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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1024
愛羅莉人造

奶油
2020.08.19

全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文山

萬年分公司/臺北市文山區羅

斯福路5段170巷41號

奕瑪國際行銷股份有限公司/新
北市新莊區福興里五權一路9號7
樓之3

符合規定

2 1081024 美味沙拉醬 2019.11.20
咕咕雞快餐店（拉亞漢堡）/
臺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3段
244巷25號

拉亞漢堡/桃園市龍壽街206-1號 符合規定

3 1081024

德紐無鹽奶

油
UNSALTED 
BULK 
BUTTER

2021.03.13
得記食品有限公司/臺北市中

正區羅斯福路4段26號
揚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新北市

八里區龍米路2段222號
符合規定

4 1081024

STARBUCK
S奶精球（非

乳（奶）為

主）

2020.03.23

悠遊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第102分公司（

STARBUCKS）/臺北市萬華

區西園路1段306巷24、26號
1、2樓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
北市內湖區民善街83號7樓

符合規定

5 1081024 無水奶油 2020.10.01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南門分

店/臺北市中正區羅斯福路1
段20號1樓

模里西斯商台紐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桃園市龜山區大華里

頂湖路45號
符合規定

6 1081025
雀巢咖啡伴

侶（袋裝）
2021.08.03

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南湖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

舊宗路1段188號

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市

內湖區瑞光路399號8樓及8樓之1
符合規定

7 1081025
長春（桃）

蛋糕專用脂
Whipping

2020.06.26
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南湖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

舊宗路1段188號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
北市內湖區民善街83號7樓

符合規定

8 1081025 植物酥油 2020.09.18
詩蕾食品坊/臺北市內湖區港

墘路69號1樓
統清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永康

區中正路301-3號
符合規定

9 1081025
Half & Half 
Coffee 
Creamer

2019.11.05

和德昌股份有限公司台北西

湖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內湖

路1段283、283-1號及285巷2
號1樓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
北市內湖區民善街83號7樓

符合規定

10 1081028 沙拉醬 2019.11.06
偉凌早餐店（QBurger）/臺北

市士林區德行西路109號1樓
響樂餐飲實業有限公司/新北市

新莊區頭前路24號
符合規定

11 1081028
戀牛奶球 保
久乳

2020.01.18
怡客咖啡股份有限公司士林

分公司/臺北市士林區中正路

231號

開元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臺
北市內湖區民善街83號7樓

符合規定

12 1081028
雪印Neo Soft
脂肪抹醬

2020.05.28
台灣山崎股份有限公司天母

店/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6
段77號B1

永光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基隆

市信義區信一路120號
符合規定

13 1081028
紐西蘭安佳

無鹽牛油
2021.02.05

台灣山崎股份有限公司天母

店/臺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6
段77號B1

新加坡商永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302
號4樓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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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81028
AGF奶精粉

（袋）1/2
2021.01

遠東都會有限公司天母店/臺
北市士林區中山北路6段77號
B1

羿明企業有限公司/新北市泰山

區中港西路452號2樓
符合規定

15 1081029 沙拉醬 2019.11.28
和平安好食店/臺北市大安區

和平東路118巷54弄6號
三乃有限公司/皇車食品有限公

司/新北市樹林區水源街29之1號
符合規定

16 1081029
紐西蘭安佳

無鹽奶油
25KG

2021.02.07
卡帛有限公司/臺北市大安區

復興南路2段308巷3號1樓及5
號1樓

新加坡商永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302
號4樓

符合規定

17 1081029
安吉而片狀

可頌發酵奶

油82%
2020.03.06

葡國貝倫坊食品行/臺北市大

安區和平東路2段118巷35、
37號

安吉而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市松

山區民權東路3段166號8樓
符合規定

18 1081029
南僑雪白乳

化油
2020.02.20

棋軒實業有限公司/臺北市大

安區復興南路2段292號
南僑油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桃
園市龜山區工業區興邦路35號

符合規定

19 1081029
UCC Cafe 
Plus咖啡知

己

2019.12.17
UCC Café Mercado SOGO台

北店/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4段45號B2

優仕咖啡股份有限公司/臺北市

內湖區瑞光路26巷36弄6號2樓
符合規定

20 1081030
羅亞特級人

造奶油（無

鹽）

產品外包裝

已拆封，紙

箱上半割除

，無法看到

有效日期

米塔食品有限公司/臺北市中

山區大直街62巷2號
統清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市永康

區鹽行里中正路301之3號
符合規定

21 1081030
紐西蘭安佳

有鹽奶油
2021.01.02

米塔食品有限公司/臺北市中

山區大直街62巷2號

新加坡商永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臺北市內湖區瑞光路302
號4樓

符合規定

22 1081030 特級沙拉醬 2019.12.01
媽媽樂早餐店/臺北市中山區

大直街37號1樓
兆裔有限公司/新北市樹林區備

內街1巷35弄1號1樓
符合規定

23 1081030
路易莎專用

奶精「不含

乳（奶）」

2021.08.08
品郁咖啡（路易莎咖啡）/臺
北市中山區北安路621巷49號
1樓

合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市

潭子區大豐里潭富路2段162之1
號

符合規定

24 1081030
瑞喜心純牛

奶油
2020.04.07

全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直

實踐分公司/臺北市中山區北

安路655號地下1樓

臺灣慎昌行股份有限公司/臺北

市內湖區堤頂大道2段413號3樓
符合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