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 統一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LOT10 生產日期為2021/5/3之產品，保存期間以產品外包裝標示為主，已變更為3年

完整品名 素食屬性
USP(20字內)

請優先寫得獎訊息
商品介紹

商品規格 (公

制單位或其通

用符號)

每100g熱量

(多種組合請合併

100g計算)

賞味期限

(溫層+天數)
溫層 供應商名稱

供應商窗口

聯絡電話
供應商發票地址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進口

商)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供應商)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製造商)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投保金額不等同理賠金額)

素食

屬性

孕婦

可食否

生食/

熟食

提盒or

提袋

(中秋/

家電保

固

家禽類

註記

(年菜/

海鮮類

註記

(年菜/

牛/豬產地

(原)泰國頭等艙梅子 蔬食 泰國火紅人氣商品

網路評價好吃的泰國頭等艙

迎賓梅，梅肉飽滿，開胃又

解饞！

186公克/包 每100公克/235大卡 常溫保存一年 常溫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52711537-00000-9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A-189627033-00000-6 A-152711537-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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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京采芋鬆包1包 葷食 芋泥尬肉鬆，迸出鹹甜鹹甜

好滋味

芋泥尬肉鬆，兩種傳統美食

的搭配，迸出鹹甜鹹甜好滋

味

80公克/個、6個/

包
每100克/262.3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50991076-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 A-189627033-00000-6 F-150991076-00000-0 台灣

麵粉、芋泥(芋頭、乳糖、砂磄、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

粉、丙二醇)、水、保久乳(鮮牛奶)、砂糖、肉鬆(豬肉(台灣)、

豌豆粉(豌豆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色6號、藍色1號)、

糖、大豆沙拉油、玉米澱粉、麵粉、醬油、鹽)、起司醬(乾

酪、水、乳脂)、瑪珈琳(精製棕櫚油、水、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奶油香料、防腐

劑(己二烯酸鉀)、著色劑(β胡蘿蔔素、婀娜多))、雞蛋(白殼)、

紅薯粉(紫心甘薯)、玉米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

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勿食用。
0900-2233070319-01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台灣

(原)京采芋鬆包6包 葷食 芋泥尬肉鬆，迸出鹹甜鹹甜

好滋味

芋泥尬肉鬆，兩種傳統美食

的搭配，迸出鹹甜鹹甜好滋

味

480公克/包、共6

包
每100克/262.3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50991076-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 A-189627033-00000-6 F-150991076-00000-0 台灣

麵粉、芋泥(芋頭、乳糖、砂磄、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

粉、丙二醇)、水、保久乳(鮮牛奶)、砂糖、肉鬆(豬肉(台灣)、

豌豆粉(豌豆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色6號、藍色1號)、

糖、大豆沙拉油、玉米澱粉、麵粉、醬油、鹽)、起司醬(乾

酪、水、乳脂)、瑪珈琳(精製棕櫚油、水、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奶油香料、防腐

劑(己二烯酸鉀)、著色劑(β胡蘿蔔素、婀娜多))、雞蛋(白殼)、

紅薯粉(紫心甘薯)、玉米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

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勿食用。
0900-2233070319-01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台灣

(團訂原)京采芋鬆包6包 葷食 芋泥尬肉鬆，迸出鹹甜鹹甜

好滋味

芋泥尬肉鬆，兩種傳統美食

的搭配，迸出鹹甜鹹甜好滋

味

480公克/包、共6

包
每100克/262.3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50991076-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 A-189627033-00000-6 F-150991076-00000-0 台灣

麵粉、芋泥(芋頭、乳糖、砂磄、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

粉、丙二醇)、水、保久乳(鮮牛奶)、砂糖、肉鬆(豬肉(台灣)、

豌豆粉(豌豆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色6號、藍色1號)、

糖、大豆沙拉油、玉米澱粉、麵粉、醬油、鹽)、起司醬(乾

酪、水、乳脂)、瑪珈琳(精製棕櫚油、水、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奶油香料、防腐

劑(己二烯酸鉀)、著色劑(β胡蘿蔔素、婀娜多))、雞蛋(白殼)、

紅薯粉(紫心甘薯)、玉米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

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勿食用。
0900-2233070319-01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台灣

(團銷原)京采芋鬆包1包 葷食 芋泥尬肉鬆，迸出鹹甜鹹甜

好滋味

芋泥尬肉鬆，兩種傳統美食

的搭配，迸出鹹甜鹹甜好滋

味

80公克/個、6個/

包
每100克/262.3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金京采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150991076-00000-0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14號 A-189627033-00000-6 F-150991076-00000-0 台灣

麵粉、芋泥(芋頭、乳糖、砂磄、大豆沙拉油、麥芽糊精、奶

粉、丙二醇)、水、保久乳(鮮牛奶)、砂糖、肉鬆(豬肉(台灣)、

豌豆粉(豌豆粉、食用色素黃色5號、紅色6號、藍色1號)、

糖、大豆沙拉油、玉米澱粉、麵粉、醬油、鹽)、起司醬(乾

酪、水、乳脂)、瑪珈琳(精製棕櫚油、水、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卵磷脂、奶油香料、防腐

劑(己二烯酸鉀)、著色劑(β胡蘿蔔素、婀娜多))、雞蛋(白殼)、

紅薯粉(紫心甘薯)、玉米粉

本產品含有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及

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請勿食用。
0900-2233070319-01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台灣

(原)21風味館黃金香酥雞腿排1片 葷食 超人氣國民美食，年銷超過

50萬片

選用不經泡水降溫，以超先

進氣冷製程保鮮的氣冷雞，

搭配獨門香辛料醃漬出美味

雞腿排；金黃香酥的外皮與

軟嫩多汁的口感，輕鬆享受

國民美食。

200公克/包 每100公克/190.6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12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4105749-00000-4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A-189627033-00000-6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雞肉、小麥澱粉、麵粉、樹薯澱粉、玉米粉、糖、鹽、香辛料

(眾香子、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調味劑(L-麩酸

鈉)、湖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依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X

(原)21風味館黃金香酥雞腿排20片 葷食 超人氣國民美食，年銷超過

50萬片

選用不經泡水降溫，以超先

進氣冷製程保鮮的氣冷雞，

搭配獨門香辛料醃漬出美味

雞腿排；金黃香酥的外皮與

軟嫩多汁的口感，輕鬆享受

國民美食。

200公克/包、共

20包
每100公克/190.6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12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4105749-00000-4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A-189627033-00000-6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雞肉、小麥澱粉、麵粉、樹薯澱粉、玉米粉、糖、鹽、香辛料

(眾香子、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調味劑(L-麩酸

鈉)、湖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依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X

(團訂原)21黃金香酥雞腿排20片 葷食 超人氣國民美食，年銷超過

50萬片

選用不經泡水降溫，以超先

進氣冷製程保鮮的氣冷雞，

搭配獨門香辛料醃漬出美味

雞腿排；金黃香酥的外皮與

軟嫩多汁的口感，輕鬆享受

國民美食。

200公克/包、共

20包
每100公克/190.6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12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4105749-00000-4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A-189627033-00000-6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雞肉、小麥澱粉、麵粉、樹薯澱粉、玉米粉、糖、鹽、香辛料

(眾香子、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調味劑(L-麩酸

鈉)、湖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依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X

(團銷原)21黃金香酥雞腿排1片 葷食 超人氣國民美食，年銷超過

50萬片

選用不經泡水降溫，以超先

進氣冷製程保鮮的氣冷雞，

搭配獨門香辛料醃漬出美味

雞腿排；金黃香酥的外皮與

軟嫩多汁的口感，輕鬆享受

國民美食。

200公克/包 每100公克/190.6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12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洽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B-154105749-00000-4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A-189627033-00000-6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雞肉、小麥澱粉、麵粉、樹薯澱粉、玉米粉、糖、鹽、香辛料

(眾香子、胡椒、蒜頭抽出物、胡椒抽出物)、調味劑(L-麩酸

鈉)、湖精、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依包裝標示 泰安產物-保單號碼07-662205A00003號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X

(原)憋氣檸檬即時鮮泡檸檬片 蔬食
採用冷凍真空乾燥製程，只

要加水30秒即可復原新鮮果

肉。

只要手搖30秒，就會有新鮮

果肉！冷溫熱水皆宜。最佳

沖泡建議：第一泡以冷溫水

，將維生素C吸收，第二泡經

由熱水吸收檸檬皮上多酚營

養。以上皆浸置3分鐘。

1.8克/包、10包/

盒
每100公克/66.7大卡 常溫保存12個月 常溫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檸檬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憋氣檸檬百香檸檬汁2瓶 蔬食

憋氣檸檬2021年最新商品

7-11搶先上市

成分只有百香果、檸檬、蔗

糖、水，最原始的美味

天然的解渴飲料，取代手搖

飲最佳選擇

採用歡喜檸檬園技術指導之

契作檸檬，產地直送，新鮮

現榨、急凍保存

開瓶即飲，沁涼濃郁；黃金

比例，大口暢飲

600ml/瓶、2瓶/

箱
每100毫升/40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水、蔗糖、百香果汁、檸檬汁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憋氣檸檬百香檸檬汁15瓶 蔬食

憋氣檸檬2021年最新商品

7-11搶先上市

成分只有百香果、檸檬、蔗

糖、水，最原始的美味

天然的解渴飲料，取代手搖

飲最佳選擇

採用歡喜檸檬園技術指導之

契作檸檬，產地直送，新鮮

現榨、急凍保存

開瓶即飲，沁涼濃郁；黃金

比例，大口暢飲

600ml/瓶、15瓶

/箱
每100毫升/40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水、蔗糖、百香果汁、檸檬汁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憋氣檸檬百香檸檬汁15瓶 蔬食

憋氣檸檬2021年最新商品

7-11搶先上市

成分只有百香果、檸檬、蔗

糖、水，最原始的美味

天然的解渴飲料，取代手搖

飲最佳選擇

採用歡喜檸檬園技術指導之

契作檸檬，產地直送，新鮮

現榨、急凍保存

開瓶即飲，沁涼濃郁；黃金

比例，大口暢飲

600ml/瓶、15瓶

/箱
每100毫升/40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水、蔗糖、百香果汁、檸檬汁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憋氣檸檬百香檸檬汁1瓶 蔬食

憋氣檸檬2021年最新商品

7-11搶先上市

成分只有百香果、檸檬、蔗

糖、水，最原始的美味

天然的解渴飲料，取代手搖

飲最佳選擇

採用歡喜檸檬園技術指導之

契作檸檬，產地直送，新鮮

現榨、急凍保存

開瓶即飲，沁涼濃郁；黃金

比例，大口暢飲

600ml/瓶 每100毫升/40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6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動路68巷129號 A-189627033-00000-6 M-145112450-00000-2 台灣 水、蔗糖、百香果汁、檸檬汁 X 富邦產險 3018AML0000081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肯寶KB99生機奇亞籽 蔬食
奇亞籽富含Omega-3、高

纖、植物性蛋白質，營養豐

富～窈窕美麗又健康。

「肯寶KB99奇亞籽」原產於

中南美洲，經高科技處理生

產，確保品質穩定、安全，

可生食。奇亞籽是風靡全球

的超優養生種子，早在五千

年前即有人類食用奇亞籽的

紀錄，且曾是瑪雅人與阿茲

特克人的主食之一，傳說中

更是阿茲特克戰士出征時必

備的活力糧食，因其含有人

體必需的Omega-3不飽和脂

肪酸、優質植物蛋白質及豐

富的膳食纖維，健康養生，

被譽為超級食物！

200公克/包 每100公克/445.5大卡 常溫保存2年 常溫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麗多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169044931-00000-4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11號3樓 A-189627033-00000-6 A-169044931-00000-4
墨西哥（台灣

分裝）
奇亞籽 對花生等核果類過敏者請小心食用。 禾泰產物保險07148850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Danesita歐洲奶油風味餅乾盒 蔬食
葡萄牙Danesita 奶油曲奇餅

乾・滿滿濃郁奶油，又濃又

酥・甜而不膩

葡萄牙Danesita 奶油曲奇餅

乾・滿滿濃郁奶油，又濃又

酥・甜而不膩

200公克/盒 每100公克/508.3大卡 常溫保存12個月(進口品) 常溫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京奇貿易有限公司 A-128454100-00000-2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46號7樓

之6
A-189627033-00000-6 A-128454100-00000-2 葡萄牙

Wheat flour 小麥麵粉

Vegetable fat(palm) 棕櫚油

Sugar 糖

Butter(milk) 奶油

Grated coconut 椰子片

Chocolate chips(sugar, cocoa mass, cocoa butter, soy

lecithin) 巧克力片(糖,可可塊,可可脂,大豆卵磷脂)

Maize starch 玉米澱粉

Dextrose 葡萄糖

Glucose-fructose syrup 葡萄糖果糖糖漿

Salt 鹽

Natural Flavourings 香料

Sodium hydrogen carbonate 碳酸氫鈉

Ammonium hydrogen carbonate 碳酸氫銨

本產品含有堅果類,牛奶,大豆,麩質穀物

及以上原料製品，且生產線觸及雞蛋
富邦0500字第18AML000069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安普蕾修起司塔6入組 蔬食
三種溫度、三種口感、三種

風味，展現起司塔的不同個

性

安普蕾修sweets」為三種溫

度、三種口感，有著不同個

性的起士塔專賣店。採用日

本北海道高梨、法國燈塔以

及澳洲，三種不同風味的奶

油乳酪以絕佳的比例融合而

成。

6個/盒；290公克

/盒、原味45公克

/個*2、黃檸檬52

公克/個*2、綜合

莓果48公克/個*2

原味:每100公克/436.6大

卡

綜合莓果:每100公克

/417.9大卡

黃檸檬:每100公克/395.2

大卡

-18ﾟC以下冷凍保存2個月 冷凍 二十一世紀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89868#10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58巷50號4樓 柏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89591160-00001-3 新北市三重區光華路46號 A-189627033-00000-6  F-189591160-00001-3 台灣

原味:乳酪(40%)、台糖細特砂(18%)、低筋麵粉(17%)、奶油

(固態,不加鹽)(12%)、動物性奶油、雞蛋、雞蛋白、台鹽高級

精鹽

莓果:乳酪、細砂糖、低筋麵粉、奶油(固態,不加鹽)

動物性奶油、雞蛋、雞蛋白、葡萄酒，精鹽、覆盆子，草莓、

黑醋栗、藍莓、檸檬汁

黃檸檬:乳酪、糖、低筋麵粉、X鹽奶油、動物性奶油、

雞蛋、雞蛋白、精鹽、檸檬醬、黃檸檬原汁、檸檬萃取液、糖

漬檸檬皮

蛋、乳品、小麥 富邦產物0503字號20AML0000246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韓國天日鹽海苔 蔬食 韓國原裝進口高檔海草製

成!

韓國原裝進口,使用韓國西海

舒川冬季限定採收的海草製

成,品質無可挑剔,在每片海苔

上均勻撒上天日鹽烘烤,完整

的釋放海苔最天然原始的鮮

甜!

48公克 常溫365天 常溫 常溫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F-109441680-00000-5 無 F-109441680-00000-5 F-109441680-00000-5 韓國 海苔,菜籽油,橄欖油,芝麻油,海鹽. 芝麻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實)韓國天日鹽海苔 蔬食 韓國原裝進口高檔海草製

成!

韓國原裝進口,使用韓國西海

舒川冬季限定採收的海草製

成,品質無可挑剔,在每片海苔

上均勻撒上天日鹽烘烤,完整

的釋放海苔最天然原始的鮮

甜!

48公克 常溫365天 常溫 常溫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F-109441680-00000-5 無 F-109441680-00000-5 F-109441680-00000-5 韓國 海苔,菜籽油,橄欖油,芝麻油,海鹽. 芝麻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午餐肉 葷食 世界級超夯罐頭

韓國原裝進口,廚房必備的餐

點肉!直接小火慢煎即能享受

美味料理,配飯配麵都是完美

組合!!

300公克 常溫1080天 常溫 常溫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F-109441680-00000-5 無 F-109441680-00000-5 F-109441680-00000-5 韓國

豬肉(韓國產),豬脂(韓國產),雞肉,水,小麥澱粉,

濃縮大豆蛋白,食鹽,複合加工品[豌豆萃取物,馬鈴薯

萃取物,胡蘿蔔萃取物,豬皮明膠,磷酸二氫鈉(無水),

磷酸二氫鉀],L-麩酸鈉,多磷酸鈉,焦磷酸鈉,抗氧化

劑(維生素C),白胡椒粉,保色劑(亞硝酸鈉).

小麥,大豆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葷食 可 熟食 X X X X 豬肉(韓國產),豬脂(韓國產)

(原)澤屋-白桃果醬 蔬食 果醬界的精品

澤屋果醬是拜訪輕井澤必買

伴手禮，曾獲得日本經濟新

聞的果醬類排行中全國第一

名的榮譽!超人氣口味白桃,高

雅清甜好滋味。

125公克 常溫720天 常溫 常溫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F-109441680-00000-5 無 F-109441680-00000-5 F-109441680-00000-5 日本 白桃,砂糖(甜菜).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澤屋-藍莓果醬 蔬食 果醬界的精品

澤屋果醬是拜訪輕井澤必買

伴手禮，曾獲得日本經濟新

聞的果醬類排行中全國第一

名的榮譽!經典藍莓口味，懷

念日本好滋味!

125公克 常溫720天 常溫 常溫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02-22181010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4號1樓 F-109441680-00000-5 無 F-109441680-00000-5 F-109441680-00000-5 日本 藍莓,砂糖(甜菜). 第一產物保險 1000字第04PR00027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娘家益生菌60入/盒 奶蛋蔬 通路銷售NO.1益生菌

娘家與台大潘子明教授團隊

研發合作，打造適合國人體

質的益生菌。經實驗證實耐

胃酸、耐膽鹽，不需晶球包

覆仍能順利通過消化道，為

您存好菌！

2公克，60入/盒 387大卡 24個月 常溫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02-8511-8726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99號4樓 晨暉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A-128708250-00000-0 02-28708250 E-196975768-00000-9 E-196975768-00000-9 台灣

非基改玉米澱粉、糖粉、脫脂奶粉、NTU101乳酸菌、異麥芽

寡糖、香料(優格香料)、營養添加劑(β-胡蘿蔔素)、調味劑(蘋

果酸、檸檬酸)、酵母粉

少量牛奶 本商品投保富邦產物保險4000萬元 奶蛋蔬 可 X X X X X X

(原)新溪島風味蜂蜜-檸檬(250g) 葷食 STREAMLAND紐西蘭蜂蜜 

不一樣的蜂蜜 創造更多可能

STREAMLAND紐西蘭蜂蜜

來自世界上最純淨的國度

以無污染的天然環境，孕育

出最純淨的蜜源，口感香醇

圓潤、甜而不膩，濃郁新鮮

水果香氣，口感獨特驚喜，

輕鬆打造夏日消暑聖品。

250g/罐 每100公克/320大卡 常溫保存2年 常溫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0號10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紐西蘭 蜂蜜、天然檸檬香料、檸檬酸、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 標示在外包裝上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2236007163-10
葷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新溪島檸檬蜂蜜隨身盒(12入) 葷食
STREAMLAND紐西蘭蜂蜜 

蜂蜜新主義 隨時分享隨手添

加

來自世界上純淨的國度-紐西

蘭

所孕育出的STREAMLAND

新溪島蜂蜜

添加天然水果萃取，獨特創

意的分享包設計，讓檸檬清

新香甜的滋味，隨手添加，

隨時分享家人朋友。無論是

水、茶飲或是餅乾，無時無

刻輕鬆攜帶，增添美味樂

趣！

96公克/盒 每100公克/318.4大卡 常溫保存2年 常溫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0號10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紐西蘭 蜂蜜、天然檸檬香料、檸檬酸、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 標示在外包裝上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2236007163-10
葷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老協珍麥蘆卡人蔘精14入-1盒 蔬食 夏日滿元氣 迎接續航力

嚴選頂級白蔘與西洋蔘(皆使

用整支)

以祖傳複方「快火慢煎」工

法濃縮煉製，

人蔘原料通過470項農藥殘

留與重金屬檢驗，

無使用任何萃取液,入口蔘味

濃郁回甘，

適合長期飲用,是忙碌上班族

養氣補氣、增強體力的最佳

選擇。

60ml/入，14入/

盒
每100公克/12.4大卡 常溫保存2年 常溫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0號10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水、麥蘆卡蜂蜜、西洋蔘、冰糖、白蔘、果醋 標示在外包裝上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2236007163-10
蔬食 否 熟食 提盒 X X X X

(原)老協珍麥蘆卡人蔘精14入-2盒 蔬食 夏日滿元氣 迎接續航力

嚴選頂級白蔘與西洋蔘(皆使

用整支)

以祖傳複方「快火慢煎」工

法濃縮煉製，

人蔘原料通過470項農藥殘

留與重金屬檢驗，

無使用任何萃取液,入口蔘味

濃郁回甘，

適合長期飲用,是忙碌上班族

養氣補氣、增強體力的最佳

選擇。

60ml/入，14入/

盒，共2盒
每100公克/12.4大卡 常溫保存2年 常溫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02-25018656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70號10樓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66號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台灣 水、麥蘆卡蜂蜜、西洋蔘、冰糖、白蔘、果醋 標示在外包裝上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險單號: 0900-2236007163-10
蔬食 否 熟食 提盒 X X X X

(原)小葉蝦滑 葷食 百搭不挑湯，湯頭更鮮甜

每一口都有蝦。每一口都滿

足。都還想再來一口！有豐

富的口感以及可愛的外表，

完全可以用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來形容！

130g(10入)/盒 83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18個月 冷凍 食上天有限公司 07-6565123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路40號 EVERBEST SOYA BEAN

PRODUCTS SDN BHD.
E-159159194-00000-5 食上天有限公司 F-159159194-00000-5 F-159159194-00000-5 馬來西亞

南美白對蝦肉、金綫魚漿（金綫魚，糖，磷酸鈉）、雞蛋白

粉、

磷酸二澱粉、糖、L-麩酸鈉、鹽、芝麻油、焦磷酸鈉、三聚磷

酸鈉

本產品含甲殼類、魚、蛋、芝麻 已投保南山1000萬產品責任險 葷食 X 生食 X X X X X

(宅)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3罐 葷食(明膠)

榮獲2020年日本東京創新

天才發明展-金獎

榮獲2019年世界品質品鑑

大賞大金獎與評審團大獎

明亮世界、靈活思緒 複方雙

效照護配方

記帳士、驗光師與教師體驗

，9成以上4-6周有感
60顆/罐，共3罐 每份(2顆)1.14公克 常溫保存2年(未開封) 常溫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8786-6888   #2206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9號18樓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22667534-00000-5 台灣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1205號 D-173251209-00000-0 M-122667534-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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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明膠) 請徵詢醫師專業意見X X X X X 牛(明膠): 巴西

(宅)健康3D-3罐 蛋奶蔬 榮獲2020年台灣生技大獎

榮獲血脂、血糖雙效認證

榮獲國家健康食品雙效認證

暢銷13年國家掛保證

贈禮首選！

90錠/罐，共3罐 每份(3錠)3.1公克/11大卡 常溫保存3年(未開封) 常溫 統一企業(股)公司(股)公司 8786-6888   #2206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9號18樓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16130471-00000-4 台灣台南市新營區開元路154號A棟 D-173251209-00000-0 D-116130471-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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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奶蔬 請徵詢醫師專業意見X X X X X X

(原)統一LP33益生菌膠囊 蛋奶蔬
國家健康食品雙認證— 「輔

助調整過敏體質」「免疫調

節」

給自身或家人有過敏體質的

您：LP33膠囊有專利益生菌

，榮獲兩項國家健康食品認

證—「可輔助調整過敏體

質」及「免疫調節」，是溫

和且攜帶便利的活菌膠囊，

LP33陪你調整好體質、輕鬆

面對季節環境變化。

30顆/盒 每包裝含30份，每份2大卡 7℃以下冷藏保存2年 冷藏 統一企業乳飲群 8786-6888 #2241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3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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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73251209-00000-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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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奶蔬 請徵詢醫師專業意見X 一組贈一提袋 X X X X

(原)老實農場-檸檬百香冰角 蔬食

南台灣的檸檬搭配南投百香

果

酸甜滋味，讓人欲罷不能

酸甜滋味，讓人欲罷不能

檸檬與百香果原汁製成，黃

金比例，酸酸甜甜好滋味。

獨立包裝，一次一顆好方便

，沖泡500ml的開水即可享

用。

也可加入氣泡水及冰塊，享

受一杯冰涼清爽的檸檬百香

氣泡飲。

檸檬汁可用溫熱水沖泡，記

得水溫不要超過40-50度最

佳，溫度過高會破壞檸檬的

營養素唷。

28g/顆*10顆/袋

*20袋/箱
每100公克/46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二年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永大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127795333-00000-6(製

造商)
屏東縣內埔鄉竹圍村永豐巷19號

F-170762591-00000-0
T-127795333-00000-6 台灣 百香果原汁、檸檬原汁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號：0512字第

21AML0000001號，有效日期

110/01/07~111/01/07

蔬食 可
熟食，要

稀釋
X X X X X

(宅)哈肯舖爆漿蒜香乳酪麵包2包 五辛蔬
IG打卡超夯的爆漿乳酪大蒜

麵包 ，蒜香與乳酪的完美融

合

選用美國NBA奶油起司特製

乳酪餡，搭配主廚調製的大

蒜醬，淋在外酥內軟麵包上

，蒜香與乳酪的香甜氣息迸

出火花，誘人好滋味！

105 /顆，420/包

，共2包
冷凍-18℃以下 120天 冷凍-18℃以下 4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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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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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哈肯舖爆漿蒜香乳酪麵包10包 五辛蔬
IG打卡超夯的爆漿乳酪大蒜

麵包 ，蒜香與乳酪的完美融

合

選用美國NBA奶油起司特製

乳酪餡，搭配主廚調製的大

蒜醬，淋在外酥內軟麵包上

，蒜香與乳酪的香甜氣息迸

出火花，誘人好滋味！

105 /顆，420/包

，共10包
冷凍-18℃以下 120天 冷凍-18℃以下 4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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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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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哈肯舖蒜香乳酪麵包10包 五辛蔬
IG打卡超夯的爆漿乳酪大蒜

麵包 ，蒜香與乳酪的完美融

合

選用美國NBA奶油起司特製

乳酪餡，搭配主廚調製的大

蒜醬，淋在外酥內軟麵包上

，蒜香與乳酪的香甜氣息迸

出火花，誘人好滋味！

105 /顆，420/包

，共10包
冷凍-18℃以下 120天 冷凍-18℃以下 4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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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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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哈肯舖蒜香乳酪麵包1包 五辛蔬
IG打卡超夯的爆漿乳酪大蒜

麵包 ，蒜香與乳酪的完美融

合

選用美國NBA奶油起司特製

乳酪餡，搭配主廚調製的大

蒜醬，淋在外酥內軟麵包上

，蒜香與乳酪的香甜氣息迸

出火花，誘人好滋味！

105 /顆，420/包

，共10包
冷凍-18℃以下 120天 冷凍-18℃以下 4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水、奶油起司、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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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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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老彭友大師雞翅-經典蜜汁2包 葷食

使用泰國高純度龍眼蜜與天

然麥芽醃製而成的台灣國產

雞翅

大小朋友的最愛！嚴選泰國

清邁龍眼蜜、天然發酵麥芽

製作而成，一入口就嚐得到

讓人奮不顧身的清甜與濃郁

蜂蜜麥芽味，這鹹中帶甜的

焦香，絕對擄獲所有饕客的

芳心！

10支/包，358公

克/包，共2包

每100公克/熱量210.9大

卡
冷凍 -18°C保存6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B-124266578-00001-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X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非供即

食, 應充

分加熱

X X 雞翅：台灣 X X

(宅)老彭友大師雞翅經典蜜汁10包 葷食

使用泰國高純度龍眼蜜與天

然麥芽醃製而成的台灣國產

雞翅

大小朋友的最愛！嚴選泰國

清邁龍眼蜜、天然發酵麥芽

製作而成，一入口就嚐得到

讓人奮不顧身的清甜與濃郁

蜂蜜麥芽味，這鹹中帶甜的

焦香，絕對擄獲所有饕客的

芳心！

10支/包，358公

克/包，共12包

每100公克/熱量210.9大

卡
冷凍 -18°C保存6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B-124266578-00001-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X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非供即

食, 應充

分加熱

X X 雞翅：台灣 X X

(團訂宅)老彭友雞翅經典蜜汁10包 葷食

使用泰國高純度龍眼蜜與天

然麥芽醃製而成的台灣國產

雞翅

大小朋友的最愛！嚴選泰國

清邁龍眼蜜、天然發酵麥芽

製作而成，一入口就嚐得到

讓人奮不顧身的清甜與濃郁

蜂蜜麥芽味，這鹹中帶甜的

焦香，絕對擄獲所有饕客的

芳心！

10支/包，358公

克/包，共12包

每100公克/熱量210.9大

卡
冷凍 -18°C保存6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B-124266578-00001-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X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非供即

食, 應充

分加熱

X X 雞翅：台灣 X X

(團銷宅)老彭友雞翅經典蜜汁1包 葷食

使用泰國高純度龍眼蜜與天

然麥芽醃製而成的台灣國產

雞翅

大小朋友的最愛！嚴選泰國

清邁龍眼蜜、天然發酵麥芽

製作而成，一入口就嚐得到

讓人奮不顧身的清甜與濃郁

蜂蜜麥芽味，這鹹中帶甜的

焦香，絕對擄獲所有饕客的

芳心！

10支/包，358公

克/包，共2包

每100公克/熱量210.9大

卡
冷凍 -18°C保存6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B-124266578-00001-0 台灣

雞翅、蜂蜜、麥芽糖、糖、醬油膏、鹽、水、L-麩酸鈉
X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非供即

食, 應充

分加熱

X X 雞翅：台灣 X X

(宅)老彭友秘制辣掌1入 葷食 帶起涼拌鴨掌風潮，居家小

酌必備神菜

微酸、微甜的辛辣醬汁,Q彈

有嚼勁的鴨掌,爽脆鮮甜的小

黃瓜,每一口都超涮嘴

290公克 固形物:

215公克
每100g119.4大卡 冷凍35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G-139974682-00001-3 台灣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

麻香料) 辣油（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酸鈉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麻香料) 辣油（

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

酸鈉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熟食 X X 鴨掌：台

灣
X X

(宅)老彭友秘制辣掌10入 葷食 帶起涼拌鴨掌風潮，居家小

酌必備神菜

微酸、微甜的辛辣醬汁,Q彈

有嚼勁的鴨掌,爽脆鮮甜的小

黃瓜,每一口都超涮嘴

290公克 固形物:

215公克
每100g119.4大卡 冷凍35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G-139974682-00001-3 台灣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

麻香料) 辣油（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酸鈉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麻香料) 辣油（

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

酸鈉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熟食 X X 鴨掌：台

灣
X X

(團訂宅)老彭友秘制辣掌10入 葷食 帶起涼拌鴨掌風潮，居家小

酌必備神菜

微酸、微甜的辛辣醬汁,Q彈

有嚼勁的鴨掌,爽脆鮮甜的小

黃瓜,每一口都超涮嘴

290公克 固形物:

215公克
每100g119.4大卡 冷凍35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G-139974682-00001-3 台灣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

麻香料) 辣油（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酸鈉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麻香料) 辣油（

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

酸鈉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熟食 X X 鴨掌：台

灣
X X

(團銷宅)老彭友秘制辣掌1入 葷食 帶起涼拌鴨掌風潮，居家小

酌必備神菜

微酸、微甜的辛辣醬汁,Q彈

有嚼勁的鴨掌,爽脆鮮甜的小

黃瓜,每一口都超涮嘴

290公克 固形物:

215公克
每100g119.4大卡 冷凍35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宏田農產行 P-188820382-00000-2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之2號2樓

F-170762591-00000-0
G-139974682-00001-3 台灣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

麻香料) 辣油（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酸鈉

鴨掌 小黃瓜 紅蘿蔔 蒜頭 辣椒 糖 白醋

香油(大豆油 芝麻油 芝麻香料) 辣油（

大豆油 辣椒萃取物 花椒油) 鹽 水 L-麩

酸鈉

新光產物1000萬責任險 葷食 可 熟食 X X 鴨掌：台

灣
X X

(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入 奶蛋蔬 嚴選頂級可可豆，搭配北海

道奶霜及會呼吸的泡芙蛋糕

蛋糕嚐起來不帶酸苦風味，

和一般巧克力蛋糕截然不同

，捲入如鮮奶般的北海道奶

霜，入口即化的新鮮口感，

一點也不甜膩，超爽口。

324公克/條 每100g/274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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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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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2入 奶蛋蔬 嚴選頂級可可豆，搭配北海

道奶霜及會呼吸的泡芙蛋糕

蛋糕嚐起來不帶酸苦風味，

和一般巧克力蛋糕截然不同

，捲入如鮮奶般的北海道奶

霜，入口即化的新鮮口感，

一點也不甜膩，超爽口。

324公克/條 每100g/274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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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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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2入 奶蛋蔬 嚴選頂級可可豆，搭配北海

道奶霜及會呼吸的泡芙蛋糕

蛋糕嚐起來不帶酸苦風味，

和一般巧克力蛋糕截然不同

，捲入如鮮奶般的北海道奶

霜，入口即化的新鮮口感，

一點也不甜膩，超爽口。

324公克/條 每100g/274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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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亞尼克特黑巧克力1入 奶蛋蔬 嚴選頂級可可豆，搭配北海

道奶霜及會呼吸的泡芙蛋糕

蛋糕嚐起來不帶酸苦風味，

和一般巧克力蛋糕截然不同

，捲入如鮮奶般的北海道奶

霜，入口即化的新鮮口感，

一點也不甜膩，超爽口。

324公克/條 每100g/274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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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入 奶蛋蔬
現榨檸檬的新鮮與酸甜x檸

檬皮的芳香，純手工派塔x

酥菠蘿

嚴選屏東九如直輸綠檸檬，

新鮮現榨綠檸檬奶油餡，搭

配細膩軟綿的炙燒檸檬蛋白

霜與酥脆派皮，清新迷人的

酸與甜平衡著味蕾，口感絕

佳！

390公克/盒，6吋 每100g/361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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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0入 奶蛋蔬
現榨檸檬的新鮮與酸甜x檸

檬皮的芳香，純手工派塔x

酥菠蘿

嚴選屏東九如直輸綠檸檬，

新鮮現榨綠檸檬奶油餡，搭

配細膩軟綿的炙燒檸檬蛋白

霜與酥脆派皮，清新迷人的

酸與甜平衡著味蕾，口感絕

佳！

390公克/盒，6吋 每100g/361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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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0入 奶蛋蔬
現榨檸檬的新鮮與酸甜x檸

檬皮的芳香，純手工派塔x

酥菠蘿

嚴選屏東九如直輸綠檸檬，

新鮮現榨綠檸檬奶油餡，搭

配細膩軟綿的炙燒檸檬蛋白

霜與酥脆派皮，清新迷人的

酸與甜平衡著味蕾，口感絕

佳！

390公克/盒，6吋 每100g/361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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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入 奶蛋蔬
現榨檸檬的新鮮與酸甜x檸

檬皮的芳香，純手工派塔x

酥菠蘿

嚴選屏東九如直輸綠檸檬，

新鮮現榨綠檸檬奶油餡，搭

配細膩軟綿的炙燒檸檬蛋白

霜與酥脆派皮，清新迷人的

酸與甜平衡著味蕾，口感絕

佳！

390公克/盒，6吋 每100g/361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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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X鹽奶油,檸檬,砂糖,日本麵粉,蛋,白巧克力,杏仁粉,糖粉,水,沙拉

油,鹽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

管線有處理含有奇異果.芒果.堅果類.花

生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大豆>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久久津玫瑰檸檬乳酪塔1盒 葷食
乳酪香醇濃郁與清新滋味的

檸檬口感，挑戰最完美的比

例

油亮滑順的玫瑰檸檬花瓣

閃耀著迷人的光澤

清新滋味驚豔以往檸檬口感

乳酪香醇濃郁挑戰最完美的

比例

攻陷每個人的味蕾

50公克(1顆)4顆

/1盒
每100公克/353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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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雞蛋,麵粉,奶油,糖,檸檬汁,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

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牛奶,玉米粉,杏仁粉,

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檸檬皮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

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05PL0N000007 葷食 可 熟食 提袋 X X X 吉利丁粉:德國

(宅)久久津玫瑰檸檬乳酪塔10盒 葷食
乳酪香醇濃郁與清新滋味的

檸檬口感，挑戰最完美的比

例

油亮滑順的玫瑰檸檬花瓣

閃耀著迷人的光澤

清新滋味驚豔以往檸檬口感

乳酪香醇濃郁挑戰最完美的

比例

攻陷每個人的味蕾

50公克(1顆)4顆

/1盒
每100公克/353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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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雞蛋,麵粉,奶油,糖,檸檬汁,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

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牛奶,玉米粉,杏仁粉,

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檸檬皮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

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05PL0N000007 葷食 可 熟食 提袋 X X X 吉利丁粉:德國

(團訂宅)久久津檸檬乳酪塔10盒 葷食
乳酪香醇濃郁與清新滋味的

檸檬口感，挑戰最完美的比

例

油亮滑順的玫瑰檸檬花瓣

閃耀著迷人的光澤

清新滋味驚豔以往檸檬口感

乳酪香醇濃郁挑戰最完美的

比例

攻陷每個人的味蕾

50公克(1顆)4顆

/1盒
每100公克/353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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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雞蛋,麵粉,奶油,糖,檸檬汁,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

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牛奶,玉米粉,杏仁粉,

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檸檬皮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

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05PL0N000007 葷食 可 熟食 提袋 X X X 吉利丁粉:德國

(團銷宅)久久津檸檬乳酪塔1盒 葷食
乳酪香醇濃郁與清新滋味的

檸檬口感，挑戰最完美的比

例

油亮滑順的玫瑰檸檬花瓣

閃耀著迷人的光澤

清新滋味驚豔以往檸檬口感

乳酪香醇濃郁挑戰最完美的

比例

攻陷每個人的味蕾

50公克(1顆)4顆

/1盒
每100公克/353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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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70762591-00000-0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成分:雞蛋,麵粉,奶油,糖,檸檬汁,乳酪(生乳,鮮奶油,鹽,檸檬酸鈉,

多磷酸鈉,乳糖,乳蛋白,糖,鹿角菜膠,乳酸),牛奶,玉米粉,杏仁粉,

吉利丁粉(明膠)(豬皮萃取物),檸檬皮

過敏原: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

堅果及其製品。
1207第05PL0N000007 葷食 可 熟食 X X X X 吉利丁粉:德國

(原)滿面香檸檬起司卷
奶蔬 香濃起司搭配微酸檸檬的恰

到好味

方便上桌的一口小饅頭，香

香濃濃的起司，加上微酸的

檸檬味，恰到好處。每日早

餐、午茶點心的最佳選擇。

45克/顆, 9顆/包 每100公克/246.7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 一年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福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07488110-00000-7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二段1巷52號4

樓

F-170762591-00000-0
F-107488110-00004-6 台灣

麵粉、水、起司片、老麵酵母種(麵粉、水、即溶快發乾酵

母)、白糖、檸檬汁、檸檬粉、葫蘆巴、碳酸氫鈉(小蘇打)

本產品含有小麥、牛奶及其製品，不

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和泰產物-保單號碼60-109-08955084-00002-

PDL
奶蔬

可

非供即

食, 應充

分加熱

X
X X X X

(原)彌果甘蔗手撕雞(700g) 葷食
堅持不切‧甘蔗煙燻原汁封存

，安心雞溫體制成

雙重認證合格食品廠

●國產安心雞溫體製成●品

質層層把關●鮮嫩多汁 甘蔗

清爽香甜，採用全雞甘蔗煙

燻料理手法，每一口雞肉，

都蘊含淡淡的甘甜香氣，

『Q短短』的嚼勁，令人魂

不守舍，實在太犯規了！鮮

嫩而富有豐富油脂的部位，

更是讓人看了口水吞個不停~

是雞肉界中的極品首選！建

議食用說明

1. 冷藏退冰後，即可食用。

2. 建議加熱方式：

A. 烤箱加熱：冷藏退冰後，

烤箱150-180°C，將甘蔗雞

放置烤盤烤15分鐘。

B. 電鍋加熱：冷藏退冰後，

外鍋加入50cc水後，將甘蔗

雞裝盤放入，蒸煮約3~4分

鐘，跳起後再悶5分鐘。

C. 微波加熱：冷藏退冰後，

去除外包裝後，置於盤上，

微波爐中火微波3~5分鐘。

D. 氣炸鍋：冷藏退冰後，

160°C一面皮朝上8分鐘，翻

面再7分鐘。

700公克±10%/

盒
每100公克/150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一年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愛霓貿易有限公司 E-154198367-00000-5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七街32號

F-170762591-00000-0
E-154198367-00000-5 台灣 甘蔗、鹽、米酒、雞、味精(L-麩酸鈉) X 0513字第18AML0000138號 葷食 可 熟食 X X 雞肉：台灣 X X

(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3罐 蔬食
將花蓮縣鳳林鎮的道地名產

推向全國舞台!入圍2019年

花蓮縣百大伴手禮

使用台灣在地青辣椒製作，

配上獨門甜鹹醬汁，做菜煮

湯涼拌吃都合適，各大名廚

做菜指定款

450公克(固型

物:170公克)
每100公克/48.8大卡 冷藏四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金品剝皮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003975-00001-4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13號

F-170762591-00000-0
U-200003975-00001-4 台灣

辣椒、醬油(非改黃豆)、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調

味劑(5`- 5'-鳥嘌呤核苷霖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X 兆豐產物-保險單號0204第09PDL0002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12罐 蔬食
將花蓮縣鳳林鎮的道地名產

推向全國舞台!入圍2019年

花蓮縣百大伴手禮

使用台灣在地青辣椒製作，

配上獨門甜鹹醬汁，做菜煮

湯涼拌吃都合適，各大名廚

做菜指定款

450公克(固型

物:170公克)
每100公克/48.8大卡 冷藏四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金品剝皮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003975-00001-4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13號

F-170762591-00000-0
U-200003975-00001-4 台灣

辣椒、醬油(非改黃豆)、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調

味劑(5`- 5'-鳥嘌呤核苷霖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X 兆豐產物-保險單號0204第09PDL0002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12罐
蔬食

將花蓮縣鳳林鎮的道地名產

推向全國舞台!入圍2019年

花蓮縣百大伴手禮

使用台灣在地青辣椒製作，

配上獨門甜鹹醬汁，做菜煮

湯涼拌吃都合適，各大名廚

做菜指定款

450公克(固型

物:170公克)
每100公克/48.8大卡 冷藏四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金品剝皮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003975-00001-4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13號

F-170762591-00000-0
U-200003975-00001-4 台灣

辣椒、醬油(非改黃豆)、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調

味劑(5`- 5'-鳥嘌呤核苷霖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X 兆豐產物-保險單號0204第09PDL0002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1罐
蔬食

將花蓮縣鳳林鎮的道地名產

推向全國舞台!入圍2019年

花蓮縣百大伴手禮

使用台灣在地青辣椒製作，

配上獨門甜鹹醬汁，做菜煮

湯涼拌吃都合適，各大名廚

做菜指定款

450公克(固型

物:170公克)
每100公克/48.8大卡 冷藏四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金品剝皮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003975-00001-4 花蓮縣鳳林鎮水源路13號

F-170762591-00000-0
U-200003975-00001-4 台灣

辣椒、醬油(非改黃豆)、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調

味劑(5`- 5'-鳥嘌呤核苷霖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X 兆豐產物-保險單號0204第09PDL00021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黑丸愛玉3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寒天愛玉+新鮮檸檬汁，愛玉

與檸檬的酸甜相互結合，微

酸香甜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黑丸愛玉6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寒天愛玉+新鮮檸檬汁，愛玉

與檸檬的酸甜相互結合，微

酸香甜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黑丸愛玉6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寒天愛玉+新鮮檸檬汁，愛玉

與檸檬的酸甜相互結合，微

酸香甜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黑丸愛玉1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寒天愛玉+新鮮檸檬汁，愛玉

與檸檬的酸甜相互結合，微

酸香甜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黑丸嫩仙草3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真材實料，意想不到的滑嫩

好口感，入口就能感受最原

始的清香甘甜，還可自行搭

配奶油球變成創意甜品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黑丸嫩仙草6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真材實料，意想不到的滑嫩

好口感，入口就能感受最原

始的清香甘甜，還可自行搭

配奶油球變成創意甜品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黑丸嫩仙草6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真材實料，意想不到的滑嫩

好口感，入口就能感受最原

始的清香甘甜，還可自行搭

配奶油球變成創意甜品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黑丸嫩仙草1入 蔬食
家庭號超值桶，份量大滿足

真材實料，意想不到的滑嫩

好口感，入口就能感受最原

始的清香甘甜，還可自行搭

配奶油球變成創意甜品

2000公克/桶 每100公克/50.2大卡 冷藏35天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F-170762591-00000-0

F-170624227-00000-3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X 富邦產品責任險0520字第03ML000058號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哈肯舖芋見四重奏吐司2入 葷食 哈肯舖最新力作，超邪惡的

吐司挑戰您的底線

品保核章處嚴選大甲檳榔心

芋頭泥佐以香濃蛋黃金沙，

再搭配台灣豬肉鬆，並以乳

酪絲在吐司表皮烘烤成為金

黃脆皮，軟綿的吐司為基底

，層次感超奢華，每一口都

超滿足

367公克/條 每100公克/300.9大卡 冷凍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 蜜芋頭(芋頭、蔗糖、水)、水、金沙餡(糖、煉乳[蔗

糖、奶粉、生乳、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鹹鴨蛋黃、

牛奶、雞蛋、奶粉、卡士達粉[玉米澱粉、食用色素(黃色四

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香料]、鹽、胡蘿蔔素[甘油、水、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葵花

油]、玉米糖膠、蒟蒻粉)、糖、雞蛋、豬肉鬆(豬肉、豌豆粉、

蔗糖、豬油、麵粉、醬油、麵包粉[麵粉、水、糖、食用棕櫚

油、鹽、酵母、黃豆粉(非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硫酸鈣、碳

酸氫銨、碳酸鎂、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酵母抽出物、L-

半胱氨酸鹽酸鹽、椰子油]、食鹽、L-麩酸鈉、甘草粉[甘草、

肉桂]) 、乳酪絲(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化鈣、鹽、

植物性凝乳酵素]、切達乾酪(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

化鈣、鹽、植物性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X鹽奶油、沙拉醬

(大豆油、糖、雞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

鈉、偏磷酸鈉、X水焦磷酸鈉])、奶粉、新鮮酵母、鹽、麵包改

良劑(小麥粉、乳化劑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 、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維生素C)]、L-半胱氨酸鹽酸鹽、酵素製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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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熟食 X X 豬肉鬆：

台灣
X 台灣

(宅)哈肯舖芋見四重奏吐司10入 葷食 哈肯舖最新力作，超邪惡的

吐司挑戰您的底線

品保核章處嚴選大甲檳榔心

芋頭泥佐以香濃蛋黃金沙，

再搭配台灣豬肉鬆，並以乳

酪絲在吐司表皮烘烤成為金

黃脆皮，軟綿的吐司為基底

，層次感超奢華，每一口都

超滿足

367公克/條 每100公克/300.9大卡 冷凍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 蜜芋頭(芋頭、蔗糖、水)、水、金沙餡(糖、煉乳[蔗

糖、奶粉、生乳、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鹹鴨蛋黃、

牛奶、雞蛋、奶粉、卡士達粉[玉米澱粉、食用色素(黃色四

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香料]、鹽、胡蘿蔔素[甘油、水、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葵花

油]、玉米糖膠、蒟蒻粉)、糖、雞蛋、豬肉鬆(豬肉、豌豆粉、

蔗糖、豬油、麵粉、醬油、麵包粉[麵粉、水、糖、食用棕櫚

油、鹽、酵母、黃豆粉(非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硫酸鈣、碳

酸氫銨、碳酸鎂、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酵母抽出物、L-

半胱氨酸鹽酸鹽、椰子油]、食鹽、L-麩酸鈉、甘草粉[甘草、

肉桂]) 、乳酪絲(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化鈣、鹽、

植物性凝乳酵素]、切達乾酪(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

化鈣、鹽、植物性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X鹽奶油、沙拉醬

(大豆油、糖、雞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

鈉、偏磷酸鈉、X水焦磷酸鈉])、奶粉、新鮮酵母、鹽、麵包改

良劑(小麥粉、乳化劑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 、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維生素C)]、L-半胱氨酸鹽酸鹽、酵素製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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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熟食 X X 豬肉鬆：

台灣
X 台灣

(團訂宅)哈肯舖芋見吐司10入 葷食 哈肯舖最新力作，超邪惡的

吐司挑戰您的底線

品保核章處嚴選大甲檳榔心

芋頭泥佐以香濃蛋黃金沙，

再搭配台灣豬肉鬆，並以乳

酪絲在吐司表皮烘烤成為金

黃脆皮，軟綿的吐司為基底

，層次感超奢華，每一口都

超滿足

367公克/條 每100公克/300.9大卡 冷凍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 蜜芋頭(芋頭、蔗糖、水)、水、金沙餡(糖、煉乳[蔗

糖、奶粉、生乳、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鹹鴨蛋黃、

牛奶、雞蛋、奶粉、卡士達粉[玉米澱粉、食用色素(黃色四

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香料]、鹽、胡蘿蔔素[甘油、水、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葵花

油]、玉米糖膠、蒟蒻粉)、糖、雞蛋、豬肉鬆(豬肉、豌豆粉、

蔗糖、豬油、麵粉、醬油、麵包粉[麵粉、水、糖、食用棕櫚

油、鹽、酵母、黃豆粉(非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硫酸鈣、碳

酸氫銨、碳酸鎂、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酵母抽出物、L-

半胱氨酸鹽酸鹽、椰子油]、食鹽、L-麩酸鈉、甘草粉[甘草、

肉桂]) 、乳酪絲(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化鈣、鹽、

植物性凝乳酵素]、切達乾酪(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

化鈣、鹽、植物性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X鹽奶油、沙拉醬

(大豆油、糖、雞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

鈉、偏磷酸鈉、X水焦磷酸鈉])、奶粉、新鮮酵母、鹽、麵包改

良劑(小麥粉、乳化劑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 、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維生素C)]、L-半胱氨酸鹽酸鹽、酵素製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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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熟食 X
X 豬肉鬆：

台灣
X 台灣

(團銷宅)哈肯舖芋見吐司1入 葷食 哈肯舖最新力作，超邪惡的

吐司挑戰您的底線

品保核章處嚴選大甲檳榔心

芋頭泥佐以香濃蛋黃金沙，

再搭配台灣豬肉鬆，並以乳

酪絲在吐司表皮烘烤成為金

黃脆皮，軟綿的吐司為基底

，層次感超奢華，每一口都

超滿足

367公克/條 每100公克/300.9大卡 冷凍30天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哈肯舖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6421-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3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A-129036421-00000-5 台灣

麵粉、 蜜芋頭(芋頭、蔗糖、水)、水、金沙餡(糖、煉乳[蔗

糖、奶粉、生乳、大豆油、脂肪酸甘油酯、乳糖]、鹹鴨蛋黃、

牛奶、雞蛋、奶粉、卡士達粉[玉米澱粉、食用色素(黃色四

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香料]、鹽、胡蘿蔔素[甘油、水、

脂肪酸聚合甘油酯、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葵花

油]、玉米糖膠、蒟蒻粉)、糖、雞蛋、豬肉鬆(豬肉、豌豆粉、

蔗糖、豬油、麵粉、醬油、麵包粉[麵粉、水、糖、食用棕櫚

油、鹽、酵母、黃豆粉(非基因改造)、玉米澱粉、硫酸鈣、碳

酸氫銨、碳酸鎂、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酵母抽出物、L-

半胱氨酸鹽酸鹽、椰子油]、食鹽、L-麩酸鈉、甘草粉[甘草、

肉桂]) 、乳酪絲(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化鈣、鹽、

植物性凝乳酵素]、切達乾酪(馬茲摩拉乾酪[牛乳、乳酸菌、氯

化鈣、鹽、植物性凝乳酵素]、馬鈴薯澱粉)、X鹽奶油、沙拉醬

(大豆油、糖、雞蛋、米醋、鹽、關華豆膠、品質改良劑[醋酸

鈉、偏磷酸鈉、X水焦磷酸鈉])、奶粉、新鮮酵母、鹽、麵包改

良劑(小麥粉、乳化劑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 、

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維生素C)]、L-半胱氨酸鹽酸鹽、酵素製

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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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葷食 可 熟食 X X 豬肉鬆：

台灣
X 台灣

(宅)小潘芽片泡菜2入 植物五辛蔬 台式黃金泡菜網購始祖，正

宗小潘芽片泡菜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2入

/箱
每100公克/160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大白菜、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小潘芽片泡菜8入 植物五辛蔬 台式黃金泡菜網購始祖，正

宗小潘芽片泡菜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8入

/箱
每100公克/160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大白菜、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小潘芽片泡菜8入 植物五辛蔬 台式黃金泡菜網購始祖，正

宗小潘芽片泡菜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8入

/箱
每100公克/160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大白菜、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小潘芽片泡菜1入 植物五辛蔬 台式黃金泡菜網購始祖，正

宗小潘芽片泡菜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2入

/箱
每100公克/160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大白菜、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小潘日式海帶芽2入 植物五辛蔬 新鮮海帶絲口感清涼爽口，

清脆、滑溜、絲絲入扣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2入

/箱
每100公克/156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海帶絲(裙帶菜、鹽)、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

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小潘日式海帶芽8入 植物五辛蔬 新鮮海帶絲口感清涼爽口，

清脆、滑溜、絲絲入扣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8入

/箱
每100公克/156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海帶絲(裙帶菜、鹽)、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

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小潘日式海帶芽8入 植物五辛蔬 新鮮海帶絲口感清涼爽口，

清脆、滑溜、絲絲入扣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8入

/箱
每100公克/156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海帶絲(裙帶菜、鹽)、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

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小潘日式海帶芽1入 植物五辛蔬 新鮮海帶絲口感清涼爽口，

清脆、滑溜、絲絲入扣

深夜必備小菜，加一口平淡

的食材也會有美麗的邂逅

400公克/入；2入

/箱
每100公克/156大卡 冷藏2個月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小潘美食家 F-130271021-00001-0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3巷2號3樓

F-170762591-00000-0
F-130271021-00001-0 台灣

海帶絲(裙帶菜、鹽)、蒜頭、辣椒、糖、醋、芝麻香油(芝麻

油、大豆油)
大豆 國泰產物150108CG01590 植物五辛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諾貝爾珍珠奶凍2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蛋糕細膩口感搭配上淡淡奶

茶香，奶凍內藏匿著黑糖珍

珠蒟蒻，Q彈滑嫩挑逗著味

蕾，齒間中耐人尋味的餘韻

，每一口充滿著驚喜，是值

得您細細品嚐的絕美好滋

味。

約20cm x 8cm x

7cm / 550g±

15g

每100g221.3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蒟蒻、砂糖、水、奶茶粉、麵粉、黑

糖、沙拉油、奶油、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

味劑(檸檬酸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諾貝爾珍珠奶凍9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蛋糕細膩口感搭配上淡淡奶

茶香，奶凍內藏匿著黑糖珍

珠蒟蒻，Q彈滑嫩挑逗著味

蕾，齒間中耐人尋味的餘韻

，每一口充滿著驚喜，是值

得您細細品嚐的絕美好滋

味。

約20cm x 8cm x

7cm / 550g±

15g

每100g221.3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蒟蒻、砂糖、水、奶茶粉、麵粉、黑

糖、沙拉油、奶油、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

味劑(檸檬酸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諾貝爾珍珠奶凍9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蛋糕細膩口感搭配上淡淡奶

茶香，奶凍內藏匿著黑糖珍

珠蒟蒻，Q彈滑嫩挑逗著味

蕾，齒間中耐人尋味的餘韻

，每一口充滿著驚喜，是值

得您細細品嚐的絕美好滋

味。

約20cm x 8cm x

7cm / 550g±

15g

每100g221.3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蒟蒻、砂糖、水、奶茶粉、麵粉、黑

糖、沙拉油、奶油、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

味劑(檸檬酸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諾貝爾珍珠奶凍1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蛋糕細膩口感搭配上淡淡奶

茶香，奶凍內藏匿著黑糖珍

珠蒟蒻，Q彈滑嫩挑逗著味

蕾，齒間中耐人尋味的餘韻

，每一口充滿著驚喜，是值

得您細細品嚐的絕美好滋

味。

約20cm x 8cm x

7cm / 550g±

15g

每100g221.3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蒟蒻、砂糖、水、奶茶粉、麵粉、黑

糖、沙拉油、奶油、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

味劑(檸檬酸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香料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諾貝爾日式巧克力奶凍2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濃郁柔順的巧克力，結合微

甜不膩的奶凍，浪漫下午茶

最佳選擇的甜點。

約20cm x 8cm x

7cm / 490g±

3%g

每100g259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

力、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

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小蘇打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諾貝爾日式巧克力奶凍9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濃郁柔順的巧克力，結合微

甜不膩的奶凍，浪漫下午茶

最佳選擇的甜點。

約20cm x 8cm x

7cm / 490g±

3%g

每100g259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

力、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

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小蘇打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諾貝爾巧克力奶凍9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濃郁柔順的巧克力，結合微

甜不膩的奶凍，浪漫下午茶

最佳選擇的甜點。

約20cm x 8cm x

7cm / 490g±

3%g

每100g259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

力、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

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小蘇打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諾貝爾巧克力奶凍1入 蛋奶蔬 宜蘭羅東人氣超高奶凍捲團

購名店、年銷售百萬條

濃郁柔順的巧克力，結合微

甜不膩的奶凍，浪漫下午茶

最佳選擇的甜點。

約20cm x 8cm x

7cm / 490g±

3%g

每100g259大卡

4℃以下, 冷藏保存4天

到貨日(含)尚有3天效期，收

到後盡快食用完畢

冷藏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G-124288828-00000-6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1樓
F-170762591-00000-0

G-124288828-0006-2 台灣

鮮奶油、雞蛋、鮮奶、砂糖、麵粉、沙拉油、可可粉、巧克

力、果凍粉(粘稠劑(鹿角菜膠)、刺槐豆膠、調味劑(檸檬酸

鈉)、

調味劑(檸檬酸鉀)、葡萄糖)、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磷酸二氫鈣)

複方品質改良劑(酸性焦磷酸鈉、膨脹劑(酒石酸氫鉀)、樹薯

粉、麥芽糊精)、小蘇打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食用
富邦產物責任險：20AML000143號

蛋奶蔬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尚順鮮芒果冰10支 蔬食 2020年度單週秒殺10000

盒，季節限量補貨到

嚴選台南產地愛文芒果急速

冷凍，整支飽滿果肉無任何

添加，好吃健康又不髒手。

60公克/10支/包;

共1包總重600公

克

每100g51.6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1年 (到

貨尚有8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尚順食品有限公司 B-179995852-00000-3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1158巷5之

10號

F-170762591-00000-0
B-179995852-00000-3 台灣 芒果

本產品含有芒果類及其製品，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9PD03640號

投保金額新台幣3000萬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宅)尚順鮮芒果冰10支*4盒 蔬食 2020年度單週秒殺10000

盒，季節限量補貨到

嚴選台南產地愛文芒果急速

冷凍，整支飽滿果肉無任何

添加，好吃健康又不髒手。

60公克/10支/包;

共4包總重2400公

克

每100g51.6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1年 (到

貨尚有8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尚順食品有限公司 B-179995852-00000-3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1158巷5之

10號

F-170762591-00000-0
B-179995852-00000-3 台灣 芒果

本產品含有芒果類及其製品，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9PD03640號

投保金額新台幣3000萬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訂宅)尚順鮮芒果冰10支*4盒 蔬食 2020年度單週秒殺10000

盒，季節限量補貨到

嚴選台南產地愛文芒果急速

冷凍，整支飽滿果肉無任何

添加，好吃健康又不髒手。

60公克/10支/包;

共4包總重2400公

克

每100g51.6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1年 (到

貨尚有8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尚順食品有限公司 B-179995852-00000-3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1158巷5之

10號

F-170762591-00000-0
B-179995852-00000-3 台灣 芒果

本產品含有芒果類及其製品，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9PD03640號

投保金額新台幣3000萬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團銷宅)尚順鮮芒果冰10支 蔬食 2020年度單週秒殺10000

盒，季節限量補貨到

嚴選台南產地愛文芒果急速

冷凍，整支飽滿果肉無任何

添加，好吃健康又不髒手。

60公克/10支/包;

共1包總重600公

克

每100g51.6大卡
 -18°C以下冷凍保存1年 (到

貨尚有8個月)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尚順食品有限公司 B-179995852-00000-3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1158巷5之

10號

F-170762591-00000-0
B-179995852-00000-3 台灣 芒果

本產品含有芒果類及其製品，不適合

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9PD03640號

投保金額新台幣3000萬
蔬食 可 熟食 X X X X X

(原)農夫蔥田高麗菜豬肉水餃 葷食 Q彈外皮飽滿多汁，煎、

煮、炸都好吃

新鮮高麗菜，搭配台灣國產

豬肉，Q彈外皮飽滿多汁，

煎、煮、炸都好吃

25g/20粒/盒；共

2盒
每100公克/192大卡 冷凍-18˚C，一年 冷凍 統一速達股份有限公司 02-27887887*215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200號4樓 百孚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G-153369686-00000-0 宜蘭縣三星鄉培英路157號

F-170762591-00000-0
G-153369686-00000-0 台灣

高麗菜、豬肉、麵粉、水、青蔥、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雞

肉、大豆油、芝麻油、糖、薑、釀造醬油、鹽、L-麩酸鈉、樹

薯澱粉、D-山梨醇液、肉桂、香料、胡椒粉(黑胡椒粒、甘藷粕

粉、花椒粒、白胡椒粒)、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小麥蛋白粉、

蛋白粉

X 國泰產物產品責任險 1516 字第07PD02914 號 葷食 可 生食 X X X X 豬肉：台灣

(原)檸檬大叔純檸檬磚 蔬食 常溫好儲存，一次一顆真方

便

屏東九如鮮榨檸檬原汁‧ 嚴選

屏東優利卡品種產銷履歷檸

檬‧ 無添加任何色素、香料。

25g/12顆/盒 常溫一年 常溫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2388*610 10688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4樓 青田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T-145125244-00001-4 屏東縣九如鄉衛武街59號 T-145125244-00000-4 T-145125244-00000-4 台灣 檸檬汁 如包裝上所示 華南產物1408第092050111號 蔬食 可 X X X X X X

(原)舉杯蜂蜜檸檬蒟蒻凍1盒 蔬食
採用台灣在地水果膳食纖維

，添加葉黃素，美味清爽無

負擔

冷藏後食用，微脆口感新滋

味

內容量:396公克

(盒裝6根入)

保存期間:常溫10個月(未開封

且正常條件下之保存)

保存條件:室溫儲存避免高溫

或陽光直射，開封後未食用完

畢需冷藏

常溫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2388*610 10688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4樓 合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42884931-00000-8 彰化市平和一街66號 B-142884931-00000-8 B-142884931-00000-8 台灣
水、濃縮檸檬汁、有機砂糖、蒟蒻凍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

刺槐豆膠、乳糖)、檸檬酸鈉、葉黃素粉、蜂蜜
如包裝上所示 南山產物0902-2236002456-03 蔬食 可 X X X X X X

(原)舉杯蜂蜜檸檬蒟蒻凍6盒 蔬食
採用台灣在地水果膳食纖維

，添加葉黃素，美味清爽無

負擔

冷藏後食用，微脆口感新滋

味

內容量:396公克

(盒裝6根入)*6盒

保存期間:常溫10個月(未開封

且正常條件下之保存)

保存條件:室溫儲存避免高溫

或陽光直射，開封後未食用完

畢需冷藏

常溫 統一數網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2388*610 10688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7號4樓 合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42884931-00000-8 彰化市平和一街66號 B-142884931-00000-8 B-142884931-00000-8 台灣
水、濃縮檸檬汁、有機砂糖、蒟蒻凍粉(鹿角菜膠、玉米糖膠、

刺槐豆膠、乳糖)、檸檬酸鈉、葉黃素粉、蜂蜜
如包裝上所示 南山產物0902-2236002456-03 蔬食 可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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