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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產品名稱 業者名稱 地址
1 維力清香油2.4KG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地下1樓
2 維力清香油2.4KG 松青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隆路125號1樓
3 維力清香油2.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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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分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1段128號
5 維力清香油2.4KG

6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 15公斤
7 維力香豬油(15公斤裝) 聯夏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22號6樓
8 正義豬油15KG彩 李坤憲(錦泰雜糧行)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1段137號
9 正義特級乳化油 佛晨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429巷8號1樓
10 維力清香油 2.4KG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145號11樓
11 正義特級乳化油(15公斤裝)

12 味全高優質酥油16KG

13 正義香豬油15KG

14 維力清香油 2.4KG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崙分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6號地下3樓
15 維力清香油18L 李坤憲(錦泰雜糧行)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1段136號
16 正義特級酥油
17 正義特級乳化油 15KG

18 正義香豬油(15公斤裝) 布列德麵包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6樓
19 正義香豬油(15公斤裝) 味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79號5樓
20 正義香豬油 15公斤
21 維力清香油 18公升
22 維力清香油 2.4公斤
23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 15公斤
24 正義特級瑪琪琳 16KG

25 正義清香油 18公升
26 維力清香油(18L)

27 維力香豬油(15KG白)

28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29 維力清香油(2.4KG*6)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中壢分公司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2段468號
30 維力香豬油(15KG白) 富莨行 桃園縣中壢市仁愛路72號

31
正義酥油特級專用油(16KG紙
(1320))

32 香香雪白乳化油N215KG(15KG)

33 維力清香油(2.4KG*6)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平鎮分公司 桃園縣平鎮市南東路57號1-3樓
34 維力清香油(2.4KG*6) 加大商行 桃園縣蘆竹鄉文新街410號
35 維力香豬油(15KG白) 梁世鴻 桃園縣桃園市龍安街152巷40號
36 維力清香油(18L)

37 維力香豬油(15KG白)

38 正義豬油(15KG彩)

39 維力清香油(w)(18L)

40 維力清香油(2.4KG*6)

41 正義香豬油(18KG)

42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43 正義清香油(18L)

44 正義香豬油(18KG)

45 維力清香油(18L)

46 維力清香油(18L)

47 維力清香油(2.4KG*6)

48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49 方形蓋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50 正義豬油(15KG彩)

51 維力清香油(18L)

52 方形蓋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53 維力清香油(2.4KG*6) 東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安和二街15號B棟
54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嘉義分公司 嘉義市博愛路2段281號
55 正義特級酥油16KG紙箱 大福烘培食品原料行 嘉義市西榮街135號
56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57 正義特級酥油16KG紙箱
58 正義特級瑪琪琳16KG紙箱
59 正義特級乳化油15KG紙箱
60 正義特級酥油16KG紙箱 璿智國際寵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義路246巷32號
61 正義清香油18L 介星油行(陳忠雄) 嘉義市光華路49號
62 正義香豬油15KG 新瑞益食品料行 嘉義市仁愛路142-2號
63 正義精製豬油180KG 奇利食品行 嘉義市西區竹圍路204號
64 正義香豬油15KG 聖保羅烘培花園 嘉義市劉厝里劉富街21號
65 正義香豬油15KG 長圓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296號
66 正義豬油15KG 海寶粉行 嘉義市東區朝陽街122號
67 維力清香油18L 海寶粉行 嘉義市東區朝陽街123號

附件1-正義下游業者之下架油品清單

誌誠興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3段5巷4號1樓

老字號小吃店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69號1樓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

佛晨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429巷8號1樓

紅色字體為本日更新及修改部分

誌誠興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3段5巷4號1樓

沅裕商行(沅富) 桃園縣大園鄉田心村和平西路75-3號2F

紅榜股份有限公司(艾佳) 桃園縣平鎮市快速路二段16巷6號

金總合食材有限公司 桃園縣八德市富榮街36巷2號

均廣定有限公司 桃園縣龍潭鄉中山村華南路一段102號1F

蘇明珊、蘇裔仁(誌誠興業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赤塗路1-1號

金億食品行 基隆市暖暖興隆街10-1號

榮義盛行 基隆市仁愛區愛九路27、28、29號

新瑞益食品料行 嘉義市仁愛路142-2號



68 正義豬油15KG 新玉山食品料行 嘉義市文化路988巷135號
69 維力清香油(2.4公斤*6) 蘭陽敬業 宜蘭市成功路3號
70 維力香豬油15公斤(綠帶)(白桶15KG)青峰商行 宜蘭市中山路5段166巷53號
71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永昇商行 宜蘭市昇平街11-12號
72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義豐蔥油派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8鄰民生路130-1號
73 維力清香油(18L)

74 正義香豬油(活動)(15KG)

75 維力清香油 2.4KG 翔閔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大糠榔1002巷231弄21號
76 維力清香油 18L

77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 15KG

78 維力香豬油 (方形桶)綠帶 15KG

79 正義豬油(白桶無標) 15KG

80 正義香豬油 18L

81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 15KG 黃燦煌 (九龍餅食行) 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1鄰22號
82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和油 富和企業社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富和路40號
83 蛋捲專用油 16KG 川吉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中興路2段76號
84 熬製豬油(白) 15KG 愛之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工業二路11號
85 精製豬油15KG

86 維力香豬油15KG

87 維力香豬油15KG 東大興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里船頭路26-7號1F

88 正義香豬油180KG 進發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大湖村大成路21號
89 維力香豬油15KG

90 維力清香油18L

91 正義香豬油15KG

92 維力香豬油15KG

93 正義香豬油15KG

94 維力香豬油15KG

95 正義香豬油15KG

96 正義香豬油15KG 新全發食品行 屏東縣潮州鎮中正路54之2號

97 維力香豬油15KG

98 正義香豬油15KG

99 正義香豬油15KG 慶祥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延平路180號

100 正義香豬油15KG 屏東縣東港區農會 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三路175號2F

101 正義香豬油15KG 響隆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鎮船頭路25-228號

102 正義香豬油15KG 富裕流通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市武士街35號1F

103 正義精製豬油15KG白 台灣農畜產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工廠 屏東市建國路480號

104 正義豬油15KG彩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九如店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18號1樓

105 正義豬油15KG彩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民生店營業所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08號

106 正義豬油15KG/彩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1號

107 正義豬油15KG/彩 我家是巴特李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5號

108 正義豬油15KG/彩 巴特里食品有限公司軍校店營業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88號

109 食用純豬油180KG 金御園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林厝路32-2號1樓

110 洋洋酥油16KG

111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112 維力香豬油15KG 順福昌行 高雄市大寮區華五街63號

113 維力清香油2.4L 大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114 維力清香油2.4L 融宥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1702號&1736號

115 千層起酥瑪琪琳(1KG*10片) 良香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28號

116 維力清香油2.4L

117 維力清香油18L

118 正義清香油18L

119 正義豬油15KG/彩

120 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121 正義豬油特製紅帶15KG

122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特調)15KG

123 維力香豬油綠帶15KG

124 正義香豬油15KG

125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126 香香雪白乳化油N2(15KG)

127 正義豬油15KG彩 茂盛食品原料行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前鋒路29之2號1樓

128 正義豬油18L 元晟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信義里千富街241巷7號

129 正義香豬油15KG 亞米烘焙坊(多那之烘焙有限公司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大正五街38-7號

130 維力香豬油15L(綠) 宏禧商行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12鄰大寮路590號1樓

啟元行 宜蘭市延平路39-8號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北寧路2段88號

張秀芬(永昌商號) 屏東縣里港鄉永樂路29號

泰信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州鎮四維路73號

龍田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潮州鎮太平路473號1F

冠宙食品企業行 屏東縣潮州鎮南京路153號1F

福市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京中三街103號1樓(舊址)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398巷7號(營登)

高雄市燕巢區鳳澄路200-12號(現址)

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學城路1段9號3樓

大直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義發街20號

(倉庫：鳥松區中埔北巷58號)

正祥食品有限公司

義大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萬泰商行 嘉義縣太保市埤鄉里埤麻腳32號



131 正義豬油15KG彩 鼎玫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39號1樓

132 正義香豬油15KG桶裝 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4號1樓

133 維力清香油2.4L 大潤發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

134 正義高級酥油16KG

135 正義特級乳化油15KG

136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137 維力清香油18L

138 方形蓋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139 正義清香油18L

140 維力清香油2.4KG*6

141 正義特級酥油16KG紙箱

142 正義特級乳化油15KG紙箱

143 正義特級瑪琪琳16KG紙箱

144 維力香豬油(綠帶)白桶15KG

145 維力香豬油15KG白

146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147 正義豬油（印刷箱）KC 15KG

148 正義豬油15KG彩

149 維力清香油18L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1段389號

150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泰龍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華安街17巷24號

151 維力清香油2.4KG 長利林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209號

152 維力清香油2.4KG 振來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街1段171巷33號

153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工司土城分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25號

154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工司新店分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22號B1

155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工司中和分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182號地下1樓

156 維力清香油2.4KG 潤泰全球(股)工司中和分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2段228號B1

157 洋洋酥油16KG紙 彰益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186巷2弄4號2樓

158 維力清香油2.4KG 同正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120巷30號之1(及59-3號)

159 維力香豬油15KG

160 正義香豬油-紅桶15KG

161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沐新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路165號1樓

162 正義特級瑪琪琳16KG 德旭實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汐萬路1段246號

163 維力香豬油15KG 乾杯一風堂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280號

164 正義香豬油15KG 馥品屋烘焙原料店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174號

165 正義香豬油15KG

166 維力香豬油15KG

167 維力清香油(18L) 美食家食材通路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永華路2段373號

168 維力清香油(18L) 北海道生鮮超市仁德店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ㄧ街77號

169 維力清香油(18L) 全聯 臺南市學甲區

170 維力清香油(18L) 信益行 臺南市北區長榮路五段

171 維力清香油(18L) 銘泉食品有限公司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223號

172 維力清香油(18L) 民生雜貨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生路115-1號

173 維力清香油(2.4KG) 台糖量販事業部 臺南市仁德區文華路二段326號

174 維力清香油(18L) 慶良商店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一段61號

175 維力清香油(2.4KG) 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新營區明治路5之1號

176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股份有限公司安平分公司 臺南市安平區郡平路42號

177 維力清香油(2.4KG) 龍來商行 臺南市佳里區文化路552號

178 正義香豬油(15KG) 金新茂(商號) 臺南市新營區55-46號

179 正義香豬油(15KG) 金卿油行 臺南市民族路30-1號

180 清香油(180kg)【1-4】 合德興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定區海寮里5-47號

181 正義清香油(18L)【1-3】 實億美食坊 台南市安平區港仔里菩薩里安平路125號1樓

182 正義香豬油桶裝15KG【1-5】 妍悅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里樹林街2段6號1樓

183 維力清香油(2.4KG*6)【1-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量販事業部 台南市仁德區田厝村虎山路399號

184 維力香豬油15KG

185 維力清香油(2.4KG*6)

186 維力清香油2.4公斤 宏源行 臺東縣臺東市臨潼街66號

187 維力清香油(2.4公斤*6) 大潤發臺東分公司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三段592號

188 正義香豬油15公斤 全可企業社 臺東縣臺東市連航路51巷2弄11號

189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合油)(15KG)

190 維力香豬油(方形桶)綠帶(15KG)

191 維力清香油(18L)

192 正義清香油(18L)

明遠雜糧行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126號

豐碩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390巷6號

今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四維路142巷15號及16號

高正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114號

泰泓行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73號

相正企業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和平路1段138號



193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合油)(15KG)

194 正義清香油(18L)

195 維力清香油(2.4KG*6) 登檍食品有限公司 花蓮市中原路323號

196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197 維力香豬油(方形桶)綠帶(15KG)

198 正義清香油(18L)

199 維力香豬油(方形桶)綠帶(15KG)

200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201 維力清香油(18L)

202 正義香豬油(紅、藍帶)

203 方型蓋維力香豬油15公斤

204 維力香豬油(方型桶)綠帶15公斤

205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206 正義豬油15KG彩

207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和油)15KG

208 正義香豬油(調和油)15KG 富翔國際食品有限公司 新竹市海埔路179號

209 維力清香油2.4KG 清濱有限公司 新竹市延平路1段406巷36號

210 維力清香油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 新竹市忠孝路300號

211 維力清香油2.4KG 潤泰創新國際(股)公司新竹分公司 新竹市湳雅街95號

212 正義香豬油(紅帶)15KG

213 正義香豬油(藍帶)15KG

214 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215 維力香豬油含棕櫚油(白桶)15KG

216 維力清香油(方)特製紅帶15KG 新勝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市香山區頂福里中山路640巷102號

217 正義香豬油(紅帶)15KG

218 維力清香油18L

219 正義香豬油(藍帶)15KG

220 正義香豬油(18L)黃色鐵桶

221 維力香豬油(18L)

222 正義特級酥油

223 維力清香油2.4L 良橙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066巷12號

224 維力香豬油 朱記食品行 新竹縣竹北市尚義街65巷22弄2號1樓

225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世緯烘焙原料行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嘉東南路25-2號

226 維力清香油(18L)

227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228 維力香豬油(方)特製紅帶(15KG)

229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彩豊食品行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37號

230 維力清香油(18L)

231 正義香豬油(調和油)(15KG)

232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好美行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18號

233 維力清香油(2.4KG*6)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斗南分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

234 正義香豬油(180KG) 正味行/蔡錦鴻
雲林縣北港鎮好收里好收路123號/北港鎮好收

里47號

235 正義豬油(印刷箱) 15KG 九鬼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4段202號1、2樓

236 正義香豬油 15KG 大里鄉食品行 臺中市大里市長興一街62號

237 維力清香油 2.4KG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北屯分公司 臺中市北屯北屯路370號

238 維力清香油 2.4KG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14樓(B棟)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685號

239 維力清香油調和油 2.4L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國光分公司 臺中縣大里市國光路2段710號

240 維力清香油 2.4KG 大潤發流通事業(股)公司臺中分公司 臺中市忠明路499號(營運處中南區)

241 維力清香油 18L

242 維力香豬油(白桶) 15KG

243 維力清香油調和油(鐵) 18L

244 正義香豬油調和油(方) 15KG

245 洋洋香豬油 15KG 彤美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東一街6號1樓

246 正義香豬油 15KG 辰豐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中清路151-25號1樓

247 正義香豬油調和油 15KG

248 維力香豬油 15KG

249 維力清香油調和油 18L

250 正義香豬油 15KG

251 正義特級酥油(紙) 16KG

252 正義特級酥油(鐵) 16KG

日丰商行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里西濱路三段250號

家寶行(燈燦麻油行) 新竹市北區中興里6鄰北門街119號

慶豐金商行 雲林縣斗六市光興里興南街19號1樓

天下糧倉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373號

本居立有限公司 花蓮市中原路296號

啟發行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文光路188巷15號

永吉商行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11號

力可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556號

文東商行(蔡素玲) 澎湖縣馬公市文安路160號

千友食品行(盧全義)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96-1號

今口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里甲堤路608號

宏茆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土庫里五權西六街84號1樓

協意商行(地址同中億商行) 臺中市新社區協中街247號1樓

昌勝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區金龍里益華街6-8號



253 維力香豬油(白桶-紅帶) 15KG

254 正義特級酥油(紙) 16KG

255 維力清香油調和油 2.4L 重地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昇平里向上路一段79巷88號1樓

256 維力清香油 2.4L

257 正義香豬油(調合油) 15KG

258 正義香豬油(調合油) 15KG

259
豬油(業者自行分裝，來源正義豬油

調合油) 1KG

260 正義香豬油(藍帶) 15KG 馬味之祖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水湳路145-6號1樓

261 正義香豬油 15KG

262 維力香豬油 15KG

263 維力清香油 18L

264 正義香豬油(紅帶) 15KG 呂氏記雪花齋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31號1樓

265 正義香豬油 15KG 麥可利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街10巷10號

266 正義豬油 15KG

267 維力清香油 18L

268 正義特級瑪琪琳 16KG

269 正義酥油 16KG 優勢餐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港籠腸粉)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里旱溪東路2段168號1樓

270 正義香豬油 15KG 蘿莉亞烘焙坊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6號

271 正義香豬油調和油-藍帶 15KG 詠祐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里區仁禮街5號

272 正義特級酥油(紙) 16KG

273 正義香豬油 15KG

274 正義特級瑪琪琳 16KG

275 正義特級乳化油 15KG

276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277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合油)(15KG)

278 正義特級瑪琪琳(16KG紙箱)

279 正義精製豬油(15KG)

280 正義特級酥油(16KG紙箱)

281 正義豬油(15KG(黃帶))

282 正義豬油(15KG彩)

283 方形蓋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徐商行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一段23號

284 正義豬油(印刷箱)KC(15KG)

285 維力清香油(w)(18L)

286 正義香豬油(動植物調合油)(15KG)

287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288 維力清香油(2.4KG*6) 升東有限公司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路2段253-1號

289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290 正義香豬油-特製藍帶(15KG)

291 方形蓋維力香豬油藍帶(15KG)

292 維力香豬油(白)特製(15KG)

293 維力清香油(18L)

294 維力香豬油(方形桶)綠帶(15KG)

295 正義豬油(15KG彩)

296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297 精製豬油(16KG紙)

298 富蘭瑪琪琳(16KG鐵金黃)

299 正義豬油

300 正義香豬油(活動)

301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

302 維力清香油(2.4KG)

303 維力香豬油(15KG)

304 維力清香油(18L)

305 正義特級酥油(16KG鐵桶)

306 維力香豬油(白)特製15KG

307 維力香豬油(方)特製紅帶15KG

308 工廠用香豬油(白)特製15KG 榛記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12鄰員鹿路1段366號

309 正義豬油15KG(黃帶)

310 正義香豬油-特製紅帶15KG

311 工廠用香豬油(白)特製15KG

312 正義豬油15KG彩

313 千層起酥瑪琪琳16KG紙 田記行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學府路66號1樓

314 正義豬油 皇品食品烘焙屋 彰化市彰美路1段82號

315 正義豬油15KG彩 金永誠行 彰化縣員林鎮黎明里23鄰永和街22號

耕坊行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里協和里工業區十六路5號

急食鮮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里甲堤路608號

彰化縣北斗鎮大新里新工一路66號

溫莎堡西點麵包店

茗泰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2段20-3號1樓

連興油行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1段45號1樓

玉珍齋(曲巷冬晴) 彰化縣鹿港鎮長興里中山路191號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斗苑路5段240號

興麥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線西鄉頂犁村和線路741巷7號

祥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鎮黎明里23鄰中正路69號1樓

權信行

潤泰源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31巷10號

益富行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53號

和誠實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三段275號

洪瑞珍餅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198號及200號

彰化縣和美鎮中圍里彰新路3段636巷46弄81號

上豪食品原料行 彰化縣芬園鄉進芬村彰南路3段355號

奇巧調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