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內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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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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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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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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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上所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奶蛋素 X X

統一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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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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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上所標示 富邦產險0506字第19AML0000493號 奶蛋素 X X

LP33益生菌膠囊 統一企業乳飲群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岳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 D-173251209-00000-0 台灣
活性乳酸菌冷凍乾燥菌粉(LP33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 33、LGG菌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G、副乾酪乳桿菌Lactobacillus 

paracasei、NCFM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NCFM)、膠囊殼(明膠、二氧化鈦、氧化鐵、硫酸月桂酯鈉)、葡萄糖、玉米澱粉、麥芽糊精、果寡醣、硬脂酸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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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0506字第20AML0

000558號
奶蛋素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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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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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艋舺布田布田花生糖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布田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38號 台灣 花生、麥芽糖、砂糖 本產品含花生製品 130109AKP0000137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龍鹽酥雞炸物綜合包-單包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麗鴻實業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彰化縣竹塘鄉竹五路260-20號 台灣

鹹酥雞(國產雞肉、糖、鹽、味精、樹薯粉、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

八角)

地瓜條(台農57號地瓜、糖、鹽、樹薯粉)

甜不辣(樹薯澱粉、魚漿、水、黃豆泥(黃豆水)、蒜泥(蒜頭、水)、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醋磺內酯鉀(甜味劑)、棕櫚油、漂白劑(低亞硫酸鈉))

龍獨家秘製胡椒鹽

白胡椒、肉桂、甘草粉、薑黃、丁香、小茴香、陳皮、白芷、八角、花椒、黑胡椒、食鹽、L-麩酸鈉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魚類、大豆類、芝麻類、堅果類製品。 南山產險2236001894 葷食 X X

龍鹽酥雞x飛燕煉乳-雙醬甜心宝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台灣

螺絲球：麵粉(小麥、過氧化苯甲納)、發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酵母、玉米澱粉非基因政造、磷酸二氫鈣)、酵母(卵磷脂(大豆提煉)、糖、黃

豆粉(基改)、鹼水(水氫化鈉溶液食品用)白油(棕櫚油、完全氫化粽梠油硬酯)、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含大豆油)

飛燕煉乳(原味)：砂糖、乳粉、純水、麥芽糖、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蔗糖酯)

飛燕煉乳(巧克力)：砂糖、可可粉、乳粉、麥芽糖、純水、椰子油、棕櫚油、乳化劑(脂肪酸蔗糖酯、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香料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大豆類、奶類、堅果類製品 新光產物 130209AKP0000293 奶蛋蔬 X X

京采花生年輪夾心饅頭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 台灣 麵粉、水、福源花生醬(花生、糖、鹽)、貳砂、黑糖、信昌花生粉(花生仁、麵包粉)、安佳酵母(酵母、山梨醇酐硬脂酸酯【乳化劑】、抗壞血酸【

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含麩質之穀物.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勿食用。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花生.蛋.堅果類.芝麻過敏原材料之產品。 
南山產險0900-2233070319-01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遊食趣冰點冷凍花生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果貿國際有限公司 A-189627033-00000-6 嘉義市世賢路一段250號 台灣 花生、鹽 本產品含有花生，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1487字第0900038號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黑師傅福源花生醬捲心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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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高級麵粉、蛋、奶粉、糖、轉化糖、花生醬、乳糖、可可脂、精緻椰子油、氫化椰子油、卵磷脂、食鹽、焦糖色素、香料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蛋類、奶類、花生類、堅果類、大豆類製品 第一產物1000字第05PR000366號 奶蛋蔬 X X

冷凍米粒狀花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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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 花椰菜 無 國泰世華1504字第08PD01563號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一午一食好吃鹹水雞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一午一食有限公司 F-127981744-00000-5 新北市板橋區光復街177號1樓 台灣
雞肉、特製椒鹽粉【味素(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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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胺基丙酸)、鹽、胡椒、肉桂、甘草、小茴香、小桂子、香加皮、靈香、三奈、丁香枝、公丁香、香菇、玉米澱粉、小麥澱粉、二氧化矽、碳酸鎂

】、香油【大豆油、芝麻油】

含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製品 國泰產險1501-09PD01435號 葷食 X x

青澤醬心蛋捲10入(花生+芝麻)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糖果樂園有限公司 V-153400981-00000-9 台東市正氣路201號 台灣

口味：醬心蛋捲-花生口味(奶蛋素)

花生醬(花生、糖、鹽)、雞蛋

、麵粉、糖粉、植物油(棕櫚油、硬

脂棕油、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甘

油酯)、奶油

口味：醬心蛋捲-芝麻口味(奶蛋素)

芝麻醬(芝麻、糖)、雞蛋、

麵粉、糖粉、植物油(棕櫚油、硬脂

棕油、椰子油)、乳化劑(脂肪酸甘

油酯)、奶油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堅果類、雞蛋、奶類、芝麻及花生其製品之過敏原，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 

0530字第20AML0000241號
奶蛋蔬 X x

預炸無骨黃金排骨酥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全珍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P-16688321-00000-8 雲林縣麥寮鄉西濱路88號 台灣
豬肉、樹薯澱粉、沙拉油、小麥澱粉、馬鈴薯粉、玉米澱粉(非基改)、水、多磷酸鈉(結著劑)、碳酸氫鈉(膨脹劑)、偏磷酸鉀(結著劑)、甘草粉、

香料、蔗糖素(甜味劑)、肉桂、白胡椒、醬油(非基改)、糖、蒜頭、料理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鹽、麥芽糊精、辣椒、黑胡椒粒、中鏈三酸甘

油脂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第一產險1018字第10PR000032號 葷食 X 台灣

原味時代減醣濃郁花生貝果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原味時代有限公司 F-166900087-00000-9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153號4樓 台灣 麵粉、全麥麵粉、水、非基改豆渣、赤藻糖醇、小麥胚芽、橄欖油、顆粒花生醬(花生、花生油、糖、植物油、鹽)、酵母、鹽 含麩質之穀物(小麥)、大豆、花生，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 0510字第21AML0000353號 奶蛋蔬 X x

鹹酥鬱金香棒棒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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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雞肉、裹粉(樹薯澱粉、碘鹽、麵粉、玉米澱粉)、水、棕櫚油、玉米粉、浸漬粉、糖、碘鹽、大豆蛋白、胡椒粉、辣椒粉、釀造醬油；麥芽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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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DL-

胺基丙酸)、大豆油、黏稠劑(鹿角菜膠、玉米糖膠)、膨脹劑(碳酸氫鈉)、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乳酸鈣)、結著劑(焦磷酸鈉、多磷酸鈉)、蒜

粉、洋蔥粉、肉桂粉、丁香、小茴香、八角、著色劑〔焦糖色素、β-胡蘿蔔素、油性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大豆、堅果類、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芝麻、芒果、花生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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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X x

原產地酥炸干貝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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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烏日區民生街98號 台灣
海灣貝柱、水、複合磷酸鹽、麵粉、玉米澱粉、小麥澱粉、味精、糯米粉、 

關華豆膠、乳酸鈣、酸性焦磷酸鈉、小蘇打、葡萄糖粉、食鹽、黃豆粉、蛋白粉、鹿角菜膠、β胡蘿蔔素、黃色麵包粉(麵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

鹽、酵母) 、橘色麵包粉(麵粉、食用色素黃色4號、鹽、酵母)

本產品含有貝類、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

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堅果類、甲殼類、蛋類、花生及其製品。
富邦產險0515字第19AML0000121號 葷食 X X

華珍-手燒花生煎餅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23-48號 台灣 花生、麵粉、砂糖、人造奶油、雞蛋、海藻糖、食鹽、碳酸氫鈉、乳化劑(水、D-山梨醇、脂肪酸蔗糖酯、脂肪酸甘油酯) - 51-109-08672022-00003-PDL 奶蛋蔬 X X

所長茶葉蛋-爆汁方干-沙茶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金嘉隆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台南市新化區竹仔腳280號 台灣

豆干〔水、黃豆(非基改)、硫酸鈣、單酸甘油酯、二酸甘油酯、碳酸鈣、卵磷脂、碳酸鎂、矽樹脂〕、水、醬油、沙茶醬〔大豆油、醬油、天然香

料、黃豆、鹽、水、玉米粉、香菇粉、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甘草萃)、椰子粉、L-麩酸鈉、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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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花生粉、小麥纖維、酵母抽出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辣椒、抗氧化劑(混和濃縮生育醇)、油性辣椒紅〕、

冰糖、蔗糖、葡萄糖、果糖、砂糖、香辛料(大茴香、小茴香、花椒、山奈、草果、陳皮、白荳蔻、桂蒂)、麥芽糊精、食鹽、抽出物(酵母、香菇

、高麗菜)、黃豆水解蛋白

- 產品責任險字號：1401-102050027

投保金額：2千萬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得意中華-麻辣鴨血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里本工ㄧ路25號 台灣

鴨血(鴨血、水、鹽)、水、麻辣醬[高湯(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水解植物蛋白粉、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大豆沙拉油、純釀

造黃豆醬油、辣椒醬(辣椒、水、食鹽)、辣椒、棕櫚油[軟質棕油、硬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 

、豆瓣醬[黃豆(基因改造) 、水、小麥、食鹽] 

、蒜頭、花椒、芝麻油、茴香、山奈、胡椒、甘草、孜然、丁香、肉桂、花椒抽出物(花椒抽出物、丙二醇、脂肪酸甘油脂)、紅椒色素(芥花油、

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大豆、芝麻及小麥製品，過敏體質者請謹慎食用 葷食 X X

大師兄銷魂麵舖-花生麻醬拌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大師兄國際餐飲行銷有限公司 A-150756086-00000-5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一段242巷32號 台灣

(一) 麵：小麥麵粉，水

(二) 醬油包：黑豆、胺基乙酸、糯米、琥珀酸二鈉、酵母抽出物、焦糖色素 (著色劑)、鯖魚、大豆胺基酸液 

(水、基改脫水大豆片、食用加工鹽)、砂糖、烏醋、糖、鹽、洋蔥、水、番茄糊、甘草粉、大豆酸水解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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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花生麻醬：芝麻醬 (芝麻、砂糖)、大豆油、芥花油、花生、芝麻、抗氧化劑 (混合濃縮生育醇)

(四) 

辣油包：牛油、八角、桂皮、甘草、荳蔻、當歸、桂通、山奈、丁香、辣椒、鹽、蠶豆、洋蔥、紅蘿蔔、老薑、蒜頭、朝天椒、胡椒粉、花椒粉

、小茴香粉、孜然粉、小辣椒

- 0525字第18AML0000561號 葷食 台灣 X

麵師父-新加坡叻沙勁麵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鴻仁製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高雄市燕巢區安林路1號1、4樓 台灣

麵體:麵粉、水、小麥蛋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食鹽、馬鈴薯纖維、品質改良劑-植物性蛋白小麥.小麥蛋白水解物、乳酸鈉液、乳化油-

甘油、大豆油、水、脂肪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碳酸鉀、黃梔素、氧化鈣。調理包:叻沙湯【水、專用乳(水、乳粉、棕櫚油、牛乳、乳清粉、乳

化劑(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叻沙醬(紅蔥頭、南薑、香茅、蝦肉、辣椒、鹽、沙拉油、咖哩粉、糖、白胡椒粉)、專用脂[鮮奶油(牛乳、水、

油脂(棕櫚油、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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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酪素鈉、鹿角菜

膠、刺槐豆膠)、香料、卵磷脂、磷酸氫二鈉(無水)、檸檬酸鈉、蔗糖、B-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精、蔗糖、水、B-

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

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椰漿(天然椰漿、玉米糖膠、關華豆膠、鹿角菜膠)、糖漿(糖、水、香料(水、香料、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阿拉

伯膠)、調味粉〔雞粉((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雞肉、水解大豆蛋白、洋蔥粉、胺基乙酸、DL-

胺基丙酸、檸檬酸、複方香料(葵花油、香料)))、砂糖、鹽、蔬菜調味粉(麥芽糊精、鹽、糖、酵母萃取物、高麗菜抽出物、水解植物蛋白、香菇萃

取物)、海鮮湯粉(麥芽糊精、鹽、L-麩酸鈉、蛤蜊粉(糊精、蛤蜊萃取物、鹽、L-麩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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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粉(糊精、蟹肉萃取物、食鹽)、洋蔥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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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矽、雞肉、白胡椒粉、檸檬酸、糖、蛤蜊精粉(麥芽糊精、蛤蜊抽出物)、胺基乙酸、DL-

胺基丙酸、雞油)、白胡椒粉、紅辣椒粉〕、咖哩醬(紅辣椒乾、香茅、蒜頭、紅蔥頭、鹽、萊姆皮、南薑、辛香料(芫荽子、小茴香粉(馬芹粉))、

蕃茄糊(水、蕃茄糊、糖、醋、食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蕃茄糊(水、蕃茄糊、糖、醋、食鹽、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香料)、沙拉油、滷包

〔南薑乾、香茅乾、檸檬葉乾〕】、油泡(非基改黃豆、硫酸鈣(食用石膏)、消泡劑、水、沙拉油)、黃金魚蛋(魚漿、沙拉油、磷酸二澱粉、蛋白、

大豆蛋白、味霖(水、糯米、果糖、米麴、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鹽、砂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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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醣、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胡蘿蔔色素)、魚板〔魚漿、馬鈴薯澱粉、樹薯澱粉、糖、鹽、木糖、大蒜萃取物、辣椒、大

豆蛋白、大豆油、麥芽糊精、紐甜(甜味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焦磷酸鉀、DL-丙胺酸、味精、甘胺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谷氨醯胺轉氨酶、植物性大豆水解蛋白、蝦精香料、肉精香料〕、雞肉。

本產品含有小麥、大豆、牛奶、甲殼類、魚、堅果、蛋，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0531字第20AML0000358號 葷食 X X

滿面香-花生抹茶小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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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段１巷５２號４樓 台灣 花生小饅頭: 麵粉、鮮奶、白糖、花生角、花生粉、花生醬、酵母粉、葫蘆巴；抹茶小饅頭 :麵粉、鮮奶、白糖、抹茶粉、酵母粉、葫蘆巴 花生 和泰產物08955084 奶蔬 X X

農夫蔥田- 原味煎餃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宜蘭縣三星鄉培英路157號 台灣 麵粉、高麗菜、豬肉、韭菜、水、大豆蛋白、雞肉，薑、糖、大豆油、芝麻油、樹薯澱粉、L-

麩酸鈉、鹽、釀造醬油、黑胡椒粒、甘藷粕粉、花椒粒、白胡椒粒、小麥蛋白。
-

1516字第09pd03360號，係151608pd0325

1號續保
葷食 X 台灣

進福大灣花生糖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進福大灣企業社 F-170762591-00000-0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27號 台灣 花生糖-花生,麥芽,砂糖,水 0620AML0000666   ＋10000000 蔬食(非專用產線) X X

拿破崙- 迷你方塊土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連和里連城路134巷3號 台灣

爆餡花生：高筋麵粉、保久乳、水、糖粉、花生醬(特選花生、植物油(精製棕櫚油、完全氫化芥花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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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佳奶油(乳脂、水)、酵母、鹽

熔岩可可：高筋麵粉、保久乳、水、糖粉、核桃、軟質巧克力(特級砂糖、大豆沙拉油、可可粉、完全氫化棕櫚仁油、脫脂奶粉、大豆卵磷脂、乳

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香莢蘭醛、香料)、安佳奶油(乳脂、水) 、酵母、鹽、竹炭粉

南山0900-22360027-02 奶蛋蔬 X X

愛吐司_招牌抹醬吐司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愛吐司 F-170762591-00000-0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269巷7號 台灣 麵粉、水、紅蘿蔔、奶粉、糖、鹽、酥油、酵母、花生醬(特選花生、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核仁油、芥花油)、乳化劑(三酸甘油酯、脂肪酸

甘油酯)、海洋深層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香蒜醬(蒜泥、奶油、鹽)
本商品含麩質之穀物及花生、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130009AKP0000492

花生：蔬食奶蔬

香蒜：蔬食五辛蔬

(非專用產線)

X X

福源花生醬肉鬆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福源商行 A-153946364-00000-8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肉鬆(豬肉、蔗糖、鹽、味素、醬油、香

料、棕櫚油·)、麵粉、奶油、綠豆沙、大豆沙

拉油、雞蛋、花生醬(花生·糖、鹽)

本產品含有花生、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葷食 X 台灣

福源花生醬夾心餅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福源商行 A-153946364-00000-8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餅乾(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鹽、雞蛋、奶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大豆卵磷脂、β-

胡蘿蔔素、香料)、花生醬(花生、砂糖、棕櫚油、脂肪酸甘油脂、中鏈三酸甘油脂、食鹽)
此產品內含的麩類、蛋類、奶類、大豆、花生及其製品之過敏源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奶蛋蔬 X X

澎湖正一 花生酥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正一食品廠 A-153946364-00000-8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惠安路6號 台灣 花生醬、糖、麥芽、奶油、鹽 本產品含有花生、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1503字第09PD02664號 奶蛋蔬 X X

福源花生泡芙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福源商行 A-153946364-00000-8 新竹市東大路一段155號 台灣

六倍奶〔水、無鹽奶油、全脂奶粉、糕香粉(修飾澱粉(乙醯化己酸二澱粉)、砂糖、葡萄糖漿、植物性油脂(葵花油)、食鹽、增稠劑(海藻酸鈉)、牛

奶香精、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乾酪素鈉、鹿角菜膠、乳

化劑(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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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維生素E(抗氧化劑)、雞蛋

、麵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碳酸鈣、過氧化苯甲醯、小麥澱粉、維生素C

、磷酸鈣、二氧化矽)、水、大豆沙拉油、人造奶油〔精煉棕櫚油、乳化劑

(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維生素E)、食用色

素(薑黃色素、婀娜多)、特級人造奶油(有鹽)(植物油(大豆油)、軟水、食鹽、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無水奶油、香料、著色劑-

β胡蘿蔔素(玉米油、β胡蘿蔔素)、糖粉、杏仁粉、三共新福保鮮劑(SA)(品質改良劑)〔主原料:品質改良劑(醋酸鈉(無水)副原料:調味劑(葡萄糖酸-

δ內酯)、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調味劑(檸檬酸)、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食品素材(食鹽)、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

本產品含有花生、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奶蛋蔬 X X

振頤軒花生法國可頌 樂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振頤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A-153946364-00000-8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台灣 花生醬(花生、糖、鹽)、小麥粉、動物性鮮奶油(奶脂、奶蛋白、鹿角菜膠)、黃油、水、細砂糖、蛋、酵母、小麥蛋白、麵粉改良劑(α澱粉、半纖

維素、抗壞血酸))
本產品含有花生、牛奶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1503字第07PD02125號 奶蛋蔬 X X

供應商&製造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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