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公司名稱 品名

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益多酚芥花健康油(2L*6入)

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益多酚芥花健康油(2.7L*6入)

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益壽多酚健康油(2L*6入)

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不飽和義式雙多酚健康油(2L*6入)

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不飽和義式雙多酚健康油(2.7L*6入)

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不飽和義式雙多酚健康油(3L*6入)

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義式冷壓雙多酚健康油(2L*6入)

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歐式冷壓益康多酚精華油(1.5L*6入)

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歐式冷壓益康多酚益壽健康油(2L*6入)

1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義式冷壓葵花精華健康油(2.7L*6入)

1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歐式冷壓益多酚精華健康油(2L*6入)

1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優質醇義式雙多酚益康精華油(2L*6入)

1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葡萄籽油(1.5L*6入)

1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100%頂級葡萄籽油(1L*12入)

1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不飽和冷壓黃金葡萄籽健康調和油(2L*6入)

1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葡萄籽油(1L*12入)

1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茶多酚健康油(2L*6入)

1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葡萄綠茶多酚健康油(2L*6入)

1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義式冷壓益多酚健康酥炸油(2L*6入)

2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酥炸油(2L*6入)

2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冷壓鮮綠黃金苦茶籽油(600ML)

2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特橄+進葡)禮盒(500ML2入/組)

2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100%特級橄欖油(500ML*12入)

2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特級橄欖油(1L*12入)

2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橄欖油(1L*12入)

2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歐風冷壓益多酚健康比例調和油(2L*6入)

2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歐風冷壓益多酚健康比例調和油(2.6L*6入)

2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義式多酚風味健康比例調和油(2L*6入)

2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鮮綠橄欖油(2L*6入)

3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鮮綠橄欖油(3.75L*6入)

3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益多酚葵花健康油(2L*6入)

3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不飽和歐風多酚益康油(500ML*24入)

3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不飽和歐風多酚益康油(600ML*24入)

3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橄欖葡萄籽油300ML

3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義式冷壓多酚健康油 2L

3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葡萄籽油 2L

3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葡萄籽油 500ML

3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優質醇葡萄籽油 2L

3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綠茶多酚健康油 2.7L

4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橄欖耐炸油 2L

4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特級橄欖油(方形)禮盒 1L

4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進口葡萄籽油(方形)禮盒 1L

4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新)特級橄欖油(方形)禮盒 1L

4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橄欖油 1. 2L

4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橄欖油 2L

4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新進口橄欖油 2L

4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橄欖油 5L

4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特級橄欖油 (塑) 1L

4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特級橄欖油  1.5L

5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100%進口純橄欖油 2L

5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優質醇保鮮橄欖油1L

5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義式多酚風味健康油 2.4L

5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優質醇鮮綠橄欖油(塑) 1L

5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台糖葡萄籽油

5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調理油(600ml/12入/箱)

5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調理油(600ml/24入/箱)

5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健康油(2L/6入/箱)

5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調理油(2.2L/6入/箱)

5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花生風味特香健康油(2.4L/6入/箱)

6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調理油(2.4L/6入/箱)

6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健康油(2.7L/6入/箱)

6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調理油(3L/12入/箱)

6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風味特香調理油(3.4L/12入/箱)

6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高香花生風味益健康調理油(2L/6入/箱)

6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高香花生風味益健康調理油(2.7L/6入/箱)

6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火油(花生油)(25斤/1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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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火油(花生油)(30斤/1入/桶)

6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高不飽和冷壓花生風味益康油(2.7L/6入/箱)

6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優質醇保鮮花生風味特香健康油(2L/6入/箱)

7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胡麻油(黑芝麻)(230ml/12入/箱)

7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胡麻油(黑芝麻)(500ml/12入/箱)

7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冷壓鮮榨純黑麻油(500ml/12入/箱)

7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黑麻油(3L/12入/箱)

7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頂級冷壓黑麻油(230L/12入/箱)

7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百分百純花生油 (500ML)

7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辣椒油(3L*6入)

大統辣椒油(3KG*6入)

大統辣椒油(3KG*6入)外箱無標示

7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辣椒油(230ML*12入)

7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苦茶油100%(500ML*12入)

8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100%紅花籽油(2L*6入)

8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正香油(230ML/瓶)*12入

82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純正香油(500ML/瓶)*12入

83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沙拉油(600c.c./瓶)

84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沙拉油(2公升/瓶)

85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不飽和健康沙拉油(3公升/瓶)

86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沙拉油(3.75公升/瓶)

8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不飽和ADE健康沙拉油(2.6公升/瓶)

88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天然維他命蔬菜精華健康油(2公升/瓶)

89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不飽和健康蔬菜油(2.7公升/瓶)

90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天然維他命蔬菜精華健康油(3公升/瓶)

91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大統精品維他命蔬菜精華油(2.4公升/瓶)

92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一級黑麻油3K

93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花生油(花P18)

94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芝麻香油3L

95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芝麻香油4.5L

9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芝麻香油(香P18)

97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P190

98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P3芝麻香油

99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利芝麻香油

100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東昇香油

101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統馨芝麻香油

102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豐芝麻香油

103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火鳥芝麻香油

104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吉芝麻香油

105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正味芝麻香油

10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正芳芝麻香油

107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班芝麻香油

108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芝麻香油

109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富芝麻香油

110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芝麻香油

111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勝芝麻香油

112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黑麻油(麻B18)

113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聯成黑麻油3L

114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聯香一級芝麻香油3L

116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聯香特級芝麻香油3L

117 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調和花生油

118 金味泉實業有限公司 香辣油

119 金味泉實業有限公司 純淨上等黑麻油

120 高和興醬園(股)公司 (桃園縣) 辣椒油

121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乳瑪琳

122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乳瑪琳

123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椰香奶酥

124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椰香奶酥

125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純瑪琳

126 遠東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純瑪琳

127 佳成食品廠 純正香蔴油

128 建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老K葵花油

129 建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油3.3L

130 淡水永吉蔴油行 純黑麻油

131 淡水永吉蔴油行 純小磨香油

132 鎧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老香麻油

77 大統長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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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鎧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老胡麻油

134 建國製油工業有限公司 黑麻油

135 惠家香實業有限公司 惠家香苦茶油

136 惠家香實業有限公司 苦茶油

137 惠家香實業有限公司 純胡蔴油

138 惠家香實業有限公司 寶力士特優葵花油

139 東豐製油廠 胡麻油(標示純正100%)
140 醇芳實業有限公司 香油

141 醇芳實業有限公司 黑麻油

142 道揚 純天然椰子健康油

143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聖麥克橄欖油(500 ml)
144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聖麥克橄欖油(3750ml)
145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芙倫斯橄欖油(3750ml)

146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益康橄欖油(1000ml)

147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漢氏橄欖油(1000 ml、2000ml)
148 福懋油脂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漢氏原味橄欖油(1000ml)

149 隆安油廠 大家買胡麻油

150 金世元實業有限公司 100%葵花油

151 理想農產加工廠 橄欖油

152 恆記麻油行 黑蔴油

153 味全 1.5L 健康廚房葡萄籽油
154 味全 2L 味全紫果多酚調合油
155 味全 2L 味全健康三利多嚴選調合油
156 味全 2L 味全歐風黃金嚴選調合油
157 味全 3L 味全珍饌寶嚴選調合油
158 味全 3L 味全高溫安定嚴選調合油
159 味全 3L 味全皇家莊園嚴選調合油
160 味全 3L 味全義式嚴選調合油
161 味全 1.5L 健康廚房橄欖油
162 味全 1.5L 歐式優選調合油
163 味全 2L 味全不飽和精華調合油
164 味全 2L 味全綠果多酚調合油
165 味全 2L 味全歐風黃金精華調合油
166 味全 2L 味全御膳珍寶調合油
167 味全 2L 味全健康三利多精華調合油
168 味全 3L 味全御膳六寶調合油
169 味全 3L 味全珍饌寶精華調合油
170 味全 3L 味全高溫安定義式調合油
171 味全 3L 味全皇家莊園精華調合油
172 味全 3L 味全義式精華調合油
173 味全 3L 味全好烹油雙果多酚調合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