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

供應商名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
電話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

原產國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
屬性

亞緻麗緻提拉米蘇

亞緻餐飲

02-7735-2351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三巷56號2樓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馬斯卡邦(殺菌奶脂、殺菌牛奶、乳酸)、鮮奶油[奶油、粘稠
劑(鹿角菜膠)]、雞蛋、麵粉、大豆油、咖啡酒(蒸餾酒,咖啡,
本產品含蛋類、牛奶、麩質之穀物及 已投保旺旺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香草)、64%巧克力、可可粉、咖啡粉、吉利丁(明膠)、泡打
其製品。
保單號碼：1207第09PL0N000007號
粉(酸性焦磷酸鈉,碳酸氫鈉,玉米澱粉,(非基因改造),碳酸二氫
鈣)

亞緻紐約風乳酪蛋糕

亞緻餐飲

02-7735-2351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三巷56號2樓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乳酪(牛奶、奶油、鹽、乳化劑(檸檬酸鈉))，細砂糖，雞蛋， 本產品含蛋類、牛奶、麩質之穀物及 已投保旺旺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酸櫻桃，玉米粉
其製品。
保單號碼：1207第09PL0N000007號

亞緻橙香磅蛋糕

亞緻餐飲

02-7735-2351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三巷56號2樓 N-124619215-00000-1

台灣

雞蛋、香橙絲、糖、無鹽發酵奶油、麵粉

亞緻繽紛手工餅乾組

亞緻餐飲

02-7735-2351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三巷56號2樓 A-170442161-00000-3

台灣

麵粉、奶油、糖、蛋、水滴巧克力、杏仁粒、杏仁角、榛果 本產品含蛋類、麩質之穀物及其製
粒
品。

台灣

水、蛋白、鮮奶油【水、氫化棕櫚核仁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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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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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大豆油、糖、白巧
克力(糖、可可脂、全脂奶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草香
料)、動物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紅豆餡(小紅豆、砂
糖)、糖粉(特砂、玉米澱粉)、果膠(葡萄糖漿、水、柑橘果
膠、海藻酸鈉、鹿角菜膠、檸檬酸、檸檬酸鈉、乳酸鈣、磷
酸鈣、已二烯酸鉀(防腐劑)、天然香料)、豆漿粉(黃豆(非基 本產品含有蛋、牛奶、麩質之榖物、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第18AML0001871
因)、麥芽糖、糖)、杏仁片(杏仁果)、白巧克力扣(糖、完全 大豆、堅果類及其製品，
奶蛋素
號
氫化植物油脂(硬質棕櫚核仁油、軟質棕櫚核仁油)、脫脂奶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粉、乳清粉、脂肪山梨醇酐酯、乳糖、大豆卵磷脂、交酯化
蓖麻酸聚合甘油酯、香莢蘭醛)、銀耳、紅棗、麥芽糖(玉米
澱粉(非基改)、麥芽糖、寡糖、水、葡萄糖)、粉紅色色膏(甜
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醇、食用色素(紅色七號、
紅色四十號)、黏稠劑(玉米糖膠))、蜂蜜調味糖漿(果糖、蜂
蜜、香料、焦糖色素)、果凍粉(葡萄糖、檸檬酸鈉、蒟蒻
粉、氯化鉀、精製刺槐豆膠、鹿角菜膠(含麥芽糊精)、羧甲
基纖維素鈉)、白色色膏(食用色素(二氧化鈦)、甘油、水)、
吉利丁片、綠色色膏(甜味劑(D-山梨醇液70%)、水、丙二
醇、食用色素(黃色四號、藍色一號)、黏稠劑(玉米糖膠))。

台灣

動物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草莓、牛奶、蛋白、蛋黃、
糖、馬士卡澎(奶脂、牛奶、檸檬酸)、
低筋麵粉(小麥麵粉、小麥澱粉)、酸奶(發酵乳脂)、格斯粉
(砂糖、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脫脂奶粉、椰子油、葡萄糖
漿、海藻酸鈉、牛奶蛋白、磷酸鈣、焦磷酸鈉、香料、乳化
劑(脂肪酸甘油脂)、著色劑(核黃素)、天然食用色素(婀娜
多)、天然香草香料)、可爾必思(水、蔗糖、脫脂奶粉、香
料、檸檬酸、鮮乳)、糖粉(特砂、玉米澱粉)、鮮奶油【水、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麩質之榖物、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第18AML0001871
氫化棕櫚核仁油、蔗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乳酸硬脂酸 堅果類及其製品，
奶蛋素
號
鈉、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六十)、粘稠劑(羥丙基甲基纖維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素、海藻酸鈉)、磷酸氫二鈉(無水)、香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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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糖(砂糖、葡萄
糖漿、水、棕櫚仁油、黃耆膠、葵花油、檸檬酸、香草香
料)、吉利丁片、大豆油、無鹽奶油(乳脂)、櫻桃白蘭地、抹
茶風味粉(茶葉、麥芽糊精、抹茶香料、食用黃色四號、食用
藍色一號)、碘鹽。

A-154397437-00000-0

台灣

動物鮮奶油(乳脂、鹿角菜膠)、蛋、蛋黃、糖、低筋麵粉(小
麥麵粉、小麥澱粉)、黑森林巧克力(砂糖、可可膏、氫化植
物油脂(棕櫚仁油)、葡萄糖漿、可可脂、植物油(棕櫚油)、大
豆卵磷脂、香草香料)、牛奶、可可粉、酒漬櫻桃[櫻桃、利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麩質之榖物、
口酒37.5%(濃度40%)(糖、酒、天然櫻桃香料)、櫻桃白蘭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第18AML0001871
大豆及其製品，
奶蛋素
地]、麥芽糖(玉米澱粉(非基改)、麥芽糖、寡糖、水、葡萄
號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糖)、無鹽奶油(乳脂)、大豆油、巧克力扣(糖、完全氫化植物
油脂(硬質棕櫚核仁油)、低脂可可粉、大豆卵磷脂、脂肪酸
山梨醇酐酯、香莢蘭醛)、糖粉(特砂、玉米澱粉)、防潮可可
粉、吉利丁片、玉米糖膠(麥芽糊精、玉米糖膠)、碘鹽

H-101432195-00000-0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H-101432195-00000-0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一禮藏愛美肌蛋糕

一禮京都抹茶草莓蛋糕

一禮酒漬櫻桃長條蛋糕

皮耶半熟乳酪蛋糕
皮耶法式可麗露

六福開發股份有
02-21716565
限公司

六福開發股份有
02-21716565
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六福開發股份有
02-21716565
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59號

皮耶先生手作烘
03-3562260
焙坊
皮耶先生手作烘
03-3562260
焙坊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里17鄰民有十六街12
號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里17鄰民有十六街12
號

A-154397437-00000-0

A-154397437-00000-0

本產品含蛋類、牛奶、麩質之穀物及 已投保旺旺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其製品。
保單號碼：1207第09PL0N000007號
已投保兆豐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16第08PD01388號

恬品軒夏威夷果仁蛋糕
恬品軒玫妮布可蛋糕
恬品軒歐風焦糖蘋果派

阿聰師大甲芋泥捲

恬品軒企業有限
02-26888399
公司
恬品軒企業有限
02-26888399
公司
恬品軒企業有限
02-26888399
公司

阿聰師

04-26711477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226號

A-200001264-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226號

A-200001264-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226號

A-200001264-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台中市大安區興安路168號

B-125023959-00000-4

台灣

芋頭、雞蛋、砂糖、鮮奶油、麵粉、沙拉油、奶水(水、脫脂 本產品含有麩質(小麥)、蛋類、奶類
奶粉、乳酪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豆卵磷脂、加工麒 及其製品，對此過敏或有特殊體質者 台壽保產險-證號-1842-19PR0000062
麟菜、維生素A、維生素D3)、鹽
，請避免食用。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本產品由貝禮詩奶酒調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
製，每份含有10g酒精。本產品生產
50-105-07966169-00001-PDL
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
蛋,奶製品,堅果類,芒果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
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奶製品,堅 50-105-07966169-00001-PDL
果類,芒果

糖村貝禮詩拿鐵哈尼捲

笠豐食品

0800-063-188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08號

B-112981393-00016-2

台灣

雞蛋.北海道奶霜(牛奶.棕櫚仁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
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酯.脂肪酸甘蔗酯)玉米纖維.乳清.香料).
鮮奶油(鮮奶油.鹿角菜膠)上白糖.麵粉.鮮奶.奶油.吉利丁.卡士
達粉.奶凍粉.咖啡粉(咖啡.菊苣).蘭姆酒.貝禮詩奶酒( 威士忌.
奶油)

糖村鮮奶乳酪蛋糕

笠豐食品

0800-063-188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09號

B-112981393-00016-2

台灣

蛋,奶油乳酪,砂糖,有鹽奶油,鮮奶,玉米粉,低筋麵粉,塔塔粉。

糖村鳳蘋優格湯種奶油蛋糕

笠豐食品

0800-063-188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10號

B-112981393-00016-2

台灣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土雞蛋,鮮奶,砂糖,無鹽奶油,鮮奶油,麵粉,瑪斯卡邦乳酪,原味
體質者食用.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
優格,海藻糖,奶粉,塔塔粉,鳳梨,蘋果,檸檬汁,香草莢,果膠,糖粉,
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奶製品,堅 50-105-07966169-00001-PDL
琴酒,泡打粉,白麥芽,草莓巧克力,玉米粉,珍珠糖(粉色、金色)
果類,芒果

糖村法式泡芙蛋糕

笠豐食品

0800-063-188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11號

B-112981393-00016-2

台灣

本產品含有:蛋,奶製品,堅果類 不適合
法國無鹽奶油,麵粉,蛋,糖,鮮奶,沙拉油(非基改),杏仁,蘭姆酒,巧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本產品生產製程 投保產品責任險字號：
克力,麥芽糖,鹽,塔塔粉,香料(香草)
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奶 50-105-07966169-00001-PDL
製品,堅果類,芒果

亞尼克原味生乳捲

亞尼克果子工房
02-87978993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蛋、鮮奶、砂糖、奶油、日本麵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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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蛋白 大豆
粉

奶蛋素

亞尼克特黑生乳捲

亞尼克果子工房
02-87978993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蛋、鮮奶、砂糖、日本麵粉、奶油、日本奶霜[牛奶、棕櫚仁
油、糊精、酪蛋白、乳糖、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大豆卵磷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可可 大豆
19AML0001656號
粉、蛋白粉

奶蛋素

亞尼克起司磚

亞尼克果子工房
02-87978993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乳酪.蛋.砂糖.日本麵粉.日本奶霜.全脂奶粉.起司.沙拉油.檸檬.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泡打粉
大豆
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亞尼克巴斯克生起司

亞尼克果子工房
02-87978993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乳酪(生乳、鮮奶油、食鹽、關華豆膠、刺槐豆膠)、鮮奶
油、砂糖、蛋、海藻糖、起司、日本麵粉

奶蛋素

亞尼克戀莓凍生乳捲

亞尼克果子工房
02-87978993
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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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米纖維)、乳清、香料]、草莓果泥(草莓、砂糖)、砂糖、鮮
19AML0001656號
奶、日本麵粉、奶油、覆盆子果泥(覆盆子、砂糖)、水、葡 大豆
萄糖漿、蛋白粉、轉化糖漿、吉利丁、乾燥草莓粒、胭脂紅
色素

久久津杏仁核桃焦糖派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日本麵粉，冰奶油丁，奶油，水貽，鮮奶油，二砂，鹽夏威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1207第05PLON000007
夷果.杏仁粒，核桃，南瓜子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久久津芋金香乳酪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乳酪(牛乳,鮮奶油,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乳酸菌),芋頭,糖,雞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蛋,鮮奶油(鮮乳脂,鹿角菜膠(海藻萃取物),牛奶,無鹽奶油,柑橘
1207第05PLON000007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絲,紫心甘薯粉,海藻糖,麵粉,玉米粉,橙酒,香草籽

久久津宇治愛上瓜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鮮奶油【奶油,粘稠劑(鹿角菜膠)】,糖,乳酪,雞蛋,草莓果泥(草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莓,糖),優格,麵粉,牛奶,覆盆子果泥(草莓覆盆子,糖),抹茶粉,沙
1207第05PLON000007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拉油,蜂蜜,檸檬汁

久久津生巧乳酪蛋糕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鮮奶油,雞蛋,砂糖,牛奶,64%巧克力,麵粉,黑櫻桃,蘭姆酒,無鹽
奶油,水貽,可可粉,吉利丁(明膠)

久久津彩虹雪戀乳酪蛋糕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鮮奶油,雞蛋,馬斯卡邦乳酪,細砂糖,綜合莓果果泥,覆盆子果泥,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日本麵粉,草莓果泥,乳酪,芒果果泥,吉利丁,牛奶,鹽,奶油,新鮮
1207第05PLON000007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覆盆子,新鮮藍莓

久久津北海道爆漿乳酪塔

上禾堂國際美食
04-7770895/02有限公司/一吉晟
29531558
行銷有限公司

彰化縣福興鄉大崙村48-1號

N-1246921500000-1

台灣

北海道乳酪, 上白糖, 日本麵粉, 雞蛋, 鮮奶,奶油

本產品含有牛奶.蛋.含有麩質之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大豆
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奶素

奶素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1207第05PLON000007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本商品含有蛋奶麵粉等製品，不適合
1207第05PLON000007
有過敏體質食者食用

奶素

手信坊京都芋雪捲

三叔公食品股份
02-2263-3607
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牛奶、鮮奶油[氫化棕櫚油、砂糖、乳化劑 (聚山梨醇酐脂肪
酸酯六十、脂肪酸聚合甘油酯)、鹽、玉米糖膠、香料、β胡蘿蔔素]、芋頭餡(芋頭、砂糖、白豆沙、大豆油、麥芽糊
此產品內含奶類、蛋類、麩質的穀類
和泰產險 AO-108-06080684-00018-PDL
精、全脂奶粉、紫地瓜、香料、碳酸氫鈉)、雞蛋、麵粉、大
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豆油、砂糖、刺槐豆膠、鹿角菜膠、碳酸氫鈉、香料、食用
紅色六號、食用紅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
號。

查理布朗十勝芋泥捲

查理布朗有限公
02-22782202
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26號

A-124491483-00000-3

台灣

蛋、芋頭餡、中澤鮮奶油、糖、麵粉、牛奶(水、乳粉、棕櫚
油、牛乳、乳清粉(脂肪酸甘油酯)、鹿角菜膠)、沙拉油(大豆 本產品含麩質成份(麵粉乃由小麥製
沙拉油、消泡劑(矽樹脂、脂肪酸甘油脂))、動物鮮奶油(牛奶 成)，奶製品以及蛋類
蛋白、鹿角菜膠)、檸檬汁、轉化糖漿、蛋白粉、香草精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16字第09PD01693號

奶蛋素

台灣

雞蛋、小麥粉、砂糖、植物性奶油(棕櫚油、椰子油、卵磷
脂、己二烯酸鉀、維生素E、L-抗壞血酸棕櫚酸脂、ß-胡蘿蔔
素)、大豆油、全脂奶粉、北海道牛奶香料(鮮奶油、牛奶香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雞蛋、牛
料、棕櫚油、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酵素製劑)、 奶。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脂肪酸山梨醇酐酯.脂肪酸丙二醇酯、
脂肪酸蔗糖酯)、黑糖麻吉、牛奶、紅茶葉 . 鹽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508AKP0A00008

奶蛋素

E-116649067-00001-2

台灣

白蛋糕【雞蛋、小麥粉、大豆油、細砂糖】、植物鮮奶油
(水、完全氫化棕櫚油<含有大豆卵磷脂>、糖、甜味劑<D-山
梨醇>、精煉棕櫚仁油、乾酪素鈉<奶類衍生物>、羥丙基甲
基纖維素、乳酪硬脂酸鈉、鹽、磷酸氫二鉀、香料、β-胡蘿
蔔素)、杏仁片、草莓果醬(草莓果粒、水、麥芽糖、砂糖、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雞蛋、牛乳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508AKP0A00008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玉米糖膠、羅望子膠、結蘭膠、檸檬
酸、檸檬酸鈉、乳酸鈣、品質改良劑(偏磷酸鈉)、防腐劑(己
二烯酸鉀)、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色四十號、矽樹脂(消泡
劑)

奶蛋素

宜蘭縣羅東鎮西安里南盟路69巷30號1樓 G-200033206-00000-9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宜蘭縣羅東鎮西安里南盟路69巷30號1樓 G-200033206-00000-9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183-1號

台灣

法藍四季黑糖珍珠生乳奶茶捲

法藍四季泥石流雪崩蛋糕

札幌巧克力甜心蛋糕
札幌水滴乳酪蛋糕

吉登食品企業有
07-3732036
限公司

吉登食品企業有
07-3732036
限公司

益同源食品有限
0928-836819
公司
益同源食品有限
0928-836819
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E-116649067-00001-2

康鼎芋頭奶酪捲

康鼎食品國際有
06-2653767
限公司

康鼎經典拿破崙派

康鼎食品國際有
06-2653767
限公司

卡茲尼法式原味輕乳酪蛋糕

康鼎食品國際有
06-2653767
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183-1號

D-1242-43554-00000-0

卡茲尼莊園黑巧克力蛋糕

康鼎食品國際有
06-2653767
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183-1號

世唯菓蜂乳酪蛋糕3入組

世唯食品有限公
05-5968708
司

米迦原味布蕾派
米迦原味千層蛋糕
米迦蘭姆葡萄重乳酪

米迦專業烘焙有
02-29598686
限公司
米迦專業烘焙有
02-29598686
限公司
米迦專業烘焙有
02-29598686
限公司

高級麵粉、鮮奶、鮮奶油、芋頭、雞蛋、細糖、食用紅色 6
號、食用紅色 7號、食用紅色 40號、食用藍色 1號

此產品內含雞蛋、奶類、小麥製品之
兆豐產物-0201第08PDL00045號
過敏原

奶蛋素

高級麵粉、細糖、雞蛋、奶油、葡萄乾、鹽、小蘇打粉

此產品內含雞蛋、奶類、小麥製品之
兆豐產物-0201第08PDL00045號
過敏原

奶蛋素

台灣

高級麵粉、細糖、乳酪、雞蛋、鮮奶油

此產品內含雞蛋、奶類、小麥製品之
兆豐產物-0201第08PDL00045號
過敏原

奶蛋素

D-1242-43554-00000-0

台灣

麵粉、雞蛋、細砂糖、鮮奶、鮮奶油、柑橘水、奶油、泡打 此產品內含雞蛋、奶類、小麥製品之
兆豐產物-0201第08PDL00045號
粉、果膠、橙皮酒、核桃、可可粉
過敏原

奶蛋素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公論路9號1樓

P-127389118-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27號1樓

F-180471642-00000-5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27號1樓

F-180471642-00000-5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27號1樓

F-180471642-00000-5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台南市南區新孝路183-1號

D-1242-43554-00000-0
D-1242-43554-00000-0

台灣

連珍芋泥雙層蛋糕

連珍食品有限公
02-24223676
司

基隆市仁愛區博愛里13鄰愛二路42號

C-189490183-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廣和蓁玫瑰物語

廣和蓁食品有限
02-86872707
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502號3樓之3

F-116379325-00000-9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陳允寶泉鹹蛋糕

陳允宝泉食品股
04-22222257
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36號1樓

B-154586205-00000-4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廣和蓁巧克力黑櫻桃

廣和蓁食品有限
02-86872707
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502號3樓之3

F-116379325-00000-9

台灣

安徒生水果波士頓派

仟家軒食品有限
06-2311927
公司

奶蛋素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466號

D-181473675-00000-2

台灣

新安東京3000萬
鮮奶油(鮮奶油 .鹿角菜膠).鮮奶油(水.高果糖玉米糖漿.氫化椰
子油.部分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乾酪素鈉(奶類衍生
物).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食用香草香料(水.丙二醇.香英蘭
本產品含有牛奶 .蛋.含麩質之穀類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號碼
酫.乙基香英蘭酫)),糖,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牛奶,水蜜桃,水果餡
其製品
17667字第08ML000280號
(鳳梨,桃,杏桃,百香果修飾澱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調味劑
(檸檬酸鉀,檸檬酸),氯化鈣,抗氧化劑(維生素C),香料,洋菜),大
豆沙拉油,

蛋奶素

黑櫻桃粒.果餡(黑櫻桃.黏稠劑.砂糖.水.檸檬酸.焦糖液).調味劑
(檸檬酸鉀,檸檬酸),氯化鈣,抗氧化劑(維生素C),香料,洋菜),鮮
奶油(鮮奶油 .鹿角菜膠)鮮奶油(水.高果糖玉米糖漿.氫化椰子
油.部分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乾酪素鈉(奶類衍生
物).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食用香草香料(水.丙二醇.香英蘭
酫.乙基香英蘭酫),蛋.糖,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牛奶,大豆沙拉油.
鹽
鮮奶油(鮮奶油 .鹿角菜膠)鮮奶油(水.高果糖玉米糖漿.氫化椰
子油.部分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乾酪素鈉(奶類衍生
物).甲基纖維素.磷酸氫二鉀.食用香草香料(水.丙二醇.香英蘭
酫.乙基香英蘭酫)).蘋果丁 蛋.糖.小麥麵粉.小麥澱粉.牛奶.大豆
沙拉油.葡萄乾.TWININGS紅茶(無咖啡因紅茶、佛手柑香料),
鹽,

安徒生巧克力櫻桃波士頓派

仟家軒食品有限
06-2311928
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466號

D-181473675-00000-2

台灣

安徒生伯爵蘋果波士頓派

仟家軒食品有限
06-2311929
公司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466號

D-181473675-00000-2

台灣

26053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122號

G-184527746-00000-7

台灣

雞蛋、砂糖、麵粉、蜂蜜、麥芽糖、奶粉

愛不囉嗦甜蜜哈尼蜂蜜蛋糕禮盒 益欣食品

03-9289388

本產品含有牛奶 .蛋.含麩質之穀類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號碼
其製品
17667字第08ML000280號

蛋奶素

本產品含有牛奶 .蛋.含麩質之穀類及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產品責任保險單號碼
其製品
17667字第08ML000280號

蛋奶素

本產品含有蛋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奶蛋素

雪之戀雪花餅(草莓)

三叔公食品股份
02-2263-3607
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麥芽糖、餅乾(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鹽、
雞蛋、奶粉、膨脹劑(碳酸氫鈉、碳酸氫銨) 、大豆卵磷脂、 此產品內含麩質的穀物、蛋類、奶
β-胡蘿蔔素、香料)、草莓、草莓汁、奶油、水、葡萄糖、 類、大豆類及其製品之過敏原
明膠、麥芽糊精、樹薯澱粉、紅甜菜汁、檸檬酸、香料

東方水姑娘草莓鮮蛋捲

三叔公食品股份
02-2263-3607
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土城區國際路55號

F-180076157-00000-7

台灣

雞蛋、麵粉、砂糖、植物油(棕櫚油、芥花油、椰子油)、草
莓汁、香料、鹽、著色劑(食用紅色四十號)

和泰產險 AO-108-06080684-00018-PDL

此產品內含蛋類、麩質的穀物及其製
和泰產險 AO-108-06080684-00018-PDL
品之過敏原

非素食

蛋素

法藍四季起酥火腿肉鬆三明治

吉登食品企業有
07-3732036
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39巷5號

E-116649067-00001-2

台灣

小麥粉、奶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棕櫚核仁油、完全
氫化棕櫚油)、軟水、鮮乳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
酸山梨醇酐脂)、大豆卵磷脂、香料、調味劑(檸檬酸)、抗氧
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育醇、芥花油)、複方β-胡蘿蔔素
(葵花油、β-胡蘿蔔素)】、蛋、火腿【豬肉、雞肉、水、馬
鈴薯澱粉、大豆蛋白、糖、鹽、麥芽糊精、蛋白粉、蒜粉、
胡椒】、肉脯【嚴選豬肉、糖、麵粉、醬油、鹽、棕櫚
油】、起士片【乳酪,水,奶油,牛奶蛋白,磷酸鈉,檸檬酸鈉,脫脂
奶粉,乳清粉,天然乳酪,香料,鹽,己二烯酸,胡蘿蔔色素,紅椒色
素,棕櫚油,葵花卵磷脂】、糖、鹽小麥粉、奶油【植物油(棕
本產品含有大豆、小麥、雞蛋
櫚油、大豆油、棕櫚核仁油、完全氫化棕櫚油)、軟水、鮮乳
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山梨醇酐脂)、大豆卵磷
脂、香料、調味劑(檸檬酸)、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和濃縮生
育醇、芥花油)、複方β-胡蘿蔔素(葵花油、β-胡蘿蔔
素)】、蛋、火腿【豬肉、雞肉、水、馬鈴薯澱粉、大豆蛋
白、糖、鹽、麥芽糊精、蛋白粉、蒜粉、胡椒】、肉脯【嚴
選豬肉、糖、麵粉、醬油、鹽、棕櫚油】、起士片【乳酪,水,
奶油,牛奶蛋白,磷酸鈉,檸檬酸鈉,脫脂奶粉,乳清粉,天然乳酪,
香料,鹽,己二烯酸,胡蘿蔔色素,紅椒色素,棕櫚油,葵花卵磷
脂】、糖、鹽

花蓮縣餅原味奶油酥條

菩提食品實業有
03-8312889
限公司

花蓮市中華路1號

U154771927-00001-1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黑糖.鹽.酵母粉

本產品含有蛋類、奶類、麩質穀物及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8字號第
其製品
20AML0000046號

奶蛋素

花蓮縣餅蒜味奶油酥條

菩提食品實業有
03-8312889
限公司

花蓮市中華路1號

U154771927-00001-1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新鮮蒜泥.糖.黑糖.辣椒粉.鹽.酵母粉

本產品含有蛋類、奶類、麩質穀物及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8字號第
其製品
20AML0000046號

五辛素

升級版1日綜合果乾(30包/盒)

弘益傳香世家

07-6528314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82號

E-153239158-00000-8

台灣

蔓越莓乾(糖、葵花籽油)、葡萄乾(棕櫚油)、核桃仁、腰果、 本產品含有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南山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900-2236000897-03 素
杏仁、胡桃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林義和工坊馬祖紅麴老酒醉雞腿 林義和工坊

0836-23093

馬祖南竿鄉四維村72號

Z-126501747-00000-5

台灣

雞腿肉、水、馬祖老酒、鹽、調味劑(L-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及大豆成份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乳糖、水解大豆蛋白、枸杞

新光產物保險字號131308AKP0000005 一千
萬

好富食堂麻油雞湯(雞腿切塊)

新光產險-保單號碼130508AKP0A00008

洽富實業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水、雞腿肉、米酒、麻油、薑片、紅棗、枸杞、鹽、糖

無

131108AKP0000052

好富食堂牛蒡紅棗雞湯(雞腿切塊) 洽富實業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水、雞腿肉、牛蒡、糖、紅棗、鹽、米酒、枸杞

無

131108AKP0000052

好富食堂九尾草雞湯(雞腿切塊)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水、雞腿肉、九尾草、枸杞、鹽

無

131108AKP0000052

洽富實業

洽富實業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日式柴魚雞肉鬆:
雞肉、砂糖、棕櫚油、醬油、柴魚粉、芝麻油、胡椒粉(麩皮
粉、麥芽糊精、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茶枝、
八角、當歸)、肉桂粉(肉桂、甘草)、五香粉(小茴香、胡荽、
丁香)、蒜粉(蒜粉、大蒜精油)、食鹽、β-胡蘿蔔素、維生素
E(抗氧化劑)
本產品含有醬油(大豆)、麩質、柴魚
131108AKP0000052
海苔芝麻雞肉鬆:
及芝麻成份，過敏體質者請留意
雞肉、砂糖、棕櫚油、白芝麻、醬油、柴魚粉、海苔、胡椒
粉(麩皮粉、麥芽糊精、綠辣椒、胡椒、玉米澱粉、雞心椒、
茶枝、八角、當歸)、肉桂粉(肉桂、甘草)、五香粉(小茴香、
胡荽、丁香)、蒜粉(蒜粉、大蒜精油)、食鹽、β-胡蘿蔔素、
維生素E(抗氧化劑)

好富食堂養生滴雞精禮盒(8包入) 洽富實業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雞肉

好富食堂雞肉鬆禮盒(2罐入)

無

131108AKP000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