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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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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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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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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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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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 1072081 鄉楓港式蘿蔔糕 無 在來米、澱粉、上等豬肉、蘿蔔、蝦米、蝦仁、調味料 海鮮
禾家香食品(股)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527巷118號
F-153192359-00000-0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南山產物保險 保險單號碼 第0900-2236003556-03號續保

美加 1068097 鄉楓蔥抓餅(10片) 豬肉：加拿大

麵粉、水、豬油、大豆沙拉油、精煉棕櫚油脂、青蔥、

鹽、糖、胡椒粉、調味劑(L-麩酸鈉)、雙效泡打粉(碳酸氫

鈉、玉米澱粉、碳酸鈣、DL-酒石酸、碳酸二氫鈉(無水)、

檸檬酸、木聚糖酶)

麩質(小麥)
禾家香食品(股)公司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527巷118號
F-153192359-00000-0 美加有限公司 (02)8281-5448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6段126之10號 南山產物保險 保險單號碼 第0900-2236003556-03號續保

泰泉. 1096122 阿華田比利時格子鬆餅 無

麵粉、砂糖、棕櫚油、雞蛋、大豆油、完全氫化棕櫚油、

奶粉、可可粉、巧克力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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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阿華

田巧克力麥芽(糖、葡萄糖、麥芽精、奶粉、可可粉、乳清

粉、棕櫚油、磷酸氫鈣、乳脂、鹽、碳酸鎂、焦磷酸鐵、

香莢蘭醛、維生素A、葉酸、維生素B1、維生素B2)、大豆

卵磷脂。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

物、雞蛋、牛乳、大豆

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委託商:西塢食品有限公司

地址:815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570號
E-122075004-00000-2 泰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8331107 51061台灣彰化縣員林市崙雅里崙雅巷5-26號 和泰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台財保第 872446818號

中國系統 1093715 飛牛牧場純鮮奶美味冰淇淋-鮮奶 無
生乳.鮮奶油.麥芽糖.砂糖.脫脂乳粉.玉米粉.黏稠劑(脂肪

酸甘油酯.關華豆膠.玉米澱粉.玉米糖膠.鹿角菜膠).鹽
奶製品 通霄休閒農場(股)公司 G-141926700-00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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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 1076470 Richy迷你一口燕麥酥 無

燕麥片(小麥粉, 燕麥粉, 米粉, 大豆粉, 麥芽萃取物),

棕櫚油, 糖, 奶粉, 奶精(葡萄糖漿, 棕櫚油, 微結晶纖維

素, 乾酪素鈉, 脂肪酸甘油酯, 二氧化矽), 麥芽糊精, 大

豆卵磷脂, 脂肪酸山梨醇酐酯, 交酯化蓖麻酸聚合甘油酯,

鹽, 香料(香草)。

麩質?物類, 牛乳, 大豆

及其製品
RICHY FOOD NORTHERN J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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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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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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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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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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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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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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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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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旺 1103522 日本【花月嵐】大蒜拳骨拉麵禮盒組270g(2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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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旺 1107820 日本【花月嵐】大蒜拳骨激辣拉麵禮盒組280g(2人份) 豬肉:台灣

[湯包] 醬油、乳化豬汁〔豬骨、水、豬油、食鹽、維生素

E(抗氧化劑)〕、辣椒醬〔大豆沙拉油、朝天椒

、維生素E(抗氧化劑)〕、蒜油〔豬油、蒜泥、維生素E(抗

氧化劑)〕、蒜抽出物(麥芽糊精、蒜頭抽出物、二氧

化矽)、辣椒油(大豆沙拉油、辣椒萃取物)、蒜泥、雞肉萃

取液、高湯原液｛水、豬骨、豬油〔豬油、維生素E(

抗氧化劑)〕、雞腳、雞骨、青蔥、洋蔥、老薑、大蒜、香

菇腳｝、食鹽、背脂粒〔豬背脂、食鹽、維生素E(抗

氧化劑)〕、砂糖、食用酒精、薑抽出物(麥芽糊精、薑母

粉)。食品添加物：L-麩酸鈉、醋酸澱粉、胺基乙酸、

焦糖色素、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納、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納、無水醋酸鈉、琥珀酸二鈉、玉米糖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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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25號

13樓
A-128704682-00000-5 晶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2-2777-5068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25號13樓 本產品已投保富邦產物股份有限公司2000萬產品責任險。

三商巧福 1103936 【三商巧福】紅燒牛肉湯1040g(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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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巧福 1103977 【三商巧福】南洋叻沙雞肉湯960g(2入) 無

叻沙湯底【水.叻沙醬料(辣椒.紅蔥頭.棕櫚食用植物油.南

薑.蝦米.鹽.糖.蒜頭.天然香料).椰漿(椰子萃取物.水).雞

骨.蒜.砂糖.大豆沙拉油.鹽.柴魚粉(鰹魚.鯖魚).調味劑

(L-麩酸鈉)】.醃漬雞里肌【雞肉.水.米酒.玉米粉.洋蔥.

醬油.蒜.糖.調製酵母STD(酵母粉、糯米澱粉、菜籽油).

鹽.炸油[棕櫚油.消泡劑(矽樹脂)]】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

物製品、豆類製品、甲

殼類之蝦製品、魚類製

品、堅果種子類製品(椰

子)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 工一路9號
H-197301707-00001-0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Tel: 03-386-2470   FAX: 03-386-0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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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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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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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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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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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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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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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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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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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45810 【北斗范氏肉圓生】傳統肉圓(含醬料包)1400g(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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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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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41 【北斗范氏肉圓生】傳統米糕300g(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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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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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群 1103670 【總舖獅】蠔油粉絲煲2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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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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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g(1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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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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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g(3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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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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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g(約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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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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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g(約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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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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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g(約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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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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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g(約1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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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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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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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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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49 【上野物產】福氣糯米鮮肉珍珠丸250g(約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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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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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菁生技 1104215 【上野物產】金黃特大炸干貝排160g(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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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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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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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g(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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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芽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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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g(5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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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g(10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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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菁生技 1108968 【上野物產】台式回甘剝皮辣椒雞湯1000g 無

水、切塊雞肉、大白菜、剝皮辣椒(黑豆蔭油醬汁(水、黑

豆、食鹽)、青辣椒、蔗糖、L-麩酸鈉、乳酸、胺基乙酸、

酸鈉、甜味劑(甘草酸鈉)、醬油、薑、調味粉[L-麩酸鈉、

乳糖、肉清粉(糊精、植物水解蛋白(大豆、玉米、小麥)、

醬油粉、調味劑(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油、砂糖、

豬肉抽出物、洋蔥、葡萄糖、香料、D-木糖)、食鹽、5’-

抽出物、琥珀酸二鈉]、紅棗、糖、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黏稠劑)、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玉米澱粉)、L-麩酸

鈉、枸杞、蒜、鹽、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海藻糖、

白胡椒粉、黏稠劑(玉米糖膠、甲基纖維素)、蒜精(中鏈三

酸甘油酯、香料)。

本產品含有大豆類、牛

羊奶類及其製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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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40 【上野物產】魷魚螺肉蒜1000g 無

水、渦螺肉、魷魚、筍片、螺肉、黑木耳、蒜苗、香菇、

素蠔油｛純釀造醬油〔水、脫脂大豆片(基因改造)、小麥

〕、大豆酸水解物(基因改造)、砂糖、食鹽、高果糖糖

漿、黏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漿)、調味劑(L-

麩酸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複合香菇粉(糊精、

香菇萃取物、食鹽、L-麩酸鈉)、著色劑(焦糖色素)、複方

調味料(大豆蛋白、番茄抽出物、酵母抽出物、椰子油、乙

腐劑(對羥苯甲酸丁酯)、香料〔含葵花油、棕櫚油、中鏈

三酸甘油酯、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醬油、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劑)、L-麩酸鈉、海藻糖、香菇

乙酸、D-山梨醇液70%(甜味劑)、香料、己二烯酸鉀(防腐

劑)(0.4%)、複方品質改良劑〔多磷酸鈉(六偏磷酸鈉、三

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0.3%)〕、甘草酸鈉(調味劑)、

第一類焦糖色素、水、酒精｝、鹽、香料〔水、麥芽糊

精、香料、L-麩酸鈉、鹽、維生素E(抗氧化劑)〕、異抗壞

血酸鈉(抗氧化劑)、柴魚粉(鯖魚、鰹魚)、山梨糖醇(甜味

劑)、調味劑(麵包酵母、麥芽糊精、谷氨酸鈉、食用鹽、5

代糖100(麥芽糊精、阿斯巴甜(甜味劑)、醋磺內酯鉀(甜味

劑))、肉精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焦糖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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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08 【上野物產】暖身濃香薑母鴨1000g 無

水、切塊鴨肉、薑、大白菜、麻油(芝麻)、米酒、紅棗、

桂枝、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黏稠劑)、調味劑[碘鹽、

麥芽糊精、L-麩酸鈉、蔗糖、雞脂(雞脂、迷迭香萃取

物)、雞肉風味粉(雞肉、迷迭香萃取物)、大豆水解蛋白、

雞肉香料(香料、麥芽糊精、乳糖、食鹽、阿拉伯膠、椰子

鈉、羧甲基纖維素鈉]、糖、山奈、枸杞、川芎、陳皮、甘

草、異抗壞血酸鈉(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有芝麻、牛羊

奶類、堅果類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者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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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16 【上野物產】台式海鮮粥320g 豬肉:台灣

米(稀飯):蓬萊米、配料:花枝、芹菜、四季豆、蝦仁、紅

蘿蔔、蔥酥、調味料:水、調味劑(麩胺酸鈉、5’-次黃嘌

豬肉抽出物、柴魚粉、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蝦類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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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032 【上野物產】皮蛋瘦肉粥320g 豬肉:台灣

蓬萊米、水、皮蛋、豬肉、玉米、雞骨粉、鹽、糖、白胡

本產品含有蛋類(皮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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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3993 【苗妞】豆干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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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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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09 【苗妞】豆皮16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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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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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17 【苗妞】黑輪2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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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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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25 【苗妞】雞胗1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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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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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33 【魔法咖哩】果香牛肉咖哩調理包28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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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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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58 【魔法咖哩】乾咖哩調理包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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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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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66 【龍鹽酥雞】海陸雙饗包3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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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74 【山田村一】原味波士頓派14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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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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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4082 【山田村一】芋泥半熟凹蛋糕17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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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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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伴 1108950 【山田村一】抹茶蜂蜜布蕾捲480g 無

蛋白.低麵粉.蛋黃·力.玉米粉.糖.奶粉 蜜.炒拉油·精丁

粉.液態奶油:抹茶 奶油·鹽・塔塔粉(酸性焦磷酸鈉、脂肪

酸甘油脂、酒石酸氫鉀、檸檬酸、乳酸硬脂酸鈉、玉米澱

粉、麥芽糊精、乳糖)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小

麥麩質,過敏者勿食用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H-124418316-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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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險 8509PDT00295

拌伴 1108976 【山田村一】雙層草莓布蕾捲480g 無

蛋·糖低筋麵粉.蛋黃.保久乳·半動半植鮮奶油

動物鮮奶油·沙拉油·液態奶油·慕斯粉.白巧克

力・玉米粉·莓醬・塔塔粉(酸性焦磷酸鈉·脂肪酸甘油酯·

酒石酸氫鉀·檸檬酸·乳酸硬脂酸鈉.玉米澱粉.麥芽糊精・

乳糖)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小

麥麩質,過敏者勿食用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H-124418316-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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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險 8509PDT00295

拌伴 1108984 【山田村一】雙層芋泥布蕾捲480g 無

蛋.糖.低麵粉·蛋黃·保久乳·半動半植・動物鮮奶油·香芋

豆餡.新鮮芋頭.芋餡(顆粒)・沙拉油・液態奶油·奶水·玉

米粉・有鹽奶油・塔塔粉(酸性焦磷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酒

石酸氫鉀檸檬酸・乳酸硬脂酸鈉.玉米澱粉.麥芽糊精·乳

糖)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小

麥麩質,過敏者勿食用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H-124418316-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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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險 8509PDT00295

拌伴 1104090 【山吐司】經典人氣厚片組515g(5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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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90g/片)

成分:麵粉,糖,鹽,奶油,蛋,酵母,牛奶,花巧克力醬,奶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麩

質,蛋奶製品
拌伴餐飲有限公司 E-110129878-0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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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992 【佬港冰室】金虎流沙包180g(6入) 無

中筋麵粉、水、糖(砂糖)、脂肪抹醬(水、完全氫化棕櫚仁

油、高果糖玉米糖漿、玉米糖漿、糖、*乾酪素鈉(奶類衍

生物)、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香料、山梨醇酐單硬脂

酸酯、鹽、大豆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β-胡

蘿蔔素)、奶油(乳脂.水)、椰漿(天然椰漿、亞硫酸鉀)、

鴨鹹蛋黃、白明膠(明膠)、乳瑪琳(精製植物油(棕櫚油、

完全氫化硬質棕油、大豆油)、水、食鹽、乳化劑(脂肪酸

甘油酯)、大豆卵磷脂、香料、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

醇)、檸酸、著色劑(β-胡蘿蔔素))、酵母(酵母菌、水、

大豆卵磷脂)、白油(精製植物油 (棕櫚油、完全氫化硬質

棕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丙二醇脂、脂肪酸山梨醇

酐脂)、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全脂奶粉、吉士粉

(玉米澱粉、精鹽、色素(食用黃色4號、食用黃色5號、食

用紅色7號)、香料)、黃梔子色素(麥芽糊精、黃梔子色

素)、活性竹炭粉(天然孟宗竹材1000~1300℃高溫窯燒研磨

萃取)

本產品含有蛋奶,小麥麩

質,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日盛食品 F-127508563-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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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資任險130209AKP0000293

拌伴 1109024 【嚐嚐九九】寶島台灣發財糕340g(10入) 無

麵粉、紅糖（二砂、糖蜜）、泡打粉（酸性焦磷酸鈉，玉

米澱粉磷酸氫鈉、磷酸二氫鈣）水、大豆沙拉油、熟白芝

麻。

本產品含有芝麻,小麥麩

質,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日盛食品 F-127508563-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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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資任險130209AKP00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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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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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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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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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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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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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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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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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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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輝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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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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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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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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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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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泉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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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泉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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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泉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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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泉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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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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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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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永紘 65525 西班牙GIGNAC奇納格經典紅葡萄酒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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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ml 無 葡萄 無需標示 台灣永紘興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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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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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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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154 義大利奧托尼斯IGT桑嬌維斯-梅洛紅葡萄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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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238 義大利普理莫桑嬌維斯-梅洛紅葡萄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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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253 義大利普理莫夏多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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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荃薏(屹兆莊) 1103597 【SAMPO聲寶】多功能萬用爐TG-HA12C 無 無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屹兆莊) 1103605 【SAMPO聲寶】電烤盤 TG-UB10C 無 無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飛皇 1103951 【SAMPO聲寶】三公升日式料理多功能鍋TQ-B19301CL 無 無 飛皇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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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險字號旺旺有聯1200字第10PLON000064號

飛皇 1103969 【SAMPO聲寶】五公升日式多功能料理鍋TQ-B20501CL 無 無 飛皇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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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險字號旺旺有聯1200字第10PLON000064號

荃薏(屹兆莊) 1103589 西班牙【SOLAC】負離子生物陶瓷吹風機 無 無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屹兆莊) 1103621 【SAMPO聲寶】手持直立兩用吸塵器EC-HA08UY 無 無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荃薏(屹兆莊) 1103613 【SAMPO聲寶】恆溫定時雙人電熱毯HY-HA12 無 無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中華汽車 1104892 中華eMOVING-Shine太妃金 無 無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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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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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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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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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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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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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創 1109404 韓國【CJ bibigo】珍馨禮盒2600g(4包入)
牛肉-澳洲

雞肉-韓國

蔘雞湯成份：bibigo蔘雞湯湯頭[水, 雞骨(韓國產), 大

蒜, 糯米, 雞精(雞肉 : 韓國產), 海鹽, 雞爪 萃取濃縮

液(雞爪:韓國產)], 雞肉(韓國產), 糯米, 水蔘(韓國產),

大蒜,紅棗

牛骨湯成分：水,牛骨萃取物[牛骨萃取物(澳洲產),日曬

鹽],精鹽,牛肉湯汁[熟成牛肉濃縮萃取液(澳洲產), 麥芽

糊精,青蔥汁,酵母萃取物,蘿蔔汁],蔬菜汁 (大蒜汁,青蔥

汁,洋蔥汁,昆布汁,香菇汁,甘藍菜 汁),調味劑(5'-次黃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

含有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54 韓國【CJ bibigo】蔘雞湯800g 雞肉-韓國

bibigo蔘雞湯湯頭{水,雞骨(韓國產),大蒜,糯米,雞肉萃取

物[雞肉,α-環狀糊精, 洋蔥,大蒜,D-木糖,水,麥芽糊精,

鹽,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酵母提取物,增稠劑(玉米糖膠)],鹽,大蒜濃縮液},雞肉

(韓國產),糯米,水蔘,大蒜,紅棗。

含有大豆、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96 韓國【CJ bibigo】豬肉馬鈴薯湯460g 豬肉-韓國

水,豬肉,馬鈴薯,蘿蔔葉,豬骨,青蔥,豬脊骨,豬油,碎大蒜,

紫蘇籽粉,混合調味料{鹽,味精,

小麥澱粉,醬油(脫脂大豆,玉米麵筋),糖,水解小麥蛋白,牛

脂,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麥芽糊精,洋蔥粉,大蒜粉,人工香料,牛

骨萃取粉,醬油粉[水解胺基酸液(脫脂

大豆,玉米麵筋),澱粉糖漿,鹽,麥芽糊精,米糠油,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香辛調味料(水,蔗糖,丙二醇,洋蔥濃縮物,甘油,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人工香料),牛肉萃取粉,黑胡椒油樹脂,胺基乙酸,

琥珀酸二鈉,大蒜風味調味料(單及雙脂

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大蒜濃縮物,蔗糖糖漿),葡萄糖,

大蒜及洋蔥粉,琥珀酸,檸檬酸,維生素

B1},豬皮,大豆粉,芝麻葉,紅辣椒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大蒜,豬骨萃取物,麥芽糊精,水,豬油,玉米糖膠,酵母萃取

物,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粘稠劑(含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麥芽糊精),薑

濃縮物,培根萃取物,麥芽糊精,水,鹽,

澱粉糖漿,醬油(水,脫脂大豆,酒精,鹽),大蒜,洋蔥,酵母萃

取物,玉米澱粉,黑胡椒粉,玉米糖膠,青

辣椒,米粉,精緻豬油,黑胡椒,糖,酵母萃取物,紅椒色素。

含有牛奶,大豆,麩質穀

物類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62 韓國【CJ bibigo】辣牛肉湯鍋500g 牛肉-澳洲

水,蔥,芋梗,牛肉(澳洲產),牛腿骨萃取物,辣椒粉,大蒜,調

味料{牛肉萃取物(牛肉,鹽),調味油[玉米油,蔥,洋蔥,大

蒜,辣椒,蕨菜,薑,維生素E(抗氧化劑),大豆卵磷脂],鹽,蘿

蔔萃取物(蘿蔔,大蒜,鹽,薑),糖},玉米油,混合調味料[鹽,

牛骨粉,小麥澱粉,糖,濃縮醬油(大豆,玉米麵筋)],辣椒調

味油[大豆油,辣椒籽油,辣椒1,辣椒2],混合調味粉(糊精,

鹽,酵母萃取物,胺基乙酸,玉米澱粉,琥珀酸二鈉),糖,調味

料[牛肉調味料(牛肉萃取物,葡萄糖),葡萄糖,5'-次黃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醬油粉(醬油(曬

鹽,脫脂大豆,小麥,果糖,澱粉糖漿,鹽,胺基乙酸,麥芽糊

精,洋蔥粉,鮪魚,濃縮牡蠣],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含有小麥,大豆製品,甲

殼類及魚類製品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70 韓國【CJ bibigo】雪濃湯500g 牛肉-澳洲

水,牛肉,牛骨萃取物(牛骨萃取物,鹽),牛肉濃縮萃取液,

鹽,牛味調味油(牛肉,青蔥,大蒜,洋蔥,牛脂),5'-次黃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卵磷脂,大蒜萃取

物,青蔥萃取物,洋蔥萃取物,海帶萃取物,香菇萃取物,甘藍

菜萃取物,鹽,混合調味料{鹽,味精,小麥澱粉,醬油(脫脂大

豆,玉米麵筋),糖,水解小麥蛋白,牛脂,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麥芽糊精,洋蔥粉,大蒜

粉,人工香料,牛骨萃取粉,醬油粉[水解胺基酸液(脫脂大

豆,玉米麵筋),澱粉糖漿,鹽,麥芽糊精,米糠油,5'-次黃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香辛調味料

(水,蔗糖,丙二醇,洋蔥濃縮物,甘油,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人工香料),牛肉萃取粉,黑

胡椒樹脂油,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大蒜風味調味料(單及

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大蒜濃縮物,蔗糖糖漿),葡

萄糖,大蒜,洋蔥粉,琥珀酸,檸檬酸,維生素B1},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含麩質穀物,大豆,牛奶

等製品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88 韓國【CJ bibigo】豬肉泡菜鍋460g 豬肉-韓國

水,泡菜[醃漬白菜(白菜,鹽),紅辣椒粉,糖,大蒜,蔥,鯷魚

醬(鯷魚,鹽),水,薑,乳酸鈣,鹽,玉米糖膠],豬肉,豆腐(大

豆,硫酸鈣),大蒜,混合調味料[琥珀酸,檸檬酸,維生素B1,

琥珀酸二鈉,葡萄糖,洋蔥,大蒜,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胡椒,牛肉萃取物,大蒜濃縮物,鹽,牛骨粉,小麥澱粉,糖,小

麥萃取物,醬油(大豆,小麥,鹽),牛油,麥芽糊精,水解大豆

蛋白,醬油粉],牛肉湯(牛肉萃取物,麥芽糊精,鹽,酵母萃取

物,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檸檬酸,玉米糖膠,胺基乙酸),

辣椒粉,牛骨萃取物(牛腿骨萃取物,鹽),糖,玉米油,醬油

(水,發酵大豆,酒精,海帶萃取物,大蒜,5'-鳥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鹽,酵母萃取物),梅子濃縮汁(梅子,糖),調味劑(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混合製

品[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糖粉,鹽,多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

偏磷酸鈉,碳酸氫鈉],酵母萃取物。

含大豆,麩質穀物 CJ CheilJedang Corp.(韓國希杰第一製糖)
330, Dongho-ro, Jung-gu, Seoul, 04560, Korea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39 【MAGMAG】 超夯蜜餞-還魂梅186g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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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亞硫酸鹽類 Magmag A-142831533-00000-7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1109347 【MAGMAG】 超夯蜜餞-哪李哪李50g 無 李子、糖、檸檬酸、鹽、防腐劑(苯甲酸鈉) 含有苯甲酸鈉(防腐劑) Magmag A-142831533-00000-7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偉創 9716 日本【天六】14+1袋綜合豆果子360g 無

花生、米、小麥粉、澱粉(樹薯澱粉、馬鈴薯澱粉、玉米澱

粉)、植物油(油菜籽油、棕櫚油、米、大豆)、砂糖、糯米

粉、糯米、小魚乾、醬油(大豆、小麥、食鹽、麴、酵母、

脫脂加工大豆、酒)、食鹽、蝦、糊料(樹薯澱粉、馬鈴薯

澱粉、玉米澱粉)、海苔、萵苣、墨魚、糖漿、香辛料(大

蒜粉、辣椒粉、洋蔥粉)、蠔油[糖漿、牡蠣、砂糖、醬油

(脫脂加工大豆、大豆、小麥、食鹽)、食鹽、蛋白加水分

解物(大豆、玉米)、酵母、豬肉(日本國)]、蛋白加水分解

物(大豆、玉米)、膨脹劑(碳酸氫銨)、海藻糖、味精、天

然色素(紅麴、胡蘿蔔素)、焦糖色素(普通焦糖)、檸檬

酸、香料

含有牛奶、花生、含麩

質之穀物、甲殼類、魚

類、芝麻、大豆、堅果

類製品

日本國山形縣 F-182923333-00000-6 偉創貿易有限公司 (02)2294-1510 新北市五股區登林路77巷52-1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物責任險1516字第10PD03214號

愛霓 1109131 【彌菓】遇唰嘴棒棒‧豬隊友-蜜汁160g(約13支) 豬肉:台灣

豬肉(台灣)、砂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鹽、紅趜、

調味料(豬肉抽出物、核苷酸、肉桂、丁香、三奈、大茴

香、小茴香、花椒、香料、己二烯酸鉀、L-麩酸鈉、5'-鳥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二氧化矽)、磷酸鹽、亞硝

酸鈉、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

類、大豆類及其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豪佳味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84號

食品業者登錄序號:E-150801553-00001-0E-154198367-00000-5 愛霓貿易有限公司 07-555559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七街32號 0513字第18AML0000138號

愛霓 1109149 【彌菓】遇唰嘴棒棒‧豬隊友-真蒜160g(約13支) 豬肉:台灣

豬肉(台灣)、砂糖、蒜頭、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鹽、

紅趜、調味料(豬肉抽出物、核苷酸、肉桂、丁香、三奈、

大茴香、小茴香、花椒、香料、己二烯酸鉀、L-麩酸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胺

基乙酸、DL-胺基丙酸、檸檬酸鈉、二氧化矽)、磷酸鹽、

亞硝酸鈉、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有麩質的穀

類、大豆類及其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豪佳味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84號

食品業者登錄序號:E-150801553-00001-0E-154198367-00000-5 愛霓貿易有限公司 07-555559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七街32號 0513字第18AML0000138號



逢泰 1109511 【海底撈】豬肚雞火鍋套餐1650g 豬肉:台灣

豬肚雞火鍋湯底：水、雞肉、滷豬肚[豬肚（台灣）、水、

白胡椒粉、蔥、薑、花椒]、豬骨高湯{豬頭骨濃縮汁[水、

豬頭骨（台灣）、豬皮（台灣）、維生素E(抗氧化劑)]、

乳化豬汁[豬骨（台灣）、水、豬油（台灣）、食鹽、維生

素E(抗氧化劑)]、砂糖、豬油（台灣）[維生素E(抗氧化

劑)]、動物膠、焦糖色素}、鮮味雞晶{L-麩酸鈉、鹽、馬

鈴薯澱粉、糖、香料、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調味劑(5'-次

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雞油、葡

萄糖、雞肉粉、β-胡蘿蔔素[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

澱粉、葵花油、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C、維生

素E)、β-胡蘿蔔素]}、鹽、胡椒粉(甘草粕粉、辣椒、花

椒、小茴、鹽、薑黃、胡椒、香料)。

巴沙魚：巴沙魚（巴沙魚、水、食鹽、檸檬酸、檸檬酸

鈉、檸檬酸鉀）、大豆沙拉油、水、馬鈴薯澱粉、食鹽、

蛋清、白糖、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

澱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食

鹽）、雞油、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白胡椒]。

蝦丸：白蝦仁、食用玉米澱粉、味精、白砂糖、食鹽。

四川酥肉：豬肉（台灣）、雞蛋、玉米澱粉、薑末、啤

酒、雞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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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精、糖、雞湯、雞

肉、雞油、醬油、水解大豆蛋白、香料、酵母抽出物、油

菜籽油、白胡椒粉、水解小麥蛋白、棕櫚油、玉米油、高

山被孢黴發酵產物]、鹽、L-麩酸鈉、乾紅辣椒粉。

香辣梅花豬肉：豬肉（英國）、水、辣椒調味油（大豆沙

本產品含有蛋類、芝

麻、大豆、牛奶、甲殼

類、魚類、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5樓 H-154964001-00000-4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02-2720-1835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5樓 1516字第09PD04139號(國泰) 2000萬                                                          

逢泰 1109529 【海底撈】麻辣火鍋套餐1178g 無

清油火鍋底料：大豆油、辣椒、花椒、豆瓣醬（辣椒、蠶

豆、食鹽、小麥麵粉）、薑、蔥、蒜、香辛料（小茴香、

白芷、砂仁、八角、桂皮、山奈、甘草、陳皮）、蔗糖、

白酒、豆豉（大豆、水、食鹽）、香料、酵母調味料（酵

母、水、L-麩酸鈉、檸檬酸鈉）、胡椒、5'-鳥嘌呤核?磷

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清油火鍋調味料：食鹽、麥芽糊精、蔗糖、酵母萃取物（

酵母萃取物、食鹽）、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5'-次黃嘌

呤核?磷酸二鈉、二氧化矽、香料。

撈派滑牛肉：

牛肉（澳洲）、水、大豆沙拉油、辣椒調味油（大豆沙拉

油、小粗辣椒、燈籠辣椒、洋蔥、薑片、小蔥、去皮生白

芝麻、紅花椒、芹菜、香菜、食鹽、八角、桂皮、香

葉）、牛肉粉｛食鹽、L-麩酸鈉、糖、玉米澱粉、葡萄

糖、醬油粉（醬油、糊精、食鹽）、牛油脂、牛肉萃取

物、牛肉濃縮精、大蒜萃取物、牛骨萃取物、洋蔥萃取

物、黑胡椒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

嘌呤核?磷酸二鈉）、檸檬酸、琥珀酸二鈉、調味粉[酵母

萃取、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磷酸二鈉）]、大蒜油、洋蔥油、丙二醇）｝、碳酸鉀、芝

麻、食鹽、雞粉[食鹽、麥芽糊精、L-麩酸鈉、糖、玉米澱

粉、雞肉粉、香料、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食鹽）、

雞油、食用棕櫚油、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白胡椒]、辣椒粉、嫩精[食

鹽、馬鈴薯澱粉、乳糖、品質改良劑（二氧化矽）、木瓜

酵素（含麥芽糊精）、鳳梨酵素（含麥芽糊精）]。

巴沙魚：巴沙魚（巴沙魚、水、食鹽、檸檬酸、檸檬酸

本產品含有芝麻、蛋

類、大豆、牛奶、甲殼

類、魚類、含麩質之穀

物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5樓 H-154964001-00000-4 新加坡商海底撈國際食品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02-2720-1835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6號5樓 1516字第09PD04139號(國泰) 2000萬                                                          

拍拍 1110055 【元樂】曲奇餅乾-肉桂170g(約18片) 無
無鹽奶油、小麥麵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黑糖、

白巧克力、食鹽、肉桂粉、蛋黃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063 【元樂】曲奇餅乾-原味170g(約18片) 無
無鹽奶油、小麥麵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蔗糖、白

巧克力、香草莢、食鹽、蛋黃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071 【元樂】曲奇餅乾-抹茶170g(約18片) 無
無鹽奶油、小麥麵粉、蔗糖、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抹

茶粉、香草莢、食鹽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089 【元樂】曲奇餅乾-巧克力170g(約18片) 無
無鹽奶油、小麥麵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黑巧克

力、蔗糖、可可粉、香草莢、食鹽、蛋黃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097 【元樂】長條年輪-原味340g 無

雞蛋、無鹽奶油、小麥麵粉、海藻糖、蔗糖、脂肪抹醬、

鮮乳油(乳脂、乳蛋白、樹薯粉、

粘稠劑(鹿角菜膠))、蘭姆酒、大豆沙拉油、黑糖蜜(黑糖

(蔗糖)、麥芽糖、沖繩黑糖))、食鹽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105 【元樂】長條年輪-黑糖340g 無

雞蛋、黑糖蜜(黑糖(蔗糖)、麥芽糖、沖繩黑糖))、無鹽奶

油、小麥麵粉、脂肪抹醬、

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海藻糖、樹薯粉、香草莢、蘭姆

酒、食鹽、大豆沙拉油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113 【元樂】長條年輪-巧克力340g 無

雞蛋、蔗糖、小麥麵粉、無鹽奶油、可可粉、烘培油脂

[(D-山梨醇液、油菜籽油、水、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

肪酸蔗糖酯)、麥芽糖漿、香料、大豆卵磷脂、丙二醇、抗

氧化劑(維生素E)、β-胡蘿蔔素)]、黑糖蜜(黑糖(蔗糖)、

麥芽糖、沖繩黑糖)、軟質巧克力(完全氫化棕仁油、蔗

糖、可可粉、乳粉、乳清粉、大豆卵磷脂、香料(巧克力香

料、香莢蘭醛))、海藻糖、食用大豆油、鮮乳油(乳脂、乳

蛋白、鹿角菜膠)、樹薯澱粉、食品改良劑(乳酸、竹筍抽

出物、脂肪酸甘油脂、乳酸納、水)、食鹽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拍拍 1110170 【元樂】長條年輪-肉桂340g 無

雞蛋、無鹽奶油、小麥麵粉、海藻糖、蔗糖、脂肪抹醬、

鮮乳油、樹薯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

香草莢、蘭姆酒、黑糖蜜、大豆沙拉油、食鹽

 麩質類及蛋奶製品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A-128697900-00000-9 拍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792-9859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2巷5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字號0525字 第21AML0003268號

上品王 1109842 【石安牧場】柔滑布丁130g 無
鮮乳、雞蛋、鮮乳油(乳脂、乳蛋白、鹿角菜膠)、糖、麥

芽糖、 蜂蜜、甜味劑(D-山梨醇)、鹽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及

其製品可能造成過敏反

應

本產品之製成設備有處

理蟹、魚類、大豆、堅

果類、對食品過敏的消

費者，請研讀原料說

明。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12895828-00000-1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31-7922 高雄市阿蓮區和平路206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品責任險0521字第10PD01874號保單續保

上品王 1109859 【石安牧場】杏仁豆腐130g 無

水、鮮乳、杏仁粉、蔗糖、鮮乳油(乳脂、乳蛋白、鹿角菜

膠)、海藻膠(葡萄糖、氯化鉀、蒟蒻粉、乙醯化己二酸二

澱粉、柑橘果膠、刺槐豆膠、鹿角菜膠、乳糖)、糖漿、明

膠(動物膠)、香料(糊精、阿拉伯膠、香料、混合濃縮生育

醇、抗氧化劑))、醋酸鈉(無水)、胺基乙酸、酵素製劑(蛋

白溶菌酶)

本產品含有牛奶、杏

仁、蛋及其製品可能造

成過敏反應

本產品之製成設備有處

理蟹、魚類、大豆、小

麥、對食品過敏的消費

者，請研讀原料說明。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12895828-00000-1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31-7922 高雄市阿蓮區和平路206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品責任險0521字第10PD01874號保單續保



上品王 1109867 【石安牧場】日式茶碗蒸167g 無

水、雞蛋、毛豆、玉米、雞肉、香菇、味霖(糯米、蓬萊

米、果糖、醋)、甜味劑(D-山梨醇)、鹽、糖、柴魚萃取

液、調味劑(胺基乙酸、檸檬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琥珀酸一鈉、DL-胺基丙酸)、

醋酸鈉(無水)、蟹抽出物、醬油、玉米糖漿、香料

本產品含有蛋、蟹、魚

類豆類及其製品

本產品之製成設備有處

理牛奶、堅果類、對食

品過敏的消費者，請研

讀原料說明。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12895828-00000-1 上品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7)631-7922 高雄市阿蓮區和平路206號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國泰產品責任險0521字第10PD01874號保單續保

勵馨 1110048 【勵馨基金會】甜心巧克力禮盒55g(6入) 無
植物性油脂、奶油、可可粉、可可脂、乳化劑、香料、杏

仁角、芝麻、蔓越莓
麩質穀類及蛋製品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愛馨工坊F-100968923-00000-0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愛馨工坊(02)2918-389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60巷1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旺旺友聯產品責任險1205字第09PLON000098號保單

勵馨 1110030 【勵馨基金會】手工精緻甜心小屋80g 無

手工餅乾：麵粉、無鹽奶油、砂煻、芝麻、燕麥片、可可

粉、杏仁角、咖啡粉、黑糖、 南瓜子、伯爵紅茶粉、牛奶

包種茶牛軋糖：水飴、花生、砂糖、奶粉、茶粉、棕櫚

油、大豆油、蛋白、鹽

麩質穀類及蛋製品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愛馨工坊F-100968923-00000-0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愛馨工坊(02)2918-3895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60巷1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旺旺友聯產品責任險1205字第09PLON000098號保單

荃薏(屹兆莊) 1109057 【台畜】杏仁香脆肉片-原味100g 豬肉:台灣

豬肉，蔗糖，杏仁片，糯質馬鈴薯澱粉，醬油，l-麩酸鈉

，馬鈴薯澱粉，碳酸氫鈉，檸檬酸鈉，食鹽，抗氧化劑(異

抗壞血酸鈉)，丙二醇，複方保色劑[食鹽，亞硝酸鈉，硝

酸鉀，麥芽糊精]，香料，複方香料[香料，大豆沙拉油，

棉籽油，芥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複方香料

粉[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香料]，複方甜味劑[

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乳糖]

本產品內含堅果，大豆

，麩質，奶類成分。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09PL0N000307

荃薏(屹兆莊) 1109065 【台畜】杏仁香脆肉片-黑胡椒100g 豬肉:台灣

豬肉，蔗糖，杏仁片，糯質馬鈴薯澱粉，芝麻，l-麩酸鈉

，馬鈴薯澱粉，碳酸氫鈉，檸檬酸鈉，食鹽，抗氧化劑(異

抗壞血酸鈉)，丙二醇，複方保色劑[食鹽，亞硝酸鈉，硝

酸鉀，麥芽糊精]，香料，複方香料[香料，大豆沙拉油，

棉籽油，芥花油]，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複方香料

粉[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香料]，複方甜味劑[

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乳糖]

本產品內含堅果，大豆

，麩質，奶類成分。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09PL0N000307

荃薏(屹兆莊) 1109073 【TOMICA】原味蛋捲禮盒290g(4包入) 無

雞蛋、砂糖、麵粉、起酥油【植物油(棕櫚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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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濃縮生育醇、芥花油)〕】、食鹽、β-胡蘿蔔

素(著色劑)

本產品內含麩質，奶類

成分。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09PL0N000307

荃薏(屹兆莊) 1109081 【HELLO KITTY】造型公仔水杯450ml 無 杯體PS       吸管PP 鑽鎰實業有限公司 F-184699395-000006 荃薏企業有限公司 02-22999197 五股區五工路147號3樓 09PL0N000307

佰事達 1109099 【醉月x HELLO KITTY】蜂蜜蘋果燒酒禮盒360ml 無 水、米、糖、蜂蜜、蘋果濃縮汁 無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Q-124631908-00001-8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3-4704616 桃園巿龍潭區百年二街15巷21-1號13樓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10PD02129號

佰事達 1109123 【醉月x HELLO KITTY】 櫻花蜜荔酒500ml 無 水、糖、荔枝汁、櫻花萃取物 無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Q-124631908-00001-8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3-4704616 桃園巿龍潭區百年二街15巷21-1號13樓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10PD02129號

佰事達 1109107 【醉月x LINE FRIENDS】雞尾酒2入禮盒100mlX2 無
莫希托：蘭姆酒、萊姆汁、果糖、薄荷酒、檸檬酸

柯夢波丹：伏特加、橙酒、檸檬汁、蔓越莓汁、檸檬酸
無 傳奇酒業有限公司 J-156022006-00000-8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3-4704616 桃園巿龍潭區百年二街15巷21-1號13樓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10PD02129號

佰事達 1109115 【醉月x LINE FRIENDS】胭脂梅酒300ml 無 水、糖、梅子汁、胭脂梅(已濾除) 無 花果椿妝有限公司  Q-124631908-00001-8 佰事達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03-4704616 桃園巿龍潭區百年二街15巷21-1號13樓 國泰產物保險壹千萬150310PD02129號

亨陽 1108927 義大利【波特嘉】璀璨金瓶普洛斯可葡萄酒DOC200ml 無 100% Glera 波特嘉Bottega 亨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 2302 6221 108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31號

亨陽 1108935 義大利【波特嘉】果溢粉紅氣泡葡萄酒200ml 無 100%Pinot Noir 波特嘉Bottega 亨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 2302 6221 108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31號

亨陽 1108943 義大利【波特嘉】玫瑰莫斯卡朵氣泡酒200ml 無 100%Moscato 波特嘉Bottega 亨陽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02 2302 6221 108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31號

益新 1109792 【卡洛塔妮】羊奶粉高鈣配方400g 無

羊奶(99.8%)、複方維生素(維生素C、維生素E、麥芽糊

精、維生素D3、維生素B6、蔗糖、葉酸、中鏈三酸甘油

酯)、硫酸亞鐵。

本品含有羊乳 Dairy Goat Co-operative (N.Z.) Ltd E-186114256-00000-5 益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02-23813799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68之1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0500字第20AML0000695號保單續保

益新 1109800 【卡洛塔妮】可口羊乳片-厚奶16g 無

全脂羊乳粉、葡萄糖、麥芽糊精、優酪粉(砂糖、脫脂奶

粉、麥芽糊精、全脂奶粉、葡萄糖、檸檬酸、酵母精粉、

香料、脂肪酸甘油酯)、半乳寡醣、果寡醣、乳酸香料(辛

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麥芽糊精、香料)、硬脂酸鎂、嗜酸乳

桿菌(嗜酸乳桿菌、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比菲德氏龍根

菌(比菲德氏龍根菌、麥芽糊精、微結晶狀α-纖維素)、二

氧化矽。

本品含有羊乳，優格粉

，與半乳寡糖
喬志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186114256-00000-5 益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02-23813799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68之1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0500字第20AML0000695號保單續保

益新 1109818 【卡洛塔妮】可口羊乳片-綜合16g 無

全脂羊乳粉、葡萄糖、麥芽糊精、哈密瓜果汁粉(哈密瓜、

麥芽糊精、蘋果濃縮汁、檸檬酸、香料、槴子藍色素、黃

槴子色素)、半乳寡醣、果寡醣、優酪粉(砂糖、脫脂奶

粉、麥芽糊精、全脂奶粉、葡萄糖、檸檬酸、酵母精粉、

香料、脂肪酸甘油酯)、藍莓果汁粉(辛烯基丁二酸鈉澱

粉、藍莓濃縮汁、葡萄汁色素、麥芽糊精、香料、檸檬

酸、葡萄果皮色素、槴子藍色素)、草莓果汁粉(草莓濃縮

汁、麥芽糊精、氧化澱粉、紅甜菜汁、檸檬酸、香料)、乳

酸香料(辛烯基丁二酸鈉澱粉、麥芽糊精、香料)、草莓香

料(麥芽糊精、糊化澱粉、香料)、硬脂酸鎂、嗜酸乳桿菌

(嗜酸乳桿菌、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比菲德氏龍根菌(比

菲德氏龍根菌、麥芽糊精、微結晶狀α-纖維素)、二氧化

矽、藍莓香料、哈密瓜香料、食用紅色四十號鋁麗基。

本品含有羊乳，優格粉

，與半乳寡糖
喬志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186114256-00000-5 益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02-23813799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368之1號3樓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富邦產品責任險0500字第20AML0000695號保單續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