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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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商地址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

屬性

牛產

地

豬產

地

(原)LP33膠囊 統一企業乳飲群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有限公司委託景

岳生物科技(股)公司生產

D-173251209-00000-0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06-5991511 台灣 大豆蛋白、苦瓜抽出物、微結晶狀α-纖維素、乳糖、紅麴米抽出物、綠藻精、玉米澱粉、食用膜衣（聚乙烯醇、二氧化鈦、滑石粉、聚乙二醇、氧化鐵、卵磷脂）、硬脂酸鎂、甘草抽出物、二氧化矽 本產品含大豆及牛奶製品，該生產線亦生產含蝦、蟹、芒果、花生、牛奶及蛋製品的產品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蛋奶素 無

(宅)預倍葉黃素+DHA藻油-3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73251209-00000-0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05號 049-2333328 台灣 DHA藻油(DHA藻油、葵花油、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葉黃素[ (紅花籽油、葉黃素(金盞花來源)、抗氧化劑(維生素E) ]、磷脂醯絲胺酸(卵磷脂、磷脂醯絲胺酸、中鏈三酸甘油酯)、紅藻萃取物[ 紅藻抽出物(含蝦紅素)、橄欖油]、維生素A油溶液[ 維生素A棕櫚酸鹽、花生油、抗氧化劑(維生素E) ]。膠囊成分：明膠、甘

油、純水。

本產品含大豆、花生、種子類製品，該生產線亦生產含甲殼類、牛奶、羊奶、蛋、堅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魚類、螺貝類、種子類及奇異果製品的產品。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蛋奶素 無

(宅)健康3D-3罐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73251209-00000-0 台灣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154號A棟 06-5058168#8361 台灣 大豆蛋白、苦瓜抽出物、微結晶狀α-纖維素、乳糖、紅麴米抽出物、綠藻精、玉米澱粉、食用膜衣（聚乙烯醇、二氧化鈦、滑石粉、聚乙二醇、氧化鐵、卵磷脂）、硬脂酸鎂、甘草抽出物、二氧化矽 本產品含大豆及牛奶製品，該生產線亦生產含蝦、蟹、芒果、花生、牛奶及蛋製品的產品。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蛋奶素 無

(原)雅漾舒護活泉水二入組 統一藥品 統一藥品 非食品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26號6樓 02-2577-8899 法國 雅漾活泉水、氮氣 無 無

(原)ikiiki二合一熱壓吐司機(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獅子心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台南市仁德區仁義六街97號 0938-003-233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非食品 非食品

(原)ikiiki二合一熱壓吐司機(綠)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獅子心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台南市仁德區仁義六街97號 0938-003-233 中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非食品 非食品

(原)手持蒸氣掛燙機HMH-8450

藍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187號 03-5396966 中國 ABS塑膠/PC塑膠/PP塑膠/#304不銹鋼噴頭 X 兆豐產物保險0209第09PDL00028號 無 無

(原)手持蒸氣掛燙機HMH-8460

粉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商;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非食品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187號 03-5396966 中國 ABS塑膠/PC塑膠/PP塑膠/#304不銹鋼噴頭 X 兆豐產物保險0209第09PDL00028號 無 無

(原)友吉興食品器具清洗酵素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友吉興實業有限公司 非食品 臺中市北區育德里美德街290號1樓 04-23812420 台灣 酵素

(原)綠野農莊咖哩風味雞腿塊1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03-341-1111 台灣 雞肉、水、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咖哩粉(薑黃、胡荽、小茴香、陳皮、孜然、凱利茴香、薑、葫蘆巴、荳蔻、蒜、胡椒、肉桂、辣椒、丁香、月桂葉)、甜味劑(D-山梨醇)、地瓜粉、碘塩、芥花油、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泡打粉(樹薯澱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

鈣、無水焦磷酸鈉)

本產品生產製程中，其設備與管線有處理過黃豆、麵粉、牛奶、魚類、蛋、堅果、芝麻、香芹、蝦成分 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ML000590號

葷

(原)綠野農莊咖哩風味雞腿塊8盒 臻美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66611376-00000-9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3號 03-341-1111 台灣 雞肉、水、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咖哩粉(薑黃、胡荽、小茴香、陳皮、孜然、凱利茴香、薑、葫蘆巴、荳蔻、蒜、胡椒、肉桂、辣椒、丁香、月桂葉)、甜味劑(D-山梨醇)、地瓜粉、碘塩、芥花油、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泡打粉(樹薯澱粉、膨脹劑(碳酸氫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

鈣、無水焦磷酸鈉)

本產品生產製程中，其設備與管線有處理過黃豆、麵粉、牛奶、魚類、蛋、堅果、芝麻、香芹、蝦成分 新安東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單號碼17000字第ML000590號

葷

(原)好麗友雞米花脆餅-韓式炸雞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F-124481274-00000-5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02-8913-1189 韓國 玉米粉(玉米)、白糖、混合植物油(軟質棕櫚油、葵花油)、韓式炸雞風味醬[精製水、番茄醬(番茄、果糖、食醋、食鹽、砂糖)、胺基酸濃縮液(脫脂大豆、酒精、海鹽)、蘋果濃縮液、鳳梨濃縮液、食醋、澱粉、洋蔥抽出液、小麥粉、芥籽油、紅椒色素、蒜抽出液、檸檬酸、DL-蘋果酸]、米粉(米)、葡萄糖漿、馬鈴薯塊、韓式炸雞風味粉[砂糖、糊精、果糖、番茄粉(番茄)、脂肪酸蔗糖酯、洋蔥粉、磷酸鈣、蒜粉、辣椒醬風味香料、炸雞風味粉((高湯(雞骨)、雞肉粉)、牛肉抽出物、蝦抽出物)、DL-蘋果酸、伍斯特醬風味香料、紅椒色素、蔗糖素(甜味劑)]、雞肉風味粉[雞肉粉、食鹽、玉米澱粉、麥芽糊精、醬油粉(大豆、食鹽、麥芽糊精)、砂糖、洋蔥粉、酵母萃取粉、雞肉抽出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蒜粉、胡椒粉]、炒芝麻、烤海鹽、酵素製劑本產品含有蝦、小麥、芝麻、大豆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457號1000萬責任險 非素食

(原)好麗友雞米花脆餅-起司炸雞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F-124481274-00000-5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02-8913-1189 韓國 玉米粉(玉米)、白糖、混合植物油(軟質棕櫚油、葵花油)、麵粉(小麥粉、酵母、棕櫚油、食鹽、大豆粉、葡萄糖)、米粉(米)、起司風味粉[砂糖、乳清粉、洋蔥粉、起司味粉(棕櫚油、牛奶、糊精、酪蛋白、乳清)、蒜粉、食鹽、果糖、香芹、檸檬酸、二氧化矽、磷酸鈣、紅椒抽出物、甜味劑(蔗糖素)]、馬鈴薯片、葡萄糖漿、濃郁起司風味粉[砂糖、乳脂、洋蔥粉、食鹽、蒜粉、脂肪酸蔗糖酯、磷酸鈣、二氧化矽、香芹、紅椒抽出物、牛肉抽出物、起司香料、酸奶香料、甜味劑(阿斯巴甜)]、炸雞風味粉{炸雞味粉（雞肉抽出物、麥芽糊精、L-麩酸鈉、食鹽、白糖、二氧化矽、琥珀酸二鈉、炸雞香料）、食鹽、玉米澱粉、糊精、醬油粉（食鹽、砂糖、大豆、麥芽糊精）、砂糖、洋蔥粉、酵母抽出物、雞肉味粉[雞肉抽出物、食鹽、砂糖、玉米糖膠、維生素E(抗氧化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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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抽出物、蒜粉、白胡椒}、蘋果濃縮液、海鹽、炸雞香料、酵素製品(甘油、水、天冬醯胺酵素）本產品含有小麥、牛奶及大豆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本產品含阿斯巴甜，苯酮尿症患者不宜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457號1000萬責任險 非素食
(原)金博家辣椒先生剝皮辣椒雞湯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 A-153767559-00000-5 金博概念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

民生東路二段163號10樓

02-77015358 台灣 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雞肉、剝皮辣椒(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調味劑(L-麩酸鈉、檸檬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食鹽、甜味劑(甘草萃(含糊精、檸檬酸鈉))、米酒、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

酵母粉(含鹽)、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醌))、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胡椒)、松露醬油(水、非基因改造大豆(非基因改造高蛋白豆片)、小麥、糖、鹽、黑糖、酒精、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蔬菜抽出物(糊精、高麗菜抽出物)、甜味劑(甘草

本產品含牛奶、蛋、大豆、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食用。 富邦產物產品保險0525字第19AML0001301 號 非素食 台灣
(原)糖鼎桂圓紅棗1包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A-124572513-00000-7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15樓25室02-2719-5069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全素
(原)糖鼎桂圓紅棗8包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A-124572513-00000-7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15樓25室02-2719-5069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枸杞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全素
(原)糖鼎四合一黑糖薑母1包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A-124572513-00000-7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15樓25室02-2719-5069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老薑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全素
(原)糖鼎四合一黑糖薑母8包 富宥貿易有限公司 翔鼎興業有限公司 A-124572513-00000-7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44號15樓25室02-2719-5069 台灣 黑糖、桂圓、紅棗、老薑 無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400第082050074號 全素

(原)韓國雪蟹蟹膏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韓福貿易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60號5樓 02-29350650 韓國 蟹膏:雪蟹蟹膏,仿蟹肉(鱈魚漿,小麥澱粉,木薯澱粉, 鹽,糖),蛋黃醬[葵花油,冷凍雞蛋黃,醋(米,水), 雞蛋白液,糖],調味液{液體果糖,葡萄糖液,檸檬醋[檸檬,醋(米,水)],鹽,酒精},L-麩酸鈉,糖,螃蟹香料(液體),紫蘇油,海鹽.
芝麻油包:芝麻油(芝麻) 本產品含有蟹、魚類、小麥、雞蛋、芝麻，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人壽保額2千萬 非素食 x x

(原)CW大蒜麵包餅乾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上友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95號13樓 02-2707-6698 韓國 麵粉(小麥),人造奶油[棕櫚油,精鹽,脂肪酸甘油酯,香料,抗氧化劑(維生素E)]
,糖,酥油(棕櫚油),大蒜,精鹽,玉米澱粉,酵母,穀類加工品(黑麥粉,大麥麥芽粉
,糖,大麥麥芽抽出物,棕櫚油),混和麵粉[麵粉,乳酸硬脂酸鈉,氯化銨,抗氧化劑
(維生素C),調製小麥粉(小麥,葡萄糖,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抗氧化劑
(維生素C)),硫酸鈣,酵素(澱粉酵素,蛋白酵素)],檸檬酸,巴西里香芹,天然食用
色素(含薑黃色素,薑黃粉,黃梔子色素,婀娜多色素)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險
130008AKP0000600 五辛素 x x

(原)泰國頭等艙梅子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02-8771-7488 泰國 梅子、糖、鹽、甘草、檸檬酸、甜味劑(阿斯巴甜)、香料、漂白劑(亞硫酸鈉)、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苯甲酸鈉) 本品使用甜味劑阿斯巴甜, 苯酮尿症患者(Phenylketonurics)不宜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32108AKP0000102號 素食 x x

(原)大河屋日式烤雞腿-1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黑輪伯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南市官田區成功街55號 0913-007-578 台灣 雞肉、醬油膏【水、脫脂大豆、小麥、食鹽、酒精、蔗糖、轉化糖液(蔗糖、水)、麥芽糖、酒精、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著色劑(焦糖色素)、食鹽、食用色素(紅麴色素)、調味劑(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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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馬鈴薯粉、鰹魚露【醬油、蔗糖轉化液糖、純釀造醋、鰹魚、酒精、酵母粉、維生素E(抗氧化劑)】、米酒、味露（鯷魚、碘鹽、糖）、蒜頭、L-麩酸鈉、黑胡椒、糖、鹽、白胡椒粉、黃酒、烏醋【水、釀造醋、糖、鹽、洋蔥、柳橙濃縮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焦糖色素、焦糖色素、香料】、紅辣椒、花椒、焦糖色素。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大豆、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3千萬產品責任險                                                               明台產物保險 葷 x x

(原)大河屋日式烤雞腿-15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黑輪伯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臺南市官田區成功街55號 0913-007-578 台灣 雞肉、醬油膏【水、脫脂大豆、小麥、食鹽、酒精、蔗糖、轉化糖液(蔗糖、水)、麥芽糖、酒精、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玉米糖膠)、著色劑(焦糖色素)、食鹽、食用色素(紅麴色素)、調味劑(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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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馬鈴薯粉、鰹魚露【醬油、蔗糖轉化液糖、純釀造醋、鰹魚、酒精、酵母粉、維生素E(抗氧化劑)】、米酒、味露（鯷魚、碘鹽、糖）、蒜頭、L-麩酸鈉、黑胡椒、糖、鹽、白胡椒粉、黃酒、烏醋【水、釀造醋、糖、鹽、洋蔥、柳橙濃縮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焦糖色素、焦糖色素、香料】、紅辣椒、花椒、焦糖色素。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大豆、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3千萬產品責任險                                                               明台產物保險 葷 x x

(原)法式萬用濃縮橄欖油黑肥皂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樂盈生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1030巷24弄30號 06-2211637 法國 100%天然成份，橄欖油皂、水、鹽 x x x x x
(原)炸物吸油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萬鴻貿易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57巷9號3樓 02-22896510 芬蘭 100%紙漿 X 華南產險1400-092050126 x x x
(原)專業氣炸鍋用紙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萬鴻貿易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257巷9號2樓 02-22896509 芬蘭 100%紙漿 X 華南產險1400-092050126 x x x

(宅)哈肯鋪爆漿蒜香乳酪麵包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2樓 0938-976888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無鹽奶油、鮮奶油、蒜、奶粉、蜂蜜、沙拉醬(沙拉油、糖、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鈉、偏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鹽、酵母、大豆油、洋香菜葉 本產品含有麵麩之穀類、奶類、蛋、大豆及其製品 和泰產物保險保險單號碼: 70-108-06682238-00018-PDL 五辛素 無

(宅)哈肯鋪爆漿蒜香乳酪麵包10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2樓 0938-976888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無鹽奶油、鮮奶油、蒜、奶粉、蜂蜜、沙拉醬(沙拉油、糖、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鈉、偏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鹽、酵母、大豆油、洋香菜葉 本產品含有麵麩之穀類、奶類、蛋、大豆及其製品 和泰產物保險保險單號碼: 70-108-06682238-00018-PDL 五辛素 無

(原)吉好團購冠軍雙麵組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好國際有限公司 D-154066577-00000-1 台南市仁德區民安路一段399號 06-249-7558 台灣 主要成份：雞蛋意麵 : 麵粉、棕櫚油、雞蛋、食鹽。雞絲細麵 : 麵粉、棕櫚油、食鹽。
料包成份：沙茶 : 食鹽、糖、味精、沙茶粉、干貝素、柴魚、脫水蔬菜、二氧化矽。海鮮濃湯 : 食鹽、糖、味精、干貝素、柴魚、脫水蔬菜、二氧化矽。 蛋、麩質(小麥)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108CG01590號 葷食

(宅)果貿吳媽家花椒泡菜4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E-154613364-00000-4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07-338-8870 台灣 高麗菜(高麗菜.鹽.乳酸鈣).水.果糖.紅蘿蔔.醋.冰醋酸.花椒. 鮮保利VA307〔醋酸鈉(無水)、DL-蘋果酸(羥基丁二酸)、脂肪酸蔗糖酯〕 無 華南產物072050104 全素

(宅)果貿吳媽家花椒泡菜1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久本和有限公司 E-154613364-00000-4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07-338-8870 台灣 高麗菜(高麗菜.鹽.乳酸鈣).水.果糖.紅蘿蔔.醋.冰醋酸.花椒. 鮮保利VA307〔醋酸鈉(無水)、DL-蘋果酸(羥基丁二酸)、脂肪酸蔗糖酯〕 無 華南產物072050104 全素

(原)涓豆腐人蔘雞腿湯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A-128841757-00000-0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路42號4號 02-2581-3818#229 台灣 水、雞腿、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苷磷酸二鈉)、白胡椒〕、白米、人蔘鬚、紅棗、L-麩酸鈉、鹽 本產品與其他有大豆、小麥、芝麻、魚、軟體動物類、二氧化硫、蛋、牛奶及其製品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646 葷食 無

(宅)蒜翻天蒜片雞柳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炸翻天企業有限公司 F-127640887-00000-5 新北市土城區慶祥街81號 02-2268-6811 台灣 雞肉、生蒜、水、醬油、醃漬粉（精鹽、糖粉、玉米澱粉(非基改)、海藻糖、五香粉(大茴香、桂通、花辣、小茴香、丁香、三奈)辣椒粉、肉桂、黑胡椒、白胡椒、蒜粉、花椒粉、小茴粉、丁香粉、八角粉、麥芽糊精
香料(椰子油、棕櫚仁油、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香料)、酵母抽出物(葡萄糖、甘藍菜粉)、豬肉抽出物(乳糖、醬油、水解大豆蛋白、D-木糖醇)、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魚蛋白水解物、檸檬酸 )、甜味劑 (甘草酸胺、甘草萃、醋黃內脂鉀 )、結著劑 (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保色劑 (亞硝酸鈉 )、抗氧化劑 (異抗壞血酸鈉 )、著色劑 (食用紅色6號、食用紅色40號、食用黃色5號 )、品質改量劑 (二氧化矽。）樹薯澱粉 本產品含牛奶、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他製品，過敏體質不適用 南山產物
0900-2236005487-01 葷食

(宅)蒜翻天蒜片雞柳10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炸翻天企業有限公司 F-127640887-00000-5 新北市土城區慶祥街81號 02-2268-6811 台灣 雞肉、生蒜、水、醬油、醃漬粉（精鹽、糖粉、玉米澱粉(非基改)、海藻糖、五香粉(大茴香、桂通、花辣、小茴香、丁香、三奈)辣椒粉、肉桂、黑胡椒、白胡椒、蒜粉、花椒粉、小茴粉、丁香粉、八角粉、麥芽糊精
香料(椰子油、棕櫚仁油、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香料)、酵母抽出物(葡萄糖、甘藍菜粉)、豬肉抽出物(乳糖、醬油、水解大豆蛋白、D-木糖醇)、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魚蛋白水解物、檸檬酸 )、甜味劑 (甘草酸胺、甘草萃、醋黃內脂鉀 )、結著劑 (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保色劑 (亞硝酸鈉 )、抗氧化劑 (異抗壞血酸鈉 )、著色劑 (食用紅色6號、食用紅色40號、食用黃色5號 )、品質改量劑 (二氧化矽。）樹薯澱粉 本產品含牛奶、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他製品，過敏體質不適用 南山產物
0900-2236005487-01 葷食

(宅)義大利艾美黛漫步義大利禮盒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富美佳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F-123130552-00000-4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22號6樓之7 (02)8789-5589 義大利 托斯卡尼63黑巧:可可膏、可可脂、蔗糖

托斯卡尼90黑巧:可可膏、可可脂、蔗糖

※ 本產品含有牛奶,堅果,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確認中 奶素

(宅)比利時Darcis手工巧克力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御香素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23130552-00000-4 台北市士林區福林路 273 號 (02)2838-3380 比利時 附件一. ※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堅果、麩質, 其生產之廠房或產線亦有處理堅果、芝麻、花生, 不是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2000萬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保險單號1700009ML000173

奶素

(宅)芬蘭Geisha榛心真意巧克力

心型盒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一語堂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F-123130552-00000-4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1號 (02)2603-0290 芬蘭 糖,牛奶,可可脂,榛果,可可塊,全脂奶粉,酪乳粉,植物油脂(棕櫚油,牛油樹油),小麥粉,玉米澱粉,大豆卵磷脂,鹽,香料 ※ 本產品含有牛奶,榛果,麩質穀物及大豆,其生產管線亦有處理杏仁及其他堅果,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3600萬

華南產險-保險單號1400第082050735號

奶素

(原)草莓跳跳糖松露巧克力 妮娜有限公司 妮娜有限公司 M-142779868-00000-1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59 台灣 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跳跳糖(白砂糖、葡萄糖漿、乳糖、二氧化碳)、棕櫚白油(精製分餾棕櫚油、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脂肪酸丙二醇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可可脂、糖粉(砂糖)、乳清粉、葡萄籽油、全脂奶粉(牛乳)、脫脂奶粉(脫脂牛乳)、乾燥草莓碎粒(草莓)、覆盆莓粉(覆盆莓)、防潮糖粉(葡萄糖、馬鈴薯澱粉、完全氫化棕櫚油、植物油脂(棕櫚)、小麥澱粉、天然奶油香料、香草香料)、大豆卵磷脂、熟草莓風味香料(草莓香料、轉化糖漿、甘油)、膠原蛋白、DL-蘋果酸、巧克力色粉白色(二氧化鈦、脂肪酸甘油酯、玉米糖膠)、巧克力色粉紅色(二氧化鈦、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四十號、脂肪酸甘油酯、玉米糖膠)1.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2.本產品製程廠房，其生產設備或管線有處理蛋、芒果、芝麻、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已投保1,000萬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葷食

(原)精選黑巧克力薄片五入組 妮娜有限公司 妮娜有限公司 M-142779868-00000-1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路32號 049-2919528#759 台灣 妮娜精選65%黑巧克力薄片：黑巧克力(可可膏、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
妮娜精選75%黑巧克力薄片：黑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可可膏
妮娜精選85%黑巧克力薄片：黑巧克力(可可膏、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可可膏
妮娜精選95%黑巧克力薄片：黑巧克力(可可膏、砂糖、可可脂、大豆卵磷脂、香草香料) 、可可膏
妮娜精選100%黑巧克力薄片：可可膏、可可脂1.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2.本產品製程廠房，其生產設備或管線有處理蛋、芒果、芝麻、亞硫酸鹽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已投保1,000萬明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以確保消費者權益。 全素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3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大甲芋頭、奶油、糖、草莓 牛奶及其製品。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素
(宅)連珍草莓芋泥球(24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大甲芋頭、奶油、糖、草莓 牛奶及其製品。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素
(宅)連珍草莓戚風蛋糕(1條/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1)草莓戚風蛋糕：草莓、麵粉、雞蛋、糖、鮮奶油(氫化棕櫚仁油、糖、甜味劑(D-山梨醇〉、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乳酸硬脂酸纳、鹽、磷酸氫二鉀、香料、β-胡蘿蔔素).
卡士達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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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納、硫酸鈣、海藻酸纳、香料、胡羅蔔色素(β-胡蘿蔔素)、砂糖、麵粉、沙拉油、橘子水、
酒、泡打牛奶、蛋、麩質的穀類..等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蛋素
(宅)連珍草莓戚風蛋糕(12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1)草莓戚風蛋糕：草莓、麵粉、雞蛋、糖、鮮奶油(氫化棕櫚仁油、糖、甜味劑(D-山梨醇〉、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乳酸硬脂酸纳、鹽、磷酸氫二鉀、香料、β-胡蘿蔔素).
卡士達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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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納、硫酸鈣、海藻酸纳、香料、胡羅蔔色素(β-胡蘿蔔素)、砂糖、麵粉、沙拉油、橘子水、
酒、泡打牛奶、蛋、麩質的穀類..等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蛋素
(宅)連珍草莓巧克力蛋糕(1條/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2)草莓巧克力蛋糕：草莓、麵粉、雞蛋、糖、鮮奶油(氫化棕櫚仁油、糖、甜味劑(D-山梨醇〉、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乳酸硬脂酸纳、鹽、磷酸氫二鉀、香料、β-胡蘿蔔素).
卡士達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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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納、硫酸鈣、海藻酸纳、香料、胡羅蔔色素(β-胡蘿蔔素)、砂糖、沙拉油、麵粉、橘子水、可可粉、
酒、泡打、塔塔粉、小蘇打粉
牛奶、蛋、麩質的穀類..等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蛋素
(宅)連珍草莓巧克力蛋糕(12條)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連珍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02-24223676 台灣 
(2)草莓巧克力蛋糕：草莓、麵粉、雞蛋、糖、鮮奶油(氫化棕櫚仁油、糖、甜味劑(D-山梨醇〉、乾酪素鈉、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乳酸硬脂酸纳、鹽、磷酸氫二鉀、香料、β-胡蘿蔔素).
卡士達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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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磷酸納、硫酸鈣、海藻酸纳、香料、胡羅蔔色素(β-胡蘿蔔素)、砂糖、沙拉油、麵粉、橘子水、可可粉、
酒、泡打、塔塔粉、小蘇打粉
牛奶、蛋、麩質的穀類..等 台灣產物保118704000032 奶蛋素
(宅)哈肯舖可可貝果(2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2樓 0938-976888 台灣 麵粉、水、巧克力水滴(砂糖、完全氫化棕櫚仁由、可可粉、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鹽、香莢蘭醛)、可可粉、橄欖油、糖、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乳化劑])、鹽、無鹽奶油、奶粉(乳脂、蛋白質、乳糖、水)、麥芽精(大麥芽、玉米、水)  
過敏原資訊 本產品含有麵麩之穀物、牛奶及其製品。 

  
 和泰產物保險保險單號碼: 70-108-06682238-00018-PDL 奶素
(宅)哈肯舖可可貝果(10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48號2樓 0938-976888 台灣 麵粉、水、巧克力水滴(砂糖、完全氫化棕櫚仁由、可可粉、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鹽、香莢蘭醛)、可可粉、橄欖油、糖、酵母(酵母、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乳化劑])、鹽、無鹽奶油、奶粉(乳脂、蛋白質、乳糖、水)、麥芽精(大麥芽、玉米、水) 過敏原資訊 本產品含有麵麩之穀物、牛奶及其製品。 和泰產物保險保險單號碼: 70-108-06682238-00018-PDL 奶素
(原)滿面香三角饅頭-巧克力+草莓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福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二段1巷52號4樓 02-29861689 台灣 巧克力三角:麵粉、水、鈕扣巧克力(可可膏、糖、可可脂、減脂可可粉、大豆軟磷脂、天然香草香料)、老麵酵母種(麵粉、水、即溶快發乾酵母)、卡士達粉(砂糖、乙醯化磷酸二澱粉、全脂奶粉、乳糖、牛乳蛋白、 乳酸鈣、  磷酸氫二鈉、焦磷酸鈉、海藻酸鈉、鹿角菜膠、香草香料、焦糖香料、色素(β-胡蘿蔔素))、白糖、巧克力豆、棕櫚油、可可粉、葫蘆巴、碳酸氫鈉(小蘇打)
草莓三角: 麵粉、冷凍草莓、草莓粉、水、卡士達粉、白糖、棕櫚油、紅麴粉、葫蘆巴、碳酸氫鈉(小蘇打)牛奶、麩質的穀類..等 和泰產物08955084 葷食
(原)卡娜赫拉捲心酥禮盒草莓風味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A-154368355-00000-7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02-2223-0933 台灣 砂糖、麵粉、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奶粉、乳清粉、碳酸氫銨、碳酸氫鈉、草莓香料、食鹽、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乾燥草莓粉、食用紅色四十號。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牛奶、大豆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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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麩質的穀類、牛奶、大豆、蛋、堅果種子、芝麻、蕎麥。 新安東京海上產品責任險1702009ML000041號(一千萬) 奶素
(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 台灣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大豆>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奇異果.芒果.堅果類.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2入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工房股份有限公司 A-180618239-00000-5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 台灣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粉、蛋白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大豆>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奇異果.芒果.堅果類.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宅)久久津莓心寶盒(2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04-7770895 台灣 草莓,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海藻萃取物),牛奶,雞蛋,糖,麵粉,無鹽奶油,玉米粉,水麥芽,蜂蜜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麩質之穀物等及其製品過敏原  旺旺友聯1207第 09PL0N000007    1百萬身體傷害險等 蛋奶素
(宅)久久津莓心寶盒(10盒)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04-7770895 台灣 草莓,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海藻萃取物),牛奶,雞蛋,糖,麵粉,無鹽奶油,玉米粉,水麥芽,蜂蜜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麩質之穀物等及其製品過敏原  旺旺友聯1207第 09PL0N000007    1百萬身體傷害險等 蛋奶素
(宅)法藍四季乳酪莓果凍1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E116649067000001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07-6167885 台灣 水、糖、乳酪、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草莓果泥、洋菜粉(洋菜膠)、草莓 本產品含有奶製品 130508AKP0A00008 葷食
(宅)法藍四季乳酪莓果凍12個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E116649067000001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07-6167885 台灣 水、糖、乳酪、動物鮮奶油(乳油、牛奶、鹿角菜膠、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乳酸甘油酯)、草莓果泥、洋菜粉(洋菜膠)、草莓 本產品含有奶製品 130508AKP0A00008 葷食
(宅)老彭友大師雞翅經典蜜汁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雲林縣二崙鄉三和村三塊厝103-80號 05-598830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無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宅)老彭友大師雞翅經典蜜汁12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雲林縣二崙鄉三和村三塊厝103-80號 05-598830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無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原)HK幼兒氨基酸洗髮沐浴露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A-154368355-00000-7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5樓之8 02-2223-0933 台灣 全成分 :Hyaluronic Acid, Sodium Lauroyl Glutamate, Sodium
Lauryl Sarcosinate, Carbomer, Phenoxyethanol, Chlorphene-
sin, D-Panthenol, Jojoba oil, Perfume, D.I. Water, Collagen,
Aloe Extract, Chamomile Extract, Rose Extract. 無 新安東金海上產品責任險1702009ML000041號(一千萬)

(原)森永經典鬆餅粉600g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記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A-122358925-00000-4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06)253-6789 日本 小麥粉、蔗糖、葡萄糖、複方膨脹劑(碳酸氫鈉、葡萄糖酸-δ內酯、磷酸二氫鈣、酸性焦磷酸鈉、酒石酸氫鉀、反丁烯二酸、反丁烯二酸一鈉)、植物油脂(棕櫚油)、小麥澱粉、粉末油脂【植物油脂(棕櫚油)、玉米糖漿、乾酪素鈉(牛奶來源)、複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食鹽、複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

酯、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檸檬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丙二醇、香料)、乾酪素鈉(牛奶來源)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豆及含麩質之穀物製品。 07字第662207A00066 葷食
(原)鬼滅之刃全員出擊罐爆米花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米樂達企業有限公司 J-154807848-00000-1 新竹市東區千甲里千甲路428之3號 03-6668617 台灣 非基因改造玉米粒、椰子油(β胡蘿蔔素、維他命E)、糖、可可粉、大豆卵磷脂 大豆、牛奶 20-109-08721902-00005-PDL 蛋奶素
(原)KT巧克力珍珠造型包 傌克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艾酷奇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28200824-00000-4 新北市新店區寶福里寶興路45巷8弄4、6號02-29101685 台灣麵粉、巧克力(糖、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奶粉、可可粉、乳糖、卵磷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香莢蘭醛)、水、粉圓(木薯澱粉、乙醯化磷酸二澱粉、水、焦糖色素、羧甲基纖維素鈉、黑糖香料、蔗糖素)、動物性鮮奶油、細砂糖、海藻糖、棕櫚油、酵母(酵母、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益面劑(水、乳酸硬酯酸鈉、丙酸鈣)、泡打粉(酸式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植物油(棕櫚油、椰子油)、黃豆粉、紅麴粉、鹽、食用色素(食用紅色40號、食用紅色7號、食用藍色1號、食用黃色4號、丙二醇、甘油、聚山梨醇酯80、水)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類、牛奶、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960-2236003029-03 奶素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水瓶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雙魚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牡羊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金牛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雙子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巨蟹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獅子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處女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天秤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天蠍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射手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醉月KITTY水蜜桃酒-魔羯座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H-153153519-00000-7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路25號 915588826 台灣 水、進口白葡萄原酒、糖、水蜜桃濃縮汁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字第09PD01745號 否
(原)Poppies綜合馬卡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38號5樓之1 03-3120958 比利時 香草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波旁香草萃取物、天然香料、波旁香草豆莢 /檸檬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濃縮檸檬汁、玉米澱粉、著色劑（β- 胡蘿蔔素）、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天然香料 /法式焦糖奶油：糖、杏仁、雞蛋白、奶油、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水、牛奶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脫脂奶粉 、可可塊、葵花籽卵磷脂、紅椒提取物、天然香草香料）、焦糖鹽奶油[葡萄糖-果糖糖漿、甜煉乳（煉乳、糖）、鹹奶油（奶油、鹽）、糖、水、鹽]、玉米澱粉、焦糖（糖、水）、葡萄糖漿、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巧克力(可可塊、糖、減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天然香料、鹽、檸檬酸 /巧克力口味：糖、杏仁、雞蛋白、巧克力（可可塊、糖、減脂可可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水、奶油、葡萄糖漿、減脂可可粉、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玉米澱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天然香料 /覆盆莓口味：糖、覆盆子、杏仁、雞蛋白、葡萄糖漿、椰子油、玉米澱粉、果膠(柑橘)、檸檬酸、檸檬酸鈉、天然香料、天然色素(胭脂紅) /開心果口味：糖、杏仁、雞蛋白、白巧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葵花籽卵磷脂、天然香草香料）、奶油、水、葡萄糖漿、開心果、玉米澱粉、榛果、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葵花籽油、著色劑（β-胡蘿蔔素、銅葉綠素鈉）、天然香料香草、檸檬、法式焦糖奶油、巧克力及開心果口味含有牛奶、雞蛋、堅果及其製品，覆盆莓口味含有雞蛋、堅果及其製品，生產線亦有生產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奶蛋素
(原)還魂莓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02-8771-7488 泰國 草莓，糖，漂白劑(偏亞硫酸氫鈉)，營養添加劑(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梅子，麥芽糖，甜味劑(蔗糖素)，鹽，葡萄糖，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玉米澱粉，檸檬酸，甜味劑(阿斯巴甜，甜菊醣苷，紐甜) 本品使用甜味劑阿斯巴甜, 苯酮尿症患者(Phenylketonurics)不宜食用
本產品含有亞硫酸鹽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30009AKP0000553 素食
(原)土耳其meysu100%綜合果汁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02-8771-7488 土耳其 100%純天然柳橙(45%)、蘋果(38%)、葡
萄(5%)、李子(6%)、紅蘿蔔、鳳梨(3%)、芒
果(3%)。 x 新光產物 130009AKP0000553 素
(原)第二顆鈕釦法式可麗露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訊息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8-1號8F 02-27115237 台灣 25公克
□原味


牛乳、糖、麵粉、全蛋、蛋黃、奶油、蘭姆酒、香草精(水、酒精、香草豆莢萃取物)、蜂蠟

 □伯爵紅茶


牛乳、糖、麵粉、全蛋、蛋黃、奶油、蘭姆酒、伯爵紅茶粉、香草精(水、酒精、香草豆莢萃取物)、蜂蠟



 □巧克力


牛乳、糖、麵粉、全蛋、蛋黃、奶油、可可粉、蘭姆酒、香草精(水、酒精、香草豆莢萃取物)、蜂蠟






















本產品含蛋、牛奶、小麥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00字第20AML0000093號
投保金額10000萬 奶蛋素

(原)綜合莓果隨手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時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天時生技有限公司A-189627033-00000-6

製造商(天時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台北市

內湖區瑞光路76巷16號1樓，進口商

(天時生技有限公司):台北市松山區八德

路三段27號7樓

製造商(天時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02-8792-8860，進口商(天

時生技有限公司):02-2577-0000

冷凍草莓-中國，冷凍藍莓-

美國，冷凍蔓越莓-加拿大
冷凍草莓、冷凍藍莓、冷凍蔓越莓 無 新光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130009AKP0000355 素食

(原)新美珍水滴巧克力布丁蛋糕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美珍餅舖 A-189627033-00000-6 新竹縣芎林鄉文昌街40號  03-5923404 台灣 新鮮雞蛋、可可粉、巧克力豆、麵粉、砂糖、大豆沙拉油、鹽 本產品含有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證號：130607AKPOA00014 蛋奶素
(原)天然洋蔥圈-1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中壢區晉元路20號 03-4500228 美國 洋蔥、麥粉、植物油(芥菜籽油、玉米油、棉籽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醋酸澱粉、修飾玉米澱粉(磷酸二澱粉、醋酸澱粉)、鹽、乳清（牛奶）、葡萄糖、合成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山梨醇、香料、辣椒油樹酯。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小麥，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109PDT00037 葷食
(原)天然洋蔥圈-8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頤士達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中壢區晉元路20號 03-4500228 美國 洋蔥、麥粉、植物油(芥菜籽油、玉米油、棉籽油、棕櫚油、大豆油、葵花籽油)、醋酸澱粉、修飾玉米澱粉(磷酸二澱粉、醋酸澱粉)、鹽、乳清（牛奶）、葡萄糖、合成膨脹劑（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關華豆膠、山梨醇、香料、辣椒油樹酯。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小麥，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109PDT00037 葷食
(原)黑師傅捲心酥-甜心莓果口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冠和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100號 03-321-9073#11 台灣 麵粉/糖/完全氫化椰子油/奶粉/乳糖/海藻糖/麥芽糖/精製椰子油/可可脂/草莓粉(草莓果肉顆粒)/草莓果汁粉(草莓濃縮汁、麥芽糊精、氧化澱粉、紅甜菜汁、檸檬酸、香料)/蛋/卵磷脂/食鹽/香料/蘿蔔紅色素/梔子紅色素/維他命E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麩質穀物、大豆、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24字第20AML0000252號 奶蛋素
(原)黑師傅捲心酥-海鹽焦糖口味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冠和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桃園市蘆竹區長安路二段100號 03-321-9073#11 台灣 麵粉/糖/完全氫化椰子油/奶粉/乳糖/海藻糖/糖蜜/麥芽糊精/麥芽糖/可可脂/精製椰子油/蛋/卵磷脂/海鹽(法國鹽之花)/焦糖色素/香料/維他命E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麩質穀物、大豆、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524字第20AML0000252號 奶蛋素
(原)青鳥旅行85%醇黑真巧蛋捲8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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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六路19號 04-23585928 台灣 85%巧克力（可可膏、糖、大豆卵磷脂、可可脂、天然香草香料）、雞蛋、砂糖、麵粉、奶油、棕櫚油、奶粉、可可粉 本產品含蛋、麩質、牛奶、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07字第062209A00188 2000萬 奶蛋素
(宅)雪坊鮮果精品草莓優格4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雪坊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7F-3 02-22213896 台灣 品名:鮮奶優格
内容量:160公克
成分:鮮乳、活性乳酸菌
L,S,A,B,C(保加利亞乳桿菌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subsp. bulgaricus,嗜熱链球菌
streptococcusthermophilus,嗜酸乳桿菌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比事德氏腕根菌
Bifidobactenium longum,乾酪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s casei)
每公克含一億個以上活性乳酸蘭

品名:草莓果醬
内容量:30公克·成分:草莓、冰糖、砂糖、
檸檬、關華豆膠本產品含有牛奶及乳酸菌，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516字第09PD01884號 奶素
(宅)雪坊鮮果精品草莓優格12入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雪坊志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2號7F-3 02-22213896 台灣 品名:鮮奶優格
内容量:160公克
成分:鮮乳、活性乳酸菌
L,S,A,B,C(保加利亞乳桿菌Lactobacillus
delbrueckiisubsp. bulgaricus,嗜熱链球菌
streptococcusthermophilus,嗜酸乳桿菌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比事德氏腕根菌
Bifidobactenium longum,乾酪乳酸桿菌
Lactobacillus casei)
每公克含一億個以上活性乳酸蘭

品名:草莓果醬
内容量:30公克·成分:草莓、冰糖、砂糖、
檸檬、關華豆膠本產品含有牛奶及乳酸菌，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516字第09PD01884號 奶素

(宅)手信坊雪泡芙(原味+草莓)1盒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02-2263-3607#880 台灣 原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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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類、奶類、大豆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                                A0-109-06080684-

00019-PDL

 ※奶蛋

素(宅)手信坊雪泡芙(原+草)12盒 三叔公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三叔公食品 F-180076157-00000-7 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02-2263-3607#880 台灣 原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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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類、蛋類、奶類、大豆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和泰產險Policy No. ：                                A0-109-06080684-

00019-PDL

 ※奶蛋

素(原)微風如沐果香沐浴乳-棉花籽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總代理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非食品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02-8913-1189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已投保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2207AKP0000094號

(原)微風如沐果香沐浴乳-香甜柚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總代理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非食品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02-8913-1189 韓國 非食品 非食品 已投保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2207AKP0000094號
(原)金魚報喜馬桶清潔劑1入 金和興國際有限公司 金和興國際有限公司 無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23號 04-2291-3778 中國(台商監製) 成分:sodium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Primary Alcobol Ethoxylate、Sodium Alcohol Ether Sulphate、EDTA-2Na、Sodium benzoate、有機酸、香料、色素、去離子水 有 無
(原)金魚報喜馬桶清潔劑10入 金和興國際有限公司 金和興國際有限公司 無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23號 04-2291-3778 中國(台商監製) 成分:sodium dodecyl benzene sulfonate、Primary Alcobol Ethoxylate、Sodium Alcohol Ether Sulphate、EDTA-2Na、Sodium benzoate、有機酸、香料、色素、去離子水 有 無

(原)巧克力雲莊草莓生巧克力單盒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苗栗公館廠(編號

05000156)

K-124498520-00001-3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台灣 Ganache成份：白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奶油、可可脂、轉化糖、草莓丁、山梨醇。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生產管線有處理堅果類
、牛奶、麩質、芒果。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0900-0333002798-02 葷食
(原)巧克力雲莊鹽之花生巧克力單

盒
喜寶國際有限公司 巧克力雲莊有限公司苗栗公館廠(編號

05000156)

K-124498520-00001-3 苗栗縣公館鄉大坑村162-1號  037-221358 台灣 鹽之花生巧克力：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生產管線有處理堅果類
、牛奶、麩質、芒果。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0900-0333002798-02 葷食
(原)食上天老虎蝦捲 食上天有限公司 EVERBEST SOYA BEAN PRODUCTS SDN BHD.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路40號 0921591111 馬來西亞 老虎蝦肉、金線魚漿(金線魚，糖，磷酸鈉)、豆皮（非轉基因大豆）、荸薺、芝麻油、糖、磷酸二澱粉、青蔥、味精、食鹽、蒜頭、大蔥、西穀米澱粉、醬油(大豆、小麥)、白胡椒粉、甜味劑（D-山梨醇）、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多磷酸鈉）、香料、海藻糖、食用色素（婀娜多色素、胭脂紅色素） 甲殼類、魚、大豆、芝麻、小麥 1000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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