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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吃果籽家庭號果汁蒟蒻

統一速達

F-153188828-00000-6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85312422

新北市泰山區坡雅頭路一巷38-5號

台灣

水、砂糖、蒟蒻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香料、芒果汁、草莓汁、荔枝汁、百香果汁

(原)甘心樂意台灣果乾禮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03-4500707#20

桃園市平鎮區建安里快速路南勢段南勢
1-12號

台灣

無

富邦產險0510字第17AML0000714號

(原)紐西蘭櫻桃1kg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

香橙圓片:柳丁、糖、鹽
金鑽鳳梨乾:鳳梨、糖
蜜柑橘:橘子、糖、鹽
櫻桃

過敏原資訊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原)紐西蘭櫻桃2kg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

櫻桃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原)綜合水果禮盒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日本 櫻桃、蘋果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原)日本蜜蘋果八入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日本

蘋果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宅)紐西蘭櫻桃1kg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

櫻桃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宅)紐西蘭櫻桃2kg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

櫻桃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宅)綜合水果禮盒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日本 櫻桃、蘋果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宅)日本蜜蘋果八入裝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

B-154581412-00000-9

觀展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日本

蘋果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7PD04579號

(宅)團購韓國新高梨/單盒

陳盧香

F-153188854-00000-5

友椿農協有限公司(李瑞春)

0930976235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59號14樓

韓國

新高梨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5PD02210號

無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富邦產物第0510字第03ML001216號

(宅)韓國新高梨/4盒入

陳盧香

F-153188854-00000-5

友椿農協有限公司(李瑞春)

0930976235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259號14樓

韓國

新高梨

(原)阿爾卑斯紅葡萄果汁2入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

F-109441680-00000-5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

日本

葡萄

(原)萬有全玫瑰鴛鴦腸禮盒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萬有全食品廠

萬有全食品廠 06-2700751

台南市仁德區太乙三街33號

台灣

玫瑰臘腸：豬肉、豬油角、膠原蛋白腸衣、高粱酒、食鹽、糖、調味劑(L-麩酸鈉)、保色劑 依包裝標示
(亞硝酸鈉)、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玫瑰肝腸：豬肉、豬油角、膠原蛋白腸衣、鴨肝、高粱酒、食鹽、糖、肉桂粉、甘草粉、
調味劑(L 麩酸鈉)、保色劑(亞硝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
100%滴雞精

產品責任險

(原)TVBS 享食尚滴雞精1盒

英屬開曼群島商聯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Ａ-124799808-00000-5

英屬開曼群島商聯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02-21628168
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TVBS

台灣

(原)TVBS享食尚滴雞精買5送1

英屬開曼群島商聯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Ａ-124799808-00000-5

英屬開曼群島商聯利科技股份有限公 02-21628168
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51號11樓TVBS

台灣

100%滴雞精

(原)品純萃鱸魚精 (５入＋杯)

統一速達

F153711900-00000-9

金利食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7562188

屏東市園西街15號

台灣

鱸魚.純水.薑.蒜仁.鹽.冰糖

(原)福忠字號眷村花窗禮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福忠字號股份有限公司

(02)6636-0088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7號1樓

台灣

(原)呷七碗健康沖調禮盒

嘉義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F-18676162700000-6

禾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5-261-5508

嘉義縣竹崎鄉紫雲村鹿寮崛18-1號

臺灣

蒜香麻醬麵：【芝麻醬包】 芝麻醬(白芝麻、大豆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抗氧化劑(維生素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E) 【醬油包】 純釀造醬油(水、食鹽、脫脂大豆、小麥、酒精)、水、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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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著色劑
(焦糖色素) 【蒜油包】 芥花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醋、香料)、抗氧化劑 (維生素E) 【手工
刀削面體】 高筋麵粉、水、食鹽。
塔香鮮味麵：【塔香醬料包】 水、醬油、芝麻油、菜籽油、素沙茶[大豆油、醬油、香油
(大豆油、白芝麻油)、麵包粉(小麥麵粉、酵母、食用鹽、葡萄糖、大豆蛋白粉、玉米澱
粉、維生素C、木聚糖酶、半纖維素酶、α澱粉酶)、食用鹽、小麥胚芽、花生粉、香辛料
{白胡椒、陳皮、八角、小茴香、咖哩粉(薑黃粉、八角、小茴香、辣椒粉)、肉桂、丁香}、
椰子粉、辣椒粉、麥芽糊精、甘草酸銨、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磷酸二鈉、檸檬酸、酵母粉、菜籽油]、蘿勒、糖、味醂(果糖、水、米、米麴、糖、
鹽)、鹽、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胡椒、薑粉、玉米糖漿、辣椒 【辣椒調味包】 辣椒
【手工刀削面體】 高筋麵粉、水、食鹽。
麻婆香辣醬：大豆沙拉油、辣椒、朝天辣椒乾、大紅袍花椒粉、馨油(大豆油、芝麻油)、醬
油{水、脫脂大豆、小麥、食鹽、轉化液糖(蔗糖、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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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糖。
招牌炸醬：精選豬肉、甜麵醬{黃豆(基因改造)、醬油、食鹽、蔗糖、香油、玉米糖膠、DL胺基丙酸、檸檬酸、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甘草酸鈉)檸檬酸鈉、乳糖}、豆瓣醬{黃豆(基因改
【南瓜養生沖調】
含有豆類、堅果及穀類製品
玉米(非基因改造)、黃豆(非基因改造)、薏仁、糙米、燕麥片、高麗菜、岩鹽、酵母抽出
物、南瓜、海帶芽、紅蘿蔔、啤酒酵母、沖繩黑糖、β-胡蘿蔔素(著色劑)、南瓜丁、胚芽
米、發芽玄米、南瓜子、芹菜、小米
【鮮菇元氣沖調】
玉米(非基因改造)、燕麥片、薏仁、糙米、黃豆(非基因改造)、岩鹽、高麗菜、香菇、酵母
抽出物、啤酒酵母、海帶芽、沖繩黑糖、香菇丁、紅蘿蔔、洋香菜葉、洋菇、山藥、芹
菜、胚芽米、發芽玄米
【黑穀滋補沖調】

(原)海岸鮮物烏魚子禮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鑫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工業區中正路28號

台灣

烏魚卵、食鹽

(原)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全滋稻食品有限公司

05-2201277#209
02-22448888#207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40巷57號

台灣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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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台灣

原味杏仁香脆肉紙：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
白、葡萄糖、大豆油、D-山梨醇液(甜味劑)、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甘草萃(甜味劑)
黑胡椒杏仁香脆肉片
健康豬後腿肉、杏仁片、黑胡椒、砂糖、醬油、鹽、醋酸澱粉、大豆水解蛋白、葡萄糖、
大豆油 D 山梨醇液(甜味劑) 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 甘草萃(甜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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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千翔肉乾迎春翔瑞獻禮

統一速達

F-170762591-00000-9

千傳食品有限公司(千翔食品)

02-27683243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81號

台灣

(原)紅豆食府南棗核桃糕禮盒

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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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原)手信坊招財進寶千兩箱鳳梨酥

三叔公

F-180076157-00000-7

三叔公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原)OPEN原味奶油曲奇法香酥

佳合企業有限公司

B-123573492-00000-4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5687890*329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737號

台灣

(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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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1樓

台灣

(原)佳德蔥軋餅禮盒12入

統一速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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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醬(鳳梨、砂糖、麥芽糖、棕櫚油、鹽)、麵粉、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椰子油)、砂糖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PDL
類、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麵粉、奶油、蔗糖、碘鹽(氯化鈉、碘酸鉀)、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已投保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
(含丙二醇)、磷酸二氫鈣。
碼:132707AKP0000004
麵粉、肉鬆[豬肉.蔗糖.豌豆粉.豬油.醬油.食鹽.核苷酸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食鹽.乳化劑(脂 蛋及其製品、堅果種子類及
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β-胡蘿蔔素(玉米 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
油.β-胡蘿蔔素)]、黑芝麻、乳粉、雪白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 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可
合濃縮生育醇 芥花油)] 香料
能導致過敏症狀。
麵粉、麥芽糖、糖、棕櫚油、水、奶粉、奶油、蛋白、鹽、蔥、小蘇打、酵母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151602PD0270

(原)戽斗星球捲心酥桶

統一速達

A-154368355-00000-7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麵粉、糖、棕櫚油、水、奶油、巧克力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A-154368355-00000-7

雅蒙蒂(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02-25236995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台灣

玉米(非基因改造)、砂糖、椰子油[椰子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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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糖、咖啡粉、太妃香料、大豆卵磷脂、二氧化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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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卡娜赫拉的小動物爆米花造型桶 統一速達
(原)鼎泰豐鳳梨酥禮盒10入

統一速達

F-186125275-00001-0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02-22267890*5325

新北市中和區立言街36號

台灣

(原)米樂HelloKitty焦糖爆米花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O-200125618-00000-6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03-6668617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

(原)莎士比亞烘焙坊-草莓酥

莎士比亞烘焙坊

F-184116096-00001-9

台灣

郭元益

A-131264218-00000-5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42巷2弄7號5樓

(原)郭元益千層夾心派-四重奏

02-2838-2700#862

0972-856-698

台灣

(原)喜憨兒喜福擔露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喜憨兒烘焙餐坊

(07)726-6096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21巷6弄33號1樓

(原)小潘蛋糕坊鳳凰酥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小潘蛋糕坊有限公司

02-29692803

(原)嘉冠喜鈔票煎餅禮盒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嘉冠喜食品有限公司

05-2866087

(原)奇華蝴蝶千層酥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02-8976-9216*112

(原)佳德鳳梨酥禮盒12入

統一速達

F-170762591-00000-9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原)郭元益鴻旺財神-招財進寶

郭元益

A-131264218-00000-5

(原)太陽堂太陽餅12入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原)超人氣茶禮蝴蝶禮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原)華剛高山茶禮盒

傌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宅)手信坊雪泡芙團購1入

三叔公

F-180076157-00000-7

A-153554042-00000-6
A-128200824-00000-4

痛風、高血壓及腎臟病患者
飲用前請先諮詢醫師
二歲以下幼兒因腎臟發育未
完全 不建議直接飲用
痛風、高血壓及腎臟病患者
飲用前請先諮詢醫師
二歲以下幼兒因腎臟發育未
完全 不建議直接飲用
無

已投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3字第07PD2082號

07-662206A10011 號

07-662206A10011 號

旺旺 120005PLON000184

和泰產物保險A0-106-06535402-00009-PDL

依包裝標示

已投保泰安產險，保單號碼07-062204B10138

本產品含有核桃、杏仁、腰
果、南瓜子，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無

0506字第18AML0001055號

豬肉、醬油、鹽
麥芽糖、砂糖、黑棗、核桃、鹽

依包裝標示

已投保富邦產險0500字第18AML0000629號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000字第06ML000039號

非基因改造玉米粒、椰子油、β胡蘿蔔素、維他命E、糖、食用香料、大豆卵磷脂、鹽、食
用色素紅色四十號
外皮：麵粉、人造奶油、糖粉、全蛋、奶粉、鹽 / 內餡：草莓酥餡、冬瓜泥、糖、麥芽、
海藻糖、紅酒、蜂蜜、草莓乾
千層派-起司：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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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糖、海苔、香料、芝士粉、鹽、香蔥調和油(棕櫚油、大
豆油、蔥)、天然食用色素(黃梔子色素)、五香粉、紅椒粉
千層派-原味：麵粉、奶油、糖、蛋、杏仁片、香料、鹽
千層派-南棗夾心：麵粉、南棗核桃糕{麥芽糖、核桃、黑棗、米酒、水、糖、棗泥餡〔糖、
黑棗、花豆、紅豆、麥芽糖、大豆油、奶油、海藻糖、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大豆
油、馬鈴薯澱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果膠、鹽}、糖、奶油、蛋、杏仁、香料、
鹽
千層派-鳳梨夾心：麵粉、鳳梨蓮蓉糕〔麥芽糖、蓮蓉餡(蓮子、糖、大豆油、花生油、鹽、
香料)、糖、鳳梨乾、水、杏仁、夏威夷豆、大豆油、馬鈴薯澱粉、調味劑(蘋果酸)、香

大豆

台灣

原味笑臉餅乾：無鹽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奶)、水分(含奶類製品))、細砂、雞蛋、高筋麵
粉。
摩卡杏仁餅乾：無鹽奶油、砂糖、開心果、高級精鹽、小蘇打、雞蛋、糖粉(糖粉、植物油
脂(棕櫚油)、葡萄糖)、起士粉、杏仁、低筋麵粉、咖啡粉、高筋麵粉。
巧克力燕麥餅乾：無鹽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奶)、水分(含奶類製品))、細砂、蛋、麵粉、
燕麥、蘇打、可可粉、杏仁條、巧克力豆。
尊爵巧克力餅乾：無鹽奶油、糖粉(糖粉、植物油脂(棕櫚油)、葡萄糖)、可可粉、小蘇打、
雞蛋、低筋麵粉、高筋麵粉、生核桃、高級精鹽。
蔓越莓餅乾：無鹽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奶)、水分(含奶類製品))、蔓越莓、高級精鹽、小
蘇打、雞蛋、杏仁條、低筋麵粉、白芝麻。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牛
奶、蛋、堅果類，不適合過
敏體質者食用。

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885第06PDT00572號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1-1號

台灣

麵粉、鳳梨、冬瓜餡、蛋黃、進口奶油、麥芽、糖、鹽

蛋、奶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263-1號

台灣

小麥粉、砂糖、蛋、植物油(棕櫚油)、奶油、、卵磷脂、鹽、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

蛋、奶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1樓

台灣

蝴蝶酥:麵粉、奶油、蔗糖、食鹽、橄欖油
糖、雞蛋(蛋白)、 食鹽、橄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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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包含牛奶及其製品、
蛋及其製品、堅果種子類及
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及
其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
無

國泰151602PD0270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838-2700#862

0972-856-698

台灣

1.本禮盒產品含過敏原物質為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16AML0002239號
含麩質之穀物、蛋、牛奶、
堅果類等及其製品。
2.本禮盒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生產設備有處理大豆、花
生、芒果、亞硫酸鹽類、芝
麻等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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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仁紅茶牛軋糖：杏仁、麥芽糖、奶粉、糖、奶油、蛋、海藻糖、紅茶、蛋白粉、粘稠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
金獎鳳梨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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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糖、蛋、奶粉、芝士粉、香料、調味劑(檸檬
酸)
冰沙餡餅-年Q糕：白豆沙(白鳳豆、糖、豬油、海藻糖、麥芽糖、鹽)、麵粉、豬油、麻糬
餡〔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海藻抽出物、糖、麥芽糖、椰子油、香料〕、綠豆沙(綠
豆 糖 海藻糖 麥芽糖) 糖 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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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順茶葉股份有限公司

(049)258-1494

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松山街39號1樓

台灣

茶葉

-

華剛茶葉有限公司

(04)2526-6364

台中市豐原區富春里復興路128號1樓

台灣

茶葉

-

三叔公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原味：生乳餡【鮮奶、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油(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PDL
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脂肪酸 類、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甘油酯、偏磷酸鈉〕、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
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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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澱粉)、
香草莢粉、南瓜濃縮物、胡蘿蔔濃縮物、焦糖〕】、泡芙【雞蛋、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
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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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
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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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
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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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方香料(香
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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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
(檸檬酸))、砂糖〕

杏仁千層酥 : 麵粉、奶油、杏仁片、蔗

小麥、奶粉

投保1000萬元

1.本禮盒產品含過敏原物質為 富邦產物保險1500字第
含麩質之穀物、牛奶、蛋、
16AML0002239號
花生、大豆、堅果類等及其
製品。
2.本禮盒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生產設備有處理芒果、亞
硫酸鹽類、甲殼類、魚類、
芝麻等及其製品。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1000萬元

南山產物，0900-2236001208-04

草莓：草莓餡【蜜草莓(草莓、砂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紅麴色素、香料)、水、卡士達粉
〔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奶精粉(樹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甘油
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甲、二氧化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香料、葡萄糖、二氧化
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三仙膠、醋磺內酯鉀、蔗糖素、黃色4號、黃色5號
〕、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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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
櫚酸脂、維生素E)〕、發泡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水、乳粉、
粘稠劑(乾酪素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
(宅)手信坊雪泡芙團購6入

三叔公

F-180076157-00000-7

三叔公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原味：生乳餡【鮮奶、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油(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PDL
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脂肪酸 類、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甘油酯、偏磷酸鈉〕、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
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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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澱粉)、
香草莢粉、南瓜濃縮物、胡蘿蔔濃縮物、焦糖〕】、泡芙【雞蛋、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
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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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
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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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
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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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方香料(香
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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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
(檸檬酸))、砂糖〕
草莓：草莓餡【蜜草莓(草莓、砂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紅麴色素、香料)、水、卡士達粉
〔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奶精粉(樹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甘油
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甲、二氧化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香料、葡萄糖、二氧化
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三仙膠、醋磺內酯鉀、蔗糖素、黃色4號、黃色5號
〕、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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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
櫚酸脂、維生素E)〕、發泡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水、乳粉、
粘稠劑(乾酪素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

(宅)手信坊雪泡芙團購12入

三叔公

F-180076157-00000-7

三叔公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原味：生乳餡【鮮奶、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油(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脂、脂肪酸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00016-PDL
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脫脂奶粉、乳清粉、乳蛋白、香料、微結晶狀α-纖維素、脂肪酸 類、奶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甘油酯、偏磷酸鈉〕、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乳酸硬脂酸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
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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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
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香草莢醬〔葡萄糖漿、轉化糖漿、果糖漿、乙醇、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澱粉)、
香草莢粉、南瓜濃縮物、胡蘿蔔濃縮物、焦糖〕】、泡芙【雞蛋、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
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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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
方香料(香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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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檸檬酸)〕、水、麵粉】、菠蘿【麵粉、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
油、椰子油、大豆油、奶油、水、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肝酸油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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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方香料(香
料、中練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奶油、水、天然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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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劑
(檸檬酸))、砂糖〕
草莓：草莓餡【蜜草莓(草莓、砂糖、檸檬酸、檸檬酸鈉、紅麴色素、香料)、水、卡士達粉
〔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奶精粉(樹薯糖漿、氫化棕櫚仁油、脂肪酸甘油
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甲、二氧化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香料、葡萄糖、二氧化
矽)、鹿角菜膠(鹿角菜膠、氯化鉀)、三仙膠、醋磺內酯鉀、蔗糖素、黃色4號、黃色5號
〕、蛋糕專用脂〔水、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聚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黏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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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
櫚酸脂、維生素E)〕、發泡專用脂〔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水、乳粉、
粘稠劑(乾酪素鈉、鹿角菜膠、刺槐豆膠)、乳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

(宅)艾波索黑金磚巧克力1焦糖1

統一速達

F-129146530-00001-4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22502088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宅)艾波索黑金磚巧克力4焦糖4

統一速達

F-129146530-00001-4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22502088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宅)艾波索無限乳酪6吋(6入)

統一速達

F-129146530-00001-4

艾波索股份有限公司

02-22502088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二街7號

台灣

(原)歐洲假期義大利煙火巧克力罐

陸耀貿易有限公司

A-123788698-00000-9

陸耀貿易有限公司

褚郁臻

新北市瑞芳區傑魚坑路261號

義大利

黑金磚:72%比利時巧克力/CACAO BARRY巧克力/海鹽/可可粉/日本小麥粉/焦糖慕斯
無限乳酪:日本北海道乳酪/紐西蘭乳酪/牛奶酥餅/比利時天然發酵奶油/法國鐵塔鮮奶油
黑金磚:72%比利時巧克力/CACAO BARRY巧克力/海鹽/可可粉/日本小麥粉/焦糖慕斯
無限乳酪:日本北海道乳酪/紐西蘭乳酪/牛奶酥餅/比利時天然發酵奶油/法國鐵塔鮮奶油
黑金磚:72%比利時巧克力/CACAO BARRY巧克力/海鹽/可可粉/日本小麥粉/焦糖慕斯
無限乳酪:日本北海道乳酪/紐西蘭乳酪/牛奶酥餅/比利時天然發酵奶油/法國鐵塔鮮奶油
砂糖、可可漿、可可脂、榛果、全脂奶
粉、脫脂奶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天然香草香料、咖啡、烤可可豆脆片、
天然萃取物、棕櫚油、棕櫚核仁油、
菜籽油、乳清粉、低脂可可、乳糖、
香莢蘭醛、榛果顆粒、薄荷萃取物

(原)余順豐天官賜福花生糕

云品

Q-106334551-00000-1

余順豐農產加工廠

05-3798662

嘉義縣東石鄉蔦松村湖底20-28號

台灣

花生、海藻糖、麥芽

花生

(原)花蓮縣餅奶油酥條200g

統一速達

E-126007513-00002-8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0933-798-638

麵粉.天然奶油.全蛋.糖.黑糖.鹽

無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昇田食品有限公司

04-8724869

970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１號
１、２樓
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767號

台灣

(原)昇田食品鹹蛋麥芽餅

台灣

麵粉、棕櫚油、麥芽、特砂、鹹蛋黃、冬瓜、無水奶油、果膠、鹽、碳酸氫銨、碳酸氫鈉

蛋、奶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原)原味千尋原味乳酪絲

二十一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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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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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包裝標示

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單號0506PDT00083

(原)胖胖酥-海苔

統一速達

F-170762591-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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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原)胖胖酥-五香

統一速達

F-170762591-00000-9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台灣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原)胖胖酥XDoGa-花椒鹽口味

統一速達

(原)田中進發香蔥蜜麻花
(原)池上米餅-椒鹽口味

無
無
無
本產品含有牛奶、榛果、大
豆
本產品生產設備管線有處理
其
他堅果、穀類麩質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富邦產險052506AML0000545號
保單號碼：0521字第 04ML001167 號

F-170762591-00000-9

十瑞實業有限公司

02-2991-5555

台北市民生西路367號

統一速達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E-126007513-00002-8

進發環球有限公司

0912-769-293

臺北市松山區安平里南京東路５段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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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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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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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丙酸、雞油、香料) 、乳清、花椒、黑胡椒、辣椒、鹽
麵粉、麥芽、糖、 花生、酥油、食鹽、沙拉油、酵母、雞蛋。
無

A-153946364-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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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原)福源花生醬蔬菜蔥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福源商行

03-5328118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麵粉、花生醬、棕梠油、酥油、青蔥、鹽、糖、酵母、膨鬆劑

奶、花生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 字第07PD02125號

(原)六月初一原味8結蛋捲

二十一世紀

A-189627033-00000-6

八結國際有限公司

04-23760082

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9號

台灣

依包裝標示

南山產物產品折任險0902-2236004136-00

(原)禮坊滿福豬瓷器綜合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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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芒果及其製品、花
生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
品、蛋及其製品、堅果種子
類及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
類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
品。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807AKP0000149

(原)禮坊滿福豬撲滿元寶酥禮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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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蛋、麵粉、植物油《大豆油、芥花油、棕櫚油》、砂糖、奶粉、食鹽、蛋黃粉、香草粉
《香料乳糖、葡
萄糖、玉米粉(非基因改造)、品質改良劑(含二氧化矽、葡萄糖、阿拉伯膠、麥芽糊精)》
蔗糖、植物油(氫化棕櫚仁油)、奶粉、可可粉、卵磷脂、複方香料﹝香料、焦糖色素、甜味
劑 (D-山梨醇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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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越莓(蔓越莓、蔗糖、葵花油)、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油、無水奶油、
乳糖)、棕櫚油、雞蛋、奶粉、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酸)、食鹽、大豆油、香
料。
麵粉、奶油、蔗糖、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酸)、紅麴色素、覆盆子濃縮醬〔葡
萄糖漿、轉化糖漿(蔗糖、麥芽糊精)、覆盆子果肉、香料、檸檬酸、接骨木莓萃取、玉米澱
〕 卵
食鹽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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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越莓(蔓越莓、蔗糖、葵花油)、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油、無水奶油、
乳糖)、棕櫚油、雞蛋、奶粉、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酸)、食鹽、大豆油、香
料。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807AKP0000149

(原)禮坊滿福豬撲滿元寶酥禮盒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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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井村屋綜合卡斯特拉蛋糕禮盒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A-123529784-00000-8

捷盟行銷

03-4513881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本產品含芒果及其製品、花
生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
品、蛋及其製品、堅果種子
類及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
類及其製品 大豆及其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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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芒果及其製品、花
油、蔓越莓(蔓越莓、蔗糖、葵花油)、蔗糖、煉乳(蔗糖、奶粉、水、大豆油、無水奶油、 生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
乳糖)、棕櫚油、雞蛋、奶粉、轉化糖漿(蔗糖、水、麥芽糖、檸檬酸)、食鹽、大豆油、香 品、蛋及其製品、堅果種子
料。
類及其製品、含有麩質的穀
類及其製品 大豆及其製
紅豆口味成分：雞蛋、小麥粉、砂糖、紅豆餡(砂糖、紅豆)、玉米油、油菜籽油、大豆油、 蛋/乳/小麥/大豆
水飴、加工油脂(油菜籽油、棕櫚油)、紅豆、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蔗
糖酯、脂肪酸丙二醇酯、大豆卵磷脂、香料
奶油口味成分：砂糖、雞蛋、小麥粉、玉米油、油菜籽油、大豆油、水飴、加工油脂(油菜
籽油、棕櫚油)、奶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丙二醇
酯、大豆卵磷脂、香料

(原)神戶洋果子職人卡士達布丁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A-123529784-00000-8

捷盟行銷

03-4513881

捷盟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

卡士達布丁:雞蛋、砂糖、脫脂奶粉、奶油、砂糖混水飴、水
焦糖醬:砂糖、洋酒、香料、玉米糖膠、檸檬果膠、萊姆果膠、葡萄柚果膠、甜菜

(原)國王你好手感蛋捲禮盒

統一數網

A-170537075-00000-2

家會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9-2255991

南投市南崗工業區自強三路4號

台灣

原味: 麵粉、砂糖、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小麥, 雞蛋, 大豆, 牛奶
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奶油、雞蛋、奶粉、食鹽、香
料、β-胡蘿蔔素(著色劑)
芝麻: 麵粉、砂糖、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奶油、雞蛋、黑芝麻粒、奶粉、
食鹽、香料、β-胡蘿蔔素(著色劑)

(原)華珍日式手燒煎餅15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T-125083554-00000-9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8-832-6377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灣

花生、南瓜子、黑豆、芝麻、麵粉、砂糖、奶油【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脂、香料、葵花
油、棕櫚油、椰子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著色劑〔棕櫚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
化劑(維生素E)〕、調味劑(檸檬酸)】、雞蛋、麥芽糖、食鹽、膨脹劑(碳酸氫鈉)、乳化劑
(水、D 山梨醇、脂肪酸甘蔗酯、脂肪酸甘油脂)。

台灣

蛋/乳

富邦產險0500-16AML0001918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0807AKP0000149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1501字第07PD01174號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1501字第07PD01174號

富邦產險17AML000034號

本產品含有小麥.雞蛋.牛奶.花 和泰產險
生及其製品

51-107-08672022-00001-PD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