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廠商名稱 貨號 品名 牛/豬肉品產地 商品成分 過敏原提醒 生產、委製工廠
食品業者

登錄字號
供應商名稱 供應商電話 供應商地址 產品責任險

美吉 1030741 三杯雞 無

上選雞肉、九層塔、麻油、薑、鹽、醬油、水、醬色(焦

糖色素)、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味鮮(L-麩酸鈉、

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麩質穀類及蛋製品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A-184274003-00000-6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02)2809-8636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229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

0521字第03ML000529號保單續保

美吉 1030758 宮保雞丁 無

雞胸片、脫水辣椒、鹽、醬油、蔥、洋蔥、米酒、蒜、

水、醬色(焦糖色素)、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味鮮

(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麩質穀類及蛋製品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A-184274003-00000-6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02)2809-8636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229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

0521字第03ML000529號保單續保

美吉 1030790 糖醋排骨 豬肉:台灣

上選小排、洋菇、鳳梨、紅蘿蔔、鹽、糖、澱粉、醬油、

水、醬色(焦糖色素)、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味鮮

(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麩質穀類及蛋製品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A-184274003-00000-6 美吉食品有限公司 (02)2809-8636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229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

0521字第03ML000529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76421 甜甜圈果醬夾心餅乾-草莓 無

小麥粉, 白砂糖, 棕櫚油, 葡萄糖漿, 草莓醬(糖, 葡萄

糖漿, 草莓汁,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 柑橘果膠, 鹿角菜

膠, 海藻酸鈉, 檸檬酸鉀, 甘油, 檸檬酸, 甜味劑(D-山

梨醇), 脂肪酸蔗糖酯, 香料, 色素(胭脂紅), 海藻糖,

食用鹽, 大豆油), 鹽, 碳酸氫銨, 碳酸氫鈉, 大豆卵磷

脂, β-胡蘿蔔素, 香料。

小麥, 大豆及其製品 MANZALIM FOOD INDUSTRIES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美加 1076439 甜甜圈果醬夾心餅乾-檸檬 無

小麥粉, 白砂糖, 棕櫚油, 葡萄糖漿, 檸檬醬(糖, 葡萄

糖漿, 檸檬汁,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 柑橘果膠, 鹿角菜

膠, 海藻酸鈉, 檸檬酸鉀, 甘油, 檸檬酸, 甜味劑(D-山

梨醇), 脂肪酸蔗糖酯, 香料, 海藻糖, 食用鹽, 大豆

油), 鹽, 碳酸氫銨, 碳酸氫鈉, 大豆卵磷脂, β-胡蘿蔔

素, 香料。

小麥, 大豆及其製品 MANZALIM FOOD INDUSTRIES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美加 1076447 甜甜圈果醬夾心餅乾-藍莓 無

小麥粉, 白砂糖, 棕櫚油, 葡萄糖漿, 藍莓醬(糖, 葡萄

糖漿, 藍莓汁, 乙醯化磷酸二澱粉, 柑橘果膠, 鹿角菜

膠, 海藻酸鈉, 檸檬酸鉀, 甘油, 檸檬酸, 甜味劑(D-山

梨醇), 脂肪酸蔗糖酯, 香料, 色素(胭脂紅, 藍色1號),

海藻糖, 食用鹽, 大豆油), 鹽, 碳酸氫銨, 碳酸氫鈉,

大豆卵磷脂, β-胡蘿蔔素, 香料。

小麥, 大豆及其製品 MANZALIM FOOD INDUSTRIES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泰泉 1089457 taichuan鮮果乾系列-甘草檸檬乾 無
檸檬、 糖、 甘草、 鹽、 甜味劑(甘草萃、 甜菊醣苷、

蔗糖素、 紐甜)、DL-蘋果酸、偏亞硫酸氫鈉
本產品含有偏亞硫酸氫鈉，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泰泉 1089465 taichuan鮮果乾系列-甘草紅心芭樂乾 無

紅心芭樂、 糖、 鹽

梅粉包:梅子、 糖、鹽、 甜味劑(甘草萃、 甜菊醣苷、

蔗糖素、 紐甜)

無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76538 香濃五香瓜子 無

葵花籽, 食用鹽, 甘草, 茴香, 甜味劑(環己基(代)磺醯

胺酸納, 醋磺內酯鉀, 糖精鈉鹽, 甘草素, 蔗糖素), 香

莢蘭醛, 香料。

葵花籽製品 CANGZHOU HONGGUANG JUJUBE INDUSTRY CO., LTD.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美加 1076579 十二星座許願石巧克力-盒 無

白砂糖, 葡萄糖漿, 棕櫚油, 全脂乳粉, 可可脂, 可可

粉, 明膠(牛皮), 巴西棕櫚蠟, 阿拉伯膠, 檸檬酸, 香

料, 食用色素(黃色四號, 黃色五號, 藍色一號, 紅色四

十號, 焦糖色素)。

牛乳製品 MANZALIM FOOD INDUSTRIES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逢泰 1093699 【芒果樹夏】青芒果冰(250克/罐) 無 青芒果、糖、水 本產品含有芒果 永大食品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T-110895196-00000-6 栢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493951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31室 泰安產物保險3000萬

中國系統 1093517 小泉芳子牛奶冰餅 無
牛奶、奶粉、蔗糖、蘇打餅、樹薯粉、冰淇淋黏著劑 (

脂肪酸甘油酯 / 刺槐豆膠 / 鹿角菜膠 )
奶製品 原創企業行 P-139703324-00001-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產險3000萬

中國系統 1093533 小泉芳子花生冰餅 無
花生醬、奶粉、蔗糖、蘇打餅、樹薯粉、冰淇淋黏著劑 (

脂肪酸甘油酯 / 刺槐豆膠 / 鹿角菜膠 )
花生、奶製品 原創企業行 P-139703324-00001-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產險3000萬

中國系統 1093806 小泉芳子巧克力冰餅 無
可可粉、奶粉、蔗糖、蘇打餅、樹薯粉、冰淇淋黏著劑 (

脂肪酸甘油酯 / 刺槐豆膠 / 鹿角菜膠 )
花生、奶製品 原創企業行 P-139703324-00001-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產險3000萬

逢泰 1093632 長津雙餡紅豆奶油銅鑼燒禮盒(3入) 無

紅豆奶油

成分：麵粉、紅豆餡(紅豆、紅雲豆、砂糖、麥芽糖、大

豆油)、雞蛋、砂糖、水、轉化糖漿(砂糖、水、檸檬

酸)、大豆油、液態奶油(大豆油、乳脂肪、大豆卵磷脂、

香料、脂肪酸甘油脂、維生素E、β-胡蘿蔔素)、麥芽

糖、蜂蜜、味醂、濕力軟(水、Oligo寡糖、食鹽、檸檬

酸、大豆酵素、玉米糖膠)、泡打粉 (碳酸氫鈉、酸性焦

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

鎂)、小蘇打(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食鹽、香草粉(葡萄

糖、磷酸鈣、香莢蘭醛、乙基香莢蘭醛、乙基麥芽醇、乳

糖、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過敏原標示：本產品含有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出廠時品質包裝良好，請安心食用。長津有限公司 D-186964171-00001-4 栢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493951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31室
國泰產物-保單號碼1503字第09PD01695

號

逢泰 1093640 長津雙餡花生巧克力銅鑼燒禮盒(3入) 無

花生巧克力成分：

成分：麵粉、巧克力、花生醬(特選花生、砂糖、棕櫚

油、食鹽、大豆卵磷脂)、雞蛋、砂糖、水、轉化糖漿(砂

糖、水、檸檬酸)、大豆油、液態奶油(大豆油、乳脂肪、

大豆卵磷脂、香料、脂肪酸甘油脂、維生素E、β-胡蘿蔔

素)、麥芽糖、蜂蜜、味醂、濕力軟(水、Oligo寡糖、食

鹽、檸檬酸、大豆酵素、玉米糖膠)、泡打粉 (碳酸氫

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反丁烯二

酸、硬脂酸鎂)、小蘇打(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食鹽、

香草粉(葡萄糖、磷酸鈣、香莢蘭醛、乙基香莢蘭醛、乙

基麥芽醇、乳糖、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過敏原標示：本產品含有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出廠時品質包裝良好，請安心食用。長津有限公司 D-186964171-00001-4 栢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493951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31室
國泰產物-保單號碼1503字第09PD01695

號

逢泰 1093657 長津雙餡草莓奶油銅鑼燒禮盒(3入) 無

草莓奶油

成分：麵粉、草莓餡(草莓、砂糖、果糖、防腐劑(己二烯

酸鉀)、香料、食用色素紅色6號、紅色40號)、雞蛋、砂

糖、水、轉化糖漿(砂糖、水、檸檬酸)、大豆油、液態奶

油(大豆油、乳脂肪、大豆卵磷脂、香料、脂肪酸甘油

脂、維生素E、β-胡蘿蔔素)、麥芽糖、蜂蜜、味醂、濕

力軟(水、Oligo寡糖、食鹽、檸檬酸、大豆酵素、玉米糖

膠)、泡打粉 (碳酸氫鈉、酸性焦磷酸鈉、玉米澱粉、磷

酸二氫鈣、反丁烯二酸、硬脂酸鎂)、小蘇打(碳酸氫鈉、

玉米澱粉)、食鹽、香草粉(葡萄糖、磷酸鈣、香莢蘭醛、

乙基香莢蘭醛、乙基麥芽醇、乳糖、香料)、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

過敏原標示：本產品含有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出廠時品質包裝良好，請安心食用。長津有限公司 D-186964171-00001-4 栢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493951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31室
國泰產物-保單號碼1503字第09PD01695

號

晶旺 1103522 花月嵐大蒜拳骨拉麵禮盒組(2入) 豬肉:台灣

豬高湯〔水、豬骨、雞骨、洋蔥、食鹽、維生素E(抗氧化

劑)〕、背脂粒〔豬背脂、食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

醬油、乳化豬油〔豬骨、水、豬油、食鹽、維生素E(抗氧

化劑)〕、蒜油〔豬油(含抗氧化劑(維生素E))、蒜泥、維

生素E(抗氧化劑)〕、食鹽、豬油〔含抗氧化劑(維生素E)

〕、蒜泥、香蒜粉（麥芽糊精、蒜粉、二氧化矽、大蒜香

料）、砂糖、水、大豆水解蛋白粉、醇米霖（糯米、蓬萊

米、果糖、水、釀造米醋、鹽）、雞肉萃取液、食用酒

精。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醋酸澱粉、焦糖色素、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納、5'烏嘌呤核苷磷酸二納。〔調味

包〕黑胡椒粒、大蒜〔麵條〕麵粉、水、食鹽、蛋白粉

★調味包：大蒜粒、黑胡椒粒

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蛋、大豆及其製品 晶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A-128704682-00000-5
 晶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2-2777-5068 台北市大安區106忠孝東路四段325號13樓 富邦產物 0523字 第21 AML0000166號



三商巧福 1103936 三商巧福紅燒牛肉湯 牛肉：美國

水.牛腱心肉.白蘿蔔.辣豆瓣醬[紅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

水.蠶豆.食鹽.蔗糖液糖.芝麻油.大豆油.麵粉.調味劑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

米糖膠.天然香辛料(八角粉)].醬油.牛肉醬[水.牛肉.糖.

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薑 .鹽.洋蔥.醬油.蔥.蒜.大

豆沙拉油].調味劑(L-麩酸鈉).米酒.冰糖.鹽.滷料(蒜.青

蔥.薑.陳皮.白胡椒粒.花椒.八角)

本產品含大豆製品、含麩質之穀物製品、芝麻製品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H-197301707-00001-0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3-386-2470   桃園市大園區 工一路9號

第一產物保險

保險單號碼: 1000字第 09PR000513 號

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 台幣

10,000,000.00 元

台灣永紘 1103704 【錵鑶】麻辣鴨血臭豆腐 無

水、臭豆腐{水、黃豆(基因改造)、食用硫酸鈣}、鴨血

(水、鴨血、食鹽、多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矽樹脂、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五、羧甲基

纖維素納)、辣豆瓣醬{黃豆(基因改造)、糙米、食鹽、

水、食品級酒精、辣椒、麻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麩酸鈉、偏磷酸鈉、無

水焦磷酸鈉、玉米糖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防腐劑

(己二烯酸鉀)}、椒麻油{大豆油、花椒、辣椒乾、朝天椒

粉、辣椒抽出物(辣椒抽出物、葵花油、脂肪酸甘油酯)、

辣椒紅(芥花油、紅椒色素)}、雞肉、醬油膏、香菇、味

精、雞晶粉{L-麩酸鈉、食鹽、馬鈴薯澱粉、糖、香料、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葡萄糖、雞肉

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麥芽糊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

油酯、蔗糖、β-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

生素E)、二氧化矽}、冰糖、紅蔥酥(紅蔥頭、大豆油)、

料理米酒、蝦尾、食鹽、白胡椒粉、辣椒粉、5'-次黃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奶類、蛋、甲殼類、含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花生、奶類、蛋、堅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殘留量、頭足類、螺貝類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不包括由奶類取得之乳糖醇），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G-180576765-00000-8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 1733610ML000220

保險金額 NT$30,000,000

台灣永紘 1103720 【錵鑶】豚肉赤味噌鍋 豬肉:台灣

大豆、魚類、奶類、蛋、甲殼類、含麩質之穀物。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花生、奶類、蛋、堅果

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

氧化硫殘留量、軟體動物類、螺貝類、芹菜、芥末的產品

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本產品含有含有奶類、大豆、含麩質之穀物。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花生、奶類、蛋、

堅果類、芝麻、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亞硫酸

鹽類或二氧化硫殘留量、軟體動物類、螺貝類、芹

菜、芥末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

意。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H-180576765-00001-0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 1733610ML000220

保險金額 NT$30,000,000

台灣永紘 1103985 【小沈爺】胡椒豬肚排骨鍋 豬肉:西班牙/台灣

白胡椒湯底【水、豚骨白湯{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鹽、L-麩酸鈉、豬肉蛋白、醬油、薑汁、雞肉、乙

酼化己二酸二澱粉、琥珀酸二鈉、味噌、蒜抽出物(蒜頭

抽出物、糖)、焦糖色素、白胡椒粉、昆布抽出物(麥芽糊

精、昆布抽出物)、洋蔥粉}、麵粉、豬油{產地:台灣}、

雞粉{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玲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玲核苷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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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白胡椒粉、蔬菜調味粉{麥

芽糊精、鹽、5'-次黃嘌玲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玲核苷

磷酸二鈉、糖、蔬菜粉(白蘿蔔、麥芽糊精)、高麗菜粉

(高麗菜、麥芽糊精)、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

二鈉、二氧化矽}】、肩胛骨排{產地:台灣}、豬肚{產地:

台灣}、腐竹、杏鮑菇、紅棗、枸杞。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食物過敏者請留意食億圓有限公司 F-124733383-00000-6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南山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 0960-22360009833-00

保險金額 NT$20,000,000

台灣永紘 1103779 【小沈爺】胡椒豬肚豬腳鍋 豬肉:西班牙/台灣

白胡椒湯底【水、豚骨白湯{水、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鹽、L-麩酸鈉、豬肉蛋白、醬油、薑汁、雞肉、乙

酼化己二酸二澱粉、琥珀酸二鈉、味噌、蒜抽出物(蒜頭

抽出物、糖)、焦糖色素、白胡椒粉、昆布抽出物(麥芽糊

精、昆布抽出物)、洋蔥粉}、麵粉、豬油{產地:台灣}、

雞粉{鹽、糖、麥芽糊精、雞油、5'-次黃嘌玲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玲核苷磷酸二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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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白胡椒粉、蔬菜調味粉{麥

芽糊精、鹽、5'-次黃嘌玲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玲核苷

磷酸二鈉、糖、蔬菜粉(白蘿蔔、麥芽糊精)、高麗菜粉

(高麗菜、麥芽糊精)、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

二鈉、二氧化矽}】、豬腳丁{產地:台灣}、豬肚{產地:台

灣}、腐竹、杏鮑菇、紅棗、枸杞。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食物過敏者請留意。食億圓有限公司 F-124733383-00000-6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南山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 0960-22360009833-00

保險金額 NT$20,000,000

菁菁生技 1104249 【上野物產】福氣糯米鮮肉珍珠丸 豬肉:台灣

糯米、雞肉、高麗菜、豬肉、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馬

蹄、海藻抽出物(龍鬚菜)、蔥、樹薯澱粉、麵粉、薑、香

油(芝麻油、大豆油)、糖、醬油、鹽、香蒜粉(蒜粉、二

氧化矽)

5.食品添加物名稱：複方添加物(食鹽、胺基乙酸、DL-胺

不須解凍，直接置於蒸籠內，以大火蒸約12分鐘，即可食用。※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大豆、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菁菁生技 1104264 【上野物產】古釀紹興醉雞腿捲 無
雞腿、紹興酒、砂糖、枸杞、當歸、川芎、肉桂、紅棗、

黑棗
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拌伴 45810 北斗范氏肉圓生-傳統肉圓(含醬料包)(10入裝) 豬肉:台灣

番薯粉、米、豬肉、麻竹筍、結頭菜、紅蔥酥(紅蔥、豬

油糖、胡椒

醬包:米、醬油(基因改造黃豆成)糖、蘆鼓(黑豆、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 范氏肉圓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41 北斗范氏肉圓生-傳統米糕(2入裝) 豬肉:台灣 長糯米、蔥酥、醬油、香菇、豬肉(台灣)、糖、鹽 本產品含有大豆 范氏肉圓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富群 1103670 【總舖獅】蠔油粉絲煲 豬肉:台灣
豬油:瑞典

內容物:馬鈴薯澱粉，綠豆澱粉，豬絞肉(台灣)，大豆油

，醬油膏，蠔汁，水，小麥粉，蒜，豬骨(瑞典)，豬油

(瑞典)，蔗糖，醬油，食鹽，胡椒，明膠，麥芽湖精，黃

豆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酵母抽出物。

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焦糖色素，

食用黃色5號。

本產品含有大豆、穀類、牛奶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688 【總舖獅】黃金翅包飯 無

成份: 雞翅、雞肉、白米、糯米、醬油、糖、鹽、五香粉

(八角、肉桂、丁香、小茴香、花椒、桂尖)、百草粉、甘

草粉、肉桂粉、辣椒、胡椒粉、蒜食品添加物:L-麩酸

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無水)、香料

無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696 【總舖獅】爆漿雞腿肉捲 無

主原料：成份:雞肉、雞皮、水、黏力蛋白(蛋白粉、豬血

漿蛋白、氫氧化鈣)、蒜粉(麥芽糊精、蒜粉、品質改良劑

(二氧化矽)、大蒜香料))、玉米澱粉、鹽、味精(調味

劑)、多磷酸鈉(結著劑)、糖、胡椒粉(白胡椒、麩皮粉、

麥芽糊精、玉米澱粉、綠辣椒、雞心椒、茶枝)、品質改

良劑(檸檬酸、碳酸鈉、醋酸鈉)、五香粉(肉桂、小茴

香、胡妥、丁香、八角、香芹、辣椒粉)

無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712 【總舖獅】爆漿北海鮭魚丸 豬肉:台灣

成份:冷凍魚漿、豬肉(台灣)、豬背脂(台灣)、水、鮭魚

肉、糖、洋蔥、馬鈴薯粉、青蔥、鹽、味噌【白米、黃豆

(非基改) 、鹽、己二烯酸鉀(防腐劑)】、柴魚、葡萄

糖、酵母抽出物、 大豆水解蛋白液(非基改)、麥芽糊

精、焦糖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中

鏈三酸甘油酯、魚香料、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甘草酸鈉(甜味劑)、甘草

酸銨(甜味劑)、琥珀酸二鈉、L-丙胺酸、β-胡蘿蔔素、

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脂肪酸甘油酯、丙二醇、檸檬酸、

生育醇(抗氧化劑)、天然香料、阿拉伯膠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738 【總舖獅】蟳絲魚卵湯包 豬肉:台灣

成份:冷凍魚漿、豬肉(台灣)、豬背脂(台灣)、水、魚

卵、糖、蟳絲、馬鈴薯粉、鹽、芥花油、葡萄糖、酵母抽

出物、大豆水解蛋白液(非基改)、麥芽糊精、焦糖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香

料、天然香料、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甘草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銨(甜味劑)、

琥珀酸二鈉、L-丙胺酸、β-胡蘿蔔素、辛烯基丁二酸鈉

澱粉、脂肪酸甘油脂、丙二醇、檸檬酸、生育醇(抗氧化

劑) 、中鏈三酸甘油酯、阿拉伯膠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746 【總舖獅】韓式麻辣魚蛋 豬肉:台灣

成份:冷凍魚漿、豬肉(台灣)、豬背脂(台灣)、水、香

菇、糖、馬鈴薯粉、鹽、葡萄糖、酵母抽出物、大豆水解

蛋白液(非基改)、麥芽糊精、焦糖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香

料、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甘草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銨(甜味劑)、琥珀酸二

鈉、L-丙胺酸、天然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阿拉伯膠、

D-山梨醇液70% (甜味劑)、丙二醇、食用紅色六號、食用

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 、玉米糖膠(黏稠劑)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878 【總舖獅】頂級帶塊花枝丸 豬肉:台灣

成份:墨魚肉、冷凍魚漿、豬背脂(台灣)、水、糖、馬鈴

薯粉、鹽、葡萄糖、醬油、大麥、麥芽、高梁、米醋、大

蒜萃取物、芥花油、棕櫚油、大蒜萃取物、酵母抽出物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 、

D-山梨醇液70%、香料、焦糖色素、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甘草酸鈉(甜味劑)、

甘草酸銨(甜味劑) 、丙二醇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富群 1103886 【總舖獅】大甲芋頭丸 豬肉:台灣

成份:冷凍魚漿、豬肉(台灣)、豬背脂(台灣)、水、芋

頭、糖、馬鈴薯粉、鹽、葡萄糖、酵母抽出物、大豆水解

蛋白液(非基改)、麥芽糊精、焦糖

食品添加物:磷酸二澱粉、L-麩酸鈉、焦磷酸鈉(無水)、

多磷酸鈉、偏磷酸鈉、偏磷酸鉀、磷酸二氫鈉(無水)、香

料、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

鈉、甘草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銨(甜味劑)、琥珀酸二

鈉、L-丙胺酸、天然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阿拉伯膠、

D-山梨醇液70% (甜味劑)、丙二醇、食用紅色六號、食用

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 、玉米糖膠(黏稠劑)

本產品含魚類、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監製) F-200030775-00000-6 富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2)22961878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94號2樓 富邦產物0500字第18AML0000246號

菁菁生技 1104215 【上野物產】金黃特大炸干貝排 豬油:台灣

魚漿、荸薺、豬板油、渦螺肉、鰇魚、干貝、芹菜、蛋

清、蒜泥、地瓜粉、醋酸澱粉(黏稠劑)、鹽、糖、L-麩酸

鈉、調味劑〔乳糖、DL-蘋果酸鈉、甘草酸鈉(甜味劑)、

甘草萃(甜味劑)〕、品質改良劑〔胺基乙酸、D-山梨醇液

70%、香料、己二烯酸鉀(防腐劑)、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

酸鈉、無水焦磷酸鈉)、甘草酸鈉(甜味劑)、焦糖色素、

水、酒精〕、肉精香料(丙二醇、水、阿拉伯膠、脂肪酸

醇、維他命E(抗氧化劑)〕、黑胡椒、品質改良劑(多磷酸

鈉、焦磷酸鈉)、香油〔大豆油(基因改造)、芝麻油〕、

調味劑(L-麩酸鈉、麥芽糊精、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

鈉)、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三聚磷酸鈉、六偏磷酸鈉、

偏磷酸鉀〕、蒜油、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苯甲酸鈉

(防腐劑)。

本產品含有魚類、蛋類、大豆、牛奶、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菁菁生技 1104223 【上野物產】酥脆極選炸蝦仁排 豬油:台灣

魚漿、荸薺、蝦仁、豬板油(台灣)、蛋清、蒜泥、鰇魚、

渦螺肉、超高筋麵粉、麵包粉｛麵粉、水、精緻棕櫚油〔

棕櫚油、香料、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鹽、酵

母、黃豆粉(非基因改造)、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硫酸

鈣、碳酸氫銨製劑(碳酸氫銨、碳酸鎂)、異抗壞血酸鈉

(抗氧化劑)、酵母抽出物、L-半胱氨酸鹽酸鹽、精緻椰子

油 ｝、樹薯澱粉、醋酸澱粉(黏稠劑)、鹽、糖、L-麩酸

鈉、調味劑〔乳糖、DL-蘋果酸鈉、甘草酸鈉(甜味劑)、

甘草萃(甜味劑)〕、香油(大豆油、芝麻油)、烤蝦味香料

(棕櫚油、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調味劑(L-麩酸鈉、

麴色素(酒精、紅麴色素)、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偏磷

酸鉀)、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苯甲酸鈉(防腐劑)、

著色劑(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六號)。

本產品含有魚類、蛋類、大豆、芝麻、甲殼類、牛餒、堅果、麩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菁菁生技 1104256 【上野物產】鹿港老街阿益師手工彈牙蝦捲 豬油:台灣
魚漿、碎蝦仁或碎花枝肉、蔬菜、澱粉、麵包粉、已二烯

酸0.2%以下
本產品含有魚類及其製品、敷質穀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用。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您所購買的商品是屬於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之商品，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規定屬於所定之合理例外情事「保存期限較短商品」，將無法享有七天猶豫期之權益且不得不附任何理由辦理退貨。購買前請先理解，謝謝合作!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菁菁生技 1104231 【上野物產】經典三角薯餅 無
馬鈴薯、棕櫚油、鹽、葡萄糖、乳化劑(羥丙基甲基纖維

素)、胡椒。
未食用完的食材也請勿重複冷凍再解凍。 ※ 為保持產品最佳風味，開封後請盡速食用完畢。 ※ 產品顏色可能會因網頁呈現與拍攝關係產生色差，圖片僅供參考， 商品依實際供貨樣式為準。您所購買的商品是屬於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之商品，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規定屬於所定之合理例外情事「保存期限較短商品」，將無法享有七天猶豫期之權益且不得不附任何理由辦理退貨。購買前請先理解，謝謝合作!長欣有限公司 P-153820604-00000-1 長欣有限公司 05-5327660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北路1段436之8號 新光產險1321-07AKP0000153

拌伴 1103993 苗妞豆干 牛油:美國

基因改造黃豆、糖、乳糖、鹽、米、酒精、白胡椒、肉

桂、蒜、大麥、麥芽、非基改釀造醬油、八角、薑、洋蔥

粉、黑胡椒、馬鈴薯澱粉、大豆蛋白、木質纖維素、紅辣

椒、雞肉、雞油、芝麻油、芥花油、大豆油、牛油(美

國)、辣椒、花椒、桂皮、大茴香、白芷、山奈、草果、

月桂葉、孜然、千里香、丁香、沙仁、大豆、水、小麥、

白酒、蠶豆、紫草、肉豆蔻、芝麻

食品添加物:

硫酸鈣、無水碳酸鈉、著色劑 (焦糖色素)、食用黃色5

號、矽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羥甲基纖維素鈉、調味

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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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鈉)、甜

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甘草萃)、乙醯化己二酸二

澱粉、二氧化矽、乙基麥芽醇、檸檬酸鈉、玉米糖膠、脂

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焦糖色

素、木瓜酵素、鳳梨酵素、天然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脂肪酸甘油

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香料（迷迭

香萃取物、迷迭香油）、丙酸鈣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瓏庭餐飲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09 苗妞豆皮 牛油:美國

基因改造黃豆、大豆沙拉油、卵磷脂、棕櫚油、水、糖、

乳糖、鹽、米、酒精、白胡椒、肉桂、蒜、大麥、麥芽、

非基改釀造醬油、八角、薑、洋蔥粉、黑胡椒、馬鈴薯澱

粉、大豆蛋白、木質纖維素、辣椒、雞肉、雞油、芝麻

油、芥花油、牛油(美國) 、鵝油、紅蔥、花椒、桂皮、

大茴香、白芷、山奈、草果、月桂葉、孜然、千里香、丁

香、沙仁、大豆、水、小麥、白酒、蠶豆、紫草、肉豆

蔻、芝麻

食品添加物:

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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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

鈉)、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甘草萃)、乙醯化

己二酸二澱粉、二氧化矽、乙基麥芽醇、檸檬酸鈉、玉米

糖膠、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

焦糖色素、木瓜酵素、鳳梨酵素、天然香料、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脂肪酸甘

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香料（迷

迭香萃取物、迷迭香油）、丙酸鈣、玉米澱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瓏庭餐飲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17 苗妞黑輪 豬油:台灣
牛油:美國

魚漿、樹薯澱粉、洋蔥、紅蘿蔔、豬油(台灣)、葡萄糖、

水、糖、乳糖、鹽、米、酒精、白胡椒、肉桂、蒜粉、大

麥、麥芽、非基改釀造醬油、八角、薑、洋蔥粉、黑胡

椒、馬鈴薯澱粉、大豆蛋白、木質纖維素、辣椒、雞肉、

雞油、芥花油、葵花油、芝麻油、大豆油、牛油(美國)

、鵝油、紅蔥、花椒、桂皮、大茴香、白芷、山奈、草

果、月桂葉、孜然、千里香、丁香、沙仁、大豆、水、小

麥、白酒、蠶豆、紫草、肉豆蔻、芝麻

食品添加物：

天然香料、磷酸二澱粉、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乙醯化磷

酸二澱粉、丁二酸鈉澱粉、酵素製劑(溶菌酶、水)、醋酸

鈉(無水)、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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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

珀酸二鈉)、二氧化鈦、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

甘草萃、D-木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抗氧化劑(乙烯

二胺四醋酸二鈉、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二氧化矽、

乙基麥芽醇、檸檬酸鈉、玉米糖膠、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糖色素、防腐

劑(己二烯酸鉀)、木瓜酵素、鳳梨酵素、天然香料、羥丙

基磷酸二澱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脂

肪酸甘油酯、香料（迷迭香萃取物、迷迭香油）、丙酸

鈣、玉米澱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瓏庭餐飲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25 苗妞雞胗 牛油:美國

雞胗、水、糖、乳糖、鹽、米、酒精、白胡椒、肉桂、

蒜、大麥、麥芽、非基改釀造醬油、八角、薑、洋蔥粉、

黑胡椒、馬鈴薯澱粉、大豆蛋白、木質纖維素、紅辣椒、

雞肉、雞油、芝麻油、芥花油、大豆油、牛油(美國) 、

鵝油、紅蔥、花椒、桂皮、大茴香、白芷、山奈、草果、

月桂葉、孜然、千里香、丁香、沙仁、大豆、小麥、白

酒、蠶豆、紫草、肉豆蔻、芝麻

食品添加物：

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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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二

鈉)、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甘草萃)、乙醯化

己二酸二澱粉、二氧化矽、乙基麥芽醇、檸檬酸鈉、玉米

糖膠、脂肪酸山梨醇酐酯、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

焦糖色素、木瓜酵素、鳳梨酵素、天然香料、羥丙基磷酸

二澱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膠、脂肪酸甘

油酯、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香料（迷

迭香萃取物、迷迭香油）、丙酸鈣、玉米澱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瓏庭餐飲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33 果香牛肉咖哩調理包 美國
牛肉(美國)、咖哩醬、蘋果碎、咖哩粉、蛋、糖、鹽、味

精(調味劑)、胡椒粉、小蘇打(品質改良劑)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魔法咖哩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58 乾咖哩調理包 台灣
咖哩醬、豬絞肉(台灣)、洋蔥、水、番茄糊、紅蘿蔔、白

酒、糖、鹽、味精(調味劑)
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小麥麩質 魔法咖哩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66 龍鹽酥雞-海陸雙饗包 無

鹽酥雞(國產雞肉、雞蛋、糖、鹽、味精、樹薯粉、大豆

油、五香粉(大茴香、丁香、肉桂、小茴香、八角))

魷魚(祕魯魷魚、糖、鹽、樹薯粉、雞蛋)

本產品含有大豆,海鮮,小麥麩質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中國系統 66696 卜蜂醃漬去骨雞腿排(原味)200g/片 無

雞肉、麵粉、

大豆油、鹽、糖、雞粉〔糊精、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

迭香萃取物)、酵母粉、雞油、棕櫚油、胡椒〕、醬油、

葡萄糖、麩皮粉、辣椒粉、洋蔥粉

D-山梨醇液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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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含第三丁基氫醌(抗氧化

劑)]、多磷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

鈉、甘草酸鈉(甜味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大豆成分。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牛奶、蛋、芒果、芥末、魚類、奇異果、芹菜、甲殼類、螺貝類、頭足類、堅果類、芝麻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36514783-00000-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 2514 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中國系統 66697 卜蜂醃漬去骨雞腿排(黑胡椒)200g/片 無

雞肉、麵粉、

大豆油、鹽、糖、醬油、胡椒、糊精、葡萄糖、辣椒粉、

麩皮粉、洋蔥粉

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多磷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酸、DL-胺基

丙酸、琥珀酸二鈉、香料、甘草酸鈉(甜味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類、大豆成分。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牛奶、蛋、芒果、芥末、魚類、奇異果、芹菜、甲殼類、螺貝類、頭足類、堅果類、芝麻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36514783-00000-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 2514 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3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中國系統 1053768 卜蜂醃漬排骨(蒜香) 豬肉:台灣

豬肉，樹薯澱粉，小麥蛋白，麵粉，糖，玉米澱粉，醬油

，鹽，米酒，辣椒粉，乳糖，白胡椒粉，糊精，蒜頭抽出

物，大豆油，D-山梨醇，L-麩酸鈉，碳酸氫鈉，多磷酸鈉

無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36514783-00000-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 2514 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中國系統 1053776 卜蜂醃漬去骨雞胸肉 無

雞肉，麵粉，大豆油，鹽，糖，葡萄糖，糊精，玉米澱粉

，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酵母粉，雞油(含迷迭香萃

取物)，棕櫚油[含第三丁基氫醌(抗氧化劑)]，胡椒，醬

油，辣椒粉，洋蔥粉

【食品添加物】D-山梨醇液70%，L-麩酸鈉，多磷酸鈉，

香料，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無 台灣卜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A-136514783-00000-5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 2514 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瑞輝 63549 呂師傅冷凍豬肉高麗菜水餃 豬肉:台灣

麵粉.豬肉.高麗菜.水.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雞肉.青蔥.

在來米粉.糖.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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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

粉.D-山梨醇液.肉桂.香料.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小麥蛋

白.蛋白粉

本產品含致過敏性成分小麥.大豆.芝麻.蛋白粉 樂津食品有限公司 E-124380515-00000-0 瑞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5779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三路94巷17號1樓 國泰世華產品責任險1502字第05PD03769

美加 1093731 品樂坊精緻小饅頭(鮮奶)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鮮乳、糖粉、奶粉、黃豆粉、乳化油、

天然酵母、水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93756 品樂坊精緻小饅頭(黑糖)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老麵菌種、水、黑糖粉、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93764 品樂坊精緻小饅頭(芋頭)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老麵菌種、水、芋頭、糖、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68113 品樂坊南瓜饅頭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老麵菌種、水、南瓜、南瓜子、特砂、

天然酵母
堅果種子類、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68402 品樂坊紅棗枸杞雜糧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老麵菌種、水、未漂白全麥麵粉、黑糖

粉、南瓜子、葵瓜子、黑芝麻粒、生核桃、枸杞、亞麻

仔、生腰果、杏仁片、紅藜麥、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68121 品樂坊黑芝麻包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鮮奶、鮮奶油、奶粉、黑芝麻粒、黑芝

麻粉、乳化油、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93749 品樂坊松露核桃巧克力饅頭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鮮奶、奶油、糖粉、奶粉、黃豆粉、乳

化油、可可粉、巧克力、動物性鮮奶油、核桃、乳化油、

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68154 品樂坊蔓越莓雜糧饅頭(無糖)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老麵菌種、水、紅棗、枸杞、南瓜子、

鹽、細砂、黃豆粉、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68147 品樂坊鮮奶乳酪蔓越莓 無
未漂白粉心麵粉、奶粉、糖粉、黃豆粉、乳化油、乳酪

丁、美國蔓越莓乾、天然酵母
麩質的穀類 品樂坊食品有限公司 F-200074562-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01 字第

19AML0000058 號保單續保

美加 1093772 聯金筍香鮮肉包 豬肉:台灣

麵粉、水、豬肉、鮮筍、洋蔥、醬油、洋菜條、糖、酵

母、太白粉、油蔥酥、味精、白胡椒粉、鹽、黑胡椒粗

粒、黑胡椒細粉、品質改良劑(小麥麵粉、碳酸鈣、抗氧

化劑(維他命C)、酵素)、甜味劑(醋磺內脂鉀)

小麥、大豆 高園食品社 B-126989705-00000-5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單號碼:

0900-2236007215-06

美加 1093780 聯金筍香菜包 無

麵粉、水、筍角、麵輪(麵粉、黃豆油)、玉米、紅蘿蔔、

香油、沙拉油、香菇頭、棕櫚油、糖、鹽、酵母粉、味

精、香椿、白胡椒、黃豆粉、複方改良劑(大豆蛋白、脂

肪酸甘油酯、葡萄糖、酵素製劑、氫氧化鈣、脂肪酸蔗糖

酯、L-抗壞血酸鈉、丙二醇)、花椒、黑胡椒細粉、黏稠

劑(玉米糖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

小麥、大豆 聯金食品有限公司 B-154763617-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單號碼:

0900-2236007215-06

美加 1093798 聯金蔥香饅頭 無

麵粉(小麥麵粉、小麥蛋白、維生素C)、水、青蔥、油蔥

酥(蔥頭、麥纖麩皮、棕櫚油、玉米澱粉)、酵母、鹽、

糖、麵糰改良劑(大豆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單及

雙酯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硫酸鈣、抗氧化劑(維他

命C)、小麥酵素)、味精、細粉純黑胡椒、抗氧化劑(維他

命C)、粘稠劑(玉米糖膠)、丙二醇、甜味劑(醋磺鈉酯鉀)

小麥、大豆 聯金食品有限公司 B-154763617-00000-8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南山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保單號碼:

0900-2236007215-06

拌伴 1104074 原味波士頓派 無

（水、玉米糖漿、完全氫化棕稠仁油、乳酸硬脂酸鈉、乾

酪素納（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

素、脂肪酸聚合甘油酯、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磷酸

氫二經、鹽、香料、玉米糖膠、關華豆膠、B-胡蘿蔔素）

（牛奶、乳脂、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乳酸菌）（

水、溶劑（丙二醇）、香料、粘稠劑（磷酸二澱粉）、焦

糖糖漿、黃耆樹膠、粘稠劑（羧甲基纖維素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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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小麥麩質 山田村一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拌伴 1104082 芋泥半熟凹蛋糕 無

蛋白·低筋麵粉·蛋黃·糖·液態奶油·植物性鮮奶油·沙拉油

·香芋豆餡·SP乳化劑(甜味劑(D-山梨醇)·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脂肪酸聚合甘油酯)·水·溶劑(丙二醇))·玉米粉·

蛋黃粉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小麥麩質 山田村一 F-147062511-00000-9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責任險  40109ML000371

登陸字號  F-147062511-00000-9

荃薏 1103639 寶可夢法蘭酥秘盒 - 皮卡丘款(巧克力牛奶風味) 無

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卵磷脂)、奶粉、可可粉、乳清

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食鹽、牛奶、複方香

料(乳糖、香料、葡萄糖、麥芽糊精、奶油、花生)、香草

香料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生產管線亦有、花生、腰果、杏仁、椰子、芝麻、蕎麥。美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1702010ML000033

荃薏 1103662 寶可夢法蘭酥秘盒 - 卡比獸款(巧克力牛奶風味) 無

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卵磷脂)、奶粉、可可粉、乳清

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食鹽、牛奶、複方香

料(乳糖、香料、葡萄糖、麥芽糊精、奶油、花生)、香草

香料。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生產管線亦有、花生、腰果、杏仁、椰子、芝麻、蕎麥。美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1702010ML000033

荃薏 1103647 寶可夢法蘭酥秘盒 - 水箭龜款(藍莓風味) 無

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卵磷脂)、奶粉、乳清粉、藍莓萃

取物(藍莓、麥芽糊精)、食鹽、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

氫銨)、藍莓香料、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香草香

料、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生產管線亦有、花生、腰果、杏仁、椰子、芝麻、蕎麥。美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1702010ML000033

荃薏 1103654 寶可夢法蘭酥秘盒 - 耿鬼款(藍莓風味) 無

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卵磷脂)、奶粉、乳清粉、藍莓萃

取物(藍莓、麥芽糊精)、食鹽、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

氫銨)、藍莓香料、調味劑(檸檬酸、DL-蘋果酸、香草香

料、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藍色一號。

本產品含有、雞蛋、牛奶、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類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生產管線亦有、花生、腰果、杏仁、椰子、芝麻、蕎麥。美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1702010ML000033

泰泉 66097 鹽味薯條 無

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棕櫚仁油、大豆油、完

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卵磷脂)、奶粉、可可粉、乳清

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食鹽、牛奶、複方香

料(乳糖、香料、葡萄糖、麥芽糊精、奶油、花生)、香草

香料

本產品含有小麥及其製品，並與其他含大豆之產品於同一生產線生產，食品過敏者請留意。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0511字第AML0000212號

中國系統 63505 [卡滋爆米花]美式焦糖牛奶 無

玉米粒(非基因改造)/砂糖/紅糖/椰子油( β胡蘿蔔素、

香料)/食鹽/焦糖香料/大豆卵磷脂/奶粉/食用色素(黃色

五號.紅色四十號.藍色一號)

奶粉 台灣司麥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F-124422579-00000-8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 2514 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24號4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美加 1076397 香脆卡啦薯條-原味 無

小麥粉, 棕櫚油, 調味粉(糖, 鹽, 麥芽糊精, L-麩酸鈉,

水解大豆蛋白, 大蒜, 胡椒粉, 香料, DL-胺基丙酸, 二

氧化矽,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

鈉, 焦糖色素, 酵母提取物, 紅椒色素, 食用色素(黃色

五號), 棕櫚油), 碎玉米, 糖, L-麩酸鈉, 鹽, 滑石粉,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食用

色素(黃色四號, 黃色五號)。

麩質穀物類, 大豆製品 Siam Foods Industries Co., Ltd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美加 1076405 香脆卡啦薯條-日式海苔 無

小麥粉, 棕櫚油, 調味粉(糖, 麥芽糊精, 鹽, L-麩酸鈉,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海苔

粉, 大蒜, 胡椒粉, 棕櫚油, 二氧化矽, 木薯澱粉, 水解

大豆蛋白, 香料, 酵母提取物, 檸檬酸, 牛奶蛋白), 碎

玉米, 糖, L-麩酸鈉, 鹽, 滑石粉, 5'-次黃嘌呤核?磷酸

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黃色四號, 黃色五號。

無 Siam Foods Industries Co., Ltd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美加 1076413 香脆卡啦薯條-韓式燒烤 無

小麥粉, 棕櫚油, 調味粉(糖, 麥芽糊精, 鹽, 大蒜, 胡

椒粉, L-麩酸鈉,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

核?磷酸二鈉, 水解大豆蛋白, 木薯澱粉, 二氧化矽, 香

料, 紅椒色素, 焦糖色素, 棕櫚油, 檸檬酸, 酵母提取

物), 碎玉米, 糖, L-麩酸鈉, 鹽, 滑石粉, 5'-次黃嘌呤

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食用色素(黃色四

號, 黃色五號)。

麩質穀物類, 大豆製品 Siam Foods Industries Co., Ltd F-128576526-00000-4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保險單號碼 17020字第09ML000441號

保險期間至 111年01月26日12時止

昌泉行 62091 淡水德裕原味蝦酥150g 無

魚漿、木薯澱粉、蝦、綜欖油、砂糖、鹽。調味料:酸性

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鈣、

二氧化鈦、L-麩酸鈉

本產含有蝦、魚 德裕食品有限公司 99-695559-00 昌泉行有限公司 02-8281-5448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323巷177號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131308AKP0000063

昌泉行 62092 淡水德裕辣味蝦酥150g 無

魚漿、木薯澱粉、蝦、綜欖油、砂糖、鹽、辣椒粉。調味

料: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

碳酸鈣、二氧化鈦、L-麩酸鈉

本產含有蝦、魚 德裕食品有限公司 99-695559-00 昌泉行有限公司 02-8281-5448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323巷177號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131308AKP0000063

昌泉行 62093 淡水德裕原味魚酥150g 無

魚漿、木薯澱粉、鮮魚、綜欖油、砂糖、鹽。調味料:酸

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鈣、碳酸

鈣、二氧化鈦、L-麩酸鈉

本產含有魚 德裕食品有限公司 99-695559-00 昌泉行有限公司 02-8281-5448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323巷177號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131308AKP0000063

昌泉行 62094 淡水德裕辣味魚酥150g 無

魚漿、木薯澱粉、鮮魚、綜欖油、砂糖、鹽、辣椒粉。調

味料: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磷酸二氫

鈣、碳酸鈣、二氧化鈦、L-麩酸鈉

本產含有魚 德裕食品有限公司 99-695559-00 昌泉行有限公司 02-8281-5448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323巷177號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

碼:131308AKP0000063



中國系統 45743 古早味紅片 無

精製魚漿(魚肉(含鱈魚)、多磷酸鈉、焦磷酸

鈉)、小麥麵粉、砂糖、D-山梨醇70%(甜味劑)、L-麩酥

鈉(調味劑)食鹽、辣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蔗糖素(甜味劑)已二烯

酸鉀(防腐劑)食用色素紅色40號

魚肉 、小麥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A-180301513-00000-9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絲緞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中國系統 45744 海苔切片燒 無

精製魚漿、小麥麵粉、砂糖、大豆沙拉油

葡萄糖、D-山梨醇液70%[甜味劑]、海苔、

食鹽、醬油、二氧化鈦、辣椒粉、己二烯酸

鉀防腐劑]豬肉抽出物、酵母抽出物、洋蔥

粉、烤肉香料[葵花油、香料、豬油]

魚肉 、小麥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A-180301513-00000-9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絲緞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中國系統 45745 麻辣切片燒 無

魚漿(含鱈魚、焦磷酸鈉、多磷酸鈉、砂糖、小麥麵粉、

麥芽糖、大豆沙拉油、乳糖、辣椒、食鹽、香辛料、調味

劑(精、醬油、精製芥花油、豬肉抽出物、洋蔥粉、葡萄

糖、D-木醣 、香料(葡萄糖、香料)辣椒油(辣椒粉、辣椒

干、油性辣椒紅、辣椒抽出物)、甜味劑(D-山梨醇液)、

大豆水解蛋白、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著色劑(二氧化

鈦)、防腐劑(已二烯酸鉀)

魚肉 、小麥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A-180301513-00000-9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02-25149063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絲緞124號2樓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1000萬

泰泉 1089507 TC果然甜蜜-化核應子70g 無
李子、糖、麥芽糖、鹽、DL-蘋果酸、甜味劑(甘草萃、甜

菊醣苷) 、偏亞硫酸氫鈉
本產品含有偏亞硫酸氫鈉，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泰泉 1089515 TC果然甜蜜-青脆梅90g 無 梅子、糖、鹽、氯化鈣、防腐劑(苯甲酸)、偏亞硫酸氫鈉 本產品含有偏亞硫酸氫鈉，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泰泉 1089523 TC果然甜蜜-紫蘇梅90g 無
梅子、糖、麥芽糖、鹽、DL-蘋果酸、甜味劑(甘草萃)、

偏亞硫酸氫鈉、防腐劑(苯甲酸)、紫蘇香料
本產品含有偏亞硫酸氫鈉，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泰泉 1089531 TC果然甜蜜-仙楂片115g 無

蔗糖、梅粉(梅子、食鹽)、米麩、玉米澱粉、小麥澱粉、

甘草粉、仙楂、小茴香、大茴香、丁香、川芎、白朮、香

料(香莢蘭醛、楊梅油)、調味劑(無水檸檬酸、DL-蘋果

酸)、食用色素黃色5號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泰泉 1089549 TC果然甜蜜-甘甜梅45g 無
梅子、糖、鹽、甜味劑(甜菊醣苷、甘草萃、蔗糖素、紐

甜)、檸檬酸鈉、氨基乙酸
本產品含有麩質之穀物，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N-160329788-00000-4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0511 字第

20AML0000253 號保單續保

逢泰 1093707 沈老師100%超濃縮紫蘇梅汁 無 國產青梅、蔗糖、鹽、甘草、紫蘇、己二烯酸鉀 無 建成農產品行 M-200129792-000000-1 栢億實業有限公司 02-29493951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31室 泰安產險1000萬

逢泰 1093665 綠園牧場鳳梨芭樂汁300ml 無 鳳梨汁、芭樂汁、水、糖 無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D-153629058-00000-9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1503字第09PD02259號(國泰產險)

逢泰 1093673 綠園牧場芭樂奇異果果汁300ml 無 芭樂汁、奇異果汁、水、糖 無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D-153629058-00000-9 綠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06-571-6389 台南市麻豆區新生北路137之1號 1503字第09PD02259號(國泰產險)

逢泰 1088483 光湶憋氣檸檬汁600ml 無 水、砂糖、檸檬 無 光湶有限公司 M-145112450-00000-2 光湶有限公司 049-2561606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254-152號
富邦產物產品責任險字號: 第

3018AML0000081號保單續保

誠品生活 1073287 8a.m.自然醒濾掛式咖啡/6入盒裝 無 100%阿拉比卡咖啡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A-127952966-00000-4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2503-7687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35號B1 新光產物保險1300-06A3P0U00121

誠品生活 1073303 3p.m.大覺醒濾掛式咖啡/6入盒裝 無 100%阿拉比卡咖啡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A-127952966-00000-4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2503-7687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35號B1 新光產物保險1300-06A3P0U00121

台灣永紘 65525 西班牙 GIGNAC奇納格經典紅葡萄酒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廠：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F-128620635-00000-5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無需標示

台灣永紘 64832 西班牙 MARINAS 梅麗娜紅葡萄酒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家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02-27906883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68號2樓之2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162 義大利典藏白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12 紐西蘭馬爾堡聖克萊爾酒莊火焰之路白蘇維翁白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46 義大利奧托尼斯夏多內-馬爾維賽白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79 義大利梵蒂尼夏多內白葡萄酒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196 紐西蘭馬爾堡源起黑皮諾紅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04 法國隆河谷拉斯托AOC老藤紅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20 紐西蘭馬爾堡許願骨黑皮諾紅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 1073261 義大利梵蒂尼桑嬌維斯紅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進口商: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無需標示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02-66385168 台北市松德路204號B1 無需標示

荃薏 1103597 SAMPO聲寶多功能萬用爐TG-HA12C 無 無 中國製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 1103605 SAMPO聲寶電烤盤 TG-UB10C 無 無 中國製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 1103951 SAMPO聲寶三公升日式料理多功能鍋TQ-B19301CL 無 無 昶宏股份有限公司 飛皇國際有限公司 02-2902668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99號6樓

荃薏 1103969 SAMPO聲寶五公升日式多功能料理鍋TQ-B20501CL 無 無 昶宏股份有限公司 飛皇國際有限公司 02-2902668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99號6樓

荃薏 1103589 SOLAC負離子生物陶瓷吹風機 無 無 中國製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 1103621 SAMPO聲寶手持直立兩用吸塵器EC-HA08UY 無 無 中國製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 1103613 SAMPO聲寶恆溫定時雙人電熱毯HY-HA12 無 無 中國製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拌伴 1104090 人氣多料厚片吐司5入組 豬肉:台灣

奶酥(90g)（蛋奶素）：

成分：麵粉.糖.鹽.奶油.蛋.酵母.牛奶.奶粉。

蒜香(90g)（葷食）：

成分：麵粉.糖.鹽.奶油.蛋.酵母.牛奶.蒜

夏威夷披薩(140g)（葷食）：

成分：麵粉.糖.鹽.奶油.蛋.酵母.牛奶.乳酪絲.洋蔥.火

腿.鳳梨.番茄。

堅果乳酪(105g)（蛋奶素）：

成分：麵粉.糖.鹽.奶油.蛋.酵母.牛奶.奶粉.乳酪。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麩質,蛋奶製品 金萱食品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02-2286266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9-1號1樓

中華汽車 1104892 中華eMOVING-Shine太妃金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中華汽車 1104900 中華eMOVING-Shine湖水綠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中華汽車 1104918 中華eMOVING-Shine天空藍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中華汽車 1104926 中華eMOVING-Shine精靈白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中華汽車 1104876 中華eMOVING-Bobe都會藍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中華汽車 1104884 中華eMOVING-Bobe簡約白 無 無 台灣製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3250000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號1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