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菠蘿蛋黃酥 (蛋奶素) 

成份：紅豆餡(紅雲豆、麥芽、砂糖、沙拉油、麥

芽糊精、山梨醇、糯米粉、羥丙基澱粉、鹽)、夏

威夷豆、奶酥、麵粉、麻糬(糯米粉、麥芽、海藻

糖、水)、奶油、水、糖、蛋黃液、 

核桃 

 

 

 

 

淨重：15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50 公克 
本包裝含 3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38.5 大卡 477 大卡 

蛋白質 4.9 公克 9.7 公克 

脂肪 3.9 公克 27.8 公克 
  飽和脂肪 1.5 公克 2.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3.5 公克 47 公克 
  糖 4.9 公克 9.8 公克 
鈉 92 毫克 184 毫克 

 

品名：綠豆凸 (蛋奶素) 

成份：綠豆沙(綠豆仁、砂糖、海藻糖、黃豆

沙拉油、鹽)、麵粉、奶油、水、糖、鹽 

 

 

 

 

淨重：15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50 公克 
本包裝含 3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99.1 大卡 398.2 大卡 

蛋白質 3.5 公克 7 公克 
脂肪 8.8 公克 17.6 公克 
  飽和脂肪 3.3 公克 6.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5.8 克 51.6 公克 
  糖 8.6 公克 17.2 公克 
鈉 12 毫克 23 毫克 

 

 

  

品名：帕瑪森芋頭 (蛋奶素) 

成份：奶油、麵粉、芋頭餡[芋頭、白鳳豆沙、麥

芽糖、蔗糖、葡萄糖、大豆油、海藻糖、奶粉、食

鹽、甜味劑(D-山梨醇液 70%)、香料、丙二醇、食

用色素(藍色一號、黃色五號、紅色七號、紅色四

十號)、二氧化鈦]、鹹蛋黃 Q 心仁(水、麥芽糖、

蔗糖、海藻糖、大豆油、糯米粉、蒟蒻、熟鴨鹹蛋

黃、羥丙基磷酸二澱粉、羥丙基澱粉、脂肪酸、蔗

糖酯、海藻酸鈉、硫酸鈣、酸性焦磷酸鈉、二氧化

鈦、氧化澱粉)、水、糖粉、荷蘭瑞式乾酪粉(牛乳、

馬鈴薯澱粉、多磷酸鈉、磷酸鈉、鹽、發酵菌、凝

乳酵素)、紫爵地瓜粉(紫爵地瓜) 

淨重：15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3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22.6 大卡 401.8 大卡 

蛋白質 3.6 公克 6.5 公克 
脂肪 10.3 公克 18.8 公克 
  飽和脂肪 3 公克 5.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8.9 公克 52.4 公克 
  糖 0 公克 0 公克 
鈉 50.1 毫克 91 毫克 

 

品名：白玉優格 (奶素) 

成份：麵粉、奶油、白豆沙(白鳳豆、砂糖)、

蜜紅豆粒(小紅豆、砂糖)、鮮奶油起司(巴式殺

菌牛奶、乳脂、鹽、刺槐豆膠、關華豆膠、乳

酸乳球菌乳脂)、糖 

 

淨重：15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50 公克 
本包裝含 3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86.3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5.2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15.33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8.1 公克 11.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1.9 公克 45.5 公克 
  糖 10.6 公克 15.1 公克 
鈉 172.9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藏金極品 (蛋奶素) 

成份：豆沙餡(白鳳豆、砂糖、蛋黃、海藻 

糖、無水奶油、奶粉、鹽)、奶皇餡 

(白鳳豆、鹹蛋、砂糖、雞蛋、麥芽 

糖、煉乳)、麵粉、奶油、水、糖 

淨重：7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32.1 大卡 474.4 大卡 

蛋白質 8 公克 11.4 公克 
脂肪 14.3 公克 20.4 公克 
  飽和脂肪 6.6 公克 9.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42.8 公克 61.2 公克 
  糖 14.3 公克 20.4 公克 
鈉 39 毫克 55 毫克 

 

品名：香蘭三寶 (蛋奶素) 

成份： 香蘭餡【白鳳豆、麥芽糖、大豆沙 

拉油、D-山梨醇、特砂糖、麥芽糊精、鹽】、

奶皇餡(白鳳豆、鹹蛋、砂糖、雞蛋、麥芽糖、

煉乳)、麵粉、奶油、麻糬(糯米粉、麥芽、 

海藻糖、水)、水、糖、蛋黃液、 

南瓜子 

淨重：7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64 大卡 520 大卡 

蛋白質 4.1 公克 5.8 公克 
脂肪 15.8 公克 22.6 公克 
  飽和脂肪 6.4 公克 9.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51.2 公克 73.2 公克 
  糖 17.1 公克 24.4 公克 
鈉 46 毫克 65 毫克 

 



品名：巧克力米特酥 (蛋奶素) 

成份：麵粉、奶粉、糖、蛋、巧克力粉、水

滴巧克力[白砂糖、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可可

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E322、交酯化蓖麻

酸聚合甘油酯 E476)、香莢蘭醛]奶油、花生

粉、在來米粉 
 

 

 

 

淨重：104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3 公克 
本包裝含 8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74.2 大卡 570.8 大卡 

蛋白質 1.4 公克 10.6 公克 
脂肪 4.8 公克 37.2 公克 
  飽和脂肪 2.1 公克 16.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6.3 公克 48.4 公克 
  糖 1.2 公克 9.1 公克 
鈉 28.9 毫克 222 毫克 

 

品名：特牛鮮奶酥餅 (蛋奶素) 

成份：麵粉、奶油、麥芽、水、糖、奶粉、

玉米粉、鮮奶油、蛋 

 

 

 

 

淨重：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蛋，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13 大卡 355 大卡 

蛋白質 4.1 公克 6.8 公克 
脂肪 7.5 公克 12.5 公克 
  飽和脂肪 1.1 公克 1.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41.9 公克 69.8 公克 
  糖 11 公克 18.3 公克 
鈉 12 毫克 20 毫克 

 

  

品名：鳳凰餅 (蛋奶素) 

成份：紅豆餡(紅雲豆、麥芽、砂糖、沙拉 

油、麥芽糊精、山梨醇、糯米粉、羥丙基澱

粉、鹽)、夏威夷豆、奶酥、麵粉、麻糬(糯

米粉、麥芽、海藻糖、水)、奶油、水、糖、

蛋黃液、核桃 

淨重：7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86.3 大卡 477.1 大卡 

蛋白質 7.9 公克 13.2 公克 
脂肪 19.6 公克 32.7 公克 
  飽和脂肪 6.7 公克 11.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9.2 公克 32 公克 
  糖 6.4 公克 10.7 公克 
鈉 130 毫克 217 毫克 

 

品名：切達乳酪 (蛋奶素) 

成份： 乳酪餡【白鳳豆、砂糖、麥芽糖、 

奶粉、奶油、大豆油、D-山梨醇、雞蛋、起士

粉香料(起士粉、芥花油、鹽、磷酸氫二鈉、檸

檬酸、乳酸、天然色素(婀娜多)、芝士粉(乳酪 

、乳化鹽)、羥丙基澱粉】、麻糬(糯米粉、麥芽、

海藻糖、水)、麵粉、奶油、糖、奶水、乳酪粉、

蛋液、芝麻 

 

淨重：7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68.3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5.2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15.33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9.9 公克 11.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1.9 公克 45.5 公克 
  糖 9 公克 12.8 公克 
鈉 173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軟牛式牛舌餅-黑糖 (奶素) 

成份：麵粉、(小麥)、奶油、{殺菌乳酪(牛乳)、

水份、鹽}、麥芽糖、葡萄糖【寡糖、麥芽糖、

葡萄糖、水】、水、軟化糖(砂糖、麥芽糖、

棕櫊油、洋菜膠、水、解卵磷脂】、玉米粉(玉

米)、糖(糖、食用樹薯澱粉)、奶粉、(牛奶)、

糖、黑糖香精【香料、丙二醇、甜味劑(D-

山梨醇液)、著色劑(焦糖色素)】、焦糖色素 

 

 

淨重：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55.2 大卡 425 大卡 

蛋白質 6.8 公克 11.3 公克 
脂肪 13 公克 21.6 公克 
  飽和脂肪 5.1 公克 6.5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8.3 公克 63.8 公克 
  糖 9 公克 15 公克 
鈉 76 毫克 126 毫克 

 

品名：軟牛式牛舌餅-原味 (奶素) 

成份：麵粉、(小麥)、奶油、{殺菌乳酪(牛乳)、

水份、鹽}、麥芽糖、葡萄糖【寡糖、麥芽糖、

葡萄糖、水】、水、軟化糖(砂糖、麥芽糖、

棕櫊油、洋菜膠、水、解卵磷脂】、玉米粉(玉

米)、糖(糖、食用樹薯澱粉)、奶粉、(牛奶)、

鹽、牛奶膏、【鮮奶油、牛奶香料、棕櫚油、

大豆油、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酵素製劑

(麥芽糊精、脂肪分解酵素)】 

 

淨重：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52.3 大卡 420.5 大卡 

蛋白質 6.7 公克 11.1 公克 
脂肪 10.2 公克 17 公克 
  飽和脂肪 2.9 公克 4.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46.4 公克 77.3 公克 
  糖 4.5 公克 7.5 公克 
鈉 20 毫克 33 毫克 

 



 

品名：軟牛式牛舌餅-金桔 (奶素) 

成份：麵粉、(小麥)、奶油、{殺菌乳酪(牛乳)、

水份、鹽}、麥芽糖、葡萄糖【寡糖、麥芽糖、

葡萄糖、水】、水、軟化糖(砂糖、麥芽糖、

棕櫊油、洋菜膠、水、解卵磷脂】、金桔果

粒(金桔、鹽、麥芽)、金桔果糖(金桔、糖、

鹽、麥芽)、金桔果粉(金桔、糖、鹽、麥芽)、

金桔果粉、(柳橙粉、葡萄糖、乳糖、麥芽糊

精、香料、檸檬酸、檸檬酸鈉、蘋果酸、二

氧化矽)、糖(糖、食用樹薯澱粉)、奶粉(牛

奶)、鹽 

 

 

 

淨重：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52 大卡 359.8 大卡 

蛋白質 4.2 公克 10.3 公克 
脂肪 18.6 公克 18.6 公克 
  飽和脂肪 4.3 公克 11.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4 公克 56.6 公克 
  糖 7.1 公克 11.8 公克 
鈉 60 毫克 100 毫克 

 

 

品名：五鐙餅松-子玉露 (蛋奶素) 

成份： 紅豆餡(紅雲豆、麥芽、砂糖、沙拉

油、麥芽糊精、山梨醇、糯米粉、羥丙基澱

粉、鹽)、麵粉、麻糬(糯米粉、麥芽、海藻

糖、水)、松子、水、酥油、糖、白芝麻 

 

 

 

淨重：8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8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52 大卡 440 大卡 

蛋白質 4.2 公克 5.3 公克 
脂肪 18.6 公克 23.2 公克 
  飽和脂肪 9.1 公克 11.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42 公克 52.5 公克 
  糖 6.6 公克 8.2 公克 
鈉 99.2 毫克 124 毫克 

品名：軟牛式牛舌餅-芝麻 (奶素) 

成份：麵粉、(小麥)、奶油、{殺菌乳酪(牛乳)、

水份、鹽}、麥芽糖、葡萄糖【寡糖、麥芽

糖、葡萄糖、水】、水、軟化糖(砂糖、麥芽

糖、棕櫊油、洋菜膠、水解卵磷脂】、芝麻

粉、玉米粉(玉米)、糖(糖、食用樹薯澱粉、

奶粉(牛奶)、鹽 

 

 

 

 
 

 

 

淨重：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熱量 218.4 大卡 364 大卡 

蛋白質 5.8 公克 9.6 公克 
脂肪 9.3 公克 15.5 公克 
  飽和脂肪 2.6 公克 4.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9.1 公克 65.1 公克 
  糖 3.9 公克 6.5 公克 
鈉 17 毫克 28 毫克 

 

品名：夏威夷火山豆(蛋奶素) 

成份： 麵粉、夏威夷豆、奶油、奶粉、麥

芽、鮮奶油、蔓越莓、糖、海藻糖、蛋 

 
 
 
 
 
 
 

 

 

 

 

 

淨重：39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9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100公克 

熱量 139.8 大卡 358.6 大卡 

蛋白質 2.3 公克 6 公克 
脂肪 9 公克 23.2 公克 
  飽和脂肪 2.5 公克 6.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4 公克 35.8 公克 
  糖 4.2 公克 10.7 公克 
鈉 20 毫克 52 毫克 

 

品名：五鐙餅-豐燒酥餅 (植物五辛素) 

成份：麵粉、三星蔥油{葵花油、青蔥、維它

命 E(抗氧化劑)}、大豆沙拉油、水、糖、鹽、

蔥末、奶油、小蘇打(碳酸氫鈉)} 

淨重：36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6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80.8 大卡 502.2 大卡 

蛋白質 3.1 公克 8.7 公克 
脂肪 8.4 公克 23.4 公克 
  飽和脂肪 2 公克 5.5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3.1 公克 64.2 公克 
  糖 0.5 公克 1.4 公克 
鈉 199 毫克 553 毫克 

 

 

品名：五鐙餅-切達乳酪 (蛋奶素) 

成份：乳酪餡【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奶

粉、奶油、大豆油、D-山梨醇、雞蛋、起士

粉香料(起士粉、芥花油、鹽、磷酸氫二鈉、

檸檬酸、乳酸、天然色素(婀娜多)、芝士粉(乳

酪、乳化鹽)、羥丙基澱粉】、麻糬(糯米粉、

麥芽、海藻糖、水)、麵粉、奶油、糖、奶水、

乳酪粉、蛋黃液、芝麻 

 

淨重：8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8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73.2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5.9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17.5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11.4 公克 14.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6.4 公克 45.5 公克 
  糖 10.2 公克 15.1 公克 
鈉 197.6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阿華田 (奶素) 

成份：麵粉、糖、奶油、奶粉、阿華田{(麥

芽精(含有麩質之殼類)、糖、奶粉、低脂可

可、葡萄糖、棕櫚油、乳清粉(牛奶)、碳酸

鎂、磷酸氫鈣、鹽、焦磷酸鐵、香料、硫酸

鋅、香莢蘭醛、碘化鉀、維生素(菸鹼醯胺、

維生素 B6、維生素 B1、維生素 B2、維生素

A、葉酸、維生 B12}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有麩質之殼物其製品、牛奶 不適

合對其過敏體質者食用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51.8 大卡 474.4 大卡 

蛋白質 2.9 公克 8.9 公克 
脂肪 5.1 公克 16 公克 
  飽和脂肪 1.6 公克 5.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3.6 公克 73.7 公克 
  糖 6.7 公克 21 公克 
鈉 4.2 毫克 13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楓糖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蜂蜜、大楓糖 

漿【果糖、水貽、香料(楓糖香精、黑糖香精) 

、乙基麥芽醇)、水、著色劑(焦糖色素)】 

 

 

 

 

 

 

淨重：32 公克 ±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5.5 大卡 260.9 大卡 

蛋白質 1.6 公克 5 公克 
脂肪 4.4 公克 13.8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8 公克 58.9 公克 
  糖 7.6 公克 23.9 公克 
鈉 0 毫克 0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鮮奶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2.9 大卡 259.2 大卡 

蛋白質 4.9 公克 15.3 公克 
脂肪 1.2 公克 3.8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7 公克 28.3 公克 
  糖 7.4 公克 23 公克 
鈉 1 毫克 0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乳酪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乳酪粉 

(乾酪、牛奶、鹽、乾酪菌、凝乳酵 

素)、乳固形物、檸檬酸、鹽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91 大卡 284.5 卡 

蛋白質 1.6 公克 5 公克 
脂肪 5.5 公克 17.3 公克 
  飽和脂肪 1.2 公克 3.7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 公克 56.1 公克 
  糖 7.1 公克 22.1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椰香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椰子粉、椰香 

粉(椰漿粉、奶精(葡萄糖漿、棕櫚核仁油、 

乳清粉、乾酪素納、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穩定 

劑(磷酸氫二鉀磷酸鉀:多磷酸鈉)、二氧化 

矽)、麥芽糊精、乳糖、二氧化矽、椰奶(水 

、麥芽糖精、丙二醇、苯甲酸鈉玉米糖漿)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 公克 

熱量 238.5 大卡 477 大卡 

蛋白質 4.9 公克 9.7 公克 
脂肪 3.9 公克 27.8 公克 
  飽和脂肪 1.5 公克 2.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3.5 公克 47 公克 
  糖 4.9 公克 9.8 公克 
鈉 92 毫克 184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竹炭芝麻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芝 

麻粉、竹炭粉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86.3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5.2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15.33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8.1 公克 11.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31.9 公克 45.5 公克 
  糖 10.6 公克 15.1 公克 
鈉 172.9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香椿 (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香椿、乳酪粉、

菠菜粉、鹽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4.5 大卡 254.4 大卡 

蛋白質 1.7 公克 5.3 公克 
脂肪 3.7 公克 11.5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5 公克 57.9 公克 
  糖 7 公克 22 公克 
鈉 68 毫克 213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三星蔥 (植物五辛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鹽、 

蔥末、三星蔥油(葵花油、青蔥、維他命 E) 

(抗氧化劑)、蔥粉、胡椒粉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92.9 大卡 257.9 大卡 

蛋白質 1.2 公克 3.9 公克 
脂肪 6 公克 16.7 公克 
  飽和脂肪 0.1 公克 0.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7 公克 55.2 公克 
  糖 9.6 公克 29.公克 
鈉 179 毫克 560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海苔 (奶素) 

成份：麵粉、糖、海苔、奶油、水、鹽、海

苔香料、菠菜粉、胡椒粉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1.2 大卡 253.9 大卡 

蛋白質 1.6 公克 5.1 公克 
脂肪 4.2 公克 13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3 公克 57.1 公克 
  糖 6.9 公克 21.5 公克 
鈉 92 毫克 288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竹炭芝麻 (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芝麻粉、竹炭

粉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91.7 大卡 266.5 大卡 

蛋白質 2 公克 6.1 公克 
脂肪 5.3 公克 16.7 公克 
  飽和脂肪 0.3 公克 0.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7 公克 55.3 公克 
  糖 6.8 公克 21.2 公克 
鈉 0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超薄牛舌餅-咖啡 (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咖啡粉(噴霧乾

燥咖啡粉)、咖啡醬(棕櫚油、大豆油、咖啡

粉、咖啡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脂) 

 
 

淨重：2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5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67.6 大卡 270.2 大卡 

蛋白質 1.4 公克 5.6 公克 
脂肪 3.9 公克 12.7 公克 
  飽和脂肪 0.1 公克 0.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4.8 公克 59.3 公克 
  糖 5.6 公克 22.5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 特牛米香捲(奶素) 

成份： 水、在來米、乳化油、酥油、奶油、

細砂糖、花生粉、蓬萊粉、海苔、杏仁粉、

豆奶粉、海藻糖、卵磷脂、鹽 

淨重：28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源資訊：含小麥、奶類、杏仁、花生，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8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8.7 大卡 316.9 大卡 

蛋白質 5.2 公克 11.9 公克 
脂肪 3.3 公克 6.5 公克 
  飽和脂肪 1.8 公克 11.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4 公克 0 公克 
  糖 2.4 公克 33.6 公克 
鈉 35 毫克 124 毫克 

 



品名：三星蔥捲 (植物五辛素) 

成份： 麵粉、奶油、蛋、三星蔥粉未、糖、

海藻糖、海藻糖、鹽 

 

 

淨重：36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蛋，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6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24.8 大卡 346.7 大卡 

蛋白質 1.6 公克 4.6 公克 
脂肪 9.6 公克 26.7 公克 
  飽和脂肪 3.4 公克 9.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1.9 公克 33.2 公克 
  糖 5.1 公克 14.3 公克 
鈉 58 毫克 159 毫克 

 

 

品名：岩燒煎餅-杏仁 

成份： 麵粉、奶油【巴氏希菌稀奶油、鹽】

杏仁、糖粉、奶油、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關華豆膠、乳化劑、甘油脂、聚山梨醇

酐脂肪酸、粘稠劑】奶水【水、脫脂奶粉、

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 

豆卵磷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 A、維生素

D】卵磷脂【非基因改造】 

 

 

淨重：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杏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5.6 大卡 528.1 大卡 

蛋白質 2.3 公克 11.6 公克 
脂肪 5.8 公克 28.9 公克 
  飽和脂肪 1.9 公克 9.6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1 克 55.4 公克 
  糖 3.3 公克 16.3 公克 
鈉 35 毫克 177 毫克 

 

 

品名：拿破崙酥條 (奶素) 

成份：麵粉、無塩奶油【殺菌乳脂】(來自牛

乳)、砂糖、乳酪粉【乾酪(牛乳、塩、凝乳

酵素)乳固形物、磷酸鈉塩】奶粉、塩 
 

淨重：1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2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647.5 大卡 539.6 大卡 

蛋白質 11.1 公克 9.3 公克 
脂肪 10.3 公克 31.2 公克 
  飽和脂肪 37.4 公克 14.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66.5 公克 55.4 公克 
  糖 5.76 公克 4.8 公克 
鈉 36.8 毫克 304 毫克 

 

品名：巧克力米特酥 (蛋奶素) 

成份：麵粉、奶粉、糖、蛋、巧克力粉、水

滴巧克力[白砂糖、完全氫化棕櫚仁油、可可

粉、乳化劑(大豆卵磷脂 E322、交酯化蓖麻

酸聚合甘油酯 E476)、香莢蘭醛]奶油、花生

粉、在來米粉 
 

淨重：1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6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86.9 大卡 358.6 大卡 

蛋白質 4.8 公克 6 公克 
脂肪 18.6 公克 23.2 公克 
  飽和脂肪 5 公克 8.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8.6 公克 45.5 公克 
  糖 9.5 公克 15.1 公克 
鈉 42 毫克 52 毫克 

 

品名：岩燒煎餅-花生 

成份：麵粉、奶油【巴氏希菌稀奶油、鹽】

花生、糖粉、奶油、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關華豆膠、乳化劑、甘油脂、聚山梨醇

酐脂肪酸、粘稠劑】奶水【水、脫脂奶粉、 

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豆卵磷

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 A、維生素 D】卵

磷脂【非基因改造】 

 

淨重：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花生，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6 大卡 531.2 大卡 

蛋白質 2.7 公克 13.6 公克 
脂肪 5.9 公克 29.6 公克 
  飽和脂肪 1.9 公克 9.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0.5 公克 52.6 公克 
  糖 3.2 公克 16 公克 
鈉 31 毫克 156 毫克 

 

品名：岩燒煎餅-南瓜籽 

成份：麵粉、奶油【巴氏希菌稀奶油、鹽】

花生、糖粉、奶油、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關華豆膠、乳化劑、甘油脂、聚山梨醇

酐脂肪酸、粘稠劑】奶水【水、脫脂奶粉、 

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豆卵磷

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 A、維生素 D】卵

磷脂【非基因改造】 

 

 

淨重：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南瓜籽，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64 大卡 520 大卡 

蛋白質 4.1 公克 5.8 公克 
脂肪 15.8 公克 22.6 公克 
  飽和脂肪 6.4 公克 9.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51.2 公克 73.2 公克 
  糖 17.1 公克 24.4 公克 
鈉 46 毫克 65 毫克 

 



品名：岩燒煎餅-黑豆 

成份：麵粉、奶油【巴氏希菌稀奶油、鹽】

黑豆、糖粉、奶油、鮮奶油【乳脂、乳固形

物、關華豆膠、乳化劑、甘油脂、聚山梨醇

酐脂肪酸、粘稠劑】奶水【水、脫脂奶粉、

甜酪乳粉、棕櫚油、磷酸二氫鈉、大 

豆卵磷脂、加工麒麟菜、維生素 A、維生素

D】卵磷脂【非基因改造】 

 

 

淨重：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98.5 大卡 492.6 大卡 

蛋白質 3.7 公克 18.4 公克 
脂肪 4.5 公克 22.6 公克 
  飽和脂肪 1.7 公克 8.5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0.8 克 53.9 公克 
  糖 1.9 公克 14.3 公克 
鈉 53 毫克 265 毫克 

 

 

品名： 藏金棗(奶素) 

成份： 金棗、奶粉、奶油、鳳梨冬瓜醬【冬

瓜、砂糖、鳳梨醬(鳳梨、砂糖、鹽、檸檬酸)、

焦磷酸鈉】、奶水、蛋黃液、糖粉、奶粉、

果糖、可可醬(特級砂糖、水、脫脂奶粉、完

全氫化棕櫊仁油、麥芽膏、大豆卵磷脂、黏

稠劑、乳化劑、香芺蘭醛、香料)、鹽 

 

 

淨重：15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5.5 大卡 263.8 大卡 

蛋白質 1.3 公克 3.3 公克 
脂肪 4.4 公克 11 公克 
  飽和脂肪 2.5 公克 6.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3.3 克 33.3 公克 
  糖 4 公克 10 公克 
鈉 45 毫克 114 毫克 

 

 

品名：岩燒煎餅-三星蔥(五辛素) 

成份：麵粉、奶油【巴氏希菌稀奶油、鹽】

糖、奶粉、蔥粉、蒜頭粉【蒜頭、奶油、糊

精 L 麩酸鈉、二氧化矽、胡妥蒜頭抽取物、

薑黃色素】鹽、乾燥蔥、楜椒 

 

淨重：2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0.1 大卡 500.6 大卡 

蛋白質 2.0 公克 10 公克 
脂肪 4.8 公克 23.8 公克 
  飽和脂肪 2.2 公克 11.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2.3 公克 61.6 公克 
  糖 2.5 公克 12.5 公克 
鈉 101 毫克 505 毫克 

 

品名：竹炭藏金(蛋奶素) 

成份：金棗、奶粉、奶油、鳳梨冬瓜醬【冬

瓜、砂糖、鳳梨醬(鳳梨、砂糖、鹽、檸檬酸)、

焦磷酸鈉】、奶水、蛋黃液、糖粉、奶粉、

果糖、可可粉、竹碳粉、可可醬、(特級砂糖、

水、大豆脫脂卵脂、粘稠劑、乳化劑、香莢

蘭醛、香料、鹽 

 

淨重：4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7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29.9 大卡 324.8 大卡 

蛋白質 6 公克 15 公克 
脂肪 7.4 公克 18.5 公克 
  飽和脂肪 5.8 公克 13.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7.8 公克 19.5 公克 
  糖 2.3 公克 5.9 公克 
鈉 170 毫克 427 毫克 

 

品名： 黃金鳳梨酥 (蛋奶素) 

成份：麵粉、奶油、奶粉、鳳梨餡、土鳳梨

餡、鹽、糖 

 

淨重：32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2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33.3 大卡 404.2 大卡 

蛋白質 0.6 公克 1.9 公克 
脂肪 4.3 公克 13 公克 
  飽和脂肪 2.9 公克 8.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3.1 公克 69.9 公克 
  糖 6 公克 18.2 公克 
鈉 54 毫克 163 毫克 

 

品名： 特牛米香香-蔓越莓(全素) 

成份： 米、海藻糖、蔓越莓、杏仁、葵瓜

子、南瓜子、白芝麻、鹽 

 

淨重：3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有堅果種子類。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16.4 大卡 388 大卡 

蛋白質 2.8 公克 9.3 公克 
脂肪 4 公克 13.3 公克 
  飽和脂肪 0.5 公克 1.7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6 公克 58.7 公克 
  糖 3.8 公克 12.7 公克 
鈉 29 毫克 97 毫克 

 



品名：特牛米香香-三星蔥(植物五辛素) 

成份： 米、花生豆、海藻糖、三星蔥、白

芝麻、黑胡椒、鹽、奶油、香蒜粉 

 

 

 

 

淨重：3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花生、芝麻、奶粉，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19.1 大卡 397 大卡 

蛋白質 2.7 公克 9 公克 
脂肪 4.5 公克 15 公克 
  飽和脂肪 0.2 公克 0.7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3 公克 57.7 公克 
  糖 4.9 公克 16.3 公克 
鈉 20 毫克 33 毫克 

 

品名：貴客金桔 (蛋奶素) 

成份：金桔餡【白鳳豆、桔皮(橘皮、葡萄糖、

果糖糖漿、糖、檸檬酸、抗氧化劑)、砂糖、

麥芽糖、大豆油、柳橙汁(天然水果、砂 糖、

天然果膠、蘋果酸、金桔果粉(葡萄糖、乳糖、

金桔粉、麥芽糊精、檸檬酸、香料(金桔萃取

物、二氧化矽)、鹽、檸檬酸、焦磷酸鈉、乙

烯二胺四醋酸二鈉】、麻糬(糯米粉、麥芽、

海藻糖、水)、麵粉、奶油、糖、奶水、鹽、

蛋黃液、芝麻 

淨重：340 公克 

原產地：台灣宜蘭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4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37.7 大卡 405 大卡 

蛋白質 2.4 公克 7 公克 
脂肪 6.5 公克 19 公克 
  飽和脂肪 4.7 公克 13.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4.4 公克 42.3 公克 
  糖 4.3 公克 12.7 公克 
鈉 67 毫克 198 毫克 

 

 

  

品名：特牛米香香-起士(植物五辛素) 

成份：米、杏仁、海藻糖、白芝麻、紅椒粉、

起士粉、鹽 

淨重：30 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堅果種子類，奶類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 
本包裝含 1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11.5 大卡 371.7 大卡 

蛋白質 3 公克 10 公克 
脂肪 3.6 公克 12.7 公克 
  飽和脂肪 0.7 公克 2.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5 公克 58.3 公克 
  糖 4.8 公克 16 公克 
鈉 55 毫克 183 毫克 

 

品名：切達乳酪 (蛋奶素) 

成份：乳酪【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奶粉、

奶油、大豆油、雞蛋、起士、粉香料(起士粉、

芥花油、糖、檸檬酸、乳酸、天然色素、(姛娜

多)、芝士粉(乳酪、乳化糖))】、麻糬(糯米粉、

麥芽、海藻糖、水)、麵粉、奶油、糖、奶水、

乳酪粉、蛋黃液、芝麻 

 

淨重：34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蛋，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4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39.9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2.5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7.4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4.8 公克 14.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5.5 公克 45.5 公克 
  糖 4.4 公克 12.8 公克 
鈉 84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金鑽玉露(蛋奶素) 

成份：紅豆餡(小紅豆、麥芽糖、紅雲豆、大

豆沙拉油、麥芽糊精、葡萄糖、塩、羥丙基

磷酸二澱粉)、奶皇餡(白鳳豆、鹹蛋、砂糖、

雞蛋、麥芽糖、煉乳)、肉脯(豬肉、醬油、

鹽)、麵粉、水、糖、芝麻 

 

淨重：4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宜蘭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質 

。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1.5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68.1 大卡 405 大卡 

蛋白質 2.9 公克 7 公克 
脂肪 14.3 公克 19 公克 
  飽和脂肪 7.9 公克 13.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6 公克 42.3 公克 
  糖 5.3 公克 12.7 公克 
鈉 82 毫克 198 毫克 

 

品名：松子玉露 (蛋奶素) 

成份：紅豆餡(紅豆雲、麥芽、砂糖、沙拉油、

麥芽糊精、山梨醇、糯米粉、羥丙基澱粉、

鹽)、麵粉、麻糬、(糯米粉、麥芽、海藻糖、

水)、松子、水、酥油、糖、白芝麻 

 

淨重：4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宜蘭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堅果種子類，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1.5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83.4 大卡 442 大卡 

蛋白質 2.9 公克 7 公克 
脂肪 9.8 公克 23.5 公克 
  飽和脂肪 4.7 公克 11.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1 公克 50.6 公克 
  糖 3.1 公克 7.4 公克 
鈉 51 毫克 124 毫克 

 



品名：切達乳酪(蛋奶素) 

成份：乳酪【白鳳豆、砂糖、麥芽糖、奶粉、

奶油、大豆油、雞蛋、起士、粉香料(起士粉、

芥花油、糖、檸檬酸、乳酸、天然色素、(姛

娜多)、芝士粉(乳酪、乳化糖))】、麻糬(糯米

粉、麥芽、海藻糖、水)、麵粉、奶油、糖、

奶水、乳酪粉、蛋黃液、芝麻 

 

 

 

 

 

淨重：4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蛋，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1.5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69.7 大卡 409 大卡 

蛋白質 3.1 公克 7.4 公克 
脂肪 9.1 公克 21.9 公克 
  飽和脂肪 5.9 公克 14.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8.9 公克 45.5 公克 
  糖 5.3 公克 12.8 公克 
鈉 103 毫克 247 毫克 

 

品名：最牛牛舌餅(三星蔥) 

成份： 麵粉、糖、水、奶油、鹽、蔥未、

三星蔥油(葵花油、青蔥、維他命 E)、三星

蔥粉、胡椒粉 

淨重：117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3 公克 
本包裝含 9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43.6 大卡 335.5 大卡 

蛋白質 1 公克 7.6 公克 
脂肪 0.6 公克 4.4 公克 
  飽和脂肪 0.3 公克 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9 公克 69.2 公克 
  糖 1.7 公克 12.9 公克 
鈉 188 毫克 1447 毫克 

 

  

品名：最牛牛舌餅(鮮奶)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 

 
 
 
 
 
 
 
 
 
 
 

淨重：117 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3 公克 
本包裝含 9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11.5 大卡 490 大卡 

蛋白質 3 公克 9.2 公克 
脂肪 3.6 公克 17.2 公克 
  飽和脂肪 0.7 公克 7.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5 公克 72.1 公克 
  糖 4.8 公克 17.7 公克 
鈉 55 毫克 8 毫克 

 

品名：最牛牛舌餅(楓糖)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大楓糖漿(果糖、

水飴、香料(楓糖香精、黑糖香精、乙基麥芽

醇)、水、著色劑(焦糖色素))、楓糖香精(楓

糖萃取物、莘烯基丁二酸鈉澱粉、丙二醇、

楓糖香料、甘油、醋酸異丁酸蔗糖脂、焦糖

色素)、蜂蜜 

 

 

 

 

 

淨重：117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蛋，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3 公克 
本包裝含 9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62.1 大卡 478 大卡 

蛋白質 1.1 公克 8.6 公克 
脂肪 2.2 公克 16.8 公克 
  飽和脂肪 0.9 公克 16.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5 公克 73.1 公克 
  糖 1.4 公克 10.7 公克 

鈉 0 毫克 0 毫克 

 

品名：宜蘭餅_咖啡口味(奶素) 

成份： 麵粉、糖、水、奶油、咖啡粉(噴霧

乾燥咖啡粉)、咖啡醬(棕櫚油、大豆油、咖

啡粉、咖啡香料、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淨重：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5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40.5 大卡 270.2 大卡 

蛋白質 0.6 公克 5.6 公克 
脂肪 1.9 公克 12.7 公克 
  飽和脂肪 0.1 公克 0.4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9 公克 59.3 公克 
  糖 3.4 公克 22.5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宜蘭餅_乳酪口味(奶素) 

成份： 麵粉、糖、水、奶油、乳酪粉(乳酪、

牛奶、鹽、乾酪菌、凝乳酵素)、乳固形物、

檸檬酸、鹽 

淨重：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體

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5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9.7 大卡 254 大卡 

蛋白質 2.4 公克 16.1 公克 
脂肪 0.4 公克 2.8 公克 
  飽和脂肪 0.1 公克 0.7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1 公克 54.3 公克 
  糖 3.2 公克 21.4 公克 
鈉 90 毫克 601 毫克 

 



品名：宜蘭餅_椰香口味(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椰子粉、椰子

粉(椰漿粉、奶精(葡萄糖漿、棕櫚核仁油、

乳清粉、乾酪素鈉、乳化劑(脂肪酸甘油酯;

單及雙脂肪酸甘油二乙醯酒石酸酯、穩定劑

(磷酸氫二鉀磷酸鉀;多磷酸鈉)、二氧化矽)、

麥芽湖精、乳糖、二氧化矽、椰奶(水、麥芽

湖精、丙二醇、苯甲酸鈉、玉米糖漿) 

 

 

 

 

淨重：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5 公克 
本包裝含 2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42.7 大卡 284.5 大卡 

蛋白質 0.8 公克 5 公克 
脂肪 2.6 公克 17.3 公克 
  飽和脂肪 0.6 公克 3.7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4 公克 56.1 公克 
  糖 3.3 公克 22.1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台灣寶島鳳梨酥 

成份： 麵粉、鳳梨醬、冬瓜醬、奶油、蛋、

海藻糖 

淨重：5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25 公克 
本包裝含 2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1.1 大卡 404.2 大卡 

蛋白質 0.5 公克 1.9 公克 
脂肪 3.3 公克 13 公克 
  飽和脂肪 2.2 公克 8.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4.2 公克 56.9 公克 
  糖 公克 公克 
鈉 41 毫克 163.9 毫克 

 

 

品名：宜蘭餅_楓糖口味(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蜂蜜、大楓糖

漿【果糖、水飴、香料(楓糖香精、黑糖香精、

乙基麥芽醇)、水、著色劑(焦糖色素)】 

 
 
 
 

 

 

 

淨重：15 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5 公克 
本包裝含 2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9.1 大卡 260.9 大卡 

蛋白質 0.8 公克 5 公克 
脂肪 2.1 公克 13.8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8 公克 58.9 公克 
  糖 3.6 公克 23.9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宜蘭餅_原味口味(奶素) 

成份：麵粉、糖、水、奶油 

 

 

 

 

 

 

 

 

 

 

淨重：15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5 公克 
本包裝含 2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38.9 大卡 259.2 大卡 

蛋白質 2.3 公克 15.3 公克 
脂肪 0.6 公克 3.8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7 公克 58.3 公克 
  糖 3.5 公克 23 公克 
鈉 0 毫克 1 毫克 

 

品名：珍珠寒天芋頭捲(蛋奶素) 

成份：雞蛋、低筋麵粉、芋頭內餡【克寧姆

(糖、奶油、雞蛋、牛奶、低筋麵粉、安佳鮮

奶油、日是瑪斯卡邦乳酪)】、黑糖麻糬、細

砂糖、海藻糖、沙拉油、奶水、塔塔粉、鹽 

淨重：5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500 公克 
本包裝含 1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491 大卡 298.2 大卡 

蛋白質 29.5 公克 5.9 公克 
脂肪 73.0 公克 14.6 公克 
  飽和脂肪 40 公克 8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79 公克 35.8 公克 
  糖 55.5 公克 11.1 公克 
鈉 975 毫克 195 毫克 

 

品名：特牛奶酪-巧克力(葷) 

成份：蛋、海藻糖、麵粉、鮮奶油、大豆沙

拉油、奶水、卡士達粉、可可粉、巧克力、

鹽 

淨重：2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小麥、奶類，大豆、不適合其

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0 公克 
本包裝含 5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09.4 大卡 273.6 大卡 

蛋白質 2.7 公克 6.8 公克 
脂肪 7 公克 17.6 公克 
  飽和脂肪 1.7 公克 4.3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 公克 22.4 公克 
  糖 4.6 公克 11.5 公克 
鈉 35 毫克 87 毫克 

 



 

品名：特牛奶酪-咖啡(蛋奶素) 

成份：蛋、海藻糖、麵粉、鮮奶油、大豆沙

拉油、奶水、卡士達粉、咖啡粉、鹽 

淨重：1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大豆，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0 公克 
本包裝含 4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2.5 大卡 206.3 大卡 

蛋白質 1.6 公克 4.1 公克 
脂肪 4.6 公克 11.4 公克 
  飽和脂肪 0.9 公克 2.2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9.2 公克 22.9 公克 
  糖 4.2 公克 10.6 公克 
鈉 37 毫克 93 毫克 

 

品名：芥末花生(全素) 

成份： 花生、麵粉、以醇化已二酸二澱粉(非

基因改造)、大豆沙拉油、鹽、糖、味精、芥

末調味粉(芥末香料)、食用色素(藍色 1 號、

黃色 4 號)、麥芽糊精、辛烯基丁二酸鈉澱

粉、乳化劑、梔子藍色素、紅花黃色素 

淨重：3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59.5 大卡 531.7 大卡 

蛋白質 5.7 公克 18.9 公克 
脂肪 9.1 公克 30.2 公克 
  飽和脂肪 1.5 公克 5.1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3.9 公克 46.2 公克 
  糖 0.6 公克 2 公克 
鈉 83 毫克 275 毫克 

 

品名：特牛奶酪-原味(蛋奶素) 

成份：蛋、海藻糖、麵粉、鮮奶油、大豆沙

拉油、奶水、卡士達粉、卡士達粉、鹽 

淨重：1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小麥、奶類、大豆，不適合

其過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40 公克 
本包裝含 4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94.3 大卡 235.7 大卡 

蛋白質 2.2 公克 5.5 公克 
脂肪 5.6 公克 14 公克 
  飽和脂肪 1.4 公克 3.5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7.6 公克 18.9 公克 
  糖 4.8 公克 12 公克 
鈉 34 毫克 86 毫克 

 

品名：竹炭花生(全素) 

成份： 花生、麵粉、糖、竹炭粉、大豆粉、

鹽 

淨重：3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含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敏

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176.5 大卡 588.3 大卡 

蛋白質 4.4 公克 14.7 公克 
脂肪 12 公克 39.9 公克 
  飽和脂肪 2.4 公克 7.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12.8 公克 42.6 公克 
  糖 1.7 公克 5.6 公克 
鈉 46 毫克 153 毫克 

 

品名：椒麻花生(全素) 

成份：花生、花椒圈、辣椒、味精、鹽、棕

櫚油、香辛調味粉:L-麩酸鈉、麥芽糊精、綜

合滷味香辛料 S(小茴、八角、油桂、胡荽子、

陳皮)、甜味劑(甘草酸鈉、醋磺內酯鉀) 

淨重：16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資訊：含花生及其製品，不適合其過

敏體質。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36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213.5 大卡 593 大卡 

蛋白質 10.9 公克 30.3 公克 
脂肪 15.3 公克 42.5 公克 
  飽和脂肪 3.2 公克 8.9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8.1 公克 22.4 公克 
  糖 0.9 公克 2.4 公克 
鈉 315 毫克 875 毫克 

 

品名：香梅金桔 

成份： 金桔、鹽、糖、梅子、安息香酸(防

腐劑)、黃色 4 號 

淨重：200 公克 

原產地：台灣 

過敏原訊：糖尿病患者請詢問醫師再食用。 

 

 

營養標示 

每一份量 10 公克 
本包裝含 20 份 

                  每份      每 100公克 

熱量 8.4 大卡 84 大卡 

蛋白質 0 公克 0 公克 
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飽和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反式脂肪  0 公克 0 公克 
碳水化合物 2.1 公克 21 公克 
  糖 1.3 公克 12.6 公克 
鈉 18 毫克 180 毫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