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稱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供應商)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原產國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屬

性

甘心樂意台灣果乾禮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儷恩國際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03-4500707 桃園市平鎮區建安里快速路南勢段南勢1-12號 台灣
蘋果乾:蘋果、糖

香橙圓片:柳丁、糖、鹽
無 富邦產險0510字第17AML0000714號 全素

原產地國際 台灣口湖烏魚子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原產地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04-23384000 台中市烏日區民生街98號 台灣 烏魚卵、食鹽、砂糖 本商品含有魚類，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25號本

保單係1000字第07PR000352號續保
葷食

統一生機果然優雙堅禮盒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生機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H-16781797-00000-1 03-4340372 桃園市中壢區定寧路15號1樓 台灣
葡萄乾(葡萄乾、葵花油)、核桃、杏仁、腰果、南

瓜子、蔓越莓乾(蔓越莓乾、蔗糖、葵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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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字第08PD01479號 全素

快車家傳雙味香脆肉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青草地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2-2226-7777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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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包裝標示
已投保泰安產險，保單號碼07-

062204B10138
葷食

水根肉乾三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鈞舜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4-722-3326 彰化市寶山路126巷7弄11號1樓 台灣

豬肉、檸檬、糖、鹽、高粱酒、白胡椒、添加物<

己六醇液(甜味劑)、麥芽糖糊精、多磷酸鈉、菸鹼

醯胺、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抗

氧化劑)、焦磷酸鈉、偏磷酸鈉、乾酪素鈉、偏磷

酸鉀、紅麴粉、食用紅色六號、無水碳酸鈉、食

鹽、亞硝酸鈉、硝酸鉀 、己二烯酸(防腐劑)>

無 1502字第08PD05234號 葷

太陽堂太陽餅12入禮盒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04-23813331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五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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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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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泰安，07-362207A10187 奶素

喜憨兒喜福丹露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喜憨兒庇護工場 A-128200824-00000-4 02-8221-7676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號E棟4樓 台灣

原味笑臉

成份:奶油、糖、雞蛋、麵粉

尊爵巧克力

成份:麵粉、奶油、糖粉、雞蛋、核桃、可可粉、

食鹽、香草精、蘇打粉

核桃葡萄

成份:奶油、葡萄乾、糖、雞蛋、麵粉、食鹽、核

桃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堅果、麵粉，並與

花生製品同一生產線，不適用對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本產品已投保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5000萬元產品責任險(投保金額非理

賠金額)

蛋奶素

紅豆食府雙享糖果禮盒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食享企業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7-2850969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98號2樓 台灣

原味娃娃酥：麥芽糖、花生、花生粉、砂糖、鹽。

南棗核桃糕：麥芽糖、砂糖、黑棗、核桃、鹽。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第19AML0000716

號
素食

禮坊新春鼠來寶瓷器禮盒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34106066-00000-9 02-2918-0786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386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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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處理芒果、花

生、堅果類、芝麻。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808AKP0000129
奶蛋素

禮坊新春鼠來寶撲滿禮盒-白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34106066-00000-9 02-2918-0786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386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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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處理芒果、花

生、堅果類、芝麻。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808AKP0000129
奶蛋素

禮坊新春鼠來寶撲滿禮盒-藍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34106066-00000-9 02-2918-0786 桃園市八德區建國路386號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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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品、含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大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製造廠房，其設備有處理芒果、花

生、堅果類、芝麻。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

130808AKP0000129
奶蛋素

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奇華股份有限公司 F-112365601-00000-7 02-89769216#112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7樓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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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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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羊奶及其製品、蛋及其製

品、芝麻及其製品、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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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處理甲殼類及其製品、芒果及其製品、花

生及其製品、堅果類及其製品，食物過敏者

請留意。

0510字第AML0000467號 葷

手信坊招財進寶万兩箱禮盒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招財進寶鳳梨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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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水、全脂奶粉、香料、β-胡蘿蔔

素、膨脹劑(碳酸氫鈉)、鹽、甜味劑(D-山梨醇)、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

富貴吉祥流金酥:白鳳豆、奶油、麵粉、雞蛋、奶

粉、砂糖、麥芽糊精、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粘稠

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粘稠劑)、葡萄糖、海藻

糖、鹽、鴨蛋黃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類、奶類及其製

品之過敏原

此產品內含奶類、含有麩質的穀物、蛋類及

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

00016-PDL
奶蛋素

佳德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德糕餅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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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蛋 國泰151602PD0270 奶蛋素

小潘鳳凰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小潘蛋糕坊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2-9692803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35巷11-1號 台灣
麵粉、糖、鹽、鳳梨、冬瓜餡、進口奶油、麥芽、

蛋黃
奶.蛋 國泰產物150105CG01307 奶蛋素

鼎泰豐鳳梨酥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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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蛋 富邦0525字第16AML0000646號 奶蛋素

佳興黃金檸檬汁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佳芯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3-8611888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００２鄰博愛路２２號 台灣 水，檸檬，蔗糖，金桔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旺旺友聯1200字第07PLON000031 素食

夜食酵素30入 4盒組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4449046-00000-

7(統一藥品)
0800-000070 台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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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牛奶、奇異果、芒

果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

產管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生、蛋、牛

奶及其製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蛋奶素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淇淋派 云品生活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180177459-00006-4 08-7629586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台灣

夏卡爾奶茶-成分：紅茶萃取液、水、砂糖、低

粉、奶油、麥芽糖、椰子油、糖粉、全蛋、奶粉、

乳化安定劑(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脂

肪酸甘油酯)、可可粉、食鹽

珍珠太厚奶茶-成分：水、紅茶萃取液、麥芽糖、

砂糖、黑糖雪Q丁(麥芽糖、水、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砂糖、黑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糖粉、黑糖

香料、麵粉、脂肪酸甘油酯)、椰子油、奶粉、動

物性鮮奶油(乳脂35%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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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糖膠、鹿角菜膠))、飛燕加糖全

脂煉乳(蔗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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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美娜濃縮牛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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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

本產品含有牛奶、小麥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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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芝麻、花生過敏原

和泰產物保險：50-108-07723877-

00007-PDL
蛋奶素

奧瑪海鹽奶蓋蛋糕1入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07-7351292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1號 台灣

脂肪抹醬、雞蛋、砂糖、奶霜【鮮奶油、食用植物

油脂(椰子油、棕櫚油、大豆卵磷 脂、脂肪酸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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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蔗糖酯、偏

磷酸鈉】麵粉、水、大豆沙拉油、杏仁、鮮奶油乾

酪【乳 脂、牛乳、食鹽、乳酸菌、刺槐豆膠】、糖

漿【蔗糖、水、鹽、香料、黏稠劑(玉米糖 膠)、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檸檬酸)】、優格

【水、奶粉、濃縮乳清蛋白(含大豆 卵磷脂)、生

乳、活性乳酸菌(含玉米澱粉)】、海鹽、香草精

【香料、丙二醇】、防潮糖 霜粉【葡萄糖、糖、玉

米澱粉、植物性油脂】。

本產品含有大豆、雞蛋、堅果類、牛奶、麩

質的穀類及其製品

臺灣產物保險

E-127684081-00001-9
蛋奶素

藍威斯頓-橢圓薯餅1入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欣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02-2999-651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2號6樓之一 美國

馬鈴薯、植物油(包含菜籽油、葵花籽油、棉籽

油、棕櫚油、玉米油、大豆油)、

鹽、玉米粉、脫水馬鈴薯、酸性焦磷酸鈉、葡萄

糖、天然香料

本產品含有小麥、牛奶及其製品
第一產物1000字第08PR000325號本保單

係1000字第07PR000352號續保
奶素

千拌麵-黑麻油麵線1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千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2-85113299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62-5號2樓 台灣

麵體成份：

小麥粉、水、鹽

醬料包成份：

薑、葵花油、純黑麻油、植物性調味料（含海鹽、

葡萄糖、醬油粉、歐芹粉、百里香粉、香草粉、大

豆酵素）、鹽、醬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

麻油包成份：

純黑麻油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第18AML0000830號 素食

千拌麵-辣豆瓣黃麵1袋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千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2-85113299 台北市大同區西寧北路62-5號2樓 台灣

麵體成份：

高級麵粉、水、鹽、無水碳酸鈉、黃槴子

蔥醬醬包成份：

葵花油、植物性調味料 (含香菇粉、昆布粉、酵母

粉、海鹽、葡萄糖、醬油粉、歐芹粉、百里香粉、

香草粉、大豆酵素)、水、三星蔥、紅蔥頭、洋

蔥、鹽、非基改豆腐乳 (含非基改黃豆、水、食

鹽、辣椒粉、麻油)、蔗糖、麻油

辣豆瓣醬包成份：

：辣豆瓣醬(含水、非基改黃豆、辣椒、鹽、糖、

糙米、香油)、葵花油、紅蔥頭、果糖、植物性調

味料(含海鹽、葡萄糖、醬油粉、歐芹粉、百里香

粉、香草粉、大豆發酵萃取物)、辣椒粉、蘋果

醋、鹽

依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第18AML0000830號 五辛素



OPEN！開運大福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抹茶:抹茶慕斯{蜜紅豆(紅豆、砂糖、海藻糖)、打發

專用脂[水、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砂

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酯、聚山

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乾酪素鈉、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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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酯、維生素E) )]、奶油[牛乳、油脂(氫化棕櫚核仁

油、無水奶油)、水、奶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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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砂糖、多磷酸

鈉、香料]、卡士達粉[糖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

奶粉、奶精粉(樹薯澱粉、氫化棕櫚核仁油、脂肪

酸甘油酯、乾酪素鈉、磷酸氫二鉀、二氧化矽)、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鹿角菜膠(鹿角菜膠、

氯化鉀)、三仙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蔗糖素)、

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抹茶醬香精(棕櫚

油、大豆油、芥花油、抹茶粉、脂肪酸甘油酯、抹

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鋁麗基、食用藍色一號鋁麗

基)、梔子藍萃取物、黃梔子萃取物}、麥芽糖、乙

醯化磷酸二澱粉、雞蛋、砂糖、麵粉、大豆油、香

草香料、洋菜粉(葡萄糖、檸檬酸、玉米糖膠、關

華豆膠、檸檬酸鈣、洋菜)、無鋁泡打粉(玉米澱

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葡萄糖酸-δ-內酯、

本產品含麩質的穀物、蛋類、牛奶、大豆及

其製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芒果、花生、芝麻、堅果種子類及其

製品

本產品含麩質的穀物、蛋類、牛奶、大豆及

其製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芒果、花生、芝麻、堅果種子類及其

製品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

00016-PDL
奶蛋素

手信坊雪泡芙(原+巧)12入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雪泡芙(生乳) ：牛乳餡【鮮奶、鮮奶油〔牛奶、棕

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

油酯)、玉米纖維、乳清、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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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櫚酸酯、維生素E))〕、白砂糖、蛋黃、奶油、麵

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草莢香精(麥芽

糖、丙二醇、香草香料、香草粉)】、麵粉、雞

蛋、水、特調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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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磷脂、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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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鹽奶油、砂糖                                                        

             雪泡芙(巧克力)  ：巧克力餡【黑巧克力、鮮

奶油(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脂

肪酸甘油酯、玉米纖維、乳清、香料)、牛奶】、

雞蛋、特調奶油[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

此產品內含蛋類、奶類、麩質的穀類及其製

品之過敏原                                                       此

產品含有奶類,大豆,麩質的穀物,蛋類及其製

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

00016-PDL
奶蛋素

TOP赤穗天鹽酥烤羅宋1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頂尖食品事業有限公司(TOP王子洋公館) F-170762591-00000-9 03-8539806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2段33號 台灣
頂級麵粉 鮮奶 天然無鹽奶油 日本赤穗天塩  雞蛋

(奶蛋素)
奶.蛋 1814-18PR0000024 奶蛋素

振頤軒金芋良圓(炸芋圓)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F-153428502-00000-2 02-2676-528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台灣
大甲芋頭、鹹鴨蛋黃、細砂糖、高筋麵粉、玉米

粉、蛋、麵包粉、葡萄糖漿、水

本產品含蛋、麩質的穀類、大豆等過敏原，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16字第08PD01092

號
奶蛋素

KAKA大三鮮(脆片)-台式鹽酥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頂鮮食品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0800-555-299 彰化縣線西鄉線東路一段185號 台灣

蝦脆片-台式鹹酥

成份:木薯粉、蝦、砂糖、雞蛋、食鹽、奶粉、棕

櫚油、味精(L-麩酸鈉)、大蒜、鹽酥粉、維他命E(抗

氧化劑)

蚵脆片-台式鹹酥

成份:木薯粉、蚵、砂糖、雞蛋、食鹽、奶粉、棕

櫚油、味精(L-麩酸鈉)、大蒜、鹽酥粉、維他命E(抗

氧化劑)

魷脆片-台式鹹酥

成份:木薯粉、魷、砂糖、雞蛋、食鹽、奶粉、棕

櫚油、味精(L-麩酸鈉)、大蒜、鹽酥粉、維他命E(抗

氧化劑)

本產品內含牛奶、蛋、甲殼類海鮮(蝦、蚵)

成份，對此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本產品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股)2000萬元產品責任險(限台灣)(投保

金額非理賠金額)

葷食

芝麻先生芝麻酥(原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嘉振企業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6-7225126 台南市佳里區博愛街60號 台灣
紅薏仁、異麥芽寡糖、台灣黑芝麻、大豆沙拉油、

海藻糖、糖、鹽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物保險0506字第19AML0000217

號
奶蛋素

阿聰師貢貢香芋頭條(海苔)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沃農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4-26711477 台中市大安區福興里興安路168號 台灣

芋頭、糖、芝麻、椒鹽粉、海苔、植物油、鹽、海

苔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
見外包裝標示 台壽保產險1842-18PR0000180 奶蛋素

花蓮縣餅奶油酥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菩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933-798-638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1號1、2樓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 本產品含有蛋及牛奶製品 富邦產險0508字第04ML000052號 奶蛋素

田中進發香蔥蜜麻花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進發環球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912-769-293 臺北市松山區安平里南京東路５段２８１號 台灣
麵粉、麥芽、糖、芝麻、酥油、食鹽、沙拉油、酵

母、雞蛋、香蔥。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險0500-03PD000463 奶蛋素

老四川麻辣青豆花生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人杰老四川餐飲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7-341-7222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97號 台灣

花生、青豆、大豆沙拉油、辣椒、食鹽、花椒、細

砂糖、炒手{鹽、L-麩酸鈉、玉米澱粉、香料、羥丙

基磷酸二澱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

花生、蛋、大豆及其製品 富邦產險 0507字第19AML0000152-1號 葷食

亞尼克黑石疊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滲透型代可可脂牛奶巧克力<砂糖、可可粉、全脂

奶粉、可可膏、大豆卵磷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

油脂、脂肪酸蔗糖酯、香料>、雞蛋、日本麵粉、

大豆油、鮮奶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蛋、含有麩質之穀

類
07-062207A10043 奶蛋素

翠果子航空米果澎派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之家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800-295-88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二段226巷31號 台灣

米、豌豆、棕櫚油 (非氫化)、麵粉、玉米澱粉、

糖、樹薯澱粉、醬油 (水、黃豆、小麥、鹽、蔗糖

轉化液糖、酒精、酵母粉)、鹽、麥芽糊精、黑

糖、奧勒岡草粉、麥芽糖、海苔、蕃茄粉（蕃茄

粉、米粉）、油性辣椒紅、胡椒粉、唐辛子（紅辣

椒 , 白芝麻 , 黑芝麻 , 羅勒葉 , 花椒）、葡萄糖、洋

葱粉、麩酸鈉、小蘇打粉、香菜片、甘草粉、胺基

乙酸、胺基丙酸、鹿角菜膠、抗氧化劑（維生素

E、芥花籽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辣椒萃取物、薑黃粉、食用黃

色四號、食用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碗豆、芝麻及小麥製品。 07字第162207A10034號 五辛素

老協珍人蔘精禮盒(14入)-4盒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02-86305658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台灣 水、西洋蔘、冰糖、白蔘、果醋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52-0333000836-07
葷食

娘家滴雞精單盒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E-196975768-00000-9 05-788-8333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常家禽生產合作社 台灣 黑羽土雞滴雞精 無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葷食

貝克莉松鼠餅(蛋黃肉鬆)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貝克莉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04-23297188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275號 台灣
麵粉、蛋、二砂、鹽、奶油、大豆、芝麻、奶粉、

豬肉鬆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0900-2236001740-05 奶蛋素

貝克莉松鼠餅(瑞士蓮可可)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貝克莉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04-23297188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275號 台灣
麵粉、蛋、二砂、鹽、奶油、可可脂、杏仁粉、鮮

乳脂、巧克力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南山，0900-2236001740-05 奶蛋素

OPEN吃果籽蒟蒻(葡萄/草莓)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豐喜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53554042-00000-6 05-5571296 雲林縣斗六市工業路118號 台灣

草莓口味：水、砂糖、草莓濃縮汁、蒟蒻粉、鹿角

菜膠、玉米糖膠、檸檬酸鉀、乳酸鈣、檸檬酸、

DL-蘋果酸、草莓香料。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新光，130707AKP0000088 素食

白爛貓小農米餅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恆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0907-846988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7號4樓 台灣

成份:白米、棕櫚油、砂糖、玉米(非基改)、麥芽糊

精、奶粉、糙米、葡萄糖、香辛料、蛋黃粉、紅

豆、綠豆、黑豆、白碗豆、花豆、薏仁、食用香

料、大豆卵磷脂

本產品中含有奶類、蛋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本產品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萬元產品責任險
奶蛋素

青鳥旅行肉鬆蛋捲綜合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翔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4-23585928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三十六路19號 台灣

原味肉鬆蛋捲-雞蛋、砂糖、麵粉、奶油、豬油、

棕櫚油、奶粉、豬肉鬆(豬肉、豌豆粉、砂糖、大

豆油、醬油)

芝麻肉鬆蛋捲-雞蛋、砂糖、麵粉、奶油、豬油、

棕櫚油、奶粉、芝麻、芝麻豬肉鬆(豬肉、豌豆

粉、砂糖、大豆油、醬油、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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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豌豆

粉、砂糖、大豆油、醬油、海苔) 

起司肉鬆蛋捲-雞蛋、砂糖、麵粉、奶油、豬油、

棕櫚油、帕瑪森起司粉、切達乳酪粉、奶粉、豬肉

鬆(豬肉、豌豆粉、砂糖、大豆油、醬油)、香料

見外包裝標示 富邦產險0524字第19AML0000686號 奶蛋素

新竹福源花生醬蛋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04-7589546 507彰化縣線西鄉和線路741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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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外包裝標示 台壽保產物保險 1840-18PR0000056 奶蛋素

郭元益過年好好-年糖佛跳牆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31264218-00000-5 02-2838-2700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1樓 台灣

巧克力杏仁牛軋糖：麥芽糖、杏仁、奶粉、糖、可

可粉、奶油、蛋、海藻糖、蛋白粉、香料、粘稠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鹽、抗氧化劑(維生素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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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酥心糖：糖、花生醬〔花生、海藻糖、抗氧化

劑(維生素E)、鹽〕、麥芽糖、海藻糖、乳清蛋白

粉、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鹽

杏仁角酥：杏仁片、麥芽糖、糖、海藻糖、奶油、

鹽、膨脹劑(碳酸氫鈉)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富邦產物保險0500字

第19AML0000557號
葷食

手信坊滴滴噠心蛋捲(芝麻)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雞蛋、烘焙專用油(棕櫚油、脂肪酸甘油酯、大豆

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β-胡

蘿蔔素)、砂糖、麵粉、芝麻

此產品內含蛋類、大豆、麩質的穀類、芝麻

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

00016-PDL
奶蛋素

手信坊滴滴噠心蛋捲(巧克力) 三叔公食品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0076157-00000-7 02-2263-36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台灣

雞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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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糖、麵粉、可可粉、焦糖色素、香料

此產品內含蛋類、大豆、麩質的穀物及其製

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A0-106-06080684-

00016-PDL
奶蛋素

戽斗星球熊貓爆米花造型桶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2-2223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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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奶油、椰子油、砂糖、黑

糖、玉米糖漿、黑糖蜜粒(蔗糖、糖蜜、焦糖色

素)、全脂奶粉、奶油粉、乳糖、牛奶粉香料(乳

糖、香料、二氧化矽)、香草香料粉(葡萄糖、玉米

澱粉、香料、二氧化矽、乙基麥芽醇)、大豆卵磷

脂(非基因改造)、鹽

本產品含牛奶、蛋類、麩質的穀類、大豆 新南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08/2/1到期10000000萬全素

HK鹹蛋黃方塊酥小火車禮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九利臻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9 02-8285-0150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26巷25號1樓 台灣 麵粉、棕櫚油、糖、鹹蛋黃、鹽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0211第08PDL00119 蛋素

迷你Mini炸雞塊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03-3411111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台灣 雞肉(組合)、雞皮、裹漿粉[麵粉、食鹽、洋蔥、麥芽糊精、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偏磷酸鉀)、香料、大豆油、麵粉、樹薯粉、蛋白粉、玉米澱粉、玉米粉、黏稠劑(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碳酸氫鈉]、大豆蛋白、精緻軟棕油、糖、鹽、調味劑(L-麩酸鈉)、白胡椒粉、洋蔥粉、蒜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偏磷酸鉀)本產品含有蛋類、大豆類、麩質穀類製品原料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線有處理蝦,蟹,芒果,花生,牛奶,蛋及其製品等過敏原.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ML000590號
本保單係17000字第06ML00579號保單續保葷

好食好食 日本特選青森蜜富士蘋果 A-170537075-00000-2好食好食企業社 338桃園市蘆竹區長興路三段219巷66號 日本青森縣 蘋果 如包裝上所示 A-189627033-00000-6 素食

喜之坊麻將牛軋糖
A-122870754-00000-

3
喜之坊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南陽街121巷17號 台灣

花生、麥芽、蛋白、奶粉、砂糖、海藻糖、奶油、

鹽
蛋、花生、奶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16字第08PD01092號

蛋奶素



賈以食日麻花麵1袋 A-189627033-00000-6 佶拾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0號10樓之3 台灣

1 麵       體：小麥麵粉,水,鹽

2 麻  醬  包：白芝麻,大豆沙拉油,抗氧化劑(混和濃

縮生育醇,大豆沙拉油)

3 醬  油  包：純釀造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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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糖色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

4 花椒油包：花椒油(大豆沙拉油,花椒香料,辣椒香

料),抗氧化劑(混和濃縮生育醇,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小麥 南山產物-保單號碼-0336000192/000000素食

美國有機愛妃蘋果16入裝 B-154581412-00000-9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美國 蘋果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8PD04638號全素

紐西蘭櫻桃1kg裝 B-154581412-00000-9 (04)2350-7266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路9-1號 紐西蘭 櫻桃 標示於產品外包裝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2字第08PD04638號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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