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檔品名 蔬食屬性 豬產地 原產地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名稱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宅)泰凱-泰式椒麻雞-2包
葷 X 台灣 美國進口雞腿、胡椒粉、鹽、雞蛋、馬鈴薯澱粉、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醬汁(醬油、白芝麻、蒜頭、香菜、辣椒、白醋)。 過敏原資訊 : 此產品含蛋類、芝麻、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泰凱實業有限公司 E-142791976-00000-7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１９１號

(宅)泰凱-泰式椒麻雞-10包
葷 X 台灣 美國進口雞腿、胡椒粉、鹽、雞蛋、馬鈴薯澱粉、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醬汁(醬油、白芝麻、蒜頭、香菜、辣椒、白醋)。 過敏原資訊 : 此產品含蛋類、芝麻、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泰凱實業有限公司 E-142791976-00000-7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１９１號

(團訂宅)泰凱泰式椒麻雞10包
葷 X 台灣 美國進口雞腿、胡粉、鹽、雞蛋、馬鈴薯澱粉、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醬汁(醬油、白芝麻、蒜頭、香菜、辣椒、白醋)。 過敏原資訊 : 此產品含蛋類、芝麻、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泰凱實業有限公司 E-142791976-00000-7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１９１號

(團銷宅)泰凱泰式椒麻雞1包
葷 X 台灣 美國進口雞腿、胡椒粉、鹽、雞蛋、馬鈴薯澱粉、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醬汁(醬油、白芝麻、蒜頭、香菜、辣椒、白醋)。 過敏原資訊 : 此產品含蛋類、芝麻、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之過敏原。
泰凱實業有限公司 E-142791976-00000-7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過埤路１９１號

(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肉包2入

葷 台灣 台灣 麵粉.台灣豬肉.剝皮辣椒(辣椒.醬油(非基改).水.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 5-次黃嘌呤核?乾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水.杏鮑菇.蔥酥(紅蔥、油).白

油(棕梠油、棕梠仁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酯、芥花油).天然黃豆粉.酵母(乳化劑(山梨醇

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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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麵粉，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金品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194426-00000-5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198號

(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肉包10入

葷 台灣 台灣 麵粉.台灣豬肉.剝皮辣椒(辣椒.醬油(非基改).水.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 5-次黃嘌呤核?乾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水.杏鮑菇.蔥酥(紅蔥、油).白

油(棕梠油、棕梠仁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酯、芥花油).天然黃豆粉.酵母(乳化劑(山梨醇

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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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麵粉，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金品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194426-00000-5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198號

(團訂宅)金品醬園剝皮辣椒肉包10
葷 台灣 台灣 麵粉.台灣豬肉.剝皮辣椒(辣椒.醬油(非基改).水.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 5-次黃嘌呤核?乾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水.杏鮑菇.蔥酥(紅蔥、油).白

油(棕梠油、棕梠仁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酯、芥花油).天然黃豆粉.酵母(乳化劑(山梨醇

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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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麵粉，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金品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194426-00000-5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198號

(團銷宅)金品醬園肉包1入

葷 台灣 台灣 麵粉.台灣豬肉.剝皮辣椒(辣椒.醬油(非基改).水.鹽.糖.檸檬酸.蔗糖素(甜味劑). 5-次黃嘌呤核?乾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水.杏鮑菇.蔥酥(紅蔥、油).白

油(棕梠油、棕梠仁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酯、芥花油).天然黃豆粉.酵母(乳化劑(山梨醇

酐單硬脂酸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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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麩酸鈉

本產品含有麵粉，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金品辣椒夢工廠有限公司 U-200194426-00000-5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198號

(宅)酒肉朋友-豬五花韓式大醬2入 葷 台灣 台灣 豬肉(產地：台灣)、韓式大醬、韓式辣醬、香油、糖、米酒 本產品含有大豆增份，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立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200224066-00000-5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2號

(宅)酒肉朋友豬五花韓式大醬12入 葷 台灣 台灣 豬肉(產地：台灣)、韓式大醬、韓式辣醬、香油、糖、米酒 本產品含有大豆增份，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立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200224066-00000-5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2號

(團訂宅)酒肉朋友五花韓式大醬12
葷 台灣 台灣 豬肉(產地：台灣)、韓式大醬、韓式辣醬、香油、糖、米酒 本產品含有大豆增份，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立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200224066-00000-5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2號

(團銷宅)酒肉朋友五花肉1入
葷 台灣 台灣 豬肉(產地：台灣)、韓式大醬、韓式辣醬、香油、糖、米酒 本產品含有大豆增份，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立杰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200224066-00000-5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2號

(宅)東港阿珠蛋黃旗魚黑輪2入
葷 X 台灣 黑皮旗魚漿、水煮蛋、大豆沙拉油(黃豆)、糖、鹽巴、味精(L-麩酸鈉)、樹薯粉、白芝麻油、胡椒粉。 此商品含魚、大豆、芝麻、蛋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宅)東港阿珠蛋黃旗魚黑輪10入 葷 X 台灣 黑皮旗魚漿、水煮蛋、大豆沙拉油(黃豆)、糖、鹽巴、味精(L-麩酸鈉)、樹薯粉、白芝麻油、胡椒粉。 此商品含魚、大豆、芝麻、蛋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團訂宅)東港阿珠蛋黃旗魚黑輪10
葷 X 台灣 黑皮旗魚漿、水煮蛋、大豆沙拉油(黃豆)、糖、鹽巴、味精(L-麩酸鈉)、樹薯粉、白芝麻油、胡椒粉。 此商品含魚、大豆、芝麻、蛋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團銷宅)東港阿珠蛋黃旗魚黑輪1
葷 X 台灣 黑皮旗魚漿、水煮蛋、大豆沙拉油(黃豆)、糖、鹽巴、味精(L-麩酸鈉)、樹薯粉、白芝麻油、胡椒粉。 此商品含魚、大豆、芝麻、蛋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黃粒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3787942-00000-4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2樓

(宅)蒜香乳酪起酥三明治1

葷 X 台灣 成份：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南僑酥油(動植物性油脂(牛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

酯、防腐劑(已二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生育醇、維生素E、I-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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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奶油(殺菌乳脂)、奶油乳酪(牛乳、乳油、乳酸菌、粘稠劑、天然香料、乳化劑)、青蔥、蒜泥、巴西里、天

然酵母。

雞蛋、大豆、牛奶、堅果、麩質之穀物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1-9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宅)蒜香乳酪起酥三明治10

葷 X 台灣 成份：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南僑酥油(動植物性油脂(牛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

酯、防腐劑(已二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生育醇、維生素E、I-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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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奶油(殺菌乳脂)、奶油乳酪(牛乳、乳油、乳酸菌、粘稠劑、天然香料、乳化劑)、青蔥、蒜泥、巴西里、天

然酵母。

雞蛋、大豆、牛奶、堅果、麩質之穀物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1-9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團訂宅)蒜香起酥三明治10

葷 X 台灣 成份：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南僑酥油(動植物性油脂(牛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

酯、防腐劑(已二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生育醇、維生素E、I-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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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奶油(殺菌乳脂)、奶油乳酪(牛乳、乳油、乳酸菌、粘稠劑、天然香料、乳化劑)、青蔥、蒜泥、巴西里、天

然酵母。

雞蛋、大豆、牛奶、堅果、麩質之穀物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1-9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團銷宅)蒜香起酥三明治1入

葷 X 台灣 成份：麵粉、雞蛋、大豆油、砂糖、南僑酥油(動植物性油脂(牛脂、軟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乳調合物(水、奶油、奶粉、天然香料、脂肪酸甘油

酯、防腐劑(已二酸鉀)、抗氧化劑(混合濃生育醇、維生素E、I-抗壞血酸棕櫚酸酯)、香料、檸檬酸甘油酯、檸檬酸鉀)、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

油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椰子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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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奶油(殺菌乳脂)、奶油乳酪(牛乳、乳油、乳酸菌、粘稠劑、天然香料、乳化劑)、青蔥、蒜泥、巴西里、天

然酵母。

雞蛋、大豆、牛奶、堅果、麩質之穀物

維宏食品有限公司 F-128752001-00001-9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4巷3號

(宅)米台饌-手工米苔目-14入

蔬食 X 台灣 米苔目:在來米、番薯粉、馬鈴薯粉、玉米澱粉、樹薯粉(太白粉) 食品添加物：醋酸鈉、麵寶(麵用乳化劑) 、二氧化鈦、沙拉油(避免外層黏住而添加)

醬包:豆瓣醬【黃豆(基改)、水、鹽】、食用烤酥油、水、芥花油、大豆蛋白、蔗糖、辣椒醬【辣椒、水、食鹽】、香料、胡麻油【芝麻油、大豆油】、L-麩

酸鈉、小麥纖維、辣椒、調味劑【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椒麻醬包含大豆、芝麻及其製品

竹葳企業社 A-200233316-00000-7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70號7樓

發票請寄: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42巷2號

1樓

(團訂宅)米台饌-手工米苔目-14入

蔬食 X 台灣 米苔目:在來米、番薯粉、馬鈴薯粉、玉米澱粉、樹薯粉(太白粉) 食品添加物：醋酸鈉、麵寶(麵用乳化劑) 、二氧化鈦、沙拉油(避免外層黏住而添加)

醬包:豆瓣醬【黃豆(基改)、水、鹽】、食用烤酥油、水、芥花油、大豆蛋白、蔗糖、辣椒醬【辣椒、水、食鹽】、香料、胡麻油【芝麻油、大豆油】、L-麩

酸鈉、小麥纖維、辣椒、調味劑【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椒麻醬包含大豆、芝麻及其製品

竹葳企業社 A-200233316-00000-7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70號7樓

發票請寄: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42巷2號

1樓

(團銷宅)米台饌-手工米苔目-1入

蔬食 X 台灣 米苔目:在來米、番薯粉、馬鈴薯粉、玉米澱粉、樹薯粉(太白粉) 食品添加物：醋酸鈉、麵寶(麵用乳化劑) 、二氧化鈦、沙拉油(避免外層黏住而添加)

醬包:豆瓣醬【黃豆(基改)、水、鹽】、食用烤酥油、水、芥花油、大豆蛋白、蔗糖、辣椒醬【辣椒、水、食鹽】、香料、胡麻油【芝麻油、大豆油】、L-麩

酸鈉、小麥纖維、辣椒、調味劑【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辣椒紅【辣椒紅、精製葵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

椒麻醬包含大豆、芝麻及其製品

竹葳企業社 A-200233316-00000-7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70號7樓

發票請寄: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42巷2號

1樓

(原)Alleycat-BBQ雞翅-1包 葷 X 台灣 雞翅、蕃茄醬、蕃茄泥、梅林辣醬油、黃芥末醬、匈牙利紅椒粉、橄欖油、白酒醋、蜂蜜、黑胡椒粉、鹽、糖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牛奶及其製品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A-153777923-00000-1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4巷9號

(原)Alleycat-BBQ雞翅-10包
葷 X 台灣 雞翅、蕃茄醬、蕃茄泥、梅林辣醬油、黃芥末醬、匈牙利紅椒粉、橄欖油、白酒醋、蜂蜜、黑胡椒粉、鹽、糖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牛奶及其製品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A-153777923-00000-1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4巷9號

(團訂原)Alleycat-BBQ雞翅-10包
葷 X 台灣 雞翅、蕃茄醬、蕃茄泥、梅林辣醬油、黃芥末醬、匈牙利紅椒粉、橄欖油、白酒醋、蜂蜜、黑胡椒粉、鹽、糖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牛奶及其製品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A-153777923-00000-1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4巷9號

(團銷原)Alleycat-BBQ雞翅-1包
葷 X 台灣 雞翅、蕃茄醬、蕃茄泥、梅林辣醬油、黃芥末醬、匈牙利紅椒粉、橄欖油、白酒醋、蜂蜜、黑胡椒粉、鹽、糖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牛奶及其製品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A-153777923-00000-1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34巷9號

(原)皇宮-泰式半月蝦餅-1片

葷 X 台灣 成分:蝦仁、豬油(台灣)、魚漿(魚、地瓜粉、食鹽)、麵粉、鹽、糖、樹薯澱粉、胡椒粉、香油(黃豆油、芝麻油)、蝦粉(麥芽糊精、蝦、鹽、L-麩酸鈉、琥珀

酸二鈉、葡萄糖、大豆油)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蝦、魚、大豆、芝麻、麩質製品、甲殼類，

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皇宮食品商行 H-131568367-00001-5

桃園市桃園區鹽庫街30號2樓

(原)皇宮-泰式半月蝦餅-14片
葷 X 台灣 成分:蝦仁、豬油(台灣)、魚漿(魚、地瓜粉、食鹽)、麵粉、鹽、糖、樹薯澱粉、胡椒粉、香油(黃豆油、芝麻油)、蝦粉(麥芽糊精、蝦、鹽、L-麩酸鈉、琥珀

酸二鈉、葡萄糖、大豆油)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蝦、魚、大豆、芝麻、麩質製品、甲殼類，

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皇宮食品商行 H-131568367-00001-5

桃園市桃園區鹽庫街30號2樓

(團訂原)皇宮-泰式半月蝦餅-14片
葷 X 台灣 成分:蝦仁、豬油(台灣)、魚漿(魚、地瓜粉、食鹽)、麵粉、鹽、糖、樹薯澱粉、胡椒粉、香油(黃豆油、芝麻油)、蝦粉(麥芽糊精、蝦、鹽、L-麩酸鈉、琥珀

酸二鈉、葡萄糖、大豆油)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蝦、魚、大豆、芝麻、麩質製品、甲殼類，

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皇宮食品商行 H-131568367-00001-5
桃園市桃園區鹽庫街30號2樓

(團銷原)皇宮-泰式半月蝦餅-1片

葷 X 台灣 成分:蝦仁、豬油(台灣)、魚漿(魚、地瓜粉、食鹽)、麵粉、鹽、糖、樹薯澱粉、胡椒粉、香油(黃豆油、芝麻油)、蝦粉(麥芽糊精、蝦、鹽、L-麩酸鈉、琥珀

酸二鈉、葡萄糖、大豆油)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蝦、魚、大豆、芝麻、麩質製品、甲殼類，

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請避免食用。 皇宮食品商行 H-131568367-00001-5

桃園市桃園區鹽庫街30號2樓

(原)EZCHEF黃金薯條1包
葷 X 美國 馬鈴薯、植物油(油菜籽油、棕梠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強化麵粉、米粉、磷酸二澱粉、糊精、鹽、玉米粉、膨脹劑、葡萄糖、玉米糖膠、食用色素 本產品還有大豆、麩質、蛋、牛奶，對此過敏或特殊體質者，

請勿食用。

竹籤尖銳，請小心食用。

上洛貿易企業有限公司  F-150989846-00000-2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66號3F

(原)維盛發-鮮魚乾(原味)

葷 X 台灣 特級胡椒鹽(碘鹽、味精(調味劑)、白胡椒、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非基

因改造)、黑胡椒、百草粉(香料、丁香、八角、花椒、肉桂、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大蒜、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特選棕櫚油(單元不飽和特選棕櫚果實

油、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乳化劑))、海苔、糖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堅果類及芝麻，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

食用
維聖發企業有限公司 E-197197388-00003-7

高雄市大樹區井腳路52號

(原)維盛發-鮮魚乾(辣味)

葷 X 台灣 特級胡椒鹽(碘鹽、味精(調味劑)、白胡椒、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磷酸二鈉)、玉米澱粉(非基

因改造)、黑胡椒、百草粉(香料、丁香、八角、花椒、肉桂、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大蒜、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特選棕櫚油(單元不飽和特選棕櫚果實

油、脂肪酸山梨醇酐酯(乳化劑))、海苔、糖、辣椒粉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堅果類及芝麻，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

食用
維聖發企業有限公司 E-197197388-00003-7

高雄市大樹區井腳路52號

(原)KAARO-乳酸雪沙棒-1包

奶蛋蔬 X 台灣 水、砂糖、優可發酵原液（水、蔗糖、果糖、奶粉、香料、乳酸、黃豆纖維、嗜熱鏈球菌、保加利亞乳桿菌）、優格香料、檸檬酸、鹿角菜膠（含氯化

鉀、糊精）、檸檬酸鈉、磷酸氫二鉀、刺槐豆膠、玉米糖膠、苯甲酸鈉（防腐劑）、二氧化鈦、消泡劑（水、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

甘油酯、二氧化矽）

此商品含牛奶、大豆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圓庄貿易有限公司 B-128772983-00000-5

台中市大雅區義和路8號

(原)頌丹樂-打拋豬冷凍包

葷 台灣 台灣 豬絞肉(台灣)、高湯(水、豬骨(台灣)、高湯粉(味精、麥芽糊精、調味劑(5'核糖核?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烏嘌呤核?磷酸二鈉))、普通焦糖色

素、碘鹽(鹽、碘化鉀)、糖、豬肉抽出物、辛香料(蔥、蒜、胡椒)、棕櫚油、香料)、打拋醬(蠔油(牡蠣萃取物、醬油(大豆、小麥、鹽)、水、糖、碘鹽(含碘

化鉀))、乙醯化磷酸二澱粉、玉米澱粉、葡萄糖酸-δ內酯、防腐劑(苯甲酸鈉)、醬油、白醬油(黃豆、小麥粉、碘鹽(鹽、碘化鉀)、糖、防腐劑(苯甲酸鈉))、

魚露(鯷魚汁、鹽、糖、碘鹽(鹽、碘化鉀))、砂糖、水、老抽(糖蜜、水、鹽、醬油(黃豆、麵粉)、防腐劑(苯甲酸鈉))、大豆沙拉油、大蒜、打拋葉、朝天

椒、紅辣椒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魚類、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頌丹樂股份有限公司 F-185127492-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5號頌丹樂股

份有限公司

何卉芸 收

電話:02-29102502#113

(原)頌丹樂-香辣綠咖哩冷凍包

葷 X 台灣 高湯(水、豬骨(台灣)、高湯粉(味精、麥芽糊精、調味劑(5'核糖核?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烏嘌呤核?磷酸二鈉))、普通焦糖色素、碘鹽(鹽、碘

化鉀)、糖、豬肉抽出物、辛香料(蔥、蒜、胡椒)、棕櫚油、香料)、雞腿、茄子、綠咖哩醬(綠咖哩醬、棕櫚糖(椰子糖、糖、漂白劑(偏亞硫酸氫鈉))、椰子奶

油、大豆沙拉油、九層塔、鹽、味精)、椰漿(椰子萃取物99.7%、水、關華豆膠、玉米糖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南薑、紅辣椒、檸檬葉、九層塔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頌丹樂股份有限公司 F-185127492-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5號頌丹樂股

份有限公司

何卉芸 收

電話:02-29102502#113

(原)青青風車莊園港式綠藻蝦腸粉
葷 X 台灣 蝦、腸粉(水、在來米粉、粉用黏稠劑(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磷酸二澱粉)、氧化澱粉、玉米澱粉、鹽、餃

皮粉(醋酸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梔子綠色素(水、黃梔子色素、梔子藍色素)、綠藻粉)。

本產品含有蝦，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青青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A-154327854-00000-6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66巷32號

(原)漢碩-麝香葡萄風味果凍-1盒

葷 X 台灣 水、果糖、椰果、砂糖、麝香葡萄汁、刺槐豆膠、蒟蒻粉、鹿角菜膠、檸檬酸鉀、氯化鉀、麥芽糊精、檸檬酸、檸檬酸鈉、食用香料、二氧化鈦、食用色

素(藍色1號、黃色4號)

X

漢碩食品有限公司 N-112642795-00001-8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美港路130巷25號

(原)松井-美食芳饗電火鍋(粉紫)
X X 中國 X X

麗晶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752643800號
哥雄市仁武區大景一街62號

(原)HelloKitty萬用造型軟式墊板 X X 中國 材質:聚酯纖維、橡膠 X 東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無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順路236號

(原)澎湖黑妞-黑糖糕 蔬食 X 台灣 水、麵粉、黑糖(蔗糖.糖蜜.焦糖色素)、沙拉油、鹽、芝麻 本產品含芝麻 寰一實業有限公司 X-123840293-00000-2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96-3號

(原)彌果-外銷級大王毛豆 蔬食 X 台灣 毛豆、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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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漁夫市集-澎湖小管醬

葷 X 台灣 大豆油、小管、辣椒、紅蔥頭、蒜頭、豆瓣醬【水、非基因改造黃豆、小麥、食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焦糖色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5’-次黃嘌呤

核?磷酸二鈉(調味劑)、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調味劑)、香料、香油(大豆油、芝麻油)】、沙茶醬【黃豆油、狗母魚、南薑、蒜頭、芝麻、小麥麩皮、味

精、蔥干、椰子粉、辣椒、蝦、蔥酥、香辛料(甘草、茴香、桂枝、丁香)、鹽、白豆蔻、花椒、白胡椒、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調味劑)、5’-鳥嘌呤

核?磷酸二鈉(調味劑)】、蘿蔔乾、香油【大豆油.芝麻油】 、二砂糖、豆鼓、蠔油【水、糖、鹽、蠔汁、L-麩酸鈉(調味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粘稠劑)、小

麥粉、焦糖色素(著色劑)】、雞粉【鹽、麥芽糊精、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雞肉粉(雞、迷迭香萃取物) 、

香料(含雞、小麥、大豆、牛奶、蛋、抗氧化劑(維生素E))、白糖、雞油(雞油、迷迭香抽出物)、酵母萃取物)】

本產品含有魚類、甲殼類、芝麻、大豆、牛奶、蛋、堅果、含

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華育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B-185025777-00000-0

台中市北屯區陳平一街87號

(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入
奶蛋蔬 X 台灣 無鹽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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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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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2入
奶蛋蔬 X 台灣 無鹽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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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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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訂宅)亞尼克25度N檸檬派-12入
奶蛋蔬 X 台灣 無鹽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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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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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銷宅)亞尼克檸檬派1入
奶蛋蔬 X 台灣 無鹽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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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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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6條

奶蛋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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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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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訂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6條
奶蛋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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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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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銷宅)亞尼克-特黑生乳捲1條

奶蛋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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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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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里夫蛋糕冰心手指泡芙-1包 蛋奶蔬 X 台灣 蛋、麵粉、牛奶、奶油、糖、鹽、香草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品 里夫蛋糕店 D-153801796-00000-0 台南市安平區民權路4段171號

(宅)里夫蛋糕冰心手指泡芙-10包 蛋奶蔬 X 台灣 蛋、麵粉、牛奶、奶油、糖、鹽、香草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品 里夫蛋糕店 D-153801796-00000-0 台南市安平區民權路4段171號

(團訂宅)里夫蛋糕手指泡芙10包
蛋奶蔬 X 台灣 蛋、麵粉、牛奶、奶油、糖、鹽、香草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品

里夫蛋糕店 D-153801796-00000-0
台南市安平區民權路4段171號

(團銷宅)里夫蛋糕手指泡芙-1包 蛋奶蔬 X 台灣 蛋、麵粉、牛奶、奶油、糖、鹽、香草籽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麵粉)、蛋、奶製品 里夫蛋糕店 D-153801796-00000-0 台南市安平區民權路4段171號

(宅)久久津-北海道布蕾蛋糕1入
蛋奶蔬 X 台灣 雞蛋,牛奶,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麵粉,糖,蜂蜜調味糖漿(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奶油,乳酪(牛奶,鮮奶油,檸檬酸(調味劑)),果膠(水,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

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果凍粉(刺槐豆膠,葡萄糖,黏稠劑(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蒟蒻,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調味劑(檸檬酸鈉,

焦磷酸鉀),香草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籽)

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506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宅)久久津-北海道布蕾蛋糕10入
蛋奶蔬 X 台灣 雞蛋,牛奶,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麵粉,糖,蜂蜜調味糖漿(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奶油,乳酪(牛奶,鮮奶油,檸檬酸(調味劑)),果膠(水,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

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果凍粉(刺槐豆膠,葡萄糖,黏稠劑(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蒟蒻,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調味劑(檸檬酸鈉,

焦磷酸鉀),香草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籽)

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506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團訂宅)久久津北海道布蕾蛋糕10

蛋奶蔬 X 台灣 雞蛋,牛奶,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麵粉,糖,蜂蜜調味糖漿(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奶油,乳酪(牛奶,鮮奶油,檸檬酸(調味劑)),果膠(水,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

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果凍粉(刺槐豆膠,葡萄糖,黏稠劑(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蒟蒻,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調味劑(檸檬酸鈉,

焦磷酸鉀),香草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籽)

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506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團銷宅)久久津北海道蛋糕1入
蛋奶蔬 X 台灣 雞蛋,牛奶,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麵粉,糖,蜂蜜調味糖漿(果糖,蜂蜜,焦糖色素,香料),奶油,乳酪(牛奶,鮮奶油,檸檬酸(調味劑)),果膠(水,糖,葡萄糖漿,蘋果果膠,檸

檬酸,抗氧化劑(偏亞硫酸氫鈉)),果凍粉(刺槐豆膠,葡萄糖,黏稠劑(鹿角菜膠),果膠(檸檬),蒟蒻,品質改良劑(乳酸鈣),調味劑(檸檬酸鈉,

焦磷酸鉀),香草醬(糖漿,香草提取物,香草籽)

本產品含蛋、牛乳、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上禾堂國際美食有限公司 N-12461921500000-1

506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大崙街48-1號

(宅)諾貝爾-日式芋頭奶凍捲-2入

蛋奶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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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香料(丙二醇、水、食用藍色一號、食用藍色二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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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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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諾貝爾-日式芋頭奶凍捲-9入

蛋奶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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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香料(丙二醇、水、食用藍色一號、食用藍色二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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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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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訂宅)諾貝爾-日式芋頭奶凍捲9

蛋奶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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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香料(丙二醇、水、食用藍色一號、食用藍色二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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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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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銷宅)諾貝爾-日式芋頭奶凍捲1

蛋奶蔬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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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香料(丙二醇、水、食用藍色一號、食用藍色二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黃色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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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牛奶及蛋，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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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黑丸-嫩仙草-3桶
蔬食 X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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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黑丸-嫩仙草-6桶 蔬食 X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團訂宅)黑丸-嫩仙草-6桶 蔬食 X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團銷宅)黑丸-嫩仙草-1桶 蔬食 X 台灣 水、仙草原汁、砂糖、樹薯粉、消泡劑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宅)黑丸-寒天愛玉-3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宅)黑丸-寒天愛玉-6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團訂宅)黑丸-寒天愛玉-6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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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銷宅)黑丸-寒天愛玉-1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原汁、寒天粉、愛玉籽 無 黑堂有限公司 F－170624227－00000－3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302巷8號

(原)雅漾舒護活泉水150ml 二入組 X X 法國 雅漾活泉水、氮氣 無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X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7樓

(原)蔻蘿蘭養髮洗髮精200ml2入組 X X 法國 金雞納樹皮萃取、複合維他命B 無 統一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X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8號7樓

(宅)預倍葉黃素+DHA藻油膠囊-3罐

葷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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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及種子類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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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116130471-00003-7 台南市新市區大順九路9號

(宅)健康3D-3罐
蛋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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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122667534-00001-6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中正路1205號

(宅)健康3D紅麴+鉻雙效錠-3盒

蔬食 X 台灣 紅麴粉、苦瓜萃取粉(含苦瓜胜?)、微結晶狀α-纖維素、葡萄萃取粉(葡萄萃取粉、麥芽糊精)、葡萄糖酸鋅、膜衣{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水、氯化鈉)、二氧化鈦、氧化鐵、聚乙二醇[聚乙二醇、二丁基羥基甲苯(抗氧化劑)]、滑石粉}、交聯羧甲基纖維素鈉、橄欖葉萃取物(橄欖葉抽出物、糊

精)、聚乙烯?咯烷酮、硬脂酸鎂、二氧化矽、菸鹼酸鉻複合物(菸鹼酸鉻、氯化鈉)

本生產線亦生產含甲殼類、芒果、花生、牛奶、羊奶、蛋、堅

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及二氧化硫製品的產

品。
鴻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129084393-00001-0 台南市安南區新吉一路138號



(宅)向陽房原味地瓜燒1盒
蛋奶 X 台灣 57號地瓜、海藻糖、無鹽奶油(乳脂)、蛋黃、表面果膠(水、水蜜桃汁(水蜜桃、蔗糖、檸檬酸、氫化鈣)、樹薯澱粉、冷凍水果膠(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磷

酸二氫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向陽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84664430-00000-4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一段1503號

(宅)向陽房原味地瓜燒10盒
蛋奶 X 台灣 57號地瓜、海藻糖、無鹽奶油(乳脂)、蛋黃、表面果膠(水、水蜜桃汁(水蜜桃、蔗糖、檸檬酸、氫化鈣)、樹薯澱粉、冷凍水果膠(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磷

酸二氫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向陽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84664430-00000-4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一段1503號

(團銷宅)向陽房原味地瓜燒1盒

蛋奶 X 台灣 57號地瓜、海藻糖、無鹽奶油(乳脂)、蛋黃、表面果膠(水、水蜜桃汁(水蜜桃、蔗糖、檸檬酸、氫化鈣)、樹薯澱粉、冷凍水果膠(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磷

酸二氫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向陽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84664430-00000-4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一段1503號

(團訂宅)向陽房原味地瓜燒10盒
蛋奶 X 台灣 57號地瓜、海藻糖、無鹽奶油(乳脂)、蛋黃、表面果膠(水、水蜜桃汁(水蜜桃、蔗糖、檸檬酸、氫化鈣)、樹薯澱粉、冷凍水果膠(鹿角菜膠、刺槐豆膠、磷

酸二氫鉀)

本產品含有雞蛋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向陽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B-184664430-00000-4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一段1503號

(宅)韓虎嘯韓式泡菜1罐 五辛蔬 X 台灣 大白菜、紅蘿蔔、辣椒粉、糖、鹽、魚露、蔥、薑、蒜 本產品含魚露過敏原，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韓城興業有限公司 F-154288228-00000-2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0巷52號1樓

(宅)韓虎嘯韓式泡菜4罐
五辛蔬 X 台灣 大白菜、紅蘿蔔、辣椒粉、糖、鹽、魚露、蔥、薑、蒜 本產品含魚露過敏原，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韓城興業有限公司 F-154288228-00000-2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0巷52號1樓

(團訂宅)韓虎嘯韓式泡菜4罐
五辛蔬 X 台灣 大白菜、紅蘿蔔、辣椒粉、糖、鹽、魚露、蔥、薑、蒜 本產品含魚露過敏原，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韓城興業有限公司 F-154288228-00000-2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0巷52號1樓

(團銷宅)韓虎嘯韓式泡菜1罐
五辛蔬 X 台灣 大白菜、紅蘿蔔、辣椒粉、糖、鹽、魚露、蔥、薑、蒜 本產品含魚露過敏原，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韓城興業有限公司 F-154288228-00000-2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00巷52號1樓

(原)台灣鹽酥雞椒鹽粉
蔬食(非產線專用)X 台灣 胡椒、鹽、味精、大茴香、小茴香、肉桂、玉米來源水溶性纖維、甘草、三奈、丁香 無

台灣鹽酥雞股份有限公司 A-153086890-00000-7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0號一樓

(原)佬港冰室乾炒牛肉河粉-1包
葷 X 台灣 河粉(水、玉米澱粉、麵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在來米粉、食用修飾澱粉、玉米糖膠、沙拉油、食鹽、葡萄糖酸、消泡劑(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

六十、脂肪酸甘油脂、二氧化矽))、牛肉（巴拉圭、澳洲、紐西蘭）、洋蔥、韭黃、銀芽、醬油、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者食用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F-182847856-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原)佬港冰室乾炒牛肉河粉-10包 葷 X 台灣 河粉(水、玉米澱粉、麵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在來米粉、食用修飾澱粉、玉米糖膠、沙拉油、食鹽、葡萄糖酸、消泡劑(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

六十、脂肪酸甘油脂、二氧化矽))、牛肉（巴拉圭、澳洲、紐西蘭）、洋蔥、韭黃、銀芽、醬油、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者食用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F-182847856-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團訂原)佬港乾炒牛肉河粉-10包
葷 X 台灣 河粉(水、玉米澱粉、麵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在來米粉、食用修飾澱粉、玉米糖膠、沙拉油、食鹽、葡萄糖酸、消泡劑(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

六十、脂肪酸甘油脂、二氧化矽))、牛肉（巴拉圭、澳洲、紐西蘭）、洋蔥、韭黃、銀芽、醬油、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者食用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F-182847856-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團銷原)佬港乾炒牛肉河粉-1包
葷 X 台灣 河粉(水、玉米澱粉、麵粉、小麥澱粉、樹薯澱粉、在來米粉、食用修飾澱粉、玉米糖膠、沙拉油、食鹽、葡萄糖酸、消泡劑(矽樹脂、聚山梨醇酐脂肪酸脂

六十、脂肪酸甘油脂、二氧化矽))、牛肉（巴拉圭、澳洲、紐西蘭）、洋蔥、韭黃、銀芽、醬油、大豆沙拉油

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過敏者食用
日盛新興食品有限公司 F-182847856-00000-1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6號1樓

(原)龍鹽地瓜菇綜合包-1包 葷 X 台灣 地瓜條(台農57號地瓜、糖、鹽、樹薯粉)、杏鮑菇(杏鮑菇、樹薯澱粉、小麥澱粉、二砂糖、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八角)、米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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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原)龍鹽地瓜菇綜合包-10包
葷 X 台灣 地瓜條(台農57號地瓜、糖、鹽、樹薯粉)、杏鮑菇(杏鮑菇、樹薯澱粉、小麥澱粉、二砂糖、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八角)、米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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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團訂原)龍鹽地瓜菇綜合包-10包
葷 X 台灣 地瓜條(台農57號地瓜、糖、鹽、樹薯粉)、杏鮑菇(杏鮑菇、樹薯澱粉、小麥澱粉、二砂糖、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八角)、米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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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團銷原)龍鹽地瓜菇綜合包-1包
葷 X 台灣 地瓜條(台農57號地瓜、糖、鹽、樹薯粉)、杏鮑菇(杏鮑菇、樹薯澱粉、小麥澱粉、二砂糖、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八角)、米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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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小麥麩質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添來食品有限公司 N-154992631-00000-0

彰化縣北斗鎮新生里中西路二段340號

(原)憋氣檸檬梅子檸檬汁2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梅子、烏梅、鹽 無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五路9號

(原)憋氣檸檬梅子檸檬汁15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梅子、烏梅、鹽 無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五路9號

(團訂原)憋氣檸檬梅子檸檬汁15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梅子、烏梅、鹽 無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五路9號

(團銷原)憋氣檸檬梅子檸檬汁1瓶 蔬食 X 台灣 水、砂糖、檸檬、梅子、烏梅、鹽 無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台中市霧峰區霧工五路9號

(原)手標三合一泰式奶茶隨身包
葷 X 泰國 糖、奶精(葡萄糖漿, 完全氫化棕櫚仁油, 脫脂奶粉, 乾酪素鈉, 脂肪酸甘油酯,二氧化矽,磷酸氫二鉀.牛奶香料)、紅茶粉萃取、全脂奶粉、人工香料、甜味劑(阿

斯巴甜)、著色劑(食用黃色5號)、甜味劑(甘草素)。

過敏原警語：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含有阿斯巴甜，苯酮尿症患者

(Phenylketonurics)不宜使用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52711537000009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原)if100％椰子水(6瓶組)
蔬食 X 泰國 100%椰子水 本產品含有堅果類(椰子)

啵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52711537000009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91號5樓

(原)肯寶西印度櫻桃C隨身包 葷 X 台灣 難消化性麥芽湖精、砂糖、麥芽糊精、西印度櫻桃濃縮汁、檸檬酸、檸檬酸鈉、蘋果酸、香料、維生素C、紅甜菜汁、婀娜多色素、β-胡蘿蔔素 無 麗多國際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F-170363187-00001-9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1-11號3樓

(原)莊記綠豆鑽冰棒 葷 X 台灣 綠豆仁、水、紅砂糖、黑糖、龍眼湯(龍眼、糖、水) 無 莊記綠豆鑽食品有限公司 E-159241856-00003-5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71號

(原)莊記綠豆鑽冰棒_牛奶
葷 X 台灣 綠豆仁、水、紅砂糖、黑糖、奶粉、龍眼湯(龍眼、糖、水) 本產品含有乳製品

莊記綠豆鑽食品有限公司 E-159241856-00003-5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71號

(原)沖繩黑糖奶舒土司-1片
蛋奶 X 台灣 日本沖繩黑糖奶粉、奶油(來自牛乳)、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丶硬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品質改良劑〔小麥粉、丙酸鈣、抗氧化劑（維生

素C)澱粉酶〕、食鹽、高筋麵粉、酵母、水、蔗糖

本產品含有小麥麩質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肚肚商行 B-172546199-00000-2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90號3樓

(原)沖繩黑糖奶舒土司-8片
蛋奶 X 台灣 日本沖繩黑糖奶粉、奶油(來自牛乳)、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丶硬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品質改良劑〔小麥粉、丙酸鈣、抗氧化劑（維生

素C)澱粉酶〕、食鹽、高筋麵粉、酵母、水、蔗糖

本產品含有小麥麩質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肚肚商行 B-172546199-00000-2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90號3樓

(團訂原)沖繩黑糖奶舒土司-8片 蛋奶 X 台灣 日本沖繩黑糖奶粉、奶油(來自牛乳)、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丶硬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品質改良劑〔小麥粉、丙酸鈣、抗氧化劑（維生

素C)澱粉酶〕、食鹽、高筋麵粉、酵母、水、蔗糖

本產品含有小麥麩質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肚肚商行 B-172546199-00000-2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90號3樓

(團銷原)沖繩黑糖奶舒土司-1片 蛋奶 X 台灣 日本沖繩黑糖奶粉、奶油(來自牛乳)、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丶硬質棕油、完全氫化硬質棕油、椰子油）、品質改良劑〔小麥粉、丙酸鈣、抗氧化劑（維生

素C)澱粉酶〕、食鹽、高筋麵粉、酵母、水、蔗糖

本產品含有小麥麩質及乳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肚肚商行 B-172546199-00000-2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七路90號3樓

(原)得利坊迷你肉桂捲6入

蛋奶蔬 X 泰國 水, 小麥粉, 人造奶油{棕櫚油脂[含棕櫚油脂,抗氧化劑:(二丁基羥基甲苯)],水,鹽,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防腐劑: (己二烯酸鉀),檸檬酸,著色劑(β-胡蘿

蔔素),香料}, 糖, 卡士達粉: [糖, 粘稠劑(乙醯化磷酸二澱粉,海藻酸鈉), 脫脂奶粉,乳清粉, 磷酸鈣, 多磷酸鈉, 著色劑(β-胡蘿蔔素), 香料],酵母, 雞蛋, 肉桂粉, 鹽, 混

合製品 [小麥粉, 樹薯澱粉, 乳化劑(酒石酸甘油酯), 碳酸鈣, 抗氧化劑(維生素C) ,澱粉酵素] , 小麥麵筋

本產品含有麩質穀物、大豆、牛奶, 蛋類,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得利坊有限公司 A-129067394-00000-8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3巷28號 7號樓之5

(原)浮憲東北餃經典口味

葷食 台灣 台灣 麵皮成份：

麵粉、水、粘稠劑(磷酸二澱粉)、小麥蛋白、海藻糖。

內餡成份：

豬肉、高麗菜、韭菜、洋蔥、水、蔥、薑、香油(大豆油、芝麻油)、鰹魚粉[食鹽、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糖類(乳糖、砂糖)、風味原料(鰹魚粉末、鰹魚萃取物、昆布萃取物)、水解蛋白]、沙漠湖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魚類、乳糖、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

且該生產線也生產含有甲殼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唯奇食品有限公司 E-124644262-00002-4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09巷53號

(原)詹粉-香辣粉 葷食 X 台灣 辣椒、菜籽油、白芝麻、大豆、花生、食用鹽、花椒、白砂糖、L-麩酸鈉、麥芽糊精、澱粉、八角、肉桂、草果、白胡椒粉、薑粉、薑黃、蔥粉、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肉粉、肉味抽出物、檸檬酸、核黃素

本產品含有大豆、花生及芝麻，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詹醬有限公司 A-152302569-00000-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12號3樓

(原)詹醬-焦糖香辣爆米花
葷食 X 台灣 美國蘑菇玉米粒（非基改）、棕櫚油、麥芽糖、紅糖、砂糖、、棕櫚油、詹粉(辣椒、菜籽油、白芝麻、大豆、花生、食用鹽、花椒、白砂糖、L-麩酸鈉、

麥芽糊精、澱粉、八角、肉桂、草果、白胡椒粉、薑粉、薑黃、蔥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肉粉、肉味抽出物、檸檬

酸、核黃素)

本產品含有大豆、花生及芝麻，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詹醬有限公司 A-152302569-00000-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12號3樓

(原)經脆脆酥脆雞皮餅乾(白胡椒)
葷 X 台灣 雞皮、麵粉、L-麩酸鈉、鹽、白胡椒、蒜頭、洋蔥、麥芽糊精、糖、琥珀酸二鈉、甘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茴、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肉桂、山奈，小茴、二氧化矽、丁香、花椒、陳皮

本產品含小麥、大豆、乳製品過敏原，不適用過敏體質。
經家味有限公司 B-160288301-00000-7   

台中市太平區永豐路67巷18號

(原)經脆脆100%蒜片(白胡椒)
五辛蔬 X 台灣 蒜片、棕櫚油、L-麩酸鈉、鹽、白胡椒、蒜頭、洋蔥、麥芽糊精、糖、琥珀酸二鈉、甘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茴、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肉桂、山奈，小茴、二氧化矽、丁香、花椒、陳皮

本產品含大豆、乳製品過敏原，不適用過敏體質。
經家味有限公司 B-160288301-00000-7   

台中市太平區永豐路67巷18號

(原)海底撈麻辣乾拌麵

葷食 X 台灣 麵體：小麥粉、水、食鹽。

麻辣調味料：食用菜籽油、食鹽、豆瓣醬（辣椒、蠶豆、水、食鹽、麵粉、青蔥、辣椒調味粉（辣椒、食用菜籽油、芝麻、花椒)、薑、蒜、辣椒、L-麩酸

鈉

、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蔗糖)、花椒、蔗糖、八角、白胡椒、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食鹽)、5-次黄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二

鈉、香料(香料、大豆油、芝麻油)。

調味醬油：調理醋、釀造醬油[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小麥）、鹽、蔗糖、食用酒精、調味劑（琥珀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黄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天門冬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品質改良劑（無水碳酸鈉、偏磷酸鈉)、天然紅麴色素、甜味劑（甘草

萃）]、水、蔗糖、L-麩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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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DL-胺基丙酸、檸檬

酸鈉)、食鹽、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豆。

本產品含有蠶豆，蠶豆病患者請勿食用。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H-154964001-00000-4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5樓

(原)On The Road泰式奶茶冰淇淋
蛋奶蔬 X 台灣 全脂牛奶、水、海藻糖、脫脂奶粉、葡萄糖、泰式紅茶(紅茶、香料)、鮮奶油(乳脂、刺糖

豆膠)、砂糖、刺糖

豆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

本產品含有牛奶，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沅栗有限公司 F-182880290-00001-1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69巷27號6樓之2

(原)布莉克綜合水果冰棒6入

葷食 X 台灣 草莓牛奶冰棒:草莓、牛奶、草莓片、砂糖、長春(紫)打發專用脂[水、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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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粘稠劑(乾酪素鈉)、香料、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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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槐豆膠、關華豆膠、葡萄糖

哈密瓜冰棒:哈密瓜、牛奶、草莓片、砂糖、長春(紫)打發專用脂[水、油脂(氫化棕櫚核仁油、無水奶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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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水)、粘稠劑(乾酪素鈉)、香料、β-胡蘿蔔素(阿拉伯膠、葵花油、麥芽糊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乳製品，不適用過敏體質。

竑順興企業社 D-147839458-00000-9

台南市麻豆區南勢里關帝廟15-1號

(原)THOMSON奶茶機_薄荷綠
X X 中國 x x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X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路116巷6號

(原)THOMSON奶茶機_檸檬黃
X X 中國 x x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X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路116巷6號

(原)免插電優格機

X X 韓國 x x

合安丞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8號7F

(原)THOMSON電動研磨咖啡隨行杯
X X 中國 x x

旺德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X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三路116巷6號

(原)我很脆-牛奶起司

葷食 X 台灣 蝦薯條(馬鈴薯澱粉、馬薯薄片、蝦肉、、糖、大蒜、醋磺內酯鉀(甜味劑)、合成膨脹劑(玉米澱粉、焦磷酸鈉、碳酸氫鈉)、黃色四)、棕櫚油、司風粉[乾

酪、蔗糖、洋蔥、-酸鈉、蒜頭、黃水解蛋白、香料(乾酪、蔗糖、香料、醋酸、糊、鹽、乳酸、阿伯膠、脂肪酸甘油酯、乳酸鈣、L-酸鈉、二氧化矽、麥芽

糊、乳糖、葡萄糖、5'黃酸鈉、5'-核昔酸二鈉、檸檬酸、鈴薯糊)、食鹽、乳糖、二氧化矽、墨西哥香辛料(大豆油、脂、脂肪酸甘油酯、小茴香抽出物、洋

蔥抽物)、胺基乙酸、L-天門冬酸鈉、蔗糖素甜味劑)、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煉乳粉[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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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牛奶、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蛋、羊奶、乳糖、類、物其品一產線生產,對類

物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我很脆股份有限公司 O-190126326-00000-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6號7樓之四

(原)我很脆-鬼椒檸檬

葷食 X 台灣 蝦薯條(馬鈴薯澱粉、馬鈴薯片、蝦肉、、糖、大蒜、醋磺內酯鉀(甜劑)、合成膨脹劑(玉米澱粉、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用黃色四)、棕櫚、泰式風調粉[、-

酸鈉、蔗糖、葡萄糖、麥芽糊DL-蘋果酸、蒜頭粉、酵母抽出物、辣椒、二氧化矽、5'-次黃核磷酸二鈉、5'-鳥核磷酸二鈉、香料[丙二醇、香料、生育維生

素)(抗氧化劑]、-山醇甜劑)、蒜頭抽出物、胡抽物、蔗糖素(甜劑]、鬼椒麻辣調味粉[青辣椒、辣椒、、、花椒、糖、物、酸鈉、魔鬼椒、蒜粉(大蒜、二氧化

矽)、5'-鳥嘌哈核昔磷酸二鈉、5'-次黃核磷酸二鈉、水性辣椒紅[聚山梨醇酥脂肪酸酯八十(乳化劑)、紅椒萃取物]、色水性辣[丙二、、脂肪酸八乳化劑)、脫

色辣椒萃取物]、DL-蘋果酸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牛奶、豆及其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蛋、羊奶、乳糖、類、物其品一產線生產,對類

物過敏者請避免食用。 我很脆股份有限公司 O-190126326-00000-1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86號7樓之四

(原)直落玻璃瓦煲胡椒豬肚肉骨茶

葷食 台灣 台灣 水.排骨.豬肚.蒜頭.紅棗.鹽.米酒.胡椒粉.【調味劑(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糖膠.雞肉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抽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雞油

(雞油.迷迭香萃取物).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調味劑(高鮮味精:L-麩酸鈉.和?酸(5'-次黃嘌呤核?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鈉)】.冰糖.肉骨茶包(花椒.胡椒.丁香.甘草.肉桂.羅漢果.黨蔘.八角.茴香.甘蔗.當歸.川芎.玉竹.枸杞子)

本產品含有小麥,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華瑄實業有限公司 F-184822655-00000-3

台中市西屯區甘州六街３０號１樓

(原)好結果榴槤果脆
蔬食 X 台灣 榴槤果泥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芒果，對其過

敏體質者請留意。 一鳴生技農園 E-110707238-00001-1
台中市西屯區甘州六街３０號１樓

(原)大瑪雙麻麵-1碗

蔬食 X 馬來西亞 麵體:小麥麵粉、棕櫚油、水

芝麻醬包:芝麻糊(芝麻、棕櫚油)、棕櫚油、花生醬(花生仁、棕櫚油)、辣椒、八角、花椒、辣椒?色素

醬油包:醬油(水、黃豆、小麥、鹽、焦糖色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甜味劑(蔗糖素)、糖.

調味油包:棕櫚油、辣椒、八角、花椒、芝麻、辣椒紅色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

芝麻包:脫水芝麻

本產品實物含有大豆、小麥、花生、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一鳴生技農園 M-154957418-00000-3

台中市西屯區甘州六街３０號１樓

(原)享點子蒜味蠔油粉絲煲-1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水、冬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豬肉(台灣)、醬油、大豆沙拉油、香菇素蠔油(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鹽)、水、轉化液糖(蔗

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鹽、特級砂糖、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糊精、檸檬酸鈉)、甜菊

糖?)、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DL-蘋果酸))、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高蛋白豆片、小麥、

鹽)、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調合液(糖、水、

鹽、黃豆、麵粉、普通焦糖色素)、二砂、L-麩酸鈉、黑胡椒粒、鮮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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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香蒜粉(蒜

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蒜仁。

本產品含大豆、奶類、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原)享點子蒜味蠔油粉絲煲-10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水、冬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豬肉(台灣)、醬油、大豆沙拉油、香菇素蠔油(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鹽)、水、轉化液糖(蔗

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鹽、特級砂糖、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糊精、檸檬酸鈉)、甜菊

糖?)、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DL-蘋果酸))、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高蛋白豆片、小麥、

鹽)、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調合液(糖、水、

鹽、黃豆、麵粉、普通焦糖色素)、二砂、L-麩酸鈉、黑胡椒粒、鮮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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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香蒜粉(蒜

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蒜仁。

本產品含大豆、奶類、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團訂原)享點子蒜味粉絲煲-10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水、冬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豬肉(台灣)、醬油、大豆沙拉油、香菇素蠔油(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鹽)、水、轉化液糖(蔗

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鹽、特級砂糖、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糊精、檸檬酸鈉)、甜菊

糖?)、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DL-蘋果酸))、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高蛋白豆片、小麥、

鹽)、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調合液(糖、水、

鹽、黃豆、麵粉、普通焦糖色素)、二砂、L-麩酸鈉、黑胡椒粒、鮮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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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香蒜粉(蒜

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蒜仁。

本產品含大豆、奶類、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團銷原)享點子蒜味粉絲煲-1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水、冬粉(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豬肉(台灣)、醬油、大豆沙拉油、香菇素蠔油(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麥、鹽)、水、轉化液糖(蔗

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鹽、特級砂糖、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甜味劑(甘草萃(糊精、檸檬酸鈉)、甜菊

糖?)、防腐劑(己二烯酸鉀)、調味劑(DL-蘋果酸))、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高蛋白豆片、小麥、

鹽)、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糯米、甜味劑(甘草酸鈉、甜菊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調合液(糖、水、

鹽、黃豆、麵粉、普通焦糖色素)、二砂、L-麩酸鈉、黑胡椒粒、鮮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雞肉、迷迭香抽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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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白胡椒))、香蒜粉(蒜

粉、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蒜仁。

本產品含大豆、奶類、蛋、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2-16號

(原)21泰式椰香咖哩雞1包

葷食 X 台灣 椰漿(濃椰漿、水)、雞肉、水、青豆仁、雞高湯(水、雞)、炸油(大豆沙拉油、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綠咖哩醬(綠辣椒、大蒜、香茅、蔥、鹽、南

薑、麻瘋柑葉、蝦醬(蝦、鹽)、香辛料(小茴香粉、芫荽粉))、九層塔、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馬鈴薯澱粉、辣椒、香茅、二砂、大豆沙拉油、印度咖

哩粉、檸檬葉、洋蔥粉(洋蔥、二氧化矽)、巴西里、鹽、香蒜粉(麥芽糊精、香蒜粉(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蒜精粉(脫水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

大蒜精油)、大蒜香料(阿拉伯膠、大蒜精油、二氧化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堅果類、魚類及甲殼類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南園路2-16號

(原)21泰式椰香咖哩雞10包

葷食 X 台灣 椰漿(濃椰漿、水)、雞肉、水、青豆仁、雞高湯(水、雞)、炸油(大豆沙拉油、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綠咖哩醬(綠辣椒、大蒜、香茅、蔥、鹽、南

薑、麻瘋柑葉、蝦醬(蝦、鹽)、香辛料(小茴香粉、芫荽粉))、九層塔、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馬鈴薯澱粉、辣椒、香茅、二砂、大豆沙拉油、印度咖

哩粉、檸檬葉、洋蔥粉(洋蔥、二氧化矽)、巴西里、鹽、香蒜粉(麥芽糊精、香蒜粉(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蒜精粉(脫水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

大蒜精油)、大蒜香料(阿拉伯膠、大蒜精油、二氧化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堅果類、魚類及甲殼類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南園路2-16號

(團訂原)21泰式椰香咖哩雞10包

葷食 X 台灣 椰漿(濃椰漿、水)、雞肉、水、青豆仁、雞高湯(水、雞)、炸油(大豆沙拉油、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綠咖哩醬(綠辣椒、大蒜、香茅、蔥、鹽、南

薑、麻瘋柑葉、蝦醬(蝦、鹽)、香辛料(小茴香粉、芫荽粉))、九層塔、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馬鈴薯澱粉、辣椒、香茅、二砂、大豆沙拉油、印度咖

哩粉、檸檬葉、洋蔥粉(洋蔥、二氧化矽)、巴西里、鹽、香蒜粉(麥芽糊精、香蒜粉(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蒜精粉(脫水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

大蒜精油)、大蒜香料(阿拉伯膠、大蒜精油、二氧化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堅果類、魚類及甲殼類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南園路2-16號



(團銷原)21泰式椰香咖哩雞1包

葷食 X 台灣 椰漿(濃椰漿、水)、雞肉、水、青豆仁、雞高湯(水、雞)、炸油(大豆沙拉油、軟質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綠咖哩醬(綠辣椒、大蒜、香茅、蔥、鹽、南

薑、麻瘋柑葉、蝦醬(蝦、鹽)、香辛料(小茴香粉、芫荽粉))、九層塔、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馬鈴薯澱粉、辣椒、香茅、二砂、大豆沙拉油、印度咖

哩粉、檸檬葉、洋蔥粉(洋蔥、二氧化矽)、巴西里、鹽、香蒜粉(麥芽糊精、香蒜粉(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蒜精粉(脫水蒜片、玉米澱粉、麥芽糊精、

大蒜精油)、大蒜香料(阿拉伯膠、大蒜精油、二氧化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

堅果類、魚類及甲殼類製品

欣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22977812-00000-3

桃園市中壢工業區南園路2-16號

(原)柚子胡椒雞腿排-1片

葷食 X 台灣 雞腿肉、柚子醬(水、醬油、柑橘抽出物、醋、葡萄糖、鹽、L-麩酸鈉、柴魚抽出物、分離大豆蛋白、麥芽糖醇、氯化鉀、昆布抽出物、酵母抽出物、5’-

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蔗糖、蘋果、胺基乙酸、玉米糖膠、DL-蘋果酸、已二烯酸鉀(防腐劑))、水、肉品調味粉(分離大豆蛋白、

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柑橘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小麥水解蛋白)、白胡椒粉、黑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龍岩143-7號

(原)柚子胡椒雞腿排-20片

葷食 X 台灣 雞腿肉、柚子醬(水、醬油、柑橘抽出物、醋、葡萄糖、鹽、L-麩酸鈉、柴魚抽出物、分離大豆蛋白、麥芽糖醇、氯化鉀、昆布抽出物、酵母抽出物、5’-

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蔗糖、蘋果、胺基乙酸、玉米糖膠、DL-蘋果酸、已二烯酸鉀(防腐劑))、水、肉品調味粉(分離大豆蛋白、

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柑橘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小麥水解蛋白)、白胡椒粉、黑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龍岩143-7號

(團訂原)柚子胡椒雞腿排-20片

葷食 X 台灣 雞腿肉、柚子醬(水、醬油、柑橘抽出物、醋、葡萄糖、鹽、L-麩酸鈉、柴魚抽出物、分離大豆蛋白、麥芽糖醇、氯化鉀、昆布抽出物、酵母抽出物、5’-

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蔗糖、蘋果、胺基乙酸、玉米糖膠、DL-蘋果酸、已二烯酸鉀(防腐劑))、水、肉品調味粉(分離大豆蛋白、

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柑橘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小麥水解蛋白)、白胡椒粉、黑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龍岩143-7號

(團銷原)柚子胡椒雞腿排-1片

葷食 X 台灣 雞腿肉、柚子醬(水、醬油、柑橘抽出物、醋、葡萄糖、鹽、L-麩酸鈉、柴魚抽出物、分離大豆蛋白、麥芽糖醇、氯化鉀、昆布抽出物、酵母抽出物、5’-

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蔗糖、蘋果、胺基乙酸、玉米糖膠、DL-蘋果酸、已二烯酸鉀(防腐劑))、水、肉品調味粉(分離大豆蛋白、

鹽、蔗糖、酵母抽出物、柑橘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小麥水解蛋白)、白胡椒粉、黑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保證責任雲林縣元長家禽生產合作社 P-178924373-00001-7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龍岩143-7號

(原)山寨村洋蔥圈-1包 蔬食 X 荷蘭 洋蔥,麵粉,植物油 (葵花籽油,油菜籽油),小麥澱粉,海藻酸鈉,鹽,葡萄糖,酵母,糖,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69759865-00000-0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108號

(原)山寨村洋蔥圈-10包
蔬食 X 荷蘭 洋蔥,麵粉,植物油 (葵花籽油,油菜籽油),小麥澱粉,海藻酸鈉,鹽,葡萄糖,酵母,糖,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69759865-00000-0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108號

(團訂原)山寨村洋蔥圈-10包

蔬食 X 荷蘭 洋蔥,麵粉,植物油 (葵花籽油,油菜籽油),小麥澱粉,海藻酸鈉,鹽,葡萄糖,酵母,糖,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69759865-00000-0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108號

(團銷原)山寨村洋蔥圈-1包
蔬食 X 荷蘭 洋蔥,麵粉,植物油 (葵花籽油,油菜籽油),小麥澱粉,海藻酸鈉,鹽,葡萄糖,酵母,糖,紅椒色素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物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協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69759865-00000-0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108號

(原)食下有約秋蟹佐南洋咖哩

葷食 X 台灣 炸螃蟹【螃蟹、大豆沙拉油、蛋、麵包粉(麵粉(小麥、L抗壞血酸、水、

精製棕櫚油(棕櫚油、香料、混和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鹽、黃豆粉、酵母、玉米澱粉、硫酸鈣、碳酸氫銨製劑(碳酸氫銨、碳酸鎂) 、L-抗壞

血酸(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半胱氨酸鹽酸鹽、精製椰子油）】、咖哩醬【咖哩粉（薑黃粉、胡椒、辣椒、胡

荌、薑母、肉桂、小茴、孜然粉、荳蔻粉、公丁香）、椰漿(水、椰漿、玉米糖膠(增稠劑))、太白粉、鹽、味

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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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粉、白蘿蔔粉、紅蘿蔔粉、香菇粉)、糖】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蛋、大豆、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

食用

耐速行銷整合有限公司 D-154553149-00012-0

台南市南區喜樂路15號

(原)室玉甜品芒果探戈冰沙-1入

蔬食 X 台灣 芒果泥、高果糖糖漿、蘋果濃縮汁、水、蔗糖、柳橙果肉、柳橙濃縮汁、砂糖、阿拉伯膠、木松香甘油脂、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葡萄糖漿、β-胡蘿蔔

素、中鏈三酸甘油脂、磷酸鈣、乳粉、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 (脂肪肝油脂、乳酸硬脂酸鈉)、乳糖、維生素C、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 、黏

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DL-蘋果酸、檸檬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芒果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野人舒食有限公司 A-150780327-00000-0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23巷5號3樓

(原)室玉甜品芒果探戈冰沙-12入

蔬食 X 台灣 芒果泥、高果糖糖漿、蘋果濃縮汁、水、蔗糖、柳橙果肉、柳橙濃縮汁、砂糖、阿拉伯膠、木松香甘油脂、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葡萄糖漿、β-胡蘿蔔

素、中鏈三酸甘油脂、磷酸鈣、乳粉、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 (脂肪肝油脂、乳酸硬脂酸鈉)、乳糖、維生素C、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 、黏

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DL-蘋果酸、檸檬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芒果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野人舒食有限公司 A-150780327-00000-0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23巷5號3樓

(團銷原)室玉甜品-芒果冰沙1入
蔬食 X 台灣 芒果泥、高果糖糖漿、蘋果濃縮汁、水、蔗糖、柳橙果肉、柳橙濃縮汁、砂糖、阿拉伯膠、木松香甘油脂、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葡萄糖漿、β-胡蘿蔔

素、中鏈三酸甘油脂、磷酸鈣、乳粉、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 (脂肪肝油脂、乳酸硬脂酸鈉)、乳糖、維生素C、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 、黏

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DL-蘋果酸、檸檬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芒果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野人舒食有限公司 A-150780327-00000-0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23巷5號3樓

(團訂原)室玉甜品-芒果冰沙12入

蔬食 X 台灣 芒果泥、高果糖糖漿、蘋果濃縮汁、水、蔗糖、柳橙果肉、柳橙濃縮汁、砂糖、阿拉伯膠、木松香甘油脂、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葡萄糖漿、β-胡蘿蔔

素、中鏈三酸甘油脂、磷酸鈣、乳粉、麥芽糖、椰子油、奶油、乳化劑 (脂肪肝油脂、乳酸硬脂酸鈉)、乳糖、維生素C、維生素E(抗氧化劑)、檸檬酸 、黏

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DL-蘋果酸、檸檬酸鈉、香料

本產品含有芒果及其製品，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野人舒食有限公司 A-150780327-00000-0

新北市新店區寶中路123巷5號3樓

(原)泰國-布朗尼脆片餅乾
葷食 X 泰國 可可粉、可可脂、糖、小麥粉、奶油、雞蛋、膨脹劑(碳酸氫銨、碳酸氫鈉)、大豆卵磷脂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蛋、牛奶、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宸侑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F-154032177-00000-2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95巷5-2號1樓

(原)嚼式綜合咖啡豆糖
蔬食 X 馬來西亞 葡萄糖漿、食用棕櫚油、全脂奶粉、乾酪素鈉、脂肪酸甘油酯、磷酸氫二鉀、二氧化矽、葡萄糖、咖啡粉、麥芽糊精、甜味劑(蔗糖素)、硬脂酸鎂、羥丙基

甲基纖維素、著色劑[二氧

化鈦、焦糖色素(亞硫酸-銨鹽焦糖)、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40號]、天然色素(植物碳)、香料

本產品含有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智珗食品有限公司 F-153423231-00000-6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95巷5-2號1樓

(宅)濃情重巧克力起司蛋糕_1入
奶蛋素 X 台灣 奶油乳酪、自製奶油酥餅(巧克力：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糖粉、可可粉)、無鹽奶油、雞蛋、動物鮮奶油、砂糖、深黑苦甜巧克力、坦尚尼亞75%巧克力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蛋、小麥，不建議過敏體質者食用

熱柴有限公司 A-155714776-00000-0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7號3樓

(宅)濃情重巧克力起司蛋糕_2入 奶蛋素 X 台灣 奶油乳酪、自製奶油酥餅(巧克力：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糖粉、可可粉)、無鹽奶油、雞蛋、動物鮮奶油、砂糖、深黑苦甜巧克力、坦尚尼亞75%巧克力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蛋、小麥，不建議過敏體質者食用 熱柴有限公司 A-155714776-00000-0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7號3樓

(團訂宅)濃情重巧克力起司_8入
奶蛋素 X 台灣 奶油乳酪、自製奶油酥餅(巧克力：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糖粉、可可粉)、無鹽奶油、雞蛋、動物鮮奶油、砂糖、深黑苦甜巧克力、坦尚尼亞75%巧克力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蛋、小麥，不建議過敏體質者食用

熱柴有限公司 A-155714776-00000-0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7號3樓

(宅)濃情重巧克力起司蛋糕_8入
奶蛋素 X 台灣 奶油乳酪、自製奶油酥餅(巧克力：低筋麵粉、無鹽奶油、糖粉、可可粉)、無鹽奶油、雞蛋、動物鮮奶油、砂糖、深黑苦甜巧克力、坦尚尼亞75%巧克力 本產品含有牛奶製品、蛋、小麥，不建議過敏體質者食用

熱柴有限公司 A-155714776-00000-0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7號3樓

(原)狹山紅茶梅酒
葷食 X 日本埼玉縣 紅茶,梅酒,釀造酒精,糖. X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原)月亮寶石麝香氣泡葡萄酒
葷食 X 義大利 白葡萄 X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原)萬上日和梅酒 葷食 X 日本山梨縣 蒸餾酒,白蘭地,釀造酒精,糖,檸檬酸,香料,普通焦糖色素. X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原)龜甲萬萬上金箔梅酒 葷食 X 日本山梨縣 梅,白蘭地,釀造酒精,糖,檸檬酸,金箔. X 太冠國際開發事業有限公司 F-109441680-00000-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8巷1號2樓

(原)賀茂鶴梅酒

葷食 X 日本廣島縣 梅子、米酒、醣類 X

禾味國際有限公司 F-154701319-00000-3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2號1樓

之五

(原)尾瀨雪融山葡萄酒

葷食 X 日本群馬縣 米、米麴 X

禾味國際有限公司 F-154701319-00000-3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2號1樓

之五

(原)台畜鹽麴五花肉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鹽麴[蓬萊米、水、鹽、釀造酒精]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原)麻辣壹號店壹絕爽辣脆油條
五辛蔬 X 台灣 油條(麵粉、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鹽、碳酸氫銨、碳酸鎂、碳酸氫鈉、燒鉀明礬、鉀明礬)、椒麻粉（糖、辣椒粉、L-麩酸鈉、麥芽糊精、鹽、蒜粉(蒜

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

二氧化矽、蒜抽出物)、油性辣椒紅色素、二氧化矽、青花椒精油、花椒油樹脂、花椒粉）

本產品含大豆類、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N-128095323-00001-4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原)麻辣壹號店壹絕麻辣鴨血

葷食 X 台灣 湯汁【雞高湯(雞骨、水)、麻辣醬『水、黃豆油、糖、辣椒醬(辣椒、鹽)、蔬菜(大白菜、蒜頭、薑、紅蘿蔔、洋蔥、脫水青蔥)、香辛料(辣椒粉、花椒粉、

八角、茴香、山奈)、L-麩酸鈉、黃豆(非基因改造)、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辣椒抽出物(辣椒、卵磷脂、大豆油)、乳酸、

酵母抽出物(含糊精、鹽、葵花籽油)、蕃茄糊、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玉米糖膠、香料 、大麥』、辣油(大豆沙拉油、辣椒)、

醬汁(辣椒、米酒、豆瓣醬、白醋、薑、蒜頭、檸檬汁、精鹽、健美鮮ＣＬ(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

物)、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磷酸二鈉)、冰糖、砂糖、調味劑(檸檬酸))、精鹽、健美鮮

ＣＬ(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紅椒粉、青花椒、花椒、野山椒】、鴨血(水、鴨血、鹽、多磷

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矽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五、羧甲基纖維素鈉)、粉絲(馬鈴薯澱粉、豌豆澱粉、綠豆澱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螺貝、魚類、牛奶、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

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饗城股份有限公司 N-128095323-00001-4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原)CJbibigo韓式煎餅粉

葷食 X 韓國 小麥麵粉，調味料(鹽，玉米澱粉，

大蒜粉，洋蔥粉，黑胡椒粉)，糖，

精製鹽，發酵粉(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

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硬脂酸鈣)，糯米粉，玉米糖膠，核黃素

（維生素Ｂ2）

本產品含小麥，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臺灣伯連行銷有限公司 F-125147311-00000-7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7巷3號

(原)CJbibigo迷你黑糖堅果糖餅

葷食 X 韓國 ：麵皮[羥丙基澱粉、糖、複方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米粉、小麥粉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麵筋、脫脂奶粉、食鹽、大豆油]、水、黑糖、全雞蛋

液、人造奶油[玉米油、棕櫚油、食鹽、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乳脂香料、

防腐劑(去水醋酸鈉)、抗氧化劑(維生素E)]、葵花籽、烤花生、大豆油、關華豆膠、

肉桂粉、食用色素(胡蘿蔔色素)。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花生、麩質穀物類、大豆、牛奶及雞蛋

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本產品含有肉桂，孕婦忌食。

臺灣伯連行銷有限公司 F-125147311-00000-7

新北市汐止區民族二街97巷3號

(原)復興空廚可可雲朵蛋塔6入

葷食 X 台灣 鮮奶油,葡式蛋塔皮(人造奶油(棕櫚油、椰子油、水、奶油、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脂、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大豆油、檸檬酸甘油酯、大豆卵

磷脂、複方香料(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奶油、食用酒精)、天然香料、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維生

素E)、檸檬酸)、水、蔗糖、食鹽、葡萄糖酸δ內酯),雞蛋,鮮奶,蔗糖,棉花糖(葡萄糖漿、砂糖、水、明膠(牛皮)、甜味劑(D-山梨醇)、乙醯化二酸二澱粉、焦磷

酸鈉、香料、著色劑(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可可粉,玉米澱粉,麵粉

本產品含牛乳、大豆、堅果類、雞蛋、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

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原)食之香蔥花胡椒餅(5入)

五辛蔬 X 台灣 麵粉、糖、鹽、蔥、水、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白油(精製棕櫚油)、白胡椒粉、黑胡椒粒、L-麩酸鈉、複方膨脹劑(醋酸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檸檬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小麥)、黃豆、麵粉，不適合對

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宜昌食品有限公司 Q-155981652-00000-5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溪底寮路1-1號

(原)食之香蔥花胡椒餅(5入)10包

五辛蔬 X 台灣 麵粉、糖、鹽、蔥、水、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白油(精製棕櫚油)、白胡椒粉、黑胡椒粒、L-麩酸鈉、複方膨脹劑(醋酸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檸檬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小麥)、黃豆、麵粉，不適合對

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宜昌食品有限公司 Q-155981652-00000-5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溪底寮路1-1號

(團訂原)食之香蔥花胡椒餅10包
五辛蔬 X 台灣 麵粉、糖、鹽、蔥、水、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白油(精製棕櫚油)、白胡椒粉、黑胡椒粒、L-麩酸鈉、複方膨脹劑(醋酸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檸檬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小麥)、黃豆、麵粉，不適合對

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宜昌食品有限公司 Q-155981652-00000-5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溪底寮路1-1號

(團銷原)食之香蔥花胡椒餅1包
五辛蔬 X 台灣 麵粉、糖、鹽、蔥、水、大豆沙拉油(非基因改造)、白油(精製棕櫚油)、白胡椒粉、黑胡椒粒、L-麩酸鈉、複方膨脹劑(醋酸澱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檸檬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小麥)、黃豆、麵粉，不適合對

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宜昌食品有限公司 Q-155981652-00000-5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溪底寮路1-1號

(原)復興空廚提拉米蘇寶盒1盒

葷食 X 台灣 雞蛋,蔗糖,烘焙餐飲專用脂(棕櫚油、酪乳粉、食鹽、乳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牛奶香料、β-胡蘿蔔素),水,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

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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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卡彭起司,麵粉,咖啡粉(咖啡、菊苣),可可粉,杏仁粉,咖啡酒,複方膨脹劑(樹薯粉、麥芽糊精、酸性焦

磷酸鈉、酒石酸氫鉀)。

本產品含牛乳、蛋、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類、芒

果、芝麻、花生、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果及

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原)復興空廚提拉米蘇寶盒8盒

葷食 X 台灣 雞蛋,蔗糖,烘焙餐飲專用脂(棕櫚油、酪乳粉、食鹽、乳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牛奶香料、β-胡蘿蔔素),水,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

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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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卡彭起司,麵粉,咖啡粉(咖啡、菊苣),可可粉,杏仁粉,咖啡酒,複方膨脹劑(樹薯粉、麥芽糊精、酸性焦

磷酸鈉、酒石酸氫鉀)。

本產品含牛乳、蛋、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類、芒

果、芝麻、花生、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果及

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團訂原)復空提拉米蘇寶盒8盒

葷食 X 台灣 雞蛋,蔗糖,烘焙餐飲專用脂(棕櫚油、酪乳粉、食鹽、乳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牛奶香料、β-胡蘿蔔素),水,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

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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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卡彭起司,麵粉,咖啡粉(咖啡、菊苣),可可粉,杏仁粉,咖啡酒,複方膨脹劑(樹薯粉、麥芽糊精、酸性焦

磷酸鈉、酒石酸氫鉀)。

本產品含牛乳、蛋、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類、芒

果、芝麻、花生、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果及

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團銷原)復空提拉米蘇寶盒1盒

葷食 X 台灣 雞蛋,蔗糖,烘焙餐飲專用脂(棕櫚油、酪乳粉、食鹽、乳酸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氧化乙烯(20)山梨醇酐單硬脂酸酯、脂肪酸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

肪酸酯八十、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天然牛奶香料、β-胡蘿蔔素),水,甜點專用脂(牛乳、油脂(完全氫化棕櫚核仁油、棕櫚油、無水奶油)、水、乳粉、乾酪素

鈉、鹿角菜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脂肪酸蔗糖酯、卵磷脂、香料、蔗糖、多磷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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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卡彭起司,麵粉,咖啡粉(咖啡、菊苣),可可粉,杏仁粉,咖啡酒,複方膨脹劑(樹薯粉、麥芽糊精、酸性焦

磷酸鈉、酒石酸氫鉀)。

本產品含牛乳、蛋、大豆、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可

能導致過敏症狀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甲殼類、芒

果、芝麻、花生、魚類、頭足類、螺貝類、種子類、奇異果及

其製品

永潤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4925343-00001-4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中街71號

(原)美式橢圓薯餅1盒
蔬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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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112333307-00000-0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09巷2號6樓之一

(原)經典台式排骨(4片)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L-麩酸鈉、香料[胡椒粉、樹薯粉、辣椒粉、花椒粉、薑黃粉、小茴香粉、

香料]、黑胡椒粒、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乳清粉、蛋白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芝麻、奶類、蛋類及其製

品過敏原；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堅

果類、魚類、甲殼類、花生、頭足類、螺貝類、芹菜、芥末、

亞硫酸鹽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原)經典台式排骨(4片)8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L-麩酸鈉、香料[胡椒粉、樹薯粉、辣椒粉、花椒粉、薑黃粉、小茴香粉、

香料]、黑胡椒粒、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乳清粉、蛋白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芝麻、奶類、蛋類及其製

品過敏原；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堅

果類、魚類、甲殼類、花生、頭足類、螺貝類、芹菜、芥末、

亞硫酸鹽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團訂原)台式排骨(4片)8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L-麩酸鈉、香料[胡椒粉、樹薯粉、辣椒粉、花椒粉、薑黃粉、小茴香粉、

香料]、黑胡椒粒、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乳清粉、蛋白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芝麻、奶類、蛋類及其製

品過敏原；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堅

果類、魚類、甲殼類、花生、頭足類、螺貝類、芹菜、芥末、

亞硫酸鹽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團銷原)台式排骨(4片)1包

葷食 台灣 台灣 豬肉(台灣)、水、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蔗糖、醬油、芝麻香油、蒜粉、食鹽、L-麩酸鈉、香料[胡椒粉、樹薯粉、辣椒粉、花椒粉、薑黃粉、小茴香粉、

香料]、黑胡椒粒、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乳清粉、蛋白粉

本產品內含大豆、含麩質之穀物類、芝麻、奶類、蛋類及其製

品過敏原；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堅

果類、魚類、甲殼類、花生、頭足類、螺貝類、芹菜、芥末、

亞硫酸鹽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工廠 D-142710566-00001-3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原)微風如沐果香沐浴乳-香甜柚

X X 韓國 全成分：Water, Sodium Laureth Sulfate, Cocamidopropyl Betaine, Sodium Chloride, Sodium Benzoate, Polyquaternium-7, Disodium Laureth

Sulfosuccinate, Fragrance, Cocamide Methyl Mea, Glycerin, Cocamide Mea, Trihydroxystearin, Citric Acid, Disodium Edta, Butylene Glycol, Citrus

Junos Fruit Extract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X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

(原)微風如沐果香沐浴乳-棉花籽
X X 韓國 全成分：Water, Sodium Laureth Sulfate, Cocamidopropyl Betaine, Sodium Chloride, Sodium Benzoate, Polyquaternium-7, Disodium Laureth

Sulfosuccinate, Fragrance, Cocamide Methyl Mea, Glycerin, Cocamide Mea, Trihydroxystearin, Citric Acid, Disodium Edta, Butylene Glycol,

Gossypium Herbaceum (Cotton) Seed Extract

X
韓麗國際有限公司 X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1號9樓

(原)冒煙的喬墨西哥起司薄餅

葷食 台灣 臺灣
地中海蕃茄好豬墨西哥薄餅：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水、摩佐羅拉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菌、凝乳酶)、切達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

菌、凝乳酶)、玉米澱粉、礦物油、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蕃茄丁(蕃茄、蕃茄汁、檸檬酸)、豬肉(臺灣豬)、馬鈴薯、洋蔥、沙拉油、黃甜

椒、糖、酵母抽出物、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義大利綜合香辛料(奧勒岡葉、羅勒葉、迷迭香、蒜粒、紅辣椒、馬郁蘭葉、洋香菜葉)、乳化劑

(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泡打粉【小蘇打專用粉(碳酸氫鈉、二氧化矽)、酸性焦磷酸鈉(酸性焦

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磷酸鈣)】、鹽(氯化鈉、碘酸鉀)、糖、黃豆粉(非基因改造)、關華豆膠、酵母【釀酒酵母、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

生素C)】、酵素【半纖維素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失活酵母】

羅勒青醬嫩雞墨西哥薄餅：麵粉(小麥麵粉、維生素C)、水、摩佐羅拉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菌、凝乳酶)、切達乳酪(巴氏殺菌牛奶、鹽、乳酵菌、

凝乳酶)、玉米澱粉、礦物油、乳化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雞肉、九層塔、杏鮑菇、馬鈴薯、沙拉油、洋蔥、甜紅椒、甜黃椒、糖、雞粉【食

鹽、麥芽糊精、調味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糖、玉米澱粉、香料、雞脂、雞肉萃取物、薑粉、薑黃粉、酵母萃取物、白胡

椒粉、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焦糖色素】、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鹽、蒜粉(大蒜粉、麥芽糊精、辣椒、香料)、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酯、脂肪酸

甘油酯)、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泡打粉【小蘇打專用粉(碳酸氫鈉、二氧化矽)、酸性焦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磷酸二氫鈉、磷酸

鈣)】、鹽(氯化鈉、碘酸鉀)、糖、黃豆粉(非基因改造)、關華豆膠、酵母【釀酒酵母、乳化劑(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抗氧化劑(維生素C)】、酵素【半纖維素

酵素(麵粉、聚木糖酵素)、失活酵母】

本產品含麩質、大豆及奶類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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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殼類、

頭足類、蛋類。

明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Q-116078138-00000-8

嘉義縣大林鎮三角里下林頭31號

(原)冒煙的喬特製威士忌香腸

葷食 豬肉-台灣

腸衣-西班牙

臺灣 豬肉(台灣)、豬背脂(台灣)、糖、豬腸衣(西班牙)、威士忌、鹽、大豆蛋白、味精、血漿蛋白、麥芽糊精、乳糖、海藻糖、多磷酸鈉、葡萄糖、香料、5'-鳥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三乙酸甘油酯、漂白澱粉、麥芽糊精、甜味劑(醋磺內酯鉀)、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中鏈三酸甘油酯、

蕃薯粉、二氧化矽、亞硝酸鈉、菸鹼醯胺、麩醯胺轉胺酶、豬油(日本)、豬抽出物、酵母抽出物、玉米蛋白、洋蔥抽出物、小麥蛋白、DL-胺基丙酸、胺基

乙酸、食用紅色六號、琥珀酸二鈉、D-木糖、檸檬酸鈉、胭脂紅色素、白肉精粉(香料)。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麩質，，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安德魯紳有限公司 T-170419324-00003-0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952號

(原)solac負離子吹風機(白) X X 中國 X X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X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69號32樓
(原)SOU SOU大容量保冷袋 X X 中國 X X 群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X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二段69號32樓

(原)四方釜山魚餅
葷食 X 台灣 魚漿、水、糖、食鹽、米霖(糯米、米麴、果糖、釀造酢)、水解大豆蛋白(使用非基因改造黃豆)、木糖、螃蟹抽出物、大豆油、蛋白粉、紅花油

食品添加物：黏稠劑(磷酸二澱粉)、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著色劑二氧化鈦)、調味劑(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氯化鈣、碳酸鈉、焦磷酸四鈉、多磷酸

鈉)、香料、乳化劑(脂肪酸聚合甘油酯)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

品體質者食用。 食上天有限公司 E-159159194-00000-5
高雄市大樹區溪埔路40號

 (原)CAFE!N濃萃咖啡球 素食 X 日本奈良 咖啡萃取液(水、咖啡) X 阿發布雷克股份有限公司 H-169697502-00000-9 桃園市平鎮區湧豐里15鄰工業五路8號
(原)KUDI智能廚餘機 X X 中國 X X 俐冠有限公司 X 桃園市桃園區裕和街17巷70號5樓 

(原)美德糕餅鋪-日式生乳燒 奶蛋蔬 X 台灣 生乳、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雞蛋、蔗糖、植物油(芥花油、頂級橄欖油、葵花油、葡萄籽油、玉米油)、白醋(糯米、水) 本產品含有奶類、雞蛋、麩質之穀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美得食品有限公司 H-154505479-00000-4 桃園市八德區和成路27號

統一LP33益生菌膠曩 葷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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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統一企業(股)公司委託景岳生物科技(股)公司製造D-173251209-00000-0 台南市善化區南科七路8號

(原)愛牧牛奶-1瓶 奶蔬 X 德國 生乳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誠芳股份有限公司 A-186474006-00000-3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6號7樓
(原)愛牧牛奶-10瓶 奶蔬 X 德國 生乳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誠芳股份有限公司 A-186474006-00000-3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6號7樓
(團訂原)愛牧牛奶-10瓶 奶蔬 X 德國 生乳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誠芳股份有限公司 A-186474006-00000-3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6號7樓



(團銷原)愛牧牛奶-1瓶 奶蔬 X 台灣 生乳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誠芳股份有限公司 A-186474006-00000-3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16號7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