粉、濃縮檸檬
汁、柑橘蘋果玉米果膠、天然香料、鹽
原味優格：濃縮脫脂乳、鮮奶油、脫脂乳、糖、葡萄糖粉、水、蛋黃、濃縮檸檬汁、優酪菌種
香草冰淇淋： 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天然香草香料
草莓冰淇淋：鮮奶油、草莓(草莓、糖)、濃縮脫脂乳、糖、蛋黃、水
藍莓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藍莓果醬（藍莓、糖、濃縮藍莓果漿、濃縮檸檬汁、水、米澱粉、果膠 (蘋果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膠、柑橘果膠、玉米果膠)、天然藍莓香料）、糖、藍莓果漿（藍莓果漿、糖）、蛋黃、水
草莓雪糕：草莓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草莓果粒、糖、蛋黃、水）、比利時巧克力（可可脂、糖、可可塊、
全脂奶粉、奶油、椰子油、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
香草焦糖脆杏仁： 香草冰淇淋（鮮奶油、濃縮脫脂乳、水、糖、蛋黃、天然香草香料）、比利時巧克力（可可脂、
糖、可可塊、全脂奶粉、奶油、椰子油、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焦糖醬（糖、水、濃縮脫脂乳、
葡萄糖漿、奶油、葡萄糖粉、鹽、柑橘蘋果果膠、天然香草香料）、烘焙杏仁（杏仁、紅花油）

產品責任險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已投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保單號碼: 1400-052220052

063酷聖石Kitty蛋糕捲

酷聖石冰淇淋股份有限公司

A-128459597-00000-7

金格食品

03-313-3168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北路90-66號

台灣

香奶冰淇淋【奶油、脫脂牛乳、牛乳、糖、玉米糖漿、關華豆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鹿角菜膠)、乳化劑(脂肪
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婀娜多色素】、雞蛋、蔗糖、低筋麵粉(小麥)、鮮乳、食用大豆油、脂肪抹醬
【水、棕櫚仁油、葡萄糖、蔗糖、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山梨醇酐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
酯)、品質改良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多磷酸鈉、關華豆膠、玉米糖膠)、乾酪素鈉、食鹽、香料、β-胡蘿蔔素(葵花
籽油、β-胡蘿蔔素)】、草莓糖漿【水、蔗糖、麥芽糖、草莓、檸檬酸、香料、著色劑(食用紅色四十號)】、覆盆子、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奶油、糖粉(蔗糖、樹薯澱粉)、草莓汁、複方乳化劑【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蔗糖酯、脂
肪酸山梨醇酐酯、丙二醇、水】、乳化油【食用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抗
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草莓香料(丙二醇、香料)、鏡面果膠【水、蔗糖、葡萄糖漿、
柑橘果膠、檸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著色劑(食用紅色四十號)、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086明治迷你超杯組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103538906-00000-2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香草:水、脫脂奶粉、椰子油、棕櫚油、砂糖、麥芽糖、蛋黃、葡萄糖果糖液糖、食鹽、香料、婀娜多色素
牛奶巧酥:水、脫脂奶粉、砂糖、棕櫚油、椰子油、麥芽糖、巧克力餅乾(小麥、可可)、蛋黃、食鹽、洋菜、大豆卵磷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脂、關華豆膠、香料、婀娜多色素、碳酸氫納

泰安產物保險07字862206A10001

日本

哈密瓜冰沙:水、砂糖混合葡萄糖果糖液糖、哈密瓜汁、糖粉、砂糖、椰子油、脫脂奶粉、關華豆膠、鹿角菜膠、藍
藻色素、香料、脂肪酸甘油脂、檸檬酸、黃梔子色素
西瓜冰沙:水、砂糖混合葡萄糖果糖液糖、西瓜汁、糖粉、砂糖、椰子油、脫脂奶粉、檸檬汁、關華豆膠、鹿角菜
膠、香料、脂肪酸甘油脂、食用色素(紅甜菜色素、紅椒色素)、檸檬酸
白桃冰沙:水、砂糖混合葡萄糖果糖液糖、白桃汁、糖粉、砂糖、椰子油、脫脂奶粉、關華豆膠、鹿角菜膠、香料、
脂肪酸甘油脂、食用色素(黃梔子色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產物保險07字862206A10001

泰安產物保險07字862206A10001

087井村屋水果冰沙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103538906-00000-2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61號12樓

富邦產物保險0506字第17AML0000556號

083井村屋白玉禮盒組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103538906-00000-2

臺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5212831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61號12樓

日本

白玉抹茶摩納餅:水、紅豆餡(砂糖、紅豆、麥芽糖、食鹽、玉米澱粉)、湯圓(麥芽糖、糯米粉、馬鈴薯澱粉、芥菜籽
油、棕櫚油、食鹽)、脫脂奶粉、奶油、乾酪、砂糖、麥芽糖、棕櫚油、椰子油、抹茶、糊精、甜味劑(山梨糖醇)、海
藻糖、脂肪酸甘油脂、刺槐豆膠、關華豆膠、碳酸氫鈉、焦糖色素、凝乳酵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白玉紅豆牛奶冰淇淋:水、紅豆餡(砂糖、紅豆、麥芽糖、玉米澱粉、食鹽)、湯圓(麥芽糖、糯米粉、砂糖)、脫脂奶
粉、乾酪、麥芽糖、砂糖、棕櫚油、奶油、糊精、甜味劑(山梨糖醇)、海藻糖、椰子油、脂肪酸甘油脂、香料、關華
豆膠、凝乳酵素

059手信坊桐花綠豆糕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1-8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綠豆、紅豆、橄欖油、大豆油、砂糖、麥芽糖、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蘇黎世產物保險第125842號函

069卓蘭牛奶梨禮盒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955-298-89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台灣

水梨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 保單號碼：0504字第16AML0002071號

070綜合水果禮盒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955-298-89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台灣、美國、智利
水梨、蘋果、綠無籽葡萄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 保單號碼：0504字第16AML0002071號

089扇屋鱈魚起司餃

上友有限公司

A-186128771-00000-8

追求卓越有限公司

02-2707-6799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3F

日本

110巴黎貝爾花漾星空禮盒

統一聖娜多堡股份有限公司

A-170790935-00000-8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568-7890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737號

台灣

112禮坊星兔踏月禮盒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34106066-00001-2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918-0786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3號5樓

台灣

118瑞穗鶴岡吳家文旦

陳盧香

N/A

吳佳勳

03-8872590

花蓮縣瑞穗鄉鶴岡村162號

台灣

天然乾酪(鮮乳,食鹽),魚漿(鱈魚肉,六線魚肉),棕櫚油,油菜耔油,小麥澱粉,玉米澱粉,食鹽,大豆蛋白,砂糖,甜味劑(山梨糖
醇),多磷酸鈉,磷酸二氫鈉,加工澱粉(玉米澱粉,馬鈴薯澱粉),粘稠劑(果膠:檸檬由來,刺槐豆膠),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摩卡巧克三明治：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葡萄乾、白油[植物性棕櫚油(棕櫚油、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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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粉、果糖、蘭姆酒、奶粉、甜味劑(山梨糖醇)、咖啡
粉、碘鹽、複方香料(含中鏈三酸甘油酯、丙二醇、甘油、咖啡、水、乙醇、焦糖色素、葡萄糖)、醋酸鈉(無水)、白
蘭地、咖啡酒、甘胺酸、脂肪酸蔗糖酯、酵素製劑、玉桂粉(肉桂、甘草)
楓韻巧克餅乾：
人造奶油、全麥粉、麵粉、蔗糖、雞蛋、小麥胚芽、代可可脂黑巧克力(含氫化棕櫚核仁油)、複方香料(含丙二醇、乙
醇、焦糖色素、葡萄糖、中鏈三酸甘油酯、水)、小蘇打、碘鹽、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乳酪酥(覆盆子)：
麵粉、人造奶油、蔗糖、雞蛋、起士、水、冬瓜醬[冬瓜、麥芽糖、蔗糖、油脂(軟質棕櫚油、無水奶油)、食鹽、多磷
酸鈉、醋酸鈉(無水)、甘胺酸、醋酸、葡萄糖酸-δ內酯、酵素製劑]、覆盆子、麥芽糖、杏仁、甜味劑(山梨糖醇)、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葡萄糖、麥芽糊精、醋酸鈉(無水)、複方香料(含乙醇、水、焦糖色素、葡萄糖、中鏈三酸甘油
酯)、果膠(果膠、關華豆膠、玉米澱粉、刺槐豆膠、三仙膠、蒟蒻粉、乳酸鈣)、酸性焦磷酸鈉、小蘇打、檸檬酸、玉
米澱粉、DL-蘋果酸、碘鹽、奶粉、脂肪酸蔗糖酯、甘胺酸、磷酸二氫鈣、醋酸、葡萄糖酸-δ內酯、酵素製劑、食用
黃色四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六號
詳細成分說明見外包裝標示
1.紫薯山藥黑豆月餅:紫地瓜山藥餡〔紫地瓜泥、蔗糖、白鳳豆、山藥粉、麥芽糖、蜜黑豆(黑豆、水、蔗糖、麥芽
糖、醬油、葡萄糖、食鹽、海藻糖、玉米糖膠、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香料) )、大豆油、海藻糖、辛烯基丁二酸鈉
澱粉、羥丙基澱粉、椰漿粉、無水奶油、香料、食鹽〕、麵粉、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酸)、大豆油、雞
蛋、奶水(水、奶粉、大豆油、無水奶油)、碳酸鈉。
2.蔓越莓葛蕾特酥:麵粉、奶油、蘋果醬(蘋果、蔗糖、玉米澱粉、檸檬酸)、蔗糖、蔓越莓(蔓越莓、蔗糖、葵花油)、
雞蛋、無水奶油、麥芽糖、蘭姆酒、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油、無水奶油、乳糖﹞、奶粉、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食鹽、複方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海藻糖、香料、洋菜粉、DL-蘋果酸、
檸檬酸、果膠(蘋果果膠、磷酸鈣、葡萄糖)。
3.私房芒果酒巧克力月餅:白鳳豆、麥芽糖、蔗糖、大豆油、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液70%)、麥芽糊精、無水奶油、糯
米粉、可可膏、芒果乾(芒果、蔗糖)、芒果、奶油、可可脂、芒果酒、海藻糖、可可粉、奶粉、酒、二氧化鈦、甘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果膠(蘋果果膠、磷酸鈣、葡萄糖)、乳清粉、香料、食鹽、檸檬酸鈉、DL-蘋果酸、檸檬
酸、卵磷脂。
4.私房梅子酒巧克力月餅:白鳳豆、麥芽糖、蔗糖、大豆油、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液70%)、麥芽糊精、無水奶油、糯
米粉、可可膏、杏桃、奶油、鹹梅醬(梅肉、食鹽)、可可脂、梅酒、海藻糖、可可粉、甜菜萃取粉、奶粉、甘油、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果膠(蘋果果膠、磷酸鈣、葡萄糖)、乳清粉、香料、紅麴色素、食鹽、檸檬酸鈉、DL-蘋果酸、檸
檬酸、卵磷脂。
5.私房百香果酒巧克力月餅:白鳳豆、麥芽糖、蔗糖、大豆油、品質改良劑(D-山梨醇液70%)、麥芽糊精、無水奶油、
糯米粉、可可膏、百香果、奶油、可可脂、蘋果醬(蘋果、蔗糖、玉米澱粉、檸檬酸)、杏桃、海藻糖、百香果酒、奶
粉、黃梔子色素、酒、甘油、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果膠(蘋果果膠、磷酸鈣、葡萄糖)、乳清粉、香料、食鹽、檸檬酸
鈉、DL-蘋果酸、檸檬酸、卵磷脂。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水果

新光產物保險第130005AKP000553號

兆豐產物產品責任保險0214第05PDL00022號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6AKP0000131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品名
121北海道干貝
124寶特瓶大草蝦

供應商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食品與輸入業者登錄字號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05-3472602
A-170537075-00000-2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廠
05-3472602
A-170537075-00000-2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農漁產加工廠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嘉義縣布袋鎮太平東路378號之1

127吳文智四色韓風烤肉組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128吳文智雞汁蔬食七味燒

金龍冠食品

Q-170717246-00000-8 金龍冠食品

05-2203420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30號

原產地(國) 成分
帆立貝
日本
馬來西亞 草蝦
<梨汁>豬肉、醬汁[水、蔗糖、釀造醬油、蒜、梨子濃縮汁、食鹽、味醂、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蕃茄、洋蔥、芝麻
油、大豆油(基改)、焦糖色素(第三類)、葡萄糖漿、雞肉萃取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酵母抽出物、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香料、多磷酸鈉、白芝麻、玉米糖膠、DL-蘋果酸、白胡椒、地瓜渣
粉、麥芽糊精、玉米澱粉]、水、米酒、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
<韓辣>豬肉、辣椒醬(小麥麵粉、糖漿、水、辣椒粉、食鹽、料理酒、洋蔥萃取物、蔥萃取物、薑萃取物、大蒜
萃取物、酵母粉、紅麴)、洋蔥、水、麻油(大豆油、芝麻)、米酒、醬油、蒜頭、辣椒粉、甜味劑(D-山梨醇)、蔗糖、
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
台灣
<咖哩>豬肉、水、洋蔥、醬油、蔗糖、咖哩粉(胡荽、薑黃、薑母、馬芹子、小荳蔻、葛縷子、葫蘆巴、蒜粉、
黑胡椒、肉桂、丁香、紅辣椒、荳蔻、小茴香、月桂葉)、大豆油、蒜頭、米酒、薑、辣椒、甜味劑(D-山梨醇)、食
鹽、黑胡椒粒、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
<青醬>豬肉、青醬{芥花油、大豆油、蔬菜泥(香料、羅勒、帕瑪森粉、蒜頭粒、松子、鯷魚、食鹽)、抗氧化劑[
異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水、白酒、蒜頭、大豆油、食鹽、甜味劑(D-山梨醇)、調味劑(食鹽、L-天門冬酸鈉、胺基
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無
水)、多磷酸鈉]
台灣
高麗菜、秀珍菇、水、紅蘿蔔、香菇、青花菜、玉米筍、南瓜、奶油、食鹽、雞粉(雞肉、麥芽糊精、鹽、糖)

129懶人料理-美式烤肋排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130懶人料理-燒烤海鮮絲瓜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6761627-00000-6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131懶人料理-焗烤馬鈴薯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過敏原資訊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產品責任險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5PD03273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保單1502字第05PD03273號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4PDT00066

豬肋排.燒烤醬(水.番茄糊.糖蜜.糖.高果糖玉米糖漿.食鹽.酸化製澱粉.濃縮檸檬汁.天然煙燻香料.蒸餾醋.香辛料(羅勒
.黑胡椒.巴西里香芹.芥末粉.馬芹.小辣椒.芹菜籽.莞荽.迷迭香.奧勒岡草.百里香.馬郁蘭葉).脫水大蒜.脫水洋蔥.乾酵母).
蜂蜜(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羅勒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台灣

絲瓜.蝦仁.珠貝.薑.櫻花蝦.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馬鈴薯.洋蔥.杏鮑菇.培根.雞肉.青椒.紅椒.沙拉油.馬茲摩拉乳酪(牛乳.乳酸菌.氯化鈣.鹽.植物性凝乳酵素).切達乳酪(牛
乳.鹽.乳酸菌.植物性凝乳酵素.β-胡蘿蔔素).馬鈴薯澱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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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醇酐脂肪酸酯八十).黏稠劑(玉米糖膠.鹿角菜膠)).白葡萄酒.香料(百里香葉.迷迭香葉.皮薩草.牛膝草葉.羅勒葉.粗片紅辣
椒.蒜粉)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中卷.蒜.蔥.九層塔.老薑.醬油.沙拉油.麻油.辣椒.米酒.糖.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
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

杏鮑菇.蒜酥.蒜.奶油.青花菜.黃甜椒.紅甜椒.食鹽.香料(百里香葉.迷迭香葉.皮薩草.牛膝草葉.羅勒葉.粗片紅辣椒.蒜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台灣

糯米.大麥(珍珠麥).調味肉條(豬肉.醬油.蔗糖.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雞肉粉.食鹽.麥芽糊精.葡萄糖.調味劑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香菇.魷魚.金鉤蝦.櫻花蝦.水.
醬油.豬油.蔥酥(蔥頭.棕櫚油).豬油渣.糖.L-麩酸鈉.五香粉(小茴.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椒鹽粉(胡椒.L-麩酸鈉.鹽.葡萄
糖.肉桂.丁香.甘草.五加皮.小茴.山奈.香料).黑胡椒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公司 壹億元1516字第04PD02952號

台灣

螃蟹、洋蔥、蔥、蒜頭、九層塔、奶油、辣椒、沙茶醬(大豆沙拉油、魚乾、蒜頭、薑粉、椰子粉、蔥乾、芝麻、赤
尾青、辣椒粉、食鹽、胡荽、肉桂、茴香、胡椒)、紅燒醬（豬肉、醬油、薑、水、蕃茄、糖、黑豆瓣、大豆水解蛋
白、洋蔥、高麗菜、雞骨、鹽、白胡椒）
食品添加物：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五花肉、洋蔥、蔥、韭菜、韓式辣醬(水、辣椒粉、小麥粉、麥芽糖、鹽、魚露、糖、洋蔥粉、高麗菜粉、紅椒粉、
酵母精粉)、甜不辣條【(魚漿、樹薯澱粉、豬中油、糖、鹽、葡萄糖、木糖、植物油、蒜泥)
食品添加物:韓式辣醬【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甜不辣條【丁二醯甘油二澱粉、粘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鈉澱
粉)、胺基乙酸、醋酸鈉(無水)、魚抽出物、品質改良劑(酵素製劑)、防腐劑(己二烯酸鉀0.2g/kg以下)、L-麩酸鈉、
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F-186761627-00000-6
132懶人料理-三杯中卷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6761627-00000-6

133懶人料理-香蒜杏鮑菇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6761627-00000-6

134懶人料理-櫻花蝦竹筒飯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8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86761627-00000-6
135吳秉承奶油沙茶螃蟹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136吳秉承韓式豬五花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137小蒙牛比臉大安格斯嫩肩牛排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美特多股份有限公司

02-27965995

臺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6段266號1樓

美國

138台北濱江豪華海陸烤肉套組

21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饗城食品有限公司

04-8941955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台灣

A-189627033-00000-6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牛肉
牛肉、魷魚、米腸【糯米、米、花生、紅蔥酥、大豆沙拉油、白醋、胡椒粉、五香粉、精鹽、豬腸衣、調味料(L-麩
酸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豬肉、米血【豬血、米、精鹽】、白蝦、
明太子雞翅【韓國辣椒粉、雞心辣椒粉、黑白芝麻、羅勒葉、花椒、大蒜、洋蔥、黑胡椒、荷蘭芹、橙皮、紅椒、青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椒】、燒烤醬【沙茶醬(大豆沙拉油、魚乾、蒜頭、薑粉、椰子粉、蔥乾、芝麻、赤尾青、辣椒粉、食鹽、肉桂、茴
香、胡椒)］、［香菇素蠔油:水、蔗糖轉化液糖、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粉）、小麥、食鹽、黏稠劑(玉米糖膠、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粉、苯甲酸鈉（防腐劑）、香菇粉]、水】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005AKP0000816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8字第052050121號

亞尼克芒果百香生乳捲1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台灣

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百香果
汁、玉米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原味8芒果百香8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0-6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02-87978993*236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台灣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
芒果百香: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百香果汁、玉米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台灣

原味: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特黑: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
粉、日本鮮奶油、特黑巧克力粉
抹茶: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
>、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水、抹茶醬<玉米糖漿、抹茶粉、水、抗氧化劑<維生素C>蛋白粉、沙拉油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芒果百香:蛋、鮮奶、砂糖、奶油<殺菌牛奶>、日本麵粉、日本鮮奶油、芒果果泥、百香果果泥、蛋白粉、芒果粉、
百香果汁、玉米粉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亞尼克原味4特黑4抹茶4芒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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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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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5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