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家維軒豬肉酥 囿福 300g 壹包 坤鋒商行

104 新東陽豬肉乾系列(辣味) 新東陽 125g 壹包 永妙有限公司

105 森之果物嚴選芭樂乾 敬洋 260g 壹包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07 小林煎餅超值综合包 小林煎餅 186g 壹盒 山勝行銷行

108 自然素材芝麻小煎餅 自然素材 110g 壹包 永茗興業有限公司

113 義美小泡芙系列 義美 57g 壹包 義梅食品有限公司

116 岩鹽薄荷檸檬糖 貝偲韻 138g 壹包 品多商行

118 森永嗨啾水果軟糖 森永 110g 壹包 立詣股份有限公司

122 安迪士雙薄荷可可薄片 品喀 38g 壹盒 神洋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123 老中醫天然仙楂 卜祥 170g 壹包 鋒盛企業社

126 滷肉珍味豆乾 德昌 200g 壹包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31 卡迪那四重脆 聯華 142g 壹包 坤鋒商行

138 Gery芝莉捲心酥(榛果巧克力) 慧鴻 320g 壹盒 坤鋒商行

140 77乳加巧克力 宏亞 28g 壹條 欣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43 卡賀雞蛋沙琪瑪 德一 220g 壹包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152 元本山味付海苔 聯華 4.6g 壹包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56 鄭美香蒜味蠶豆酥 鄭美香 280g 壹包 坤鋒商行

157 碳烤魷魚片 胡媽媽 105g±4.7g 壹包 新宏商行

158 帕波爺爺爆米花系列 金硯 120g 壹包 坤鋒商行

159 波霸珍奶雪花餅 惠香 168g±4.5% 壹包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161 科學麵 統一 40g 壹包 晟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64 京都念慈菴蜜煉枇杷膏 京都念慈庵 75g 壹盒 晟銘行銷有限公司

167 手作芒果乾 富喬行 200g 壹包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171 威化捲(巧克力口味) 富喬行 300g 壹盒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201 金蘭醬油 金蘭 850ml 壹瓶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205 Skippy吉比顆粒花生醬 大昌華嘉 340g 壹罐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6 五星上醬 貴州 250g 壹罐 尚和堂行銷企業社

207 寧記蒜蓉辣椒 寧記 245g 壹罐 尚和堂行銷企業社

209 香椰奶酥抹醬 上焱 230g±5% 壹罐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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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牛頭牌紅蔥醬便利包 好帝一 20g*5入 壹包 鋒盛企業社

301 舊街場經典白咖啡 大昌華嘉 38g/10入 壹盒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5 麥斯威爾精選顆粒咖啡 勇信 150g 壹包 坤鋒商行

308 桂格100%脫脂奶粉 佳格 500g 壹盒 宏立事業有限公司

312 桂格大燕麥片 佳格 700g 壹罐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314 萬歲牌芝麻堅果飲 聯華 28g/10入 壹包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319 金萱茶立體(原片)茶包 寶記茶行 6g*25入 壹包 寶記茶行

321 梨山原片烏龍茶包 文芳茶莊 30包*5g 壹盒 文芳茶莊

322 台灣頂級烏龍茶 博雅齋 3g±5%20入 壹包 博雅齋有限公司

323 台灣頂級紅茶 杉林溪 2.5g±0.5g*30入 壹盒 新宏商行

415 福樂巧克力牛乳 佳格 200ml 壹罐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418 冰鎮檸檬紅茶 泰山企業 330ml 壹罐 聯泰行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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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飛鳥HD數位電視 飛鳥 HD-860 壹台 承發商行

509 佳視移動式強波器天線 佳視 JY400 壹台 泰振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4 舒酸定長效抗敏牙膏-牙齦護理 葛蘭素史克 120g 壹條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605 牙周適牙齦護理牙膏 葛蘭素史克 100g 壹條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607 保麗淨假牙清潔錠 葛蘭素史克 36片 壹盒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608 保麗淨假牙黏著劑 葛蘭素史克 60g 壹盒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612 愛迪達體香露 星亞洲 40ml 壹罐 慶隆百貨行

634 品味316真空食物罐 上展 500ml 壹個 正東五金行

635 舒潔優質抽取衛生紙 史谷脫紙業 19.8*19.2cm/110抽雙層 壹包 立時清企業社

639 304日式碗16CM 昌展 16cm 壹個 正東五金行

640 民復塑膠扇子 民復 33*22cm 壹支 欣泰流通有限公司

646 透明水桶 震嶸 12L 壹個 正東五金行

647 維也納多用盆38CM 沿明 380XH118mm 壹個 鋒盛企業社

677 迪亞多那慢跑鞋NO.73125 迪亞多那 DA73125 壹雙 坤鋒商行

680 皮爾卡登運動鞋-7756 皮爾卡登 PAL7756 壹雙 中美百貨商行

705 美琪樂皂 美琪 100g 壹塊 坤鋒商行

709 神奇蘇打毛穴洗面乳-毛孔收斂 盛香堂 100G 壹條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710 洗顏專科超微米潔顏乳 法倈麗 120g 壹條 中美百貨商行

712 Alpecin 咖啡因洗髮露 大昌華嘉 250ml 壹瓶 慶隆百貨行

713 CKN95洗髮乳 卡汶克萊 1000ml 壹瓶 八鼎企業

715 澎澎香浴乳 耐斯 850G 壹瓶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718 中高領衛生衣 中紡 UE-1807 壹件 中美百貨商行

720 蘇菲亞抗含蓄暖帽 新太 FREE SIZE 壹件 立蕎服飾行

722 七星短袖 峰詮 S-999 壹件 三景實業有限公司

724 三槍811背心 中紡 HE-811 壹件 慶隆百貨行

734 康乃馨超薄蝶型棉-一般 康那香 21.5cm/20入 壹包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735 康乃馨超薄蝶型棉-夜用特長 康那香 28cm/14入 壹包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738 康乃馨御守棉-夜用極長 康那香 40cm/7入 壹包 源裕百貨企業有限公司

740 蕾妮亞衛生棉極吸好眠護邊特長夜用 花王 35cm/8片 壹包 欣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43 蘇菲亞無束胸衣 蘇菲亞 M/L/XL/2L 壹件 立蕎服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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