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檔品名

供應商名稱

六福尊品佛跳牆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六福松茸蟲草黑羽雞湯

澎富企業有
限公司

六福椒汁燉肋排

漢典有限公
司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電話

03-4527272

02-2228-6266

(05)6965-999

國內製造商/進口商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16號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之1號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2號

食品與輸入業者
登錄字號(製造商)

H-122977812-00004-7

F-128445089-00001-4

P-197273548-00000-8

原產國

完整成分

過敏原資訊

產品責任險

素食
屬性

台灣

水、豬骨(台灣、西班牙) 、雞肉、芋頭、豬小排(台灣)、豬腳(荷蘭、奧地利) 、桂竹筍、豬肚
(台灣)、蹄筋(台灣)、鳥蛋、栗子、醬油、炸油{軟質棕櫚油、大豆沙拉油、芥花油、消泡劑(矽
樹脂、二氧化矽)}、米酒、魚皮、薑、烏酢(水、釀造酢、糖、鹽、洋蔥、濃縮柳橙汁、蕃茄
糊、胡蘿蔔濃縮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第一類焦糖色素、香料)、糖、地瓜粉(氧化澱粉)
、蒜仁、青蔥、乾香菇、紅棗、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鹽、味噌(蓬萊米、黃豆、鹽、酒
精)、醬油膏{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胺基酸液、釀造生醬油(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
小麥、食鹽)、轉化液糖(蔗糖、水)、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食鹽、糯米、甜味劑(甘草
酸鈉、甜菊醣苷)、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蝦米、冰糖、白胡椒粉(甘薯粕粉、辣
椒、胡椒、花椒、小茴、鹽、薑黃、香料) 、大豆沙拉油、辣椒、八角、花椒、甘草、肉桂、
月桂葉

本產品含牛奶、蛋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蛋、海鮮，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1733607ML000021

葷

台灣

雞、高湯【水、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鹽)，L-麩酸鈉，糖，雞油，酵母萃取
物(酵母萃取物，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玲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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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胡蘿蔔素])、糖、胡椒。北蟲草、
松茸。

本產品含牛奶、蛋及其製品，
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
有處理蛋、海鮮，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0525字第19AML0002936號

葷

台灣

里肌排(台灣).水.青龍辣椒.蒜.米酢(水.糯米.釀造酒精).鮮雞汁{水.鹽.糖.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
鹽).香料.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麥芽糊精.
葵花油).王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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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油.魚露(鯷魚萃取物.鹽.糖).香菇精粉[鹽.麥芽糊精.糖.葡萄
糖.香菇粉(香菇萃取物.糊精).水解大豆蛋白(胺基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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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檸檬酸.香料].糖.紅花椒粒.青
花椒粒.風味雞汁調味料[水.鹽.L-麩酸鈉.香料.糖.乙醯化已二酸二澱粉.雞骨肉萃取物(雞骨肉.食
鹽.水).雞脂.酵母萃取物.藤椒油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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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甘油酯.β-胡蘿蔔素.焦糖色素}.鹽。
高湯【水、辣油(辣椒、沙拉油)、藤椒油(藤椒鮮果、菜籽油)、麻辣醬(辣椒、花椒油、青花
椒、鹽、朝天椒、花椒、孜然、丁香、胡荽、香菇粉(鹽, 麥芽糊精, 葡萄糖, 酵母萃取物 (酵母
萃取物，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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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精粉 (香菇
萃取物，糊精), 香菇粉 (香菇，麥芽糊精，鹽), 棕櫚油, 琥珀酸二鈉, 玉米糖膠, 琥珀酸、陳皮、
三奈、小茴香)、豆瓣醬(紅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水、蠶豆、食鹽、果糖、 麵粉、芝麻香
油、天然香辛料(八角))、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小麥、食鹽、轉化液糖(蔗糖、
水)、酒精、調味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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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味
劑(甘草素))。黑豆瓣醬(黑豆、辣椒、水、食鹽、砂糖、芝麻油、大豆油、酵母抽出物、乳
酸、玉米糖膠、甘草酸銨(甜味劑))
、蔥、蒜、L-麩酸鈉、薑、糖、燈籠椒、辣椒段、大紅袍、青花椒、】牛肉、 黃豆芽。

本產品含有蛋.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類及其
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責任險 第
生產本產品的廠房亦處理甲殼類.花生.牛奶.
130705AKP0000270號
堅果類.芝麻.二氧化硫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本產品含有蛋.大豆.芝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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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責任險 第
生產本產品的廠房亦處理甲殼類.花生.牛奶. 130705AKP0000270號
魚類.二氧化硫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家禽類註記
(年菜/端午專用)

海鮮類註記
(年菜/端午專用)

牛產地

雞湯標註

豬肉原產地

豬骨(台灣、西
班牙) 、豬小
排(台灣)、豬
腳(荷蘭、奧地
利) 、豬肚(台
灣)、蹄筋(台
灣)

雞

全雞帶頭帶爪

葷

里肌排(台灣)

六福蔬食佛跳牆

漢典有限公
司

(05)6965-999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2號

P-197273548-00000-8

台灣

亞緻紅燒獅子頭

嘉義食品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0800-022-98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23156383-00000-4

台灣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牛奶、蛋、大豆、芝
水、豬肉、娃娃菜、醬油、紹興酒、香菇、洋蔥、蔥、豆薯、蛋、糖、蠔油、雞油、棕櫚油、
麻、甲殼類，本產品生產廠房亦處理:堅
香油、薑、地瓜粉、金鉤蝦、鹽、白胡椒粉
果、花生、魚製品。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16第08PD01388號

葷

金鉤蝦

台灣

亞緻珍珠臘味飯

嘉義食品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0800-022-989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23156383-00000-4

台灣

長糯米、青江菜、肝腸(豬後腿肉、豬油、鴨肝、高粱酒、腸衣、醬油)、臘腸(豬後腿肉、豬
油、高粱酒、腸衣、醬油)、水、紹興酒、醬油、金鉤蝦、魚露、鹽、糖、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麩質之穀物、大豆、魚、甲殼類，
本產品生產廠房亦處理:堅果、花生、芝
麻、牛奶、蛋製品。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16第08PD01388號

葷

金鉤蝦

台灣

台灣

水、鴨、豬腳丁(豬原產地:台灣)、蔥、薑、火腿〔豬肉(豬原產地:台灣)、精鹽、亞硝酸鹽
(0.07g/kg以下)〕、調味料〔水、鹽、雞油(雞油、迷迭香抽出物)、雞湯(水、全雞、鹽)、
糖、味精(L-麩酸鈉)、雞肉粉(雞抽出物、迷迭香抽出物)、水解膠原蛋白、麥芽糊精、酵母抽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
出物、調味粉(酵母抽出物、水解植物蛋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玉米糖膠、香料、調 敏體質者食用
味粉(果糖、葡萄糖、酵母抽出物、麥芽糊精)、調味粉(水解植物蛋白、胺基乙酸、檸檬酸)、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大豆卵磷脂、D-木糖〕、鹽、糖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02第09PD03467號

葷

鴨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02第09PD03467號

葷

雞

已投保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1516第09PD01255號

全素

亞緻火烔元蹄全鴨煲

台灣真情

049-2319168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96巷100號

M-180400746-00003-2

奶蛋素

依每批進貨標
示於彩盒上

亞緻杭式花雕醉雞

台灣真情

049-2319168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路96巷100號

M-180400746-00003-2

台灣

雞腿〔川燙土雞腿(水、蔥、薑、鹽、味精)〕、水、紹興酒、米酒、花雕酒、調味料(L-麩酸
鈉、胺基乙酸、L-天門冬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鹽、黃耆、紅棗、冰糖、味精、魚露【水、釀造醬汁(水、黃豆(基因 本產品含有麥(含麩質)、魚及其製品，不適
改造)、小麥、鹽、酒精)、魚汁、鹽、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甜味劑(蔗糖素、醋磺內酯鉀)、防腐劑(苯
甲酸)、二氧化矽(品質改良劑)】、川芎、當歸、人參鬚、花椒粒、味精

亞緻上海紅豆鬆糕

寶來發食品
(股)公司

02-26931891

新北市福德一路392巷42弄17號

F-186511157-00000-7

台灣

糯米、紅豆、豆沙、砂糖、紅棗、蜜蓮子

凱達家宴冠軍霸王豬腳

民緯有限公
司

02-8522-8389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5號14樓之5

台灣

豬腳、水、米酒、鹽、蔥、薑、米醂、培根、沙拉油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凱達農家酸魚湯

民緯有限公
司

02-8522-8389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5號14樓之5

台灣

水、酸菜、蓮藕片、燈籠泡椒、薑片、藤椒油、花椒粒、豬皮(台灣)、美極鮮味露、美極鮮辣
本產品含有鯰魚，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汁、味粉、蒜、蔥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魚

凱達芋頭鮮魚米粉湯

民緯有限公
司

02-8522-8389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三段5號14樓之5

台灣

蔬菜高湯、芋頭、米粉、薄鹽鯰魚塊、蛋酥、蒜苗、油蔥酥、蒜酥

本產品含蛋類、魚類、大豆及含麩質的穀
物及其製品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魚

紅豆食府富貴吉祥年菜8件組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3-990-6000

宜蘭縣五結鄉立功一路二段64號

G-180576765-00002-0

台灣

團圓大封肉:豬肉、筍茸{竹筍、水、食鹽、二氧化硫、苯甲酸(防腐劑)}、水、大豆沙拉油、醬
油、糖、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酢、食鹽、胺基乙酸、檸檬酸鈉、DL-胺基
丙酸、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蔥、醋酸澱粉、蒜、紅蔥酥(紅蔥
頭、大豆沙拉油)、味精、辣椒、甘草、白胡椒粉、食鹽、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
香、花椒)、肉桂粉(肉桂、甘草)、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一品女兒紅燒雞:雞肉、水、大豆沙拉油、洋蔥、醬油、蔥、糖、薑、蒜、蠔油{水、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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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
椒、料理米酒、醋、番茄糊、辣椒醬{辣椒、食鹽、水、麻油、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
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L-天門冬酸鈉、DL-胺基丙
酸)、玉米糖膠、甜味劑(醋磺內酯鉀)、防腐劑(己二烯酸鉀)}、香油、醋酸澱粉
御皇上湯佛跳牆:水、大豆沙拉油、豬腳、雞肉、豬軟骨、芋頭、豬腳筋、豬肚、栗子、鳥
蛋、蠔油{水、糖、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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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蒜、魚皮、醋、醬油、濃縮雞汁{水、食鹽、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
物、食鹽)、L-麩酸鈉、糖、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食鹽)、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酸二鈉)、明膠、
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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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酒、糖、馬鈴薯澱粉、料理米酒、麵粉、白胡
椒粉。
如意團圓米糕:(1)米糕-長糯米、雞湯(水、雞骨)、豬肉、香菇絲、大豆沙拉油、醬油、豬
油、乾蝦仁、紅蔥酥(紅蔥頭、大豆沙拉油)、油膏、乾魷魚、黑麻油(芝麻)、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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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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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白胡椒粉、五香粉(八角、丁
香、肉桂、小茴香、花椒)(2)配料：鹹蛋黃、香菇
八寶甜湯:水、八寶豆(花生、薏仁、雪蓮子、小紅豆、綠豆、紅花豆、糖、水)、紫米、
糖、芋頭、大豆沙拉油
蠔油鮮蝦粉絲煲:(1)料包：粉絲(馬鈴薯澱粉、豌豆澱粉、綠豆澱粉、水)、白蝦(白蝦、偏

台灣
台灣

團圓大封肉:本產品含有亞硫酸鹽類、大
豆、含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
殼類、芒果、花生、牛奶、蛋、堅果類、
芝麻、魚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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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品女兒紅燒雞:本產品含有大豆、芝麻、
螺貝類、含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
有甲殼類、芒果、花生、牛奶、蛋、堅果
類、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殘留
量、軟體動物類、芹菜、芥末的產品於同
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御皇上湯佛跳牆:本產品含有大豆、堅果
類、蛋類、魚類、螺貝類、芹菜、含麩質
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奶
類、芒果、花生、芝麻、亞硫酸鹽類或二
氧化硫殘留量、軟體動物類、芥末的產品
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如意團圓米糕:本產品含有蛋類、大豆、軟
體動物類、甲殼類、芝麻、奶類、含麩質
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花生、
堅果類、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殘
留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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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寶甜湯:本產品含有花生、堅果類、大
豆。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牛
奶、蛋、芝麻、含麩質之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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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0500字第18AML0001182號

豬肉原產地：
台灣、荷蘭、
英國、瑞典、
加拿大(會依生
產需求等因素
，不同批次之
豬肉來源可能
不同，請依包
裝上之勾選產
地為主。)

紅豆食府富貴吉祥年菜8件組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3-990-6000

宜蘭縣五結鄉立功一路二段64號

G-180576765-00002-0

台灣

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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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酒、糖、馬鈴薯澱粉、料理米酒、麵粉、白胡
椒粉。
如意團圓米糕:(1)米糕-長糯米、雞湯(水、雞骨)、豬肉、香菇絲、大豆沙拉油、醬油、豬
油、乾蝦仁、紅蔥酥(紅蔥頭、大豆沙拉油)、油膏、乾魷魚、黑麻油(芝麻)、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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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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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鹽、白胡椒粉、五香粉(八角、丁
香、肉桂、小茴香、花椒)(2)配料：鹹蛋黃、香菇
八寶甜湯:水、八寶豆(花生、薏仁、雪蓮子、小紅豆、綠豆、紅花豆、糖、水)、紫米、
糖、芋頭、大豆沙拉油
蠔油鮮蝦粉絲煲:(1)料包：粉絲(馬鈴薯澱粉、豌豆澱粉、綠豆澱粉、水)、白蝦(白蝦、偏
亞硫酸氫鈉)、蔥、洋蔥、豬油、大豆沙拉油、蒜、薑、香菜。
(2)湯包：水、蠔油{水、糖、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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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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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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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酥(蒜頭、大豆沙拉
油)、花椒、黑胡椒粒、醬油、料理米酒、糖、味精、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磷酸二鈉。
御品無錫肉排骨:豬軟骨、水、大豆沙拉油、洋菇片(洋菇、水、食鹽、檸檬酸)、醬油、
糖、玉米澱粉、蕃茄糊、料理米酒、醋、蔥、薑、辣椒、食鹽、醋酸澱粉、肉桂粉、甘草粉
(甘草、麥芽糊精)、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
吉祥麻油猴頭菇:水、猴頭菇、杏鮑菇、薑、食鹽、黑麻油(芝麻)、紅棗、料理米酒、寶島
粉{氧化澱粉、馬鈴薯澱粉、樹薯澱粉、小麥澱粉、蕃薯粉}、大豆沙拉油、味精、糖、油
膏、枸杞、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

產需求等因素
，不同批次之
豬肉來源可能
不同，請依包
裝上之勾選產
地為主。)

如意團圓米糕:本產品含有蛋類、大豆、軟
體動物類、甲殼類、芝麻、奶類、含麩質
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花生、
堅果類、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殘
留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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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寶甜湯:本產品含有花生、堅果類、大
豆。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牛
奶、蛋、芝麻、含麩質之穀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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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蠔油鮮蝦粉絲煲:本產品含有亞硫酸鹽類、
甲殼類、螺貝類、奶類、蛋類、大豆、含
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芒果、花
生、堅果類、芝麻、魚類、軟體動物類、
芹菜、芥末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
過敏者請留意。
御品無錫肉排骨:本產品含有大豆、芹菜、
含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
類、芒果、花生、牛奶、蛋、堅果類、芝
麻、魚類、亞硫酸鹽類或二氧化硫殘留
量、軟體動物類、螺貝類、芥末的產品於
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意。
吉祥麻油猴頭菇: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
含麩質之穀物。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
類、芒果、花生、牛奶、蛋、堅果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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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錵鑶聖凱師全家樂淘團圓年菜

台灣永紘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
/03-9906000

呈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五結鄉利
工一路二段64號

G-180576765-00000-8

台灣

蠔蝦粉絲煲:1. 料包：粉絲(馬鈴薯澱粉、豌豆澱粉、綠豆澱粉、水)、白蝦(白蝦、偏亞硫酸氫
鈉)、蔥、洋蔥、豬油、大豆沙拉油、蒜、薑、香菜。
2. 湯包：水、蠔油{水、糖、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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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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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頭酥(蒜頭、大豆沙拉油)、花椒、黑胡椒
粒、醬油、料理米酒、糖、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上湯佛跳牆:水、豬腳、雞肉、豬軟骨、大豆沙拉油、芋頭、豬肚、豬腳筋、栗子、鳥蛋、蠔
油{水、糖、食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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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雞汁{水、食鹽、雞肉萃取物(雞肉萃取物、食鹽)、L-麩酸鈉、糖、雞油(雞
油、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食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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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醬油、香菇、蒜、魚皮、糖、黃酒、料理米酒、馬鈴薯澱粉、麵粉、白胡椒粉、鰹
魚風味粉{食鹽、L-麩酸鈉、糖、乳糖、柴魚、乾燻鰹魚、葡萄糖、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5'-鳥嘌呤核苷酸二鈉、酵母萃取物(含食鹽)、琥珀酸二鈉、焦糖色素}。
紹興醉雞:雞肉、水、食鹽、糖、味精、桂角、黨參、話梅{青梅、食鹽、糖、甜味劑(蔗糖素、
糖精鈉鹽、紐甜、環己基磺醯胺酸鈉)}、當歸、甘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紅露酒、紹興酒、枸杞。
御品無錫嫩排骨:豬軟骨、水、大豆沙拉油、洋菇片(洋菇、水、食鹽、檸檬酸)、醬油、糖、玉
米澱粉、蕃茄糊、料理米酒、醋、蔥、薑、辣椒、食鹽、醋酸澱粉、肉桂粉、甘草粉(甘草、
麥芽糊精)、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
上湯濃醇全雞湯:雞高湯(水、雞骨)、土雞肉、火腿{豬肉、食鹽、保色劑(亞硝酸鈉)}、紅棗、
料理米酒、薑、味精、干貝、枸杞、食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
鈉
八寶甜湯:水、八寶豆(花生、薏仁、雪蓮子、小紅豆、綠豆、紅花豆、糖、水)、紫米、糖、芋
頭、大豆沙拉油。

巨廚筍干燴腳庫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腳庫、筍干、醬油(水、大豆、小麥、鹽、砂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檸檬酸
鈉)、糊精、甜味劑(甘草萃))、冰糖、鹽。

巨廚紅燒獅子頭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豬肉、茡薺 、醬油(水、大豆、小麥、鹽、砂糖、酵母抽出物 . 調味劑(DL一蘋果酸、檸檬酸
鈉)、糊精、甜味劑《甘草萃) 鹽. 糖, 白胡椒粉 ( 麥芽糊精 .胡椒、玉米澱粉 、辣椒、八角)。
菜包;水、大白菜, 筍絲、紅蘿蔔絲、香姑絲.髮菜、柴魚片、肉絲、醬油 (水、大豆.小麥、
含·大豆.芝麻.小麥
鹽、砂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檸檬酸鈉)、糊精、甜味劑 (甘草萃))、鹽、糖、
香油(芝麻、大豆油)烏醋 (水釀造米醉、糖、鹽、柳橙汁、蕃茄汁、胡蘿當汁、洋蔥汁、醬色)

巨廚富貴萬巒豬腳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猪腳、醬油(水、大豆、小麥、鹽、砂糖、
酵母抽取物、調味劑(DL-蘋果酸、檸檬酸鈉)、糊精、甜林劑《甘草萃))、鹽、冰糖、
油蔥酥(紅蔥頭 、精緻棕欄油、玉米粉、麥粉酥)

本產品含有大豆、
小麥等其製品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巨廚錩魚炊粉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水、魚片、粉絲 (玉米澱粉、小麥澱粉、水、米)、芋頭、蛋酥、芹菜、蒜苗、蒜頭酥、油蔥
酥、蝦米、魷魚、白胡椒粉(麥芽糊精、胡椒、玉米澱粉、辣椒、八角)鹽、大骨粉 (鹽、調味
劑(L-麩胺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麥芽糊精、豬肉粉、糖、洋蔥粉、二氧化矽、薑
母、胡椒

含海鮮(魚類,蝦類)·
.小麥.蛋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巨廚三代同堂富貴雞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烏骨雞.菜頭. 老菜脯 . 菜脯 . 鹽 . 冰糖 . 水

無

巨廚麻油猴頭菇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水、猴頭菇、麻油、香菇、枸杞、薑、米酒

本產品含有大豆 小麥 牛奶 蛋及其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巨廚金門高梁半筋半肉牛肉爐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櫻花蝦蒲燒鯛米糕+封肉海鮮羹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櫻花蝦蒲燒鰻米糕：糯米.櫻花蝦.蒲燒魚腹.豬肉.龍眼肉.金鉤蝦.蝦米.吉餠.糖.醬油.胡椒粉.肉桂 含有大豆、小麥、
粉.五香粉.食用黃色5號色素
海鮮(蝦)·

佛跳牆+紹興梅干東坡肉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佛跳牆：
大白菜.排骨.芋頭.鳥蛋.豬肚.香菇.栗子.蒜仁.紅棗.水.鹽.醬油.烏醋.白胡椒粉.香油.大骨粉.太白粉. 含有大豆、小麥、蛋
雞骨頭.當歸.川芎.枸杞

巨廚砂鍋魚頭

巨廚食品有
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復興路3-36號

N-183756039-00000-2

台灣

大頭鰱切半、大白菜、芋頭、爆皮(台灣)、扁魚、蒜仁、蛋酥、金針花、 冬蝦、豆干炸、小貢 含海鮮(魚類,蝦類)·
丸(台灣)、沙茶醬
黃豆·大豆.芝麻.小麥.蛋

程安琪三陽開泰獅子頭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豬絞肉(台灣)、大白菜、香菇、醬油

鮮蝦粉絲煲: 本產品含有亞硫酸鹽類、甲殼
類、螺貝類、奶類、蛋、大豆、含麩質之
穀物。
上湯佛跳牆: 本產品含有大豆、奶類、堅果
類、蛋、魚類、螺貝類、芹菜、含麩質之
穀物。
紹興醉雞: 本產品含有含麩質之穀物。
御品無錫嫩排骨:本產品含有大豆、芹菜、
含麩質之穀物。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1733609ML000190
上湯濃醇全雞湯:本產品含螺貝類
八寶甜湯:本產品含有花生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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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大豆、小麥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本產品含有大豆 小麥 豆類 芝麻及其製品，
水.金門高梁.牛肉.白蘿蔔.紅蘿蔔.洋蔥.白胡椒粒.黑胡椒粒.玉米.辣椒.蒜仁.薑片.小茴.八角.桂皮.
1502字第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花椒.醬油.冰糖.豆辦醬
08PD03711號

本產品含大豆類、芝麻類、蛋類、麩質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豬、雞

蝦、干貝

台灣

葷

台灣

葷

台灣

葷

台灣

葷

雞.豬

葷

雞

魚.蝦

全雞帶頭帶爪

奶素

葷

台灣

櫻花蝦.
蒲燒魚腹.金鉤蝦.蝦米

葷

葷

雞

葷

雞

葷

台灣

台灣

魚

台灣

台灣

程安琪江浙富貴大套餐

保師傅國宴主廚大套餐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1.一品金華雞湯鍋-鹿野土雞、豬腳(台灣)、金華火腿、干貝
2.福運蓮年松阪米糕-蓮子、松阪豬(台灣&荷蘭)、糯米、沙拉筍、乾香菇
3.上海雪菜燴鯧魚-金鯧魚、雪菜、豬絞肉(台灣)、辣椒
4.三陽開泰獅子頭-豬絞肉(台灣)、大白菜、香菇、醬油
5.家傳四喜燒烤麩-烤麩、小香菇、金針花、川耳

1.一品金華雞湯鍋-無
2.福運蓮年松阪米糕-本產品含麩質穀類、
甲殼類、大豆類及芝麻類製品，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3.上海雪菜燴鯧魚-本產品含魚類及芝麻類
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4.三陽開泰獅子頭-本產品含大豆類、芝麻
類、蛋類、麩質穀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對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5.家傳四喜燒烤麩-本產品含麩質穀類、大
豆類及芝麻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荷蘭

1.綠豆薏米瑤柱燉烏雞-無
2.荷葉臘味糯米飯-本產品含甲殼類、大
豆、麩質穀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3.開運蔥燒子排-本產品含大豆製品、麩質
穀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4.北菇瑤柱扣五寶-本產品含大豆、麩質穀
類、蛋、堅果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
食用。
5.蜜製八寶飯-本產品含有小麥麩質類、大
豆類、花生類、芒果類、亞硫酸鹽類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食用。

台灣

1.綠豆薏米瑤柱燉烏雞-烏骨雞、綠豆、薏仁、薑、干貝、湖南臘肉(台灣)等食材。
2.荷葉臘味糯米飯-糯米、香菇、臘腸(台灣)、肝腸(台灣)等食材。
3.開運蔥燒子排-豬胛(音:甲)心排(台灣)、洋蔥、蔥、醬油等食材。
4.北菇瑤柱扣五寶-香菇、干貝、排骨(台灣)、雞肉、栗子、芋頭等食材。
5.蜜製八寶飯-圓糯米、紅豆沙、芒果乾、番茄乾、桂圓乾、金桔餅、甜酒釀、花生粉等食
材。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葷

台灣

享點子鴻運好年大套餐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1.老菜脯蛤蜊雞湯-無
2.金龍佛跳牆-本產品含蛋、甲殼類、魚類、
大豆、麩質穀類、芝麻、堅果製品，不適合
1.老菜脯蛤蜊雞湯-鹿野土雞、蛤蠣、老菜脯、秀珍菇等食材。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2.金龍佛跳牆-雞肉、芋頭、排骨酥、豬腳(台灣&西班牙)、桂竹筍、豬肚、蹄筋、鳥蛋、香菇 3.紅藜麻油雞翅米糕-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芝
等十數種食材。
麻、大豆、麩質穀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3.紅藜麻油雞翅米糕-紅藜麥、長糯米、二節翅、杏鮑菇、老薑、枸杞等食材。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敏體質者食用。
4.秘製紅麴東坡肉(含刈包)-本產品含大豆、
4.秘製紅麴東坡肉(含刈包)-特級五花肉(台灣)、台酒紅麴醬、米酒、薑、蒜等食材。
麩質穀類製品，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食用。
5.冰釀紹興醉蝦-白蝦12隻、枸杞、當歸、紹興酒、小紅棗等食材。
5.冰釀紹興醉蝦-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蝦、亞
6.香芋椰汁紫米露-紫米(黑糯米)、圓糯米、大甲芋頭丁、紅棗、糖、椰漿等食材。
硫酸鹽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6.香芋椰汁紫米露-本產品含有堅果製品，不
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享點子富貴鯧魚炊粉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金鯧魚、蛋、芋頭角、蒜、蔥、油蔥酥、調味料等食材。

本產品含有甲殼類製品、魚類製品、麩質
穀類、蛋類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享點子紅藜麻油雞翅米糕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紅藜麥、長糯米、二節翅、杏鮑菇、老薑、枸杞等食材。

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麩質穀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享點子冰釀紹興醉蝦

欣光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03-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忠義里南園路2之20號3樓

H-122977812-00000-3

台灣

白蝦12隻、枸杞、當歸、紹興酒、小紅棗等食材。

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蝦、亞硫酸鹽類製品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佛跳牆：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豬腳、雞翅、栗子、蒜頭、米酒(米.食用酒
精)、菱角、鹽、蔥、冰糖、魚皮、醬油、大豆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香菇、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烏醋(水.釀造酢.
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
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烏參牛腩煲：海參、水、牛腩、牛筋、薑、米酒(米.食用酒精)、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大
豆油、醬油、辣豆瓣醬(辣椒.蠶豆.鹽)、玉米澱粉、蔥、冰糖、醬油膏、味醂(糯米.米麴.果糖.
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蕃茄醬、酵母粉、鹽、白胡椒粉、桂皮、蒜頭、八角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佛跳牆：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豬腳、雞翅、栗子、蒜頭、米酒(米.食用酒
精)、菱角、鹽、蔥、冰糖、魚皮、醬油、大豆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香菇、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烏醋(水.釀造酢.
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
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無錫子排：豬肉、水、蠔油(蠔汁.糖.水.鹽.小麥粉)、蕃茄醬、白醋、米酒(米.食用酒精)、麵粉
(小麥)、冰糖、蒜頭、醬油、玉米澱粉、酵母粉、麥芽糖(樹薯澱粉.水.麥芽酵素)、蔥、薑、柑
橘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黑胡椒粒、八角、白胡椒粉、純炸油(棕櫚油.
大豆油.芥花油)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佛跳牆：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豬腳、雞翅、栗子、蒜頭、米酒(米.食用酒
精)、菱角、鹽、蔥、冰糖、魚皮、醬油、大豆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香菇、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烏醋(水.釀造酢.
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
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臘味飯：糯米、水、肝腸(豬後腿肉.豬油角.鴨肝.高粱酒.鹽.糖.肉桂粉)、臘腸(後腿肉.豬油角.高
粱酒.鹽.糖)、冰糖、醬油、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醬油膏、大豆油、蒜頭、酵母粉、老抽
醬油(水.黃豆.鹽.麵粉.糖)、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佛跳牆：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豬腳、雞翅、栗子、蒜頭、米酒(米.食用酒
精)、菱角、鹽、蔥、冰糖、魚皮、醬油、大豆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香菇、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烏醋(水.釀造酢.
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
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紅燒豬腳：豬腳、水、醬油、冰糖、蒜頭、蔥、桂皮、八角、米酒(米.食用酒精)、純炸油(棕
櫚油.大豆油.芥花油)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佛跳牆：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海參、豬腳、雞翅、栗子、蒜頭、米酒(米.食用酒
精)、菱角、鹽、蔥、冰糖、魚皮、醬油、大豆油、紅棗、樹薯澱粉、雞骨、白胡椒粉、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香菇、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造酒精.釀造米酢.鹽)、烏醋(水.釀造酢.
糖.鹽.洋蔥.柳橙汁.番茄糊.胡蘿蔔汁.大茴.小茴.芹菜籽)、糖、米酒頭、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
花油)、白蘿蔔、高麗菜、酵母粉、雞爪、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
豬皮、龍眼肉、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扁魚、雞油、桂皮、八角
芋頭米粉鍋：水、芋頭(芋頭.棕櫚油)、魷魚、炊粉(玉米澱粉.在來米粉.水)、洋蔥、蛋、高麗
菜、油蔥酥(紅蔥頭.棕櫚油)、鹽、大豆油、紅蘿蔔、蒜頭、豬肉、酵母粉、芹菜、蝦米、香
菇、豬骨、雞骨、米酒(米.食用酒精)、純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海味街烏參牛腩煲+烏參佛跳牆

海味街無鍚子排+烏參佛跳牆

海味街港式臘味飯+烏參佛跳牆

海味街紅燒豬腳+烏參佛跳牆

海味街芋頭炊粉鍋+烏參佛跳牆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02-85312422

02-85312422

02-85312422

02-85312422

02-85312422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A-129035400-00000-1

金鯧魚

蝦

澳洲、美
國

台灣

海味街港式鮑魚烏參佛跳牆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好運拜拜三牲禮盒

一吉晟行銷
有限公司

呷七碗全福團圓組(6品)

呷七碗富貴吉祥三件組

上乘佛跳牆+干貝米糕(呷七碗A)

紅燒蹄膀+XO醬米糕(呷七碗B)

極品東坡肉+魷魚螺肉蒜(呷七碗C)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五彩糖醋鯧魚+櫻花蝦米糕(呷七碗D)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蔗香燻雞+花雕醉鮮蝦(呷七碗E)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02-85312422

02-85312422

02-8226-7778

02-8226-7778

02-8226-7778

02-8226-7778

02-8226-7778

02-8226-7778

02-8226-7778

老協珍股份有限公司

一吉晟行銷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A-129035400-00000-1

F-153188828-00000-6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F-186589669-00000-0

台灣

水、排骨、芋頭(芋頭.棕櫚油)、豬腳、雞肉、海參、豬肉、鮑魚、栗子、菱角仁、魚皮、紅
棗、米酒(米.食用酒精)、樹薯澱粉、金華火腿(豬肉.鹽)、鹽、香菇、糖、醬油、白胡椒粉、純
炸油(棕櫚油.大豆油.芥花油)、冰糖、蒜粉(麥芽糊精.蒜頭粉)、清酒(米.米麴.釀造酒精)、紹興
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薑、五香粉(小茴香.肉桂.大茴香.丁香.花椒)、味醂(糯米.米麴.果糖.水.釀
造酒精.釀造米酢.鹽)、老抽醬油(水.黃豆.鹽.麵粉.糖)、白胡椒、青蔥、桂皮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蔗香燻雞：鹿野土雞、食鹽、米酒、L-麩酸鈉、二砂、甘蔗
酥炸金鯧魚：金鯧魚、油
生五花肉：豬肉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a.上品佛跳牆：水.沙拉油.醬油.豬腳丁.排骨酥(豬肉.糖.樹薯澱粉.小麥澱粉.馬鈴薯澱粉.玉米澱
粉.蒜頭.胡椒粉.豆乳(黃豆(含基因改造).糙米.食鹽).香油.醬油.辣椒粉.五香粉(花椒粉.茴香粉.白
胡椒粉.玉桂粉).味素.磷酸鹽(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雪鮑玉螺.干貝.魚皮.豬肚.香菇.杏鮑菇.
栗子.蒜粒.水翅.金鉤蝦.魷魚.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美極鮮雞
汁(水.食鹽.L-麩酸鈉.香料.糖.雞肉萃取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雞脂(含維生素E(抗氧化劑)).小麥
麩質.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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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胡蘿蔔素.小麥麩皮.
冰醋酸.葡萄糖.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大骨粉(鹽.L-麩酸鈉.豬肉萃取物.麥芽糊精.糖.水解
動物蛋白.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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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結塊劑(二氧化矽).醬油(水.脫脂豆片.小麥.食鹽).乳糖.玉米澱粉(含基因改造)).烹
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
出物.酵母抽出物.D-木糖.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無水碳酸鈉.焦糖色素液
b.干貝米糕：糯米.水.豬肉(豬肉.水.醬油.糖.雞肉調味料(雞肉.食鹽.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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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胺酸.DL-丙胺酸.琥珀酸二鈉).結著劑(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無水))).干貝.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沙拉
油.糖.L-麩酸鈉
c.雙參紅棗燉雞湯：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雞.香菇.米酒.人蔘.黨蔘.當歸.紅棗.枸杞.碘鹽(氯化
鈉.碘酸鉀).L-麩酸鈉.
d.五彩糖醋錩魚：魚.沙拉油.成分:水.沙拉油.米酒.蕃茄醬(蕃茄.蕃茄汁.檸檬酸).洋蔥.糖.白醋(水.
糯米.果糖.鹽.麥芽抽出物).紅甜椒.黃甜椒.鳳梨罐頭(鳳梨.水.砂糖.檸檬酸.糖液(濃糖液)).青豆.碘
鹽(氯化鈉.碘酸鉀).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蔥.L-麩酸鈉.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
粉)薑.蒜.
e.紅燒蹄膀：豬蹄膀.水.沙拉油.醬油.冰糖.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
造酢.鹽)薑.蒜.辣椒.L-麩酸鈉.花椒.八角.陳皮.甘草
f.花雕醉鮮蝦：蝦.水.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花雕酒(米.小麥).米酒.冰糖.碘鹽(氯化鈉.碘
酸).L-麩酸鈉.紅棗.枸杞.桂枝.當歸.蔘鬚.川芎.甘草.蔥.薑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a.上品佛跳牆：水.沙拉油.醬油.豬腳丁.排骨酥(豬肉.糖.樹薯澱粉.小麥澱粉.馬鈴薯澱粉.玉米澱
粉.蒜頭.胡椒粉.豆乳(黃豆(含基因改造).糙米.食鹽).香油.醬油.辣椒粉.五香粉(花椒粉.茴香粉.白
胡椒粉.玉桂粉).味素.磷酸鹽(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雪鮑玉螺.干貝.魚皮.豬肚.香菇.杏鮑菇.
栗子.蒜粒.水翅.金鉤蝦.魷魚.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美極鮮雞
汁(水.食鹽.L-麩酸鈉.香料.糖.雞肉萃取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雞脂(含維生素E(抗氧化劑)).小麥
麩質.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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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胡蘿蔔素.小麥麩皮.
冰醋酸.葡萄糖.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八十))).大骨粉(鹽.L-麩酸鈉.豬肉萃取物.麥芽糊精.糖.水解
動物蛋白.調味劑(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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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結塊劑(二氧化矽).醬油(水.脫脂豆片.小麥.食鹽).乳糖.玉米澱粉(含基因改造)).烹
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
出物.酵母抽出物.D-木糖.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無水碳酸鈉.焦糖色素液
b.干貝米糕：糯米.水.豬肉(豬肉.水.醬油.糖.雞肉調味料(雞肉.食鹽.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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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胺酸.DL-丙胺酸.琥珀酸二鈉).結著劑(多磷酸鈉.
焦磷酸鈉(無水))).干貝.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沙拉
油.糖.L-麩酸鈉
c.蔗香燻雞：仿土雞、鹽、甘草、蔗糖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上乘佛跳牆：水.沙拉油.醬油.豬腳丁.芋頭.筍.排骨酥(豬肉.糖.樹薯澱粉.小麥澱粉.馬鈴薯澱粉.玉
米澱粉.蒜頭.胡椒粉.豆乳(黃豆(含基因改造).糙米.食鹽).香油.醬油.辣椒粉.五香粉(花椒粉.茴香
粉.白胡椒粉.玉桂粉).味素.磷酸鹽(焦磷酸鈉(無水).多磷酸鈉)).鳥蛋.水翅.栗子.香菇.蒜.金鉤蝦.魷
魚.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酢.鹽).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美極鮮雞汁(水.食鹽.L-麩酸鈉.香料.
糖.雞肉萃取物.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雞脂(含維生素E(抗氧化劑)).小麥麩質.小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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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胡蘿蔔素.小麥麩皮.冰醋酸.葡萄糖.聚山梨醇酐
脂肪酸酯八十))).大骨粉(鹽.L-麩酸鈉.豬肉萃取物.麥芽糊精.糖.水解動物蛋白.調味劑(胺基乙
酸.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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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結塊劑(二
氧化矽).醬油(水.脫脂豆片.小麥.食鹽).乳糖.玉米澱粉(含基因改造)).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D-木糖.
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無水碳酸鈉.焦糖色素液
干貝米糕：糯米.水.豬肉(豬肉.水.醬油.糖.雞肉調味料(雞肉.食鹽.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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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胺酸.DL-丙胺酸.琥珀酸二鈉).結著劑(多磷酸鈉.焦
磷酸鈉(無水))).干貝.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沙拉油.
糖.L-麩酸鈉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紅燒蹄膀：豬蹄膀.水.沙拉油.醬油.冰糖.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蔥.味霖(糯米.米麴.糖.水.釀造
酢.鹽)薑.蒜.辣椒.L-麩酸鈉.花椒.八角.陳皮.甘草
XO醬米糕：糯米.豬油.豬肉(豬肉.水.醬油.糖.雞肉調味料(雞肉.食鹽.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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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胺酸.DL-丙胺酸. 琥珀酸二鈉).結著劑(多磷酸
鈉.焦磷酸鈉(無水))).干貝.魷魚.金鉤蝦.香菇.紅蔥頭.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
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麵粉).沙
拉油.糖.
L-麩酸鈉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a.極品東坡肉：豬肉.水.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
小麥粉.焦糖色素).沙拉油.冰糖.糖.米酒.蔥.薑.蒜.紅蔥頭.碘鹽.(氯化鈉.碘酸鉀).焦糖色素液.乙醯
化己二酸二澱粉.
b.魷魚螺肉蒜：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蒜苗.筍.豬肉.魷魚.螺肉(螺肉.醬油.糖.水.玉米糖膠.味霖.
保良久1-6(多磷酸鈉)).芹菜.蒜頭.薑.沙拉油.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
珀酸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D-木糖.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碘鹽
(氯化鈉.碘酸鉀)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五彩糖醋錩魚：魚.沙拉油.成分:水.沙拉油.米酒.蕃茄醬(蕃茄.蕃茄汁.檸檬酸).洋蔥.糖.白醋(水.糯
米.果糖.鹽.麥芽抽出物).紅甜椒.黃甜椒.鳳梨罐頭(鳳梨.水.砂糖.檸檬酸.糖液(濃糖液)).青豆.碘鹽
(氯化鈉.碘酸鉀).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蔥.L-麩酸鈉.白胡椒粉(白胡椒.麥芽糊精.玉米澱粉.辣粉)
薑.蒜.
櫻花蝦米糕：糯米.水.豬肉(豬肉.水.醬油.糖.雞肉調味料(雞肉.食鹽.麥芽糊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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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胺酸.DL-丙胺酸.琥珀酸二鈉)結著劑(多磷酸鈉.焦
磷酸鈉(無水))).櫻花蝦.香菇.魷魚.金鉤蝦.醬油.豬油.蔥酥(紅蔥頭.洋蔥頭.玉米粉.棕櫚油.豬油.麵
粉).沙拉油.糖.L-麩酸鈉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蔗香燻雞：仿土雞、鹽、甘草、蔗糖
花雕醉鮮蝦：蝦.水.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花雕酒(米.小麥).米酒.冰糖.碘鹽(氯化鈉.碘酸).L麩酸鈉.紅棗.枸杞.桂枝.當歸.蔘鬚.川芎.甘草.蔥.薑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全雞

台灣

鬍鬚張香饡團圓年菜組

鬍鬚張股份
有限公司

02-22983565分63

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一路路106號

F122721208-00001-8

台灣

豬肉及豬可食部位原料&原產地：台灣 腸衣:荷蘭
石板鹹豬肉：豬肉、蒜頭、糖、米酒 、鹽、五香粉(肉桂、小茴香、胡荽、丁香、八角、香
芹)、白胡椒粉(白胡椒粒)食品添加物：味精(調味劑) 鮮蒜香腸:豬腿肉、豬背脂、糖、蒜頭、
大豆蛋白(非基因改造)、馬鈴薯澱粉、食鹽、豬腸衣食品添加物：保色劑(亞硝酸鈉)、結著劑
(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偏磷酸鉀、偏磷酸鈉)、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納、5 -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 -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L-天門冬酸鈉、無水
醋酸鈉)豬腳 :豬腳、魯汁【水、醬油、糖、鹽、蒜頭、米酒、蔥酥(紅蔥頭、沙拉油)、八角
粉、花椒粉、甘草粉】食品添加物：味精(調味劑)、焦糖色素(著色劑)
香菇剝皮辣椒雞湯: 本產品含海鮮魚皮類、蛋類及其製品。
水、仿土雞、香菇、剝皮辣椒(水、剝皮辣椒、非基因改造黃豆胺基酸液、特級砂糖、調味劑
(L-麩酸鈉、檸檬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品質改良劑(乳
酸鈣)、食鹽、甜味劑(甘草酸一銨))、香菇素蠔油(水、釀造生醬油(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小
麥、食鹽、水)、非基因改造脫脂黃豆片氨基酸液、轉化液糖(蔗糖、水)、特級砂糖、粘稠劑
(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食鹽、香菇粉(糊精、香菇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
酵母抽出物、香菇調味料(香菇、鹽、香料(丙二醇、香料))、甜味劑(甜菊醣苷))、糖、鹽、米
酒.食品添加物：味精(調味劑)

鬍鬚張極品佛跳牆

鬍鬚張股份
有限公司

02-22983565分63

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一路路106號

F122721208-00001-8

台灣

水、豬腳、排骨、芋頭、筍絲、豬肚、栗子、魚皮、鳥蛋、蒜仁、香菇、蔥、紅棗、釀造醬
油、鹽、糖、五香粉(肉桂、小茴香、胡荽、丁香、八角、香芹)、大豆沙拉油
食品添加物：味精(調味劑)

萬有全富貴雙方

萬有全食品
廠

06-270-0751

台南市仁德區太乙三街33號

D-106590067-00000-4

台灣

蜜汁火腿：豬肉製成的金華火腿、糖、食鹽、保色劑（亞硝酸鈉）；四方餅：中筋麵粉、白砂
糖、泡打粉、酵母粉（本產品含麩質穀物，對食物過敏者請詳讀產品成分）；烤方：豆皮（非 （本產品含過敏原海鮮製品）
基改黃豆）、金華火腿、蝦米、中筋麵粉、食鹽、胡椒粉、沙拉油、保色劑（亞硝酸鈉）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台灣

萬有全玫瑰臘腸

萬有全食品
廠

06-270-0751

台南市仁德區太乙三街33號

D-106590067-00000-4

台灣

豬肉、豬油角、膠原蛋白腸衣、高梁酒、食鹽、糖、調味劑（L-麩酸鈉）、保色劑（亞硝酸
鈉）、著色劑（食用紅色六號）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台灣

萬有全玫瑰肝腸

萬有全食品
廠

06-270-0751

台南市仁德區太乙三街33號

D-106590067-00000-4

台灣

豬肉、高粱酒、食鹽、胡椒粉、八角、花椒、調味劑（L-麩酸鈉）、保色劑（亞硝酸鈉）、防
腐劑（己二烯酸鉀）

華南產物保險產品責任險1400-092050272

葷

台灣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7字號第19AML0000367
號

葷

台灣

本產品含海鮮魚皮類、蛋類及其製品。

葷

富邦產物險字號 0522字第19AML0000113號

葷

台灣

高梁酒香腸(香腸世家)

栢億實業有
限公司

安德魯紳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952號

T-170419324-00003-0

台灣

豬肉、豬背脂、糖、豬腸衣、高梁酒、甜味劑(D-山梨醇液)、鹽、大豆蛋白、味精、乳糖、酪
蛋白鈉、海藻糖、多磷酸鈉、血球蛋白、調味劑[(乳酸、酒石酸、檸檬酸、醋酸、萃取物(蘋
果、胡椒、迷迭香)]、味醂(水、糯米及米麴、釀造用醣類)、調味料[糊精、水解蛋白(大豆、玉
米、小麥)、鹽、味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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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肉抽出物、牛油、酵母抽出物、洋蔥抽出粉、葡萄糖、香料、D木糖]、香料(香料、乙醇、水)、抗氧化劑(葡萄糖、異抗壞血酸鈉、味精、鹽)、保色劑(鹽、亞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成分。
硝酸鈉)、菸鹼醯胺、蕃薯粉(精緻樹薯輕度氧化漂白澱粉、蕃薯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香料、甜味劑(醋磺內酯鉀)、香料(洋蔥萃取物、香料、
丙二醇、水、鹽、味精、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味
精、DL-胺基丙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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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
珀酸二鈉、檸檬酸鈉、白肉精粉)、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天然香料、二氧化矽、肉桂
油(肉桂香料)、香料(香料、味精、鹽)、胭脂紅(麥芽糊精、胭脂紅色素)、食用紅色六號

紅酒牛肉香腸(香腸世家)

栢億實業有
限公司

安德魯紳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952號

T-170419324-00003-0

台灣

成份:豬後腿肉、豬背脂、牛肉、紅酒、糖、洋蔥、豬腸衣、和牛背脂油、複方香料(香料、棕
櫚油、中鏈三酸甘油酯、大豆油、葵花油)、鹽、大豆蛋白、味精、酪蛋白鈉、多磷酸鈉、調
本產品含有大豆、蛋、牛奶、麩質成分。
味料[糊精、植物水解蛋白(玉米、小麥)、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肉抽出
物、酵母抽出物、洋蔥抽出粉、葡萄糖、D-木糖]、膠原蛋白、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天然香料、肉精香料、乳糖、亞硝酸鈉、食用紅色四十號。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7字號第19AML0000367
號

葷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07字號第19AML0000367
號

葷

全雞

紐西蘭澳
洲 美國

台灣

鮑魚(貢寮)香腸(香腸世家)

栢億實業有
限公司

安德魯紳有限公司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952號

T-170419324-00003-0

台灣

成分:豬後腿肉、豬背脂、糖、豬腸衣、大豆蛋白、卵蛋白、米酒、鮑魚、鹽、乳糖、味精、
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複方香料(香料、5'-次黃嘌吟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吟核苷磷酸二
鈉)、海藻糖、天然香料、多磷酸鈉、調味料[糊精植物水解蛋白(玉米、小麥)、琥珀酸二鈉、
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牛肉抽出物、牛油、酵母抽出物、洋蔥抽出粉、葡萄糖、香料、D本產品含有大豆、蛋、牛奶、麩質、甲穀
木糖]、調味料(蟹抽出物、玉
類成分。
米糖漿、蟹香料、琥珀酸一鈉、檸檬酸)、複方香料(香料、葵花油)、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
鈉)、亞硝酸鈉、菸鹼醯胺、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蕃薯粉、香料、調味劑(檸檬
酸鈉、白肉精粉)、甜味劑(醋磺内酯鉀)、
胭脂紅色素、食用紅色六號。

一品饕御品麻油雞

饗城股份有
限公司

(04)894-5050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N-128095323-00001-4

台灣

湯汁(水、米酒、麻油、薑、精鹽、冰糖、青耆 、當歸、枸杞、川芎)、雞肉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堅果種子類

華南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408第092050185號

葷

雞

切塊

一品饕燒酒薑母鴨

饗城股份有
限公司

(04)894-5050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N-128095323-00001-4

台灣

湯汁(水、川芎、當歸、枸杞、桂枝、青耆、麻油、薑、米酒、冰糖、精鹽)、鴨肉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琥珀酸二鈉、岩鹽、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堅果種子類

華南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408第092050185號

葷

鴨

切塊

華南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408第092050185號

葷

葷

一品饕紅燒羊肉爐

饗城股份有
限公司

(04)894-5050

彰化縣二林鎮東興里長青路300號

N-128095323-00001-4

台灣

湯汁【水、醬油、米酒、蕃茄醬、甜麵醬(黃豆(基因改造)、水、糙米、食鹽、糖、調味劑(胺
基乙酸、琥珀酸二鈉、檸檬酸)、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蔗糖素)、品質改良劑(二氧
化矽))、芝麻醬、辣椒醬、辣豆瓣(黃豆(非基因改造)、水、辣椒、砂糖、米、麥芽、大豆油、
芝麻油、Ｄ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黏稠劑(玉米糖漿、乙醯化己二 本產品含麩質穀物類、芝麻類、大豆及其
酸二澱粉)、甜味劑(蔗糖素、甘草萃)、檸檬酸、蘋果酸)、健美鮮CL (麥芽糊精、食鹽、蔗
製品
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蔥、精鹽、冰糖、薑、蒜
頭、羅漢果、陳皮、八角粒、草果、小茴香、桂枝、三奈、丁香、辣椒油】、羊肉
食品添加物: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老深坑麻辣米血臭豆腐鍋

一粒粽商行

02-26633558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109號之1

F-200044083-00000-3

台灣

濃高湯(豚骨、雞骨、水)、米血糕、深坑臭豆腐(非基因改造黃豆)、辣豆瓣醬[辣椒、非基因改
造黃豆、水、蠶豆、食鹽、蔗糖、芝麻油、大豆油、麵粉、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
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芝麻、大豆、麩質穀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八角粉]、L-麩酸鈉、正四川大紅袍花椒、朝天辣椒乾、山奈、 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甘草、小茴香、大茴香、白豆蒄、丁香、桂皮、月桂葉、胡椒粉、冰糖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台灣

水、豬腳、花生、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食鹽0.5%)、當歸、薑片、食鹽(氯化鈉、碘酸
鉀)、四季醬油｛水、脫脂大豆(非基因改造)、小麥、轉化液糖(蔗糖、水)、食用酒精、調味劑
(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康寶雞粉{鹽、麥芽糊精、L-麩酸
鈉、糖、玉米澱粉、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酵母粉(含鹽)、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
本產品生產製程及其設備有處理大豆、小
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昆)〕、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麥、芝麻油及其相關製品，食物過敏者請
酸二鈉)、白胡椒}、紹興酒、香菇精粉｛(鹽、麥芽糊精、糖、葡萄糖、香菇粉(香菇萃取物、
留意。
糊精)、水解非基改大豆蛋白(胺基酸、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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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油、琥珀酸二鈉、二氧化矽、檸檬酸、香料｝、調味劑
(食鹽、L-天門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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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黃耆、川芎、桂枝。

D-147920295-00000-9

台灣

土雞、黑棗、枸杞、冰糖、白蘭地、食用鹽、L-麩酸鈉、水、雞肉萃取物（含鹽）、糖、雞油
（含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含鹽）、乙醯化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
內含微量酒精成分，飲用時請小心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ℬ-胡蘿蔔素[麥芽糊精、阿拉伯
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ℬ-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E）、二氧化矽]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喜憨兒福壽雙全燉圓蹄

喜憨兒台南
庇護公場

06-2642527

台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號

大甲王記白蘭地冰糖燉雞

王記農產品
實業有限公
司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德化里東西八路一段398巷
32號

B-196909536-00000-6

豬肉及豬可食
部位原料&原
產地：台灣
腸衣:荷蘭

富邦產物險字號 0522字第19AML0000113號

葷

台灣

切塊

台灣

切塊

台灣

雞肉、薑片、枸杞、麻油、米酒、鹽、鮮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含鹽）、L-麩酸鈉、
糖、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酵母萃取物（含鹽）、乙醯化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ℬ-胡蘿蔔素[麥芽糊
內含微量酒精成分，飲用時請小心
精、阿拉伯膠、中鏈三酸甘油酯、蔗糖、ℬ-胡蘿蔔素、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鈉、維生素
E）、二氧化矽]、L-麩酸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B-196909536-00000-6

台灣

"豬龍骨、豬支骨、枸杞、當歸、黃耆、熟地、料理米酒、大骨粉、川芎、桂皮、陳皮、食
鹽、甘草、水、麥芽糊精、雞肉粉、水解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洋蔥粉、調味劑(L-麩酸鈉、
琥珀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
酸、檸檬酸鈉) "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B-196909536-00000-6

台灣

大白菜、豬腳丁、筍片、排骨酥、芋頭、鳥蛋、水翅、杏鮑菇、香菇絲、栗子、紅蔥油、蒜
仁、蝦米、醬油、砂糖、食鹽、白胡椒粉、水、麥芽糊精、雞肉粉、水解醬油粉、酵母抽出 本產品含有蛋類及大豆製品成分，不適合
物、洋蔥粉、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檸檬酸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B-196909536-00000-6

台灣

鴨血(禽血)、豬大腸、辣豆瓣醬(基因改造黃豆)、豬肉絲、酸菜絲、大豆油、香菇、麻辣醬(辣
豆瓣醬(基因改造黃豆) 、黑豆辦醬、酒釀、辣椒粉、花椒粉、滷包、大骨粉、牛肉高湯、大豆
油)、辣油、蒜苗、辣椒、蒜仁、蠔油、砂糖、料理米酒、薑、食鹽、花椒粒、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有大豆製品成分，不適合其過敏
水、麥芽糊精、雞肉粉、水解醬油粉、酵母抽出物、洋蔥粉、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
體質者食用。
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檸檬酸
鈉)、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之2號1

P-197273548-00001-9

台灣

水.芋頭.豬腳豬.排骨.烏蔘.鮑魚.杏鮑菇.栗子.米酒.香菇.油蔥.干貝.銀杏.蒜、雞高湯.扁魚,醬油,紅
棗,蔥,蔥油,香菇精粉.小麥麵粉、樹薯澱粉.冰糖,烏酢,香油,米霖、肉骨粉.鹽.白胡椒粉.五香粉、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肉桂粉.調味劑(食鹽,L-天門冬酸納、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烏嘌呤核甘磷酸二納.琥珀酸二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05 696 5999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之2號1

P-197273548-00001-9

台灣

豬肉、水、醬油、冰糖、薑、米酒、蕃茄醬、蒜、紅茶、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樹薯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澱粉、香油、八角、白胡椒粉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漢典食品有
限公司

05 696 5999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之2號1

P-197273548-00001-9

台灣

水、雞肉、杏鮑菇、蛤蜊、黑蒜頭、香菇、秀珍菇、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食鹽)、鹽、
糖、薑、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白胡椒粉(甘藷粕粉、辣椒、花椒、小茴香、鹽、薑黃、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胡椒、香料)、調味劑(食鹽、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螺情新城肉骨茶

漢典食品有
限公司

05 696 5999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之2號1

P-197273548-00001-9

台灣

水、肋排、蒜仁、米酒、黃耆、當歸、蒜頭酥、香菇素蠔油、鹽、雞粉、薑片、川芎、桂枝、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熟地、人參鬚、鰹魚粉、肉桂、八角、白砂糖、蒜粉、甘草、調味劑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螺情黑蒜烏雞湯鍋

漢典食品有
限公司

05 696 5999

雲林縣二崙鄉復興村隆興9之2號1

P-197273548-00001-9

台灣

水、烏骨雞、杏鮑菇、美白菇、香菇、黑蒜、鹽、蒜、薑、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食鹽
0.5%)、米霖(糯米、蓬萊米、果糖、水、釀造米酢、鹽)、糖、當歸、枸杞、黃耆、川芎、桂
枝、香油(大豆沙拉油、芝麻油)、白胡椒粉(甘藷粕粉、辣椒、花椒、小茴香、鹽、薑黃、胡
椒、香料)。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好富食堂麻油雞湯(切塊)

洽富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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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09AKP0000434

葷

雞

雞腿切塊

好富食堂牛蒡紅棗雞湯(切塊)

洽富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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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09AKP0000434

葷

雞

雞腿切塊

好富食堂氣冷雞胡椒雞湯(全雞)

洽富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高湯(水、雞骨、胡椒、調味料(麥芽糊精、食鹽、蔗糖、酵母抽出物、黃豆水解蛋白、香菇抽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
出物、高麗菜抽出物)、冰糖、甘草)雞肉、薑片、玉竹、黃耆

130209AKP0000434

葷

雞

全雞去頭去爪

好富食堂氣冷雞黑蒜頭雞湯(全雞)

洽富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04-26391021

台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183號

B-154105749-00000-4

台灣

高湯(水、雞骨、美生菜、洋蔥、胡蘿葡、精鹽、醬油、冰糖)、雞肉、黑蒜頭、蒜頭、紅棗、
本產品含有大豆、麩質榖物及其製品
枸杞

130209AKP0000434

葷

雞

全雞去頭去爪

大成鹿野蔗香雞

大成長城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03-3658899

桃園市八德區竹園里新興路988號1樓

H-169705812-00001-4

台灣

鹿野土雞、食鹽、米酒、L-麩酸鈉、二砂、甘蔗

0524字第19AML0000834號

葷

雞

無

無

全雞帶頭帶爪

大成百菇元氣鹿野土雞湯

大成長城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03) 452-7272

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工業區南園路2-16號

H-169705812-00001-4

台灣

水、鹿野土雞肉、韓茸、金針菇、大成濃縮雞高湯(雞肉、水)、猴頭菇、杏鮑菇、牛蒡、黑木
無
耳、老薑片、鹽、枸杞、冰糖

葷

雞

無

無

土雞切塊

台灣

高湯【水、蠔油(蠔汁、糖、水、調味劑(L-麩酸鈉)、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
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鹽、雞晶粉濃湯【氯化鈉、L-麩酸鈉、雞肉抽出物、酵母萃取物、
糖、麥芽糊精、脂肪酸甘油脂、蛋黃抽出物、蒜頭粉、大豆水解蛋白、棕櫚油、琥珀酸二鈉、
洋蔥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焦糖色素、醬油、玉米澱粉、
小茴香粉、胺基乙酸、乳醣、中鏈三酸甘油酯、DL-胺基丙酸、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鹽酸硫胺明、(維生素B1、鹽酸色噻胺)、二氧化矽、檸檬酸】、糖、L-麩酸鈉)、牛肉、中藥
粉【三奈、川芎、當歸、陳皮、甘草、黨參】、紅棗、當歸、枸杞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螺貝類、含麩質
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海鮮，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19AML0002936號

葷食

牛

紐西蘭/澳
洲

台灣

高湯【水、蠔油(蠔汁、糖、水、調味劑(L-麩酸鈉)、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
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鹽、雞晶粉濃湯【氯化鈉、L-麩酸鈉、雞肉抽出物、酵母萃取物、
糖、麥芽糊精、脂肪酸甘油脂、蛋黃抽出物、蒜頭粉、大豆水解蛋白、棕櫚油、琥珀酸二鈉、
洋蔥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焦糖色素、醬油、玉米澱粉、
小茴香粉、胺基乙酸、乳醣、中鏈三酸甘油酯、DL-胺基丙酸、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鹽酸硫胺明、(維生素B1、鹽酸色噻胺)、二氧化矽、檸檬酸】、糖、L-麩酸鈉)、羊肉、中藥
粉【三奈、川芎、當歸、陳皮、甘草、黨參】、紅棗、當歸、枸杞

本產品含有大豆、牛奶、螺貝類、含麩質
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
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海鮮，不適
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19AML0002936號

葷食

羊

紐西蘭

本產品含有頭足類、螺貝類、蛋類、甲殼
類、含麩質之穀物及其製品。本產品生產
製程廠房，其設備或生產管線有處理蛋、
海鮮，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0525字19AML0002936號

葷食

雞、豬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大甲王記麻油雞湯

王記農產品
實業有限公
司

大甲王記藥燉排骨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德化里東西八路一段398巷
32號

B-196909536-00000-6

王記農產品
實業有限公
司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德化里東西八路一段398巷
32號

大甲王記鴻運佛跳牆

王記農產品
實業有限公
司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德化里東西八路一段398巷
32號

大甲王記五更腸旺

王記農產品
實業有限公
司

04-26881866

台中市大甲區德化里東西八路一段398巷
32號

螺情鮑魚干貝烏蔘佛跳牆

漢典食品有
限公司

05 696 5999

螺情茶王無鍚燉肋排

漢典食品有
限公司

螺情黑蒜雞湯鍋

澎富藥膳牛肉鍋

澎富精燉養生藥膳羊肉爐

澎富企業有
限公司

澎富企業有
限公司

02-2228-6266

02-2228-6266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3號七樓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3號七樓

F-128445089-00001-4

F-128445089-00001-4

內含微量酒精成分，飲用時請小心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無

切塊

切塊

台灣

切塊

澎富佛跳牆

澎富企業有
限公司

02-2228-6266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3號七樓

F-128445089-00001-4

台灣

高湯【水、雞汁（水、鹽、雞肉萃取物、鹽）、L-麩酸鈉、糖、雞油（雞油、迷迭香萃取
物）、酵母萃取物(酵母萃取物、鹽）、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明膠、玉米糖膠、β-胡蘿蔔素［麥芽湖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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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蠔油［蠔汁（蠔、
水、鹽）］、糖、水、增味劑（E621）、鹽、改性栗米澱粉、小麥粉、色素（E150a）．胡
椒粉、冰糖、鹽、紹興酒（糯米、蓬萊米、小麥）、豬腳丁、雞肉、排骨、芋頭、蹄筋、筍
片、鳥蛋、魷魚、栗子、豬肚、蒜頭、香菇、蝦米

老東家重慶麻辣牛三寶鍋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牛筋(澳洲)、牛肚(澳洲)、大腸頭(西班牙)、辣椒乾、青花椒、大紅袍、牛油、豆豉、薑、蒜、
高梁酒釀、陴縣豆瓣醬、迴香、香葉、肉桂

老東家東北酸菜白肉鍋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酸白菜、水、豬肉片、熟白蝦、蝦丸、貢丸、凍豆腐

本產品含本產品含有蝦，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御廚園麻香土雞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土雞、水、豬腳、薑、米酒(米、精製食用酒精、食鹽0.5%)、麻油(芝麻油、大豆油)、黑棗、
鹽、雞高湯[雞汁、鹽、雞油、麥芽糖糊精、雞肉粉、糖、酸度調節劑 (E330)、增稠劑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E415)、調味劑(含有小麥、蛋、魚、奶)]、糖、枸杞、黃耆、川芎、調味劑(食鹽、L-天門冬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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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台灣

澳洲

御廚園醬滷蹄膀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豬蹄膀、水、醬油、冰糖、米酒、蒜、豆腐乳、紅麴醬、薑、鹽、辣豆瓣、蔥、大豆沙拉油、
八角、粘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甘味劑[檸檬酸鈉.乳糖.甘草酸鈉(甜味劑)]、桂枝、花
生產此產品的廠房亦處理蛋、牛奶、蝦、
椒、五香粉、香油、肉桂粉、調味劑(食鹽、L-天門冬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 蟹、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之產品。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卜蜂人蔘雞

台灣卜蜂企
業股份有限
公司

02-25077071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帝國大廈17樓

A-180301513-00000-9

台灣

雞肉、水、米酒、紅棗、枸杞、人蔘、當歸、川芎、鹽、乳糖、酵母粉【食品添加物】檸檬酸
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 本產品含有牛奶成分
二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一新岡山羊肉爐

一新羊肉店

07-6260690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199號

A-180301513-00000-9

台灣

上等羊肉、水、當歸、川芎、桂皮、桂枝、熟地、甘草、鹽、味精、糖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糯米、鯛魚片[鯛魚腹肉、醬油、砂糖、果糖葡萄糖漿、鹽、釀造醋、魚提取物、加工澱粉(乙
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玉米糖膠、普通焦糖(I類)、L-麩酸鈉、甜味劑(甜菊)、水]、水、瘦肉、
香菇、金勾蝦、紅蔥 頭、豬油、醬油、蔗糖、食鹽、醬油膏[水、黑豆、砂糖、食鹽、黃豆、
小麥、糯米、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調味劑(酵母抽出物、琥珀酸二鈉 )、甜味劑(甘草酸
本產品含魚類、甲殼類、牛奶、大豆、含
鈉)]、胡椒粉、豐味通骨粉[豬骨抽出物、乳糖、食鹽 、酵母抽出物、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
國泰產物保險 3000萬
麩質穀物及其製品 對特殊過敏體質者可能
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香料(丙二醇、水、阿拉伯膠、香料、5'-鳥嘌呤核
07PD01612號
導致產生過敏症狀。
苷磷酸二 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醬油、脂肪酸山梨醇酐酯、棕櫚油、葵花油、抗氧
化劑(生育醇))、豬油、琥珀酸二鈉、DL-胺基丙酸、二氧化矽、L-天門冬酸鈉、胡椒]、高鮮味
精[L-麩酸鈉、核甘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
鈉].

台灣

雞高湯{水、雞骨架、洋蔥、西洋芹、紅蘿蔔、青蔥、米酒、 薑片、食鹽、高鮮味精[L-麩酸
鈉、核甘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羧甲基纖維素鈉]}、全雞、
本產品含大豆及其製品對特殊過敏體質者
剝皮辣椒[水 、砂糖、醬油、食鹽、調味劑(DL-蘋果酸、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5'-次黃嘌
可能導致產生過敏症狀。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抗氧化 劑(異抗壞血酸鈉)、品質改良劑(無水氯化
鈣)、甜味劑(甘草萃 )]、香菇、白靈菇、杏鮑菇、干貝。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全雞

本產品豬肉來
源：豬肉(台
灣)、豬油(台
灣)

狀元和風蒲燒鯛魚米糕

壯元食品有
限公司

02-2290-0606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三路116巷14號

狀元瑤柱剝皮辣椒雞煲湯

壯元食品有
限公司

02-2290-0606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工三路116巷14號

魷魚螺肉蒜(呷七碗)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02-8226-7778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86589669-00000-0

台灣

魷魚螺肉蒜：高湯(水.老母雞.豬大骨).蒜苗.筍.豬肉.魷魚.螺肉(螺肉.醬油.糖.水.玉米糖膠.味霖.保
良久1-6(多磷酸鈉)).芹菜.蒜頭.薑.沙拉油.醬油.蠔油(水.糖.鹽.蠔汁.調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
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烹大師(調味劑(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
二鈉).食鹽.乳糖.砂糖.乾燻鰹魚.鰹魚抽出物.酵母抽出物.D-木糖.麥芽糖.葡萄糖.糊精)).碘鹽(氯
化鈉.碘酸鉀)

牛肉鍋(呷七碗)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02-8226-7778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86589669-00000-0

台灣

高湯(水.牛骨.雞骨).牛肉.洋蔥.金珍菇.大白菜.豆皮 ((基因改造黃豆(含大豆)).沙拉油(含大豆).水.
消泡劑(脂肪酸甘油酯.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矽樹脂)).辣豆辦醬(辣椒醬(辣椒.水.鹽).黃豆(基因改
造).水.鹽.鮮力保-P(蒸餾水.無水檸檬酸.乳酸.香料(含甘油)).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甘草酸鈉.溢味
優(氯化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乳糖.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麥芽糊精)).糖.沙拉油.蕃茄醬.醬油.薑.蒜.L-麩酸鈉.焦糖色素液.花椒.小茴.肉桂.八角.米酒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水.叻沙醬(辣椒.蔥頭.棕櫚食用植物油.南薑.蝦米.食鹽.糖.蒜頭.天然香料).蠔油(水.糖.鹽.蠔汁.調
味劑(L-麩酸鈉).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醬油.高麗菜.豆皮(基因改造黃豆
(含大豆)).沙拉油(含大豆).水. 消泡劑(脂肪酸甘油酯.碳酸鈣.大豆卵磷酯.矽樹脂)).魚肉.蝦.虱目
魚丸(虱目魚肉.豬背油脂.修飾澱粉(磷酸二澱粉).糖.食鹽.蒜.L-麩酸鈉)).豆竹(魚肉.澱粉.味素.食
鹽.味霖.蛋白).蟳蛋(魚漿.磷酸二澱粉(粘稠劑).樹薯澱粉.沙拉油.鹽.蛋白粉.D-山梨醇(品質改良
劑).L-麩酸鈉.結著劑(多磷酸鈉.焦磷酸鈉).油性辣椒紅.調味劑(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琥珀酸二鈉.檸檬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甘草萃(甜味劑.乳糖)).
二氧化鈦(著色劑).β-胡蘿蔔素(著色劑).香料.紅麴色素). 調製奶水(脫脂奶粉.麥芽糊精.棕櫚仁油.
大豆卵磷脂.鹿角菜膠.糊精.磷酸鈉.磷酸鉀.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檸檬酸.抗氧化劑(維
生素E)).椰奶(濃椰漿60%.水).鹽.糖.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台灣

台灣

水、豬腳(台灣)、炸排骨(台灣)、豬肚(台灣)、豬腳筋(台灣)、魚皮、筍片、芋頭、鮑魚、
乾香菇、魷魚片、栗子、蝦米、蒜頭仁、油蔥酥、雞汁【雞湯（水、濃縮雞肉萃取物、雞骨
萃取物）、食鹽、雞味調味料（雞味香料、L-麩酸鈉、水、食鹽、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0500字第18AML0001182號
生育醇)玉米醣膠）、增味劑（L-麩酸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 本產品含有智利鮑魚(南美貝)、魷魚片、蝦米，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酸二鈉）、蔗糖、雞脂、酵母萃取物、玉米醣膠、抗氧化劑(生育醇)、β胡蘿蔔素】、食
鹽、蔗糖、紹興酒、醬油、白胡椒粉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智利鮑魚(南美貝)、魷魚片、蝦米，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

新光產物保險保單號碼:132608AKP0000035

台灣

叻沙海鮮鍋(呷七碗)

嘉義食品工
業(股)公司

02-8226-7778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907號

F-116573973-00001-5

F-116573973-00001-5

F-186589669-00000-0

國泰產物保險 3000萬
07PD01612號

1516字第

台灣

1516字第

葷

葷

雞

全雞

執覺御品佛跳牆

家庭億得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36010666

珍苑頂級南非鮑參貝佛跳牆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2-2816-9180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1.湯包:雞湯(水、雞肉)、蠔油(蠔汁、糖、水、調味劑(L-麩酸鈉)、鹽、粘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醬油(水、大豆、小麥、食鹽)、雞粉(鹽、麥芽糊精、糖、
雞肉粉(含迷迭香萃取物)、玉米澱粉、酵母萃取物(含鹽)、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魚類、螺貝類、麩質及黃豆製
5'-鳥嘌呤核?磷酸二鈉)、雞油(含迷迭香萃取物)、香料、棕櫚油(含抗氧化劑(第三丁基氫?))、 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胡椒)、鹽、糖
2.料包:排骨、豬腳、鮑魚、芋頭、海參、魚皮、荸薺、栗子、干貝、香菇、蒜頭、蔥

竹南懷舊櫻花蝦黃金米糕

親憶食堂股
份有限公司

(037)472-747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36號

K-154529346-00000-6

台灣

圓糯米、櫻花蝦、珠貝、豬肉絲、香菇絲、菜脯((蘿蔔、水、鹽)、豬油、蝦米、紅蔥酥(紅蔥
頭、天然純豬油、麵粉)、醬油、白胡椒粉
本產品含甲殼類、含麩質之穀類
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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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稠劑
(羧甲基纖維素鈉))

國泰世華1504字第09PD02513號、1仟萬

葷

珠貝、蝦米、櫻花蝦

台灣

竹南懷舊干貝扁魚翠玉煲

親憶食堂股
份有限公司

(037)472-747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36號

K-154529346-00000-6

台灣

水、包心大白菜、珠貝、豬皮、蝦米、扁魚、香菇、蒜末、紅蘿蔔、蛋、豬肉絲、鹽巴、豬油
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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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稠 本產品含甲殼類、魚類、蛋類
劑(羧甲基纖維素鈉))

國泰世華1504字第09PD02513號、1仟萬

葷

珠貝、蝦米、扁魚

台灣

竹南懷舊桂園銀耳雪蓮子湯

親憶食堂股
份有限公司

(037)472-747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36號

K-154529346-00000-6

台灣

水、白木耳、桂圓、紅棗、冰糖、蓮子、雪蓮子、枸杞

國泰世華1504字第09PD02513號、1仟萬

素

立家荷葉排骨

向唐食品有
限公司

(02)2393-0469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中
繼)市場內B04攤位

A-153349417-00000-4

台灣

豬排骨,蒸肉粉,豆瓣醬,蒜,辣椒油,砂糖,辣椒醬,薑,香菇素蠔油,料理米酒,鹽,滷肉粉,蘇打粉,雞粉,
白胡椒粉,L-麩酸鈉,五香粉,山椒粉。

本產品含 蛋,牛奶,大豆,蠶豆,芝麻,麩質 及其
國泰世華、1仟萬1516字第09PD02711
製品。

葷

台灣

逸湘齋一品東坡肉

向唐食品有
限公司

(02)2393-0469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中
繼)市場內B60攤位

A-153349417-00000-4

台灣

豬肉,水,醬油,冰糖,蔥,紹興酒,蒜,馬鈴薯澱粉,麥芽,L-麩酸鈉。

本產品含 大豆,麩質 等及製品，不適其過敏
國泰世華、1仟萬1516字第09PD02711
體質者食用。

葷

台灣

逸湘齋翠玉獅子頭

向唐食品有
限公司

(02)2393-0469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中
繼)市場內B60攤位

A-153349417-00000-4

台灣

高湯(水,豬大骨),獅子頭(豬肉,荸薺,馬鈴薯澱粉,醬油,香油,薑,雞蛋,L-麩酸鈉,鹽,白胡椒粉,五香
粉),大白菜,紅蘿蔔,醬油,蒜,蝦米,鹽,L-麩酸鈉。

本產品含 蝦,蛋,大豆,芝麻,麩質 及其製品。

國泰世華、1仟萬1516字第09PD02711

葷

台灣

立家百福佛跳牆

向唐食品有
限公司

(02)2393-0469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中
繼)市場內B04攤位

A-153349417-00000-4

台灣

豬大骨高湯(水,豬大骨,蒜頭,紅蔥,香油,麵粉,醬油,冰糖,烏醋,鹽,蔥,雞粉,L-麩酸鈉,白胡椒粉),大白
本產品含 蝦,蛋,魚,螺貝,頭足,大豆,堅果,芝
菜,豬腳,豬肚,排骨,芋頭,雞肉,筍片,海參,合成魚翅(海草萃取物,明膠),鵪鶉蛋,魚皮,蹄筋,栗子,香
麻,麩質 及其製品。
菇,魷魚,干貝,蒜頭,蝦米。

國泰世華、1仟萬1516字第09PD02711

葷

台灣

巴代利亞脆皮德國豬腳

永力旺大商
行

04-23222777

台中市北區明德里美華街二段106號1樓

B-200013891-00000-2

台灣

豬腳、水、鹽、砂糖、醬油、八角、月桂葉、五香粉、肉桂粉、大茴香粉、山奈粉、小茴香
粉、甘草粉、美蘿勒粉、川芎粉、花椒粉、薑粉、丁香粉、佳味能、美力香味料-T、琥珀酸二
鈉、檸檬酸、小蘇打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台中市南屯區寶山里工業區二十三路24號 B-105834987-00001-4

林義和馬祖紅麴老酒醉雞腿

元進莊企業
股份有限公
司

05-788-2072

雲林縣元長鄉龍岩村143-7號

Z-126501747-00000-5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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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產物保險字號131308AKP0000005 一千萬

葷

桃花源扁尖火腿干貝燉雞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烏雞、黃金蟲草、當歸、人參鬚、甘草片、枸杞、紅棗、鹽巴、米酒、黃酒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桃花源干貝繡球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干貝、花枝漿、蝦仁、絞肉、豬油、蛋、胡椒粉、豆薯、鹽、雞粉、糖

本產品含有蝦類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干貝、花枝漿、蝦仁

桃花源紹興醉蝦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熟白蝦 .黃酒 .紅露酒 紅露酒 .米酒 .紅棗 .當歸 .枸杞 .川芎 .冰糖 .鹽巴

本產品含有蝦類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蝦

桃花源湖南雙臘蒸八寶

大鍋紅餐飲
開發有限公
司

05-5353669

雲林縣斗六市榮譽路211號

P-154534397-00000-3

台灣

米糕.臘肉.臘腸.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土雞王古早味炒炊粉

凱馨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05-5347888

雲林縣斗六市八德里引善路196號

A-186220637-00000-2

台灣

雞高湯(水、雞)、炊粉、雞油、洋蔥、紅蘿蔔、醬油、韭菜、豬肉、紅蔥頭、糖、鹽、蝦米、
蝦皮、香菇、複方調味劑【氨基乙酸、DL-胺基丙酸、糖、L-天門冬酸鈉、酵母萃取物、5'-次 本產品含有大豆、蝦米、蝦皮和小麥製品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牛磺酸、氯化鈉、甘草酸銨(甜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味劑)】、黑木耳、黑胡椒粉

泰安產物保險(股)公司/07字第662209A10094號

葷

業榮石榴鳳尾蝦扒時蔬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貴妃鮑片（深海柔魚，鮑魚抽取物，醬油，糖，鹽，味素），大白菜，石榴鳳尾蝦（白蝦，花
枝漿，魚漿，翡翠，蛋液，鹽，胡椒，糖）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業榮胡椒白菜雞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全雞、蒜頭、川耳、大白菜、胡椒粒、糖、鹽、味精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業榮牛腩鮮火鍋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腐竹, 冷凍豆腐, 牛腩, 紅蘿蔔, 白蘿蔔, 高麗菜, 調味料(沙拉油, 老薑, 青蔥, 乾辣椒, 花椒, 八角,
草菓, 桂角, 水, 米酒, 金蘭醬油, 鹽, 冰糖, 花椒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業榮霸氣龍蝦相撲鍋

業榮有限公
司

06-2352345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208號

D-142916413-00000-1

台灣

波士頓龍蝦、龍膽頭丁、熟蛤蠣、白身魚肉、白蝦、海灣帶子、全殼淡菜、味增昆布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本產品含有蝦類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雞

全雞

台灣

豬

台灣

蝦、花枝漿、魚漿

全雞

澳洲
波士頓龍蝦、龍膽頭丁、熟蛤
蠣、白身魚肉、白蝦

娘家吉祥旺福手路菜6件組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3-990-6000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0500字第
18AML0001182號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香菇滷肉燥：豬肉、水、醬油、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酢、食鹽、胺基乙
酸、檸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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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蔥
頭、糖、大豆油、乾香菇、食鹽、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味精、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花生豬腳：豬腳、水、大豆油、花生、醬油、糖、豆瓣醬{黃豆(非基因改造)、米、食鹽、小
麥、焦糖色素、防腐劑(已二烯酸鉀)}、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
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食鹽、味精、花椒粉(小
紅袍、麥芽糊精)、朝天椒粉、甘草粉(甘草、麥芽糊精)、孜然粉(馬芹子)、八角、荳蔻粉(荳蔻
粉、纖維素)、肉桂粉、百里香、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香菇雞湯：水、雞肉、乾香菇、料理米酒、食鹽、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
素佛跳牆：水、大白菜、素火腿{非基因改造組織狀大豆蛋白(大豆蛋白、玉米澱粉、小麥澱
粉)、醬油(水、黃豆、食鹽、小麥)、大豆油、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小麥蛋白、糖、酵母抽出
物、紅麴粉、小麥纖維、醋酸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酵素製劑(麥芽糊精、谷氨醯胺轉氨酶)}、芋頭、乾白木耳、乾香菇、大豆油、栗
子、醬油、馬鈴薯澱粉、銀杏(銀杏果、水、糖、食鹽、檸檬酸)、薑、糖、食鹽、味精、川芎
片、白胡椒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梅干扣肉：梅干菜、水、豬肉、大豆油、醬油、雞油、豬油、蒜、糖、蔥、辣椒、食鹽、味
精、甘草片、月桂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蔥油雞：【雞腿排】雞肉、水、薑、食鹽、冰糖、味精、八角、桂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油包】紅蔥油(紅蔥頭、大豆油)、大豆油、蔥。
蔥燒半牛半筋：水、牛筋肉、醬油、馬鈴薯澱粉、蔥、蒜頭酥(蒜、大豆油)、紅蔥酥(紅蔥頭、
大豆油)、砂糖、食鹽、味精、冰糖、料理米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
香菇滷肉燥：豬肉、水、醬油、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糖、釀造酢、食鹽、胺基乙
酸、檸檬酸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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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蔥
頭、糖、大豆油、乾香菇、食鹽、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味精、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花生豬腳：豬腳、水、大豆油、花生、醬油、糖、豆瓣醬{黃豆(非基因改造)、米、食鹽、小
麥、焦糖色素、防腐劑(已二烯酸鉀)}、蕃茄醬{水、蕃茄糊、蔗糖、釀造醋、食鹽、香辛料(白
胡椒、肉桂、紅辣椒、薑、丁香、肉豆蔻、芥末、月桂葉、眾香子)}、食鹽、味精、花椒粉(小
紅袍、麥芽糊精)、朝天椒粉、甘草粉(甘草、麥芽糊精)、孜然粉(馬芹子)、八角、荳蔻粉(荳蔻
粉、纖維素)、肉桂粉、百里香、五香粉(八角、丁香、肉桂、小茴香、花椒)、5'-次黃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香菇雞湯：水、雞肉、乾香菇、料理米酒、食鹽、味精、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
素佛跳牆：水、大白菜、素火腿{非基因改造組織狀大豆蛋白(大豆蛋白、玉米澱粉、小麥澱
粉)、醬油(水、黃豆、食鹽、小麥)、大豆油、非基因改造大豆蛋白、小麥蛋白、糖、酵母抽出
物、紅麴粉、小麥纖維、醋酸澱粉、香料、調味劑(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酵素製劑(麥芽糊精、谷氨醯胺轉氨酶)}、芋頭、乾白木耳、乾香菇、大豆油、栗
子、醬油、馬鈴薯澱粉、銀杏(銀杏果、水、糖、食鹽、檸檬酸)、薑、糖、食鹽、味精、川芎
片、白胡椒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梅干扣肉：梅干菜、水、豬肉、大豆油、醬油、雞油、豬油、蒜、糖、蔥、辣椒、食鹽、味
精、甘草片、月桂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蔥油雞：【雞腿排】雞肉、水、薑、食鹽、冰糖、味精、八角、桂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
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油包】紅蔥油(紅蔥頭、大豆油)、大豆油、蔥。
蔥燒半牛半筋：水、牛筋肉、醬油、馬鈴薯澱粉、蔥、蒜頭酥(蒜、大豆油)、紅蔥酥(紅蔥頭、
大豆油)、砂糖、食鹽、味精、冰糖、料理米酒、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

食上天河粉佐蒜蝦

食上天有限
公司

07-656-5777

高雄市大樹區溪浦路40號

E-159159194-00000-5

台灣

熟白蝦、河粉(小麥粉、水、地瓜粉、在來米粉)、蠔油【水、砂糖、食鹽、蠔汁、L-麩酸鈉、
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焦糖色素】蒜泥、水食鹽、醬油、砂糖、大豆沙拉油、料理米 本產品含有大豆製品、小麥、螺貝及蝦類
酒、調味劑【L-麩酸鈉、琥珀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之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DL-胺基丙酸、胺基乙酸】

南山產物/0901-2236001933-03

葷

南山產物/0901-2236001933-03

葷

鴨

本產品含有黃豆、芝麻、含麩質類及其製
品之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南山產物/0901-2236001933-03

葷

鴨

牛肉原產
地:澳洲、
美國、紐
西蘭(會依
生產需求
等因素，
不同批次
之豬肉來
源可能不
同，請依
包裝上之
勾選產地
為主。)

※過敏原資訊：本產品含有大豆、花生、芥
末、堅果類、含麩質之穀物等，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甲殼類、芒果、牛奶、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0500字第18AML0001182號
蛋、芝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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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上天手撕黑糖鴨

食上天有限
公司

07-656-5777

高雄市大樹區溪浦路40號

E-159159194-00000-5

台灣

太空鴨、餅皮(麵粉、水、大豆油、食鹽)、黑糖、老薑、冰糖、沙拉油、醬油、老抽【水、黃
豆(非基因改造)、鹽、麵粉、砂糖、焦糖】、砂糖、食鹽、鮮雞粉【麥芽糊精、食鹽、L-麩酸
鈉、雞肉精粉［雞肉抽出物、酵母抽出物、鹽、糖、豬肉抽出物、釀造醬油、棕櫚油、香辛料
(蒜粉)、麥芽糊精、蛋黃抽出物、香料、L-麩酸鈉、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琥珀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蛋、小麥及大豆製品之成分，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著色劑(焦糖色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素)、抗氧化劑(混合濃縮生育醇)］、砂糖、水解植物蛋白(大豆水解蛋白液、麥芽糊精、食
鹽、焦糖、琥珀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丙胺酸)、酵
母抽出物、洋蔥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雞肉香料】、味
精、乾辣椒

食上天麻油鴨肉米糕

食上天有限
公司

07-656-5777

高雄市大樹區溪浦路40號

E-159159194-00000-5

台灣

鴨肉、糯米、老薑、麻油、米酒、鹽、糖、醬油、調味劑(L-麩酸鈉)

台灣

蝦

豬肉原產地:台
灣、荷蘭、英
國、瑞典、加
拿大(會依生產
需求等因素，
不同批次之豬
肉來源可能不
同，請依包裝
上之勾選產地
為主。)

毓軒醬燒豬棒腿

食上天有限
公司

07-656-5777

高雄市大樹區溪浦路40號

D-193828434-00000-2

台灣

豬棒棒腿.鹽.味精.醬油.糖.米酒.八角

本產品含牛奶及其製品及大豆成份本產品
含大豆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富邦產險0505字第19AML0000335號

葷

豬

毓軒肉米花膠羹

食上天有限
公司

07-656-5777

高雄市大樹區溪浦路40號

D-193828434-00000-2

台灣

豬肉.鯰魚肚.蝦米.扁魚.麻竹筍.大白菜.香菇絲.胡蘿蔔絲.蒜末.水.糖.食鹽.蠔油[水.糖.鹽.蠔汁.調 本產品含魚類、甲殼類、堅果類、大豆類
味劑(L-麸酸鈉).黏稠劑(羥丙基磷酸二澱粉).小麥粉.著色劑(焦糖色素)].調味劑[L-麸酸鈉.琥珀酸 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者食用
二鈉.胺基乙酸.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蔬菜精粉].白胡椒粉
醬燒豬棒腿

富邦產險0505字第19AML0000335號

葷

豬

芋香蘿蔔仔點點心

點點心股份
有限公司

02-23450509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4號1樓(五股工業
F-142634580-00006-1
區)

台灣

糯米粉、白油、糖、水、紅蘿蔔素、黃色4號食用色素、芋頭泥、芋頭粒、鮮奶油

本產品含有奶類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懷舊糯米雞點點心

點點心股份
有限公司

02-23450509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4號1樓(五股工業
F-142634580-00006-1
區)

台灣

糯米、水、雞肉、豬絞肉、香菇、栗子、鹹蛋黃、蝦米、麻油、蠔油、蔥、薑、蒜、棕櫚油、 本產品含有蝦及蛋類成分，不適合其過敏
蔗糖、鹽、白胡椒粉
體質者食用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鼓汁蒸排骨點點心

點點心股份
有限公司

02-23450509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4號1樓(五股工業
F-142634580-00006-1
區)

台灣

豬里肌肉、豬腩小排、蒜頭、鹽、糖、芋頭、香油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豬仔流沙包12入點點心

點點心股份
有限公司

02-23450509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24號1樓(五股工業
F-142634580-00006-1
區)

台灣

麵粉、泡打粉、糖、奶水、鹹蛋黃、吉利丁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蠔油叉燒包易牙居

緻宏食品(股)
02-85312422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80巷17號

F-112708085-00000-4

台灣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麵粉.豬肉(台灣).水.糖.太白粉.玉米粉.大豆油.紅蔥頭.雞蛋.豬油.醬油.米酒.洋蔥.蔥.鹽.番茄.紅糟.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花椒.八角.白胡椒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干貝瑤柱糯米飯易牙居

緻宏食品(股)
02-85312422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80巷17號

F-112708085-00000-4

台灣

糯米.綠豆.水.豬肉.花生.大豆油.蓮子.香菇.醬油.糖.鹽.蠔油.蝦米.紅蔥頭.干貝.糖.鹹蛋黃.米酒

蝦仁燒賣易牙居

緻宏食品(股)
02-85312422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80巷17號

F-112708085-00000-4

台灣

豬肉.蝦仁.麵粉.豬油.糖.香油.太白粉.玉米粉.鹽.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甘磷酸二鈉.胺基乙酸.
檸檬酸.琥珀酸二鈉.琥珀酸.醬油.酵母.高山背孢黴發酵產物.DL-胺基丙酸.白胡椒.昆布抽出物.食
用黃色4號.

芝麻海鮮卷易牙居

緻宏食品(股)
02-85312422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80巷17號

F-112708085-00000-4

台灣

麵粉.韭黃.筍絲.馬蹄粒.白芝麻.豬油.水.沙拉油.紅蔥頭.豬油.香菜.糖.香油.太白粉.玉米粉.鹽.L-麩
酸鈉.5'-鳥嘌呤核甘磷酸二鈉.胺基乙酸.檸檬酸.琥珀酸二鈉.琥珀酸.DL-胺基丙酸.昆布抽出物

奶黃流沙包易牙居

緻宏食品(股)
02-85312422
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380巷17號

F-112708085-00000-4

台灣

麵粉.水.椰漿.鮮奶油.細糖.沙拉油.酵母.奶粉.奶油.鹹蛋黃.吉士粉(玉米澱粉.鹽.著色劑(食用黃色
4號.食用黃色5號.食用紅色7號).香料).吉利丁.玉米粉.黃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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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菇荷葉飯蒔蘿香草

蒔蘿香草餐
廳

0936-110857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7號1樓

A-200003336-00000-4

台灣

有機長糯米、香菇、猴頭菇、花生、老薑、里仁海鹽、糖、白胡椒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全素

福金藥膳湯蒔蘿香草

蒔蘿香草餐
廳

0936-110857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7號1樓

A-200003336-00000-4

台灣

麵筋、糯玉米、紅蘿蔔、有機杏鮑菇、有機鴻禧菇、有機雪白菇、紅棗、枸杞、中藥包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全素

黑胡椒G柳蒔蘿香草

蒔蘿香草餐
廳

0936-110857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7號1樓

A-200003336-00000-4

台灣

有機杏鮑菇、青紅黃椒、里仁海鹽、薑、冰糖、黑胡椒、香油、素蠔油、地瓜粉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全素

年年有餘蒔蘿香草

蒔蘿香草餐
廳

0936-110857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7號1樓

A-200003336-00000-4

台灣

有機南瓜子、有機奇亞子、海苔，里仁海鹽、冰糖、香油、胡椒、醬油、糖、番茄sauce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全素

立家江浙經典油燜雙冬

向唐食品有
限公司

(02)2393-0469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中
繼)市場內B04攤位

A-153349417-00000-4

台灣

綠竹筍,水,香菇素蠔油,香菇,醬油,大豆沙拉油,冰糖,香油,L-麩酸鈉。

國泰世華、1仟萬1516字第09PD02711

素

(芝麻)南園手工湯圓

南園食品店

02-23564980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55號

A-180301513-00000-9

台灣

純糯米粉. 水. 芝麻.豬油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新安東京海上3000萬

葷

台灣

本產品含有蛋類及奶類成分，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本產品含堅果、螺貝類、大豆、麩質穀
物、魚類、芹菜，與其它含有牛奶、軟體
動物類、芝麻種子、蛋、甲殼類(蝦類)、花
生的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
留意。

本產品含 大豆,芝麻,麩質 及其製品。

本產品含有花生類過敏原成份，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者食用

鯰魚肚.蝦米.扁魚

台灣

台灣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台灣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台灣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台灣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花生)南園手工湯圓

南園食品店

02-23564980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55號

A-180301513-00000-9

台灣

純糯米粉. 水. 花生.豬油

(鮮肉)南園手工湯圓

南園食品店

02-23564980

台北市杭州南路二段55號

A-180301513-00000-9

台灣

純糯米粉. 水. 豬肉

台灣

核桃芝麻:本產品含有芝麻、堅果及其製品
核桃芝麻：糯米、大豆沙拉油、糖、芝麻粉、芝麻醬、核桃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核桃花生:本產
核桃花生：糯米、大豆沙拉油、糖、花生粉、花生醬、核桃
品含有花生、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明台產物保險/0804第08PDT00359
黑糖珍奶：糯米、大豆沙拉油、玉米澱粉、奶粉、煉乳(生乳、糖)、粉圓(黑糖、樹薯粉、焦糖
敏體質者食用 /黑糖珍奶:本產品含有牛奶、
色素)
堅果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台灣

麵粉、水、細砂糖、沙拉油、益面劑、酵母、泡打粉、黃豆粉、鹽、天然梔子紅色色素、食用
小麥、牛奶、雞蛋、大豆
墨水（紅色40號、紅色7號、藍色1號、黃色4號、丙二醇、甘油、聚山梨醇脂80、水）

蒸健康手工甜湯圓

蒸健康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0800-800-766

高雄市梓官區嘉展路294-1號

Kitty造型刈包禮盒

富力連食品
廠-高雄廠

02-2910-1685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8弄6號1樓

白米八寶飯寶來發

寶來發食品
(股)公司

02 2693 1891

221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17
號

F-186511157-00000-7

台灣

糯米、豆沙(紅豆、砂糖、沙拉油)、蜜蓮子(蓮子、砂糖)、紅白甘納豆(白雲豆、砂糖、色素(紅
無
色7號))、小紅豆(紅豆、砂糖)、紅棗、砂糖、橄欖油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純素

台灣甜粿紅豆寶來發

寶來發食品
(股)公司

02 2693 1891

221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392巷42弄17
號

F-186511157-00000-7

台灣

糯米、紅豆、蜜紅豆、砂糖、麥芽糖、紅糖、沙拉油、紅色色素6號

無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純素

原味喜Q餅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麵粉.紅豆餡(砂糖.紅豆.麥芽糖.棕櫚油)麻糬(麥芽糖.水.糯米粉.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砂糖.棕櫚
油.脂肪酸甘油酯.偏磷酸鈉.二氧化鈦)奶油.水.豬肉脯.白芝麻.鹹蛋黃.糖.鹽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葷

台灣

地瓜千層酥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台灣

蛋.奶油.麵粉.砂糖.地瓜.糖粉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

無

紅豆-全素
花生/芝麻-奶素

無

黑糖麻糬禮盒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E-153044484-00000-4

荷蘭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台灣

花生-麥芽糖、水、海藻糖、花生醬、花生、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黑糖、黃豆粉、脂肪抹醬
【特級砂糖、棕櫚仁油、大豆油、芥花油、乳糖、全脂奶粉、卵磷脂、脂肪酸甘油酯、香料、
香莢蘭醛】、糯米粉、可可粉、香料、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
基丙酸】、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偏磷酸鈉、無水磷酸鈉、棕櫚油
紅豆-麥芽糖、水、紅豆、海藻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黑糖、黃豆粉、脂肪抹醬【水、完全
氫化棕櫚仁油（含有大豆卵磷脂）、糖、棕櫚仁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聚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60、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鹽、香料、磷酸氫二鈉、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聚合甘油
酯、玉米糖膠】、糯米粉、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砂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
可可粉、咖啡粉，黑糖香料、棕櫚油、鹽、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酸性焦磷酸鈉、偏磷酸
鈉
芝麻-麥芽糖、水、海藻糖、羥丙基磷酸二澱粉、芝麻、黑芝麻醬【黑芝麻、脂肪酸蔗糖酯（
乳化劑）】、脂肪抹醬【特級砂糖、棕櫚仁油、大豆油、芥花油、乳糖、全脂奶粉、卵磷脂、
脂肪酸甘油酯、香料、香莢蘭醛】、黑糖、黃豆粉、糯米粉、胺基酸混合液【丙二醇、水、砂
糖、胺基乙酸、DL-胺基丙酸】、可可粉、咖啡粉、黑糖香料、多磷酸鈉、無水焦磷酸鈉、酸
性焦磷酸鈉、偏磷酸鈉、棕櫚油

本產品含有花生.牛奶.大豆製品
＊本產品與其他含有麩質的穀類、花生、
堅果類、芝麻、大豆、蛋、芒果及牛奶的
產品於同一工廠生產，食物過敏者請留
意。

奶素

南山產物保險、2000
萬、09022236006019-00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原味生乳捲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特黑生乳捲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起司磚亞尼克

巴斯克生起司亞尼克

烤布丁起司派亞尼克

巧克力雪糕生乳捲亞尼克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亞尼克菓子
工房股份有
限公司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02-87978993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A-180618239-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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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卵磷脂、脂肪酸蔗糖酯)、纖維素(玉米纖維)、乳清、香料>.蛋白粉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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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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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打粉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

無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無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奶蛋素

無

富邦產物保險-保單號碼0525字號第
19AML0001656號

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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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麵粉

台灣

鮮奶.蛋.日本麵粉.無鹽奶油.乳酪.砂糖.杏桃果膠.水.杏仁粉.糖粉.鹽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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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纖維)、乳清、香料]、鮮奶、動物鮮奶油、砂糖、日本麵粉、巧 蛋.奶.含有麩質的穀類
克力、奶油、可可粉、蛋白粉、水、防潮可可粉、吉利丁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062208A00210號

葷

紅櫻花Q餅御禮

紅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

04-2682-0808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二段903-1號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紅豆餡(紅豆粒、砂糖、麥芽、鹽、乳脂肪、水)、麻糬【羥丙基澱粉、羥丙基磷酸二澱
粉、砂糖、海藻糖、麥芽、甜味劑(D-山梨醇液70%)、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著色劑(二氧化
鈦)、白油(氫化棕櫚油)】、豬肉脯【豬肉、糖、鹽、味精、醬油(大豆、小麥、鹽、砂糖)】、
鹹蛋黃(蛋黃、鹽)、維佳無水烘焙油脂【植物性油脂(軟質棕油、棕櫚油、椰子油、大豆油、完
本產品含蛋、大豆、乳製品、堅果類、芝
全氫化硬質棕油)、奶油、味醂(果糖、水、糯米、米麴、釀造酢、鹽、調味劑(胺基乙酸、琥珀
麻、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酸二鈉、檸檬酸鈉、DL-胺基丙酸、5ʾ-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ʾ-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複方香料(中鏈三酸甘油酯、香料、奶油、葵花油、食用酒精、抗氧化
劑(維生素E))、抗氧化劑(L-抗壞血酸棕櫚酸酯)、複方著色劑(軟質棕油、葵花油、β-胡蘿蔔
素、抗氧化劑(維生素E))】、砂糖、芝麻、沙拉油。

紅櫻花蛋黃酥

紅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

04-2682-0808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二段903-1號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紅豆餡【紅豆、砂糖、麥芽糖、奶油(乳脂肪、水)、沙拉油、水】、鹹蛋黃(蛋黃、
鹽)、奶油(乳脂肪、水)、砂糖、芝麻、鹽

本產品含蛋、大豆、乳製品、堅果種子、
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062208A00210號

葷

紅櫻花奶油小酥餅

紅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

04-2682-0808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二段903-1號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砂糖、麥芽糖、奶油(乳脂肪、水)、沙拉油、奶粉、鹽

本產品含乳製品、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062208A00210號

奶素

紅櫻花Hello Kitty小西餅

紅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

04-2682-0808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二段903-1號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奶油:麵粉、奶油、糖、奶粉、蛋、杏仁粉、煉乳、複方膨脹劑
巧克力:麵粉、棕櫚油、砂糖、全脂奶粉、可可粉、蛋、奶油、複方膨脹劑
伯爵茶:麵粉、棕櫚油、砂糖、巧克力、蛋、奶油、伯爵茶、複方膨脹劑

本產品含蛋、乳製品、大豆、麩質穀類製
品，可能導致過敏症狀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062208A00210號

蛋奶素

紅櫻花大甲芋頭酥

紅櫻花食品
股份有限公
司

04-2682-0808

台中市大甲區龍泉里中山路二段903-1號

A-128489375-00000-4

台灣

麵粉、糖、奶油、芋頭餡、地瓜餡

本產品含乳製品、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泰安產物保險07字第062208A00210號

奶素

肉鬆鳳凰捲奇華

奇華股份有
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6樓之5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麵粉、肉鬆(豬肉、豆粉、砂糖、醬油、食鹽)、
蔗糖、雞蛋、奶油(乳脂、鹽)、白油(植物油(棕櫚油、大豆油)、
抗氧化劑-維生素E(混合濃縮生育醇、菜籽油))、
乳粉、黑芝麻

本產品含乳製品、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香蔥家鄉雞蛋捲

奇華股份有
限公司

02-89769216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10號6樓之5

F-112365601-00000-7

台灣

麵粉、蔗糖、雞蛋、奶油、人造奶油、帕米桑起司粉、乳粉、蔥、食鹽、胡椒

本產品含乳製品、麩質穀類製品，可能導
致過敏症狀

華南產物保險第092050263

天光蜂蜜蛋糕禮盒一之鄉

一之鄉

02-28966916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一段7號

A-114004175-00000-0

台灣

雞蛋、砂糖、麵粉、麥芽糖漿、龍眼蜜、奶粉、海藻糖、鳳梨、鳳梨香料、無水檸檬酸

牛奶製品、蛋類及小麥製品

富邦產險

奶蛋素

美式焦糖牛奶卡滋爆米花

台灣司麥爾
02-86303508
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71號

F-124422579-00000-8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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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四十號、食用藍色一號。

南山產險3000萬 09000333000247-07

本產品含有大豆

美式特濃巧克力卡滋爆米花

台灣司麥爾
02-86303508
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71號

F-124422579-00000-8

台灣

玉米粒(非基因改造)、砂糖、椰子油(β胡蘿蔔素、香料)、可可粉、奶粉、香料、食鹽、大豆卵
磷脂。

南山產險3000萬 09000333000247-07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
豆

巧達起司(甜)卡滋爆米花

台灣司麥爾
02-86303508
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71號

F-124422579-00000-8

台灣

玉米粒(非基因改造)、砂糖、椰子油(β-胡蘿蔔素、香料)、麥芽糊精、起司粉、乳糖、糖粉(砂
糖、樹薯澱粉)、調味劑(L-麩酸鈉、呈味核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
苷磷酸二鈉))、香辛料(洋蔥粉、大蒜粉、薑黃粉)、食鹽、大豆卵磷脂、二氧化矽、香辛料抽
出物(大豆油、卵磷脂、單及雙脂肪酸二乙醯酒石酸酯、蒜頭抽出物、小茴香抽出物、奧勒岡
抽出物)。

南山產險3000萬 09000333000247-07

本產品含有牛奶.大
豆

(起司)蝦喀鮮蝦餅卡滋

台灣司麥爾
02-86303509
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72號

F-124422579-00000-8

台灣

樹薯粉、棕閭油、鮮蝦、魚漿(魚肉、糖、樹薯粉)、蛋、奶粉、起司粉、砂糖、食塩、維生素
E

南山產險3000萬 09000333000247-07

本產品含有鮮蝦.
奶.蛋

(原味)蝦喀鮮蝦餅卡滋

台灣司麥爾
02-86303510
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73號

U154771927-00001-1

台灣

樹薯粉、棕閭油、鮮蝦、魚漿(魚肉、糖、樹薯粉)、蛋、奶粉、砂糖、食塩、維生素E

南山產險3000萬 09000333000247-07

本產品含有鮮蝦.
奶.蛋

原味奶油酥條花蓮縣餅

菩提食品實
業有限公司

03-8337818

花蓮市民國路139-2號

U154771927-00001-1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糖.黑糖.鹽.酵母粉

富邦產物保險NTD$10,000,000.

蒜味奶油酥條花蓮縣餅

菩提食品實
業有限公司

03-8337818

花蓮市民國路139-2號

台灣

麵粉.奶油.全蛋.新鮮蒜泥.糖.黑糖.辣椒粉.鹽.酵母粉

富邦產物保險NTD$10,000,000.

黑金剛花生糖紀仁堂

紀仁堂國際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0800-555-998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69號11樓

台灣

花生、砂糖、麥芽

花生

國泰產物保險
投保金額 3000萬

全素

生活新優植台灣香檬原汁100%

順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02-2505-1818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28號12樓

偏實檸檬汁

無

兆豐產險-保單號碼872446818字號0214地
08PDL00041號

全素

招牌蒜香豬肉條愛上新鮮

愛上大數據
股份有限公
司

02-23210311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之1

A-152711564-00000-9

台灣

豬肉、砂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蒜頭、鹽、調味料(L-麩酸鈉、豬肉抽出物、肉桂、
丁香、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花椒、己二烯酸鉀(防腐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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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鈉、
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焦磷酸鉀)、亞硝酸鈉(保色劑)、複方抗氧化劑［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
鈉）、菸鹼醯胺］、香料、紅趜。

本產品含有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葷

台灣

三杯塔香豬肉條愛上新鮮

愛上大數據
股份有限公
司

02-23210311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之1

A-152711564-00000-9

台灣

豬肉、砂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麻油、鹽、調味料(L-麩酸鈉、豬肉抽出物、肉桂、
丁香、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花椒、己二烯酸鉀(防腐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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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層塔、磷酸鹽(多
磷酸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焦磷酸鉀)、亞硝酸鈉(保色劑)、複方抗氧化劑［抗氧化劑(異
抗壞血酸鈉）、菸鹼醯胺］、香料、紅趜。

本產品含有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者食用。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葷

台灣

紹興酒香豬肉條愛上新鮮

愛上大數據
股份有限公
司

02-23210311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23號9樓之1

A-152711564-00000-9

台灣

豬肉、砂糖、甜味劑(D-山梨醇液70%)、紹興香料、鹽、調味料(L-麩酸鈉、豬肉抽出物、肉
桂、丁香、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花椒、己二烯酸鉀(防腐劑)、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本產品含有芝麻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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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磷酸
體質者食用。
鈉、偏磷酸鉀、焦磷酸鈉、焦磷酸鉀)、亞硝酸鈉(保色劑)、複方抗氧化劑［抗氧化劑(異抗壞
血酸鈉）、菸鹼醯胺］、香料、紅趜。

第一產物保險1000字第08PR000309號

葷

台灣

A-155678384-00000-4

13000079 台灣

台灣

劉一手榕樹下豆干

家庭億得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6222577

台中縣清水鎮菁埔路370號

56622183

台灣

榕樹下沙茶豆干：黃豆（非基因改）、蔗糖、大豆油、甘油、素沙茶醬、鹽、辣椒、L-麩酸
納、甜味劑（山梨醇液70%、蔗糖素）、檸檬酸、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皆在食品法規範圍
內、大茴粉、花椒粉、甘草粉、食用色素紅色40號
榕樹下川味麻辣豆干：黃豆（非基因改）、糖、大豆油、甘油、麥芽糖、鹽、醬油、辣椒、L麩酸納、甜味劑（D-山梨酸液 70%、蔗糖素）、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皆在食品法規範圍
內、檸檬酸、花椒粉、甘草粉、八角粉
榕樹下黃金條豆干：黃豆（非基因改）、蔗糖、大豆油、醬油、辣椒、甘油、鹽、素肉精粉、
L-麩酸納、乳酸、檸檬酸、己二烯酸鉀（防腐劑）皆在食品法規範圍內、焦糖色素、甘草粉、
油桂粉

產品責任險1000萬

酒釀肉乾：嚴選豬後腿肉(台灣)、砂糖、海藻糖、三色甜酒釀(圓糯米、黑糯米、小米、酵
母)、醬油(水、小麥、大豆、糖、鹽)、鹽
添加物：調味劑(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甘油、D-山梨醇液70%)、防腐劑(己二烯酸鉀
0.2%)、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保色劑(亞硝酸鈉、硝酸鉀0.07%)、紅色天然色素槴子紅
劉一手豬肉乾(椒麻+酒釀/組)

家庭億得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4-26222577

台中縣清水鎮菁埔路370號

56622183

台灣

海鮮干貝XO醬(原味+辣味/組)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2-8686-5646

樹林區太順街114巷3號

F-153427270-00000-3

台灣

原味-水晶吻仔魚、櫻花蝦、干貝、葵花油、蠔油、辣椒油、蒜、蔥頭、鹽。辣味-水晶吻仔
魚、櫻花蝦、干貝、葵花油、蠔油、辣椒油、蒜、蔥頭、鹽

滴雞精(10瓶)燕寶貝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02-82820923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27巷5號

F-154845364-00000-2

台灣

台灣黑羽土雞

無

3000萬

燕窩雙耳保養禮盒燕寶貝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2-82820923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27巷5號

F-154845364-00000-2

台灣

冰鑽燕窩:燕盞、冰糖、水
黑玉露:黑木耳、冰糖、水
雲露:白木耳、冰糖、水

無

3000萬

麻辣鍋豬肉乾(片)：豬後腿肉(台灣)、砂糖、食用大豆油、辣椒、花椒、白酒、蒜頭、胡椒、
醬油(水、小麥、大豆、糖、鹽)、小茴香、桂皮、荳蔻、八角、丁香、陳皮、甘草、酵母提取
物、食用鹽
添加物：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調味劑(L-麩酸鈉)、品質改良劑
(甘油、D-山梨醇液70%)、防腐劑(己二烯酸鉀0.2%)、抗氧化劑(異抗壞血酸鈉)、保色劑(亞硝
酸鈉、硝酸鉀0.07%)

嚴選原味肉鬆
成分:豬肉、砂糖、醬油、葵花油、葡萄糖
食品添加物: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大家嚴選肉鬆禮盒

曼寧台灣花茶豐綵禮盒

台灣黑輪伯
食品有限公
司

07-7017889

宣洋實業

02-2523-8800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501號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9樓

T-153074867-00001-8

A-184747208-00000-8

台灣

嚴選芝麻海苔肉鬆
成分:豬肉、砂糖、白芝麻、葵花油、醬油、食鹽、海苔
食品添加物:混合濃縮生育醇(抗氧化劑)

台灣

產品責任險1000萬

本產品已投保3000萬產品責任險

嚴選原味肉鬆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醬油(大豆、小麥)成分，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嚴選芝麻海苔肉鬆
過敏原:本產品含有白芝麻、醬油(大豆、小
麥)成分，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明台產物保險
保單號碼:3608PDT00232

台灣

玫瑰紅棗茶：紅棗、玫瑰花瓣、南非國寶茶、金盞花、香料
烏龍菊花茶：菊花、烏龍

富邦0510字第18AML0000334號

富邦0510字第18AML0000334號

葷

曼寧有機茶禮

宣洋實業

02-2523-8800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9樓

A-184747208-00000-8

台灣

有機清檸康福茶-有機薄荷,有機甘草,有機檸檬草,天然香料(檸檬)
有機蜜蘋舒緩茶-有機洋甘菊,有機甘草根,有機橙花,天然香料(蘋果)
有機橙香歡樂茶-有機香蜂葉,有機薄荷,有機橘皮,天然香料(柳橙),有機甘草,有機甜菊葉
有機經典伯爵茶-有機紅茶,天然香料(佛手柑)
有機經典綠茶-有機綠茶
有機皇家錫蘭紅茶-有機錫蘭紅茶

吳啟魯黑金剛花生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2-82820923

雲林縣元長鄉頂寮村3之8號

食品登錄字號P125492609-00000-0

台灣

花生

花生

新光產物保險
130207AKP0000245
272萬

全素

壽喜燒和牛餃-來萬傳盛

來萬傳盛股
份有限公司

02-22227031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號

F-154737674-00000-6

台灣

麵粉、和牛肉、壽喜醬[醬油(水、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味霖(水、蔗
糖、酒精、食鹽、糯米)、米酒、冰糖、洋蔥、白菜、昆布、柴魚片]、蘿蔔泥、蔥花、洋蔥、
玉露茶、米酒、薑、芥花油、樹薯澱粉、蔬菜調味粉（食鹽、蔗糖、麥芽糊精、小麥水解蛋
白、酵母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棕櫚油）、胡椒粉、七味粉(紅辣椒、陳皮、黑芝麻、青海
苔、芝麻、山椒、薑)。

本產品含有魚類、大豆、芝麻及其製品與
麩質的穀類及其製品，且該生產線也生產
含有蝦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
0524字第20AML0000314號

葷

剝皮辣椒鮮肉餃-來萬傳盛

來萬傳盛股
份有限公司

02-22227031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號

F-154737674-00000-6

台灣

麵粉、豬肉、剝皮辣椒(青辣椒、水、甘蔗液糖[糖、水]、純釀造醬油、食鹽、調味劑[5'-次黃
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乳酸、甜味劑[甘草萃])、香菜、薑、水、芥花 本產品含有大豆及其製品與麩質的穀類及
油、米酒、醬油(水、非基因改造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沙漠湖鹽、樹薯澱粉、蔬 其製品，且該生產線也生產含有蝦及其製
菜調味粉（食鹽、蔗糖、麥芽糊精、小麥水解蛋白、酵母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棕櫚油）、 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胡椒粉。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
0524字第20AML0000314號

葷

金鉤蝦韭菜餃-來萬傳盛

來萬傳盛股
份有限公司

02-22227031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506號

F-154737674-00000-6

台灣

麵粉、豬肉、韭菜、高麗菜、金鉤蝦、薑、水、芥花油、米酒、麻油、醬油(水、非基因改造
黃豆[高蛋白豆片]、小麥、食鹽)、沙漠湖鹽、樹薯澱粉、蔬菜調味粉（食鹽、蔗糖、麥芽糊
精、小麥水解蛋白、酵母抽出物、高麗菜抽出物、棕櫚油）、胡椒粉。

富邦產險-保單號碼
0524字第20AML0000314號

葷

珍苑蒸雞精

家庭億得行
銷股份有限
公司

02-2816-9180

珍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A-154359882-00001-3

台灣

雞

花旗蔘精禮盒-甜河谷

甜河谷醫藥
04-24712529
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一段218號8樓之3

B-128484673-00000-1

台灣

水、花旗參(加拿大)、銀耳、冰糖、蓮子、百合、冬蟲夏草菌絲體(中華被毛孢，Hirsutella
sinensis mycelium，液態發酵)

SAA四物火鍋燉包-甜河谷

甜河谷醫藥
04-24712529
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一段218號8樓之3

B-128484673-00000-1

台灣

當歸、黃耆、川芎、甘草、熟地、桂皮、白芍、陳皮、紅棗、枸杞。

SAA首烏靈芝火鍋燉包-甜河谷

甜河谷醫藥
04-24712529
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一段218號8樓之3

B-128484673-00000-1

台灣

黃耆、當歸、黨參、桂皮、甘草、靈芝子實體(Ganoderma lucidum,固態培養)、白首
烏、紅棗、熟地。

SAA十全火鍋燉包-甜河谷

甜河谷醫藥
04-24712529
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一段218號8樓之3

B-128484673-00000-1

台灣

黃耆、當歸、川芎、白朮、甘草、黨參、桂皮、熟地、白芍、茯苓、枸杞、紅棗。

本產品含有大豆、蝦類及其製品與麩質的
穀類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
用。

1. 孕婦、授乳中婦女和特殊疾病者請遵照
醫師指示再食用。
2. 若產品有色差或沉澱物質屬花旗參等食
材之正常現象，請安心食用。
3. 請放置乾燥陰涼處，避免高溫、陽光直
射。

產品責任險
保單號碼:132608AKP0000035
新光產物保險
最高:$32,000,000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4PD03532號

全素

內含桂皮孕婦忌食，特殊疾病者請遵照醫
師指示再食用。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4PD03532號

全素

內含桂皮孕婦忌食，特殊疾病者請遵照醫
師指示再食用。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4PD03532號

全素

內含桂皮孕婦忌食，特殊疾病者請遵照醫
師指示再食用。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4PD03532號

全素

台灣

魚

澳洲

豬

無

無

台灣

豬

蝦

無

台灣

無

無

SAA肉骨茶火鍋燉包-甜河谷

甜河谷醫藥
04-24712529
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文心路一段218號8樓之3

B-128484673-00000-1

台灣

黨參、川芎、當歸、花椒、小茴香、黑胡椒、桂皮、甘草、陳皮、羅漢果、枸杞、
麥門冬、紅棗。

六福頤園酸梅湯

貫金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台南巿仁德區義林路 148 巷 7 號

A-189627033-00000-6

台灣

華山愛心救助套餐

886-2795512

家庭億得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2-8771-0222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18號13樓

A-150792822-00000-3

內含桂皮孕婦忌食，特殊疾病者請遵照醫
師指示再食用。

國泰產險-保單號碼1502字第04PD03532號

全素

水、黃冰糖、烏梅、山楂、洛神花、甘草、陳皮、桂花、桑葚子、薄荷葉

第一產物保險1018字第09PR000018號

全素

台灣

‧鄉味五穀黑麥片:黑麥、黑米、綠豆、蕎麥、全麥、黑豆、糙米、黑芝麻、薏仁、奶精、糖、
天然香草香料。
‧飯友大土豆麵筋:麵筋.花生.醬油.鹽.糖.水
‧宏廣營養麵:小麥粉、水、食鹽
‧飯友嚕肉飯:素肉(黃豆蛋白).蔭瓜.黃豆油.鹽.糖.辣椒
‧聯夏東坡肉調理包:水、豬肉(台灣)、紅蘿蔔、白蘿蔔
‧白雪乳霜沐浴乳

富邦產物產險字號：0500字第18AML0001182號

本產品含有大豆 .小麥. 芝麻 . 牛奶，海鮮
(魚.蝦)·
不適合其過敏體質者食用.含有大豆、小
麥、海鮮(蝦)·含有大豆、小麥

巨廚福運到愛心年菜套餐

巨廚食品
有限公司

04-7793876 047793877

彰化縣福興鄉元中村
復興路3-36號

B-183756 039-00000-2

台灣

櫻花蝦米糕：糯米、櫻花蝦、肉絲、鹽、腦油(水、大豆、小麥
、鹽、砂糖、酵母抽出物、調味劑(DL-蘋果酸、
檸檬酸鈉)、糊精、甜味劑(甘草萃))、植物油(大豆油)。
香薑樹子魚：鱸魚、破布子(樹子.糖, 黑豆壺底油、水、鹽、甘草、調味劑(味精、胺基乙酸·
DL-胺基丙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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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 ) 薑
絲、香菇絲、水、 米酒(米,食用酒精)魚露(魚汁. 大豆、小麥、水、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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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嘌呤核苷磷酸二纳、珑珀酸二鈉. 蔗糖素 (甜
味劑).笨甲酸 (防腐劑)。
麻油松阪豬：松板豬、杏鮑菇、麻油、薑片、鹽、白胡椒粉、枸杞。
人蔘烏骨雞：烏骨雞切塊、當歸、川芎、人藝鬚、构杞、紅棗、鹽。

愛心(春)伊甸雪Q餅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
伊甸烘焙咖
啡屋

03-4278229

桃園市中壢區中台路29號一樓

H-149896855-00001-0

台灣

奇富餅乾(小麥麵粉、砂糖、乳清粉、植物油(精製棕櫚油、精製大豆油)、精鹽、奶油香料、牛
奶香料、著色劑(胡蘿蔔素、紅麵粉)、膨鬆劑)、棉花糖(葡萄糖漿、砂糖、水、明膠(牛皮)、品
質改良劑D-山梨醇、糖稠劑(乙醯化己二酸二澱粉)、品質改良劑(焦磷酸鈉)、香料、著色劑(食
用藍色一號)、奶粉、葡萄乾、蔓越莓、奶油。

本產品含有小麥、乳類、雞蛋及其製品，
不適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本產品含本產品生產製程廠房，乳製品、
花生、含麩質之穀類及其製品。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期間預計銷售總金額-2,280萬元
保險單號-1200第09PLON000050號

愛心(春)伊甸原味杏仁脆肉紙

財團法人伊
甸社會福利
基金會附設
台東嗎哪食
堂身心障礙
者庇護工場

089-346610

台東市中山路276號

V-137738403-00000-4

台灣

台灣豬肉、特砂、醬油、杏仁片、白芝麻、棕櫚油、豬油、豬肉抽出物、胡椒粉。

本產品含大豆成份與木本堅果製品(芝麻、
杏仁)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期間預計銷售總金額-3,580萬元
保險單號-1200第08PLON000038號本單係
120007PLON000042號續保

國泰產險-保單字號
1502字第
08PD03711號

葷

切塊

台灣

葷

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