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供應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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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產國 成分

產品責任險

(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原)佳德鳳梨酥禮盒12入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88號 02-87878186 台灣 麵粉、砂糖、進口奶油、蛋、鹽、鳳梨餡、少許冬瓜餡 國泰151602PD0270

(原)紅櫻花HK小西餅彩繪提盒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02-87717887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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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麵粉、奶油(乳脂肪、水)、巧克力(可可、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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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產險保單號碼：07-062204A00165號

(原)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6樓之5 02-897692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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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元

(原)胖胖酥-海苔 F-127481353-00000-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02-2991-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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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原)田中進發香蔥蜜麻花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進發環球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安平里南京東路５段２８１號0912-769-293 台灣 麵粉、麥芽、糖、 花生、酥油、食鹽、沙拉油、酵母、雞蛋。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DoGa香辣墨西哥椒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振禾食品有限公司 台南縣善化鎮小新營198-1號 06-5897019 台灣 辣椒,花生,豌豆,芝麻,未氫化植物油,鹽,糖,味精,天然辛香料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667字第04ML000292號

(原)奇華蝴蝶千層酥禮盒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02-89769216#117 台灣
◎杏仁千層酥:麵粉、奶油、杏仁片、蔗糖、雞蛋(蛋白)、食鹽、橄

欖油。◎蝴蝶酥: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橄欖油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元

(原)星巴克精選綜合蛋捲禮盒 A-116097091-00000-1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02-89769216#118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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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証號：07第062205A10080號

(原)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E-126007513-00000-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１號１、

２樓
0933-798-638 台灣 麵粉.天然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太陽堂太陽餅12入禮盒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04-23813331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643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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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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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糖、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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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1000萬元。

美亞產物保險0900-2236001208-03

(原)統一生機果然優雙堅禮盒 H-16781797-00000-1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03-4340372#1677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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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6字第17AML0001095號



(原)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全滋稻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40巷57號1、2樓02-22448888#207 台灣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豬肉、杏仁片、糖、黑豆醬油、鹽、肉桂

粉、大豆水解蛋白(基因改造)、棕櫚油、醣類(葡萄糖、乳糖)、L-

麩酸鈉、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醋酸澱粉、異抗壞血酸鈉(抗

氧化劑)、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甘草素

(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香料、亞硝酸鈉

黑胡椒杏仁香脆肉片：

豬肉、杏仁片、糖、黑豆醬油、黑胡椒粒、鹽、肉桂粉、大豆水

解蛋白(基因改造)、糊精、棕櫚油、葵花籽油、中鏈三酸甘油酯、

醣類(葡萄糖、乳糖)、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醋酸澱粉、異

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生育醇(維生素E)(抗氧化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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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胺基

丙酸、琥珀酸二鈉、天門冬酸鈉、甘草素(甜味劑)、甘草萃(甜味

劑)、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香料、亞硝酸鈉

明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105PDT00145

(原)原味千尋原味乳酪絲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安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421巷80號 04-8333215 台灣
全脂牛奶、蔗糖、安佳無鹽奶油、食鹽、氯化鈣(食品製造劑)、植

物性凝乳酵素、乳酸菌
明台產物，保險單號0504PDT00086

(原)千翔肉乾迎春翔瑞獻禮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千傳食品有限公司(千翔食

品)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斗中路２段７０５號 02-27683243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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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阿爾卑斯紅葡萄果汁2入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4號1樓 02-22181010 日本 葡萄 第一產物產品責任險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原)千翔蜜汁特厚豬肉乾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千傳食品有限公司(千翔食品)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斗中路２段７０５號 02-27683243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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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原)新台澎碳烤魷魚片 E-124683258-00000-0 云品生活 新臺澎海產購物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13-4號 06-927-5113 台灣

魷魚、砂糖、鹽、味精、D-山梨醇、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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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

酸)、焦糖色素、辣椒精(辣椒、水、丙二醇)、己二烯酸鉀(防腐劑)

已投保國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03字第04PD0259號

(原)上海火腿新春大四喜禮盒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上海火腿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2巷14號(1樓) 02-23512617 台灣

港式肝腸：豬肉、豬油角、鴨肝、糖、澱粉、鹽、高粱酒、黑胡

椒粉、玉桂粉、腸衣、香料、焦糖色素、複方結著劑(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亞硝

酸鈉(保色劑)

港式臘腸：豬肉、豬油角、糖、澱粉、鹽、高粱酒、腸衣、香

料、複方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異

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食用紅色6號色素(著色劑)、亞硝酸鈉(保

色劑)

金華火腿：豬肉、鹽、亞硝酸鈉(保色劑)

湖南臘肉：豬肉、鹽、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

化劑)、亞硝酸鈉(保色劑)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第16AML0001034號

(原)吳寶春無嫌鳳梨酥禮盒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吳寶春食品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四維三路19號 07-3359593*17 台灣 鳳梨餡、麵粉、奶油、蛋、糖 南山產物保險0900-0335000032-06

(原)玉山金黃金高粱酒8年陳高禮盒-潛龍爭輝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02-23917233 台灣 高粱、小麥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原)太陽堂檸檬餅10入禮盒 A-153554042-00000-6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04-23813331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

路643號
台灣

麵粉、食用乳油(安佳無水奶油)、植物油脂(棕櫚油、大豆油)、

蛋、蔗糖、檸檬風味巧克力(代可可脂)、檸檬香料、液態奶精、乳

化劑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1000萬元。

美亞產物保險0900-2236001208-03

(原)余順豐黑芝麻花生酥 E-124683258-00000-0 云品生活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嘉義縣東石鄉蔦松村湖底20-28號 05-3798662 台灣 黑芝麻、花生、麵粉、蛋、砂糖、沙拉油
本商品投保美亞產物保險1000萬元。

美亞產物保險0900-2236001208-03

(原)鼎泰豐鳳梨酥禮盒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6號 02-22267890*5325 台灣 麵粉、糖、鳳梨、冬瓜餡、奶油、鹽 富邦0525字第16AML0000646號



(原)禮坊有狗旺瓷器松露酥禮盒 H-134106066-00001-2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德國

松露巧克力球:蔗糖、棕櫚油、可可粉、可可脂、奶粉、可可膏、

乳清粉、卵磷脂、乳化劑(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料。

蔓越莓夏威夷豆牛軋糖: 麥芽糖、夏威夷豆、蔓越莓、奶粉、蔗

糖、無水奶油、蛋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食鹽、複方膨脹劑

(酒石酸氫鉀、酸性焦磷酸鈉、樹薯澱粉、麥芽糊精)。

奶黃松露酥: 麵粉、奶酪仁〔綠豆、麵粉、棕櫚油、椰子油、完全

氫化棕櫚油、小麥澱粉、奶粉、乳酪粉、大豆油、蔗糖、奶油、

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漿、檸檬酸)、乳清蛋白、乙醯化磷酸

二澱粉、乳化劑(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L-麩酸鈉、食

鹽、酵母精、葡萄糖、香料、β-胡蘿蔔素〕、白鳳豆、無水奶

油、麥芽糖、蔗糖、鹹蛋黃、海藻糖、煉乳、鮮乳油、馬鈴薯澱

粉、大豆油、奶粉、玉米粉(非基因改造)、奶水(水、奶粉、大豆

油、無水奶油)、起士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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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

黃梔子色素。                                                                              玉米

潤果 :棕櫚仁油、乾燥玉米(非基因改造)、蔗糖、奶粉、可可脂、

卵磷脂、食鹽、香料。

波特小姐綜合牛奶糖 :  蔗糖、葡萄糖漿、奶油、煉乳、鮮奶油、

檸檬酸、香料、食鹽、焦糖漿、濃縮果汁(蘋果、柳橙、杏桃、水

蜜桃、奇異果、櫻桃、黑莓、覆盆子、黑醋栗、檸檬、草莓、萊

姆)、薑黃萃取物、辣椒萃取物、卵磷脂。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6AKP0000131

(原)禮坊有狗旺撲滿鳳梨酥禮盒 H-134106066-00001-2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巧克力鳳梨酥:鳳梨、鳳梨醬(冬瓜、麥芽糖、蔗糖、鳳梨、無水奶

油、棕櫚油、食鹽、檸檬酸、香料)、麵粉、奶油、蔗糖、海藻

糖、煉乳、可可粉、雞蛋、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

酸)、麥芽糖、食鹽、卵磷脂、可可膏、可可脂。

原味鳳梨酥:鳳梨、鳳梨醬(冬瓜、麥芽糖、蔗糖、鳳梨、無水奶

油、棕櫚油、食鹽、檸檬酸、香料)、麵粉、奶油、蔗糖、海藻

糖、煉乳、雞蛋、奶粉、麥芽糖、起士粉、食鹽、香料。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6AKP0000131

(原)禮坊開心瓷器綜合果酥禮盒 H-134106066-00001-2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巧克力鳳梨酥:鳳梨、鳳梨醬(冬瓜、麥芽糖、蔗糖、鳳梨、無水奶

油、棕櫚油、食鹽、檸檬酸、香料)、麵粉、奶油、蔗糖、海藻

糖、煉乳、可可粉、雞蛋、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

酸)、麥芽糖、食鹽、卵磷脂、可可膏、可可脂。

原味鳳梨酥:鳳梨、鳳梨醬(冬瓜、麥芽糖、蔗糖、鳳梨、無水奶

油、棕櫚油、食鹽、檸檬酸、香料)、麵粉、奶油、蔗糖、海藻

糖、煉乳、雞蛋、奶粉、麥芽糖、起士粉、食鹽、香料。

洛神花葛蕾特酥:麵粉、蔗糖、奶油、蘋果醬(蘋果、蔗糖、玉米澱

粉、檸檬酸)、麥芽糖漿、雞蛋、無水奶油、洛神花、煉乳、奶

粉、蜂蜜、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食鹽、海藻糖、複方膨脹劑(酸性

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洋菜粉、香料、

果膠(蘋果果膠、磷酸鈣、葡萄糖)。

黑加侖潤果 :  乾燥黑醋栗、棕櫚仁油、蔗糖、奶粉、可可脂、卵

磷脂、食鹽、香料。

綜合米果 : 杏仁、米、豌豆、棕櫚油、玉米澱粉、麵粉、醬油、蔗

糖、海苔、食鹽、羥丙基澱粉、葡萄糖、焦糖色素、L-麩酸鈉、

胺基乙酸、麥芽糊精、DL-胺基丙酸、甜味劑(蔗糖素) 、食用黃色

四號、食用藍色一號、抗氧化劑(維生素E、芥花籽油)。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0806AKP0000131

(原)娘家大紅麴30入 E-196975768-00000-9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晨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2-28708250 台北市內湖區11494 行愛路139號台灣

1)膠囊內容物：麥芽糊精、ANKASCIN 568-R紅麴萃取物（red

mold extract）、紅麴粉（red mold dioscorea powder，菌種

名：Monascus purpureus NTU 568） 2) 膠囊成分：羥丙基甲基

纖維素、純水、食用紅色 6 號、 鹿角菜膠、食用紅色 40 號、氯

化鉀、二氧化鈦"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原)顏新發太陽餅綜合禮盒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榮記顏新發糕餅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6巷27號 04-24928611 台灣

原味太陽餅：麵粉、奶油、麥芽糖、蔗糖

香蔥牛軋餅夾心：餅乾(麵粉、棕櫚油、青蔥、蔗糖、食鹽、酵

母、碳酸氫鈉)、麥芽、乳粉、水、蛋白、蔗糖、海藻糖、牛奶膏

(鮮奶油、牛奶香料、棕櫚油、乳化劑)、乳酪、酵素製劑

黑糖太陽餅：麵粉、奶油、麥芽糖、蔗糖、黑糖、黑糖香料

新光產險第1302-05AKP0000185號

(原)豐郁軒阿根廷鮮烤魷魚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豐郁軒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22巷61號 02-86726409 台灣 魷魚、糖、鹽、辣椒 新光產險第1302-05AKP0000185號

(原)珍苑蒸雞精(12包+3包超值組)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倫等街51號 02-28169180 台灣 黑羽雞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6PD01554號

(宅)韓國新高梨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富華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一段250號 05-2341471 韓國 水梨 台灣產險，保險單號1487號第05000012號

(宅)Y-MO阿墨起司薄餅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阿墨薄餅專賣店 新竹市金山六街59號 03-5784725 台灣
原味起士薄餅

成分：墨西哥薄餅皮(麵粉、糖、鹽、沙拉油、白醋、酵母、黃豆
台灣產險，保險單號1487號第05000012號

(原)池上米餅-椒鹽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85-6號
台灣

池上米.棕櫚油.砂糖.玉米殿粉.麥芽糊精.麻辣粉.精鹽.葡萄糖.醬油

粉.酵母抽出物.明膠.辣椒粉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險保單號碼1503-05PD02008

(原) 池上稻香綜合米餅禮盒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台東縣池上鄉農會 089-864880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

85-6號
台灣

椒鹽口味:池上米.棕櫚油.砂糖.玉米殿粉.麥芽糊精.麻辣粉.精鹽.葡萄

糖.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明膠.辣椒粉  紫米口味:紫米、砂糖、植物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險保單號碼1503-05PD02008

(原)卡滋爆米花白爛貓雙味超級桶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司麥爾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76號 02-22981398#600 台灣
美式焦糖牛奶:玉米粒(非基因改造)/椰子油/砂糖/紅糖/食鹽/焦糖

香料/大豆卵磷脂(乳化劑)/奶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色40號.藍色
南山產險09000333000247-07



(原)小丸子KITTY餅乾水果糖禮盒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02-25236995 台灣
◎杏仁千層酥:麵粉、奶油、杏仁片、蔗糖、雞蛋(蛋白)、食鹽、橄

欖油。◎蝴蝶酥: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橄欖油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原)久久津好柿會花生 F-170762591-00000-9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04-7770895 台灣
◎杏仁千層酥:麵粉、奶油、杏仁片、蔗糖、雞蛋(蛋白)、食鹽、橄

欖油。◎蝴蝶酥: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橄欖油
1207第 05PL0N000007

(原)日本盛生原酒3入組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02-23917233 台灣 高粱、小麥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原)玉山台灣高粱酒禮盒-平平安安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02-23917233 台灣 高粱、小麥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原)玉山台灣原窖1950高粱酒-旺旺財發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75號 02-23917233 台灣 高粱、小麥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0851第05PDT00213號

(原)郭元益吉旺財神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1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7樓 02-2838-2700#862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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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麵粉、奶油(乳脂肪、水)、巧克力(可可、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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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郭元益福氣平安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1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7樓 02-2838-2700#862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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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麵粉、奶油(乳脂肪、水)、巧克力(可可、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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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郭元益平安大賺桔 A-131264218-00000-5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1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7樓 02-2838-2700#862 台灣

原味: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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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麵粉、奶油(乳脂肪、水)、巧克力(可可、糖、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草香料)、糖、奶粉、蛋、杏仁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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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宅)透紅佳人黑珍珠蓮霧 E-124683258-00000-0 云品生活 佳冬農會 台灣 水果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GoodSome第一道冷壓椰子油 淳信國際有限公司 斯里蘭卡 冷壓椰子油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日本愛媛蜜柑汁1入 淳信國際有限公司 日本 蜜柑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一同發財台灣高粱酒笑臉財神 A-153087547-00000-7 一同發財有限公司 藏富邑股份有限公司 721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61-10號 065706993 台灣 高粱、小麥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一同發財台灣高粱酒一路發 A-153087547-00000-7 一同發財有限公司 藏富邑股份有限公司 721台南市麻豆區興國路61-10號 065706993 台灣 高粱、小麥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原)特級牛奶蜜棗 陳盧香 李協倉 屏東縣長治鄉繁隆村昌隆一街14號 08-7626762 台灣 水果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原)祈福蜜柑明正特級茂谷柑 陳盧香 詹德森 台中市東勢趨明正里3鄰46號之5 04-25881067 台灣 水果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原)橙蜜香珍珠番茄 陳盧香 張莉珍 高雄市美濃區合合里東門街62號 07-6821789 台灣 水果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宅)巴堂蜂蜜蛋糕1 A-153946364-00000-8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巴堂企業(股)公司 07-5514100 高雄市大公路39號 台灣 麵粉、雞蛋、砂糖、蜂蜜、麥芽 2千萬

(原)胖胖酥-五香 F-127481353-00000-6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02-2991-555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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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原)HELLO KITTY雙入茶禮盒 H-153153519-00000-7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華剛製茶廠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二街180號 04-25266364 台灣

玫瑰蜜桃紅茶：

紅茶、玫瑰花瓣、蘋果片、玫瑰果、檸檬酸、洛神葵、天然香

料、甜菊葉、橘皮、水蜜桃

柚香金萱烏龍茶：

茶葉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6PD01417號"

(原)黛安那HELLO KITTY葡萄酒 H-153153519-00000-7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0915588826 台灣 葡萄 "國泰產物保險一千萬
1503字第06PD01417號"

(原)黃金媽祖杏仁脆片 A-189627033-00000-6 21世紀生活事業(股)公司 紅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93號8樓 02-87717887 台灣 杏仁片、砂糖、蛋、麵粉、奶油(乳脂肪、水)、玉米粉、鹽、蜂蜜 泰安產險保單號碼：07-062204A00165號

(原)西班牙卡貝爾貴爵經典紅酒  A-124575820-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69號9樓之2 02-27133143 西班牙 葡萄 泰安產07字第062205A10013號

(原)法國伯帝郡莊園白酒  A-124575820-00000-1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369號9樓之2 02-27133143 法國 葡萄 泰安產07字第062205A10013號

(原)紐西蘭嚴選櫻桃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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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04-23507266 紐西蘭 櫻桃 富邦產險0504字第17AML0002153號

(原)日本青森蜜富士蘋果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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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04-23507266 日本 蘋果 富邦產險0504字第17AML0002153號

(原)綜合水果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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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04-23507266 紐西蘭/日本櫻桃、蘋果 富邦產險0504字第17AML0002153號



(原)香腸世家極品海鮮香腸組 E-124683258-00000-0 云品生活 台灣/安德魯紳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952號 08-707-3001 台灣

豬後腿肉.豬背脂.飛魚卵.糖.D-飛魚卵香腸：山梨醇70%(甜味劑).

豬腸衣.L-麩酸鈉.乾酪素鈉.大豆蛋白.鹽.乳糖.海藻糖.多磷酸鈉.亞硝

酸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調味劑(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香料(乙

基麥芽醇.硫化物.呋喃類.中鏈三酸甘油酯.脂肪酸類)醋磺內酯鉀(甜

味劑).玉桂粉食用紅色六號

墨魚香腸：豬後腿肉.豬背脂.花枝漿.糖.章魚丁.豬腸衣.D-山梨醇

70%(甜味劑).L-麩酸鈉.黑胡椒粒.大豆蛋白.鹽.乾酪素鈉.墨魚粉.乳

糖.海藻糖.多磷酸鈉.亞硝酸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調味劑(琥

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二鈉.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香料(乙基麥芽醇.硫化物.呋喃類.中鏈三酸甘油酯.

脂肪酸類)醋磺內酯鉀(甜味劑).食用紅色六號

本產品已投保2000萬產品責任險

(原)扇屋鱈魚起司餃 A-186128771-00000-8 上友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95號13F 02-2707-6799 #215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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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

新光產物保險第130005AKP000553號

(原)94好吃Q包子 A-128200824-00000-4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42號11樓之3 (02)2501-1179#68 台灣

旺金(地瓜起司包)：麵粉、水、地瓜、砂糖、奶油、安佳起司片、

奶粉、酵母、黃豆粉、可可粉、竹炭粉、紅色梔子天然色素、

鹽。春金(鹹蛋黃綠豆沙包)：麵粉、水、綠豆、奶油、砂糖、鹹蛋

黃、奶粉、酵母、黃豆粉、β-胡蘿蔔素、紅麴粉、鹽。

泰安產物保險1,000萬元(保單07字第162206A10102)


	171228
	2017 1218 _亦_蝳桃__COVER___2-01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1-04___4-01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1-04___4-02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5-08___3-01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5-08___3-02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9-12___3-01
	2017 1218 _亦_蝳桃__09-12___3-02
	2017 1218 _亦_蝳桃__13-14___3-01

	171215
	2018春禮預購-應記載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