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魔法米饭　储备食品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白饭 裙带菜饭 青菜米饭

   过敏信息

本品的原材料中
没有使用过敏特
定原材料等28种
物质。

4531717310145 4531717310220 4531717310114

营养成分表示

280日元 320日元 320日元

5年

100g

粳米 (日本产) 粳米（日本产）、裙带
菜、调味颗粒（食盐、酵
母提取物） / 调味料
（氨基酸等）、酸味料

粳米（日本产）、青菜米
饭的配料（萝卜叶、食
盐、砂糖） / 调味料
（氨基酸）

1.0g 1.0g 0.9g

84.8g 82.8g 81.7g

388kcal 378kcal 374kcal

6.0g 6.1g 5.8g

0.01g 2.1g 3.1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魔法米饭　储备食品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梅子杂鱼饭 根菜饭 什锦饭

320日元 320日元 340日元

4531717310121 4531717310343 4531717310329

营养成分表示

374kcal 367kcal 380kcal

5年

100g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 （食盐、鲣鱼粉、砂
糖及其他）、调味梅、调
味小杂鱼、葱 / 调味料
（氨基酸等）、酸味料、
着色料（红甘蓝、焦
糖）、抗氧化剂 （维生
素E）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 （砂糖、食盐、香菇
提取物、香菇粉、酵母提
取物、鲣鱼粉、海带粉、
玉米淀粉）、香菇、调味
莲藕、胡萝卜、牛蒡 /
调味料（氨基酸）、着色
料（焦糖）、pH调节剂

粳米（日本产）、什锦饭
的配料（竹笋、莲藕、胡
萝卜、食盐、鲣鱼提取
物、牛蒡、砂糖、糊精、
香菇、香菇提取物、发酵
调味料、风味调味料（鲣
鱼等）、酵母提取物、植
物油脂） /  调味料（氨
基酸等）、着色料（焦
糖）、抗氧化剂（维生素
E）、漂白剂（次硫酸
钠）

   过敏信息

本品的原材料中
没有使用过敏特
定原材料等28种
物质。

80.6g 82.7g 82.1g

3.4g 3.0g 2.4g

6.8g 5.9g 6.7g

1.0g 1.0g 1.1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梅子杂鱼饭中使用的杂鱼是在虾、蟹的栖息地捕获的。



魔法米饭　储备食品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340日元 340日元 350日元

5年

100g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调味香辛料、香味调
味料、砂糖、白汤、调味
粉、咖喱粉）、调味玉
米、胡萝卜、调味洋葱 /
调味料（氨基酸等）、香
辛料提取物、香料、微粒
二氧化硅、抗氧化剂（维
生素E）、甜味剂（甘
草）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乳糖、食盐、砂糖、
淀粉、葡萄糖、蔬菜粉、
糊精、海鲜粉、蛋白水解
产物、鸡精（包括小麦和
大豆）、荷兰芹、香味食
用油（含有虾）、香辛
料）、红柿子椒、调味虾
（含芝麻）、调味洋葱 /
调味料（氨基酸等）、色
素（栀子）、微粒二氧化
硅、香料、酸味料、抗氧
化剂（维生素E）、香辛
料提取物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乳糖、食盐、砂糖、
鸡精、粉油脂（包括大
豆、猪肉）、蔬菜粉、酱
油粉（含小麦的）、海鲜
粉、酵母提取粉、荷兰
芹、食用加工油脂、蛋白
水解物、香料、香味食用
油（含青花鱼）、鸡油、
葡萄糖、洋葱）、调味玉
米、调味虾（含芝麻）、
胡萝卜 / 调味料（氨基
酸等）、着色料（焦
糖）、酸味料、香料

干咖喱饭 西班牙海鲜风味米饭 虾仁炒饭

376kcal 372kcal 378kcal

6.1g 6.5g 6.5g

   过敏信息

本产品的原材料
中、含有涂
的过敏物质。

4531717310336 4531717310312 4531717310251

营养成分表示

3.5g 3.0g 3.5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1.1g 1.1g 1.5g

82.0g 82.2g 81.5g



魔法米饭　赈灾用食品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5年

5.125kg 5kg

粳米（日本产）
拌饭素（调味紫苏,调味
裙带菜）/ 调味料（胺基
酸）、酸味料

粳米（日本产）、裙带菜
米饭的配料（裙带菜、裙
带菜调味粉（食盐、酵母
提取物）） / 调味料
（氨基酸等）、酸味料

粳米（日本产）、青菜米
饭的配料（萝卜叶、食
盐、砂糖） / 调味料
（氨基酸）

白饭 裙带菜饭 青菜米饭

11,000日元 14,000日元 14,000日元

393kcal 380kcal 374kcal

6.2g 6.2g 5.8g

   过敏信息

本品的原材料中
没有使用过敏特
定原材料等28种
物质。

4531717340050 4531717340128 4531717340104

营养成分表示

1.1g 2.0g 3.1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1.0g 1.0g 0.9g

85.8g 82.8g 81.7g



魔法米饭　赈灾用食品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5年

5kg 2.15kg

粳米（日本产）、梅子吻
仔鱼饭的配料（鲣鱼高汤
（食盐、鲣鱼粉、砂糖及
其他）、调味梅、调味小
杂鱼、葱) / 调味料（氨
基酸等）、酸味料、着色
料（红甘蓝、焦糖）、抗
氧化剂（维生素E）

粳米（日本产）、什锦饭
的配料（竹笋、调味胡萝
卜、食盐、酱油（包括小
麦和大豆）、油炸豆腐、
砂糖、鸡精、鸡肉汤（含
乳成分）、牛蒡、糊精、
香菇、香菇提取物、发酵
调味料) / 调味料（氨基
酸等）、色素（焦糖）、
抗氧化剂（维生素E）

粳米（日本产）、糊化米
粉（粳米（日本产））
食盐

梅子杂鱼饭 什锦饭 白粥

14,000日元 14,000日元 12,000日元

374kcal 380kcal 163kcal

6.9g 6.6g 2.5g

   过敏信息

本产品的原材料
中、含有涂
的过敏物质。

4531717340111 4531717340135 4531717340043

营养成分表示

3.4g 2.1g 1.0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梅子杂鱼饭中使用的杂鱼是在虾、蟹的栖息地捕获的。

1.0g 1.3g 0.4g

80.6g 81.9g 35.6g



魔法米饭　杂烩粥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4531717310275 4531717310282 4531717310299

酱油高汤风味 韩式火锅风味 海鲜风味

280日元

5年

70g

营养成分表示

265kcal 262kcal 259kcal

5.2g 4.0g 4.6g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乳糖、食盐、鲣鱼干
粉末、酱油粉末（包括小
麦和大豆）、酱油、其
他）、油炸豆腐、鱼糕、
香菇 / 调味料（氨基
酸）、乳化剂、着色料
（焦糖、红曲）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乳糖、食盐、淀粉、
其他（包括小麦和大
豆）、香菇、调味葱、辣
椒 / 调味料（氨基酸
等）、香料、色素（焦
糖、红曲）、微粒二氧化
硅、酸味料、维生素B1、
香辛料提取物

粳米（日本产）、调味颗
粒（乳糖、砂糖、食盐、
其他（包括小麦、芝麻、
大豆、鸡肉、猪肉、鱼酱
粉（海鲜类））、调味玉
米、调味虾、鱼肉制品
（含螃蟹・鸡蛋） / 调
味料（氨基酸等）、山梨
醇、微粒二氧化硅、稳定
剂（加工淀粉）、香料、
着色料（红曲、焦糖）、
pH调节剂

   过敏信息

本产品的原材料
中、含有涂
的过敏物质。

1.7g 2.1g 3.5g

・在本产品的制造工厂中、制造含有虾、螃蟹、小麦、鸡蛋、牛奶、芝麻、青花鱼、大豆、鸡肉、猪肉的产品。

1.5g 0.7g 1.2g

55.9g 58.2g 56.2g



魔法意面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通心粉加工品（含有小麦、
日本制造）、奶酪培根意面
的成分（以脱脂浓缩乳、淀
粉分解物、砂糖、培根（含
猪肉）、煎洋葱（含大
豆）、牛奶或乳制品为主要
原料的食品、加工奶酪、猪
肉提取物调味料（包括鸡
肉、苹果）、其他（含明胶
的）） / 调味料（氨基酸
等）、增稠剂（黄原胶）、
抗氧化剂（维生素E）、磷
酸盐（钠）、香料、显色剂
（亚硝酸钠）、着色料（β
-胡萝卜素）

通心粉加工品（含有小
麦、日本制造）、香蒜辣
椒意大利面成分（糊精、
食盐、炸大蒜、猪肉提取
物（包括大豆、鸡肉、苹
果）、其他（含芝麻））
/ 调味料（氨基酸）、增
稠剂（黄原胶）、抗氧化
剂（维生素E）

通心粉加工品（含有小
麦、日本制造）、蘑菇意
大利面成分（嫩煎洋葱
（含大豆的）、平菇、杏
鲍菇、糊精、多明格拉斯
酱（包括牛肉）、食盐、
其他（包括牛奶成分、鸡
肉）） / 调味料（氨基
酸等）、色素（焦糖）、
增稠剂（黄原胶）、香辛
料提取物、抗氧化剂（维
生素E）、酸味料、香料

   过敏信息

本产品的原材料
中、含有涂
的过敏物质。

4531717510002 4531717510019 4531717510026

奶酪培根意面 香蒜辣椒意面
蘑菇意大利面

 (法式酱汁风味)

360日元

5年

63.8g 56.3g 59.9g

3.0g 1.4g 1.7g

45.5g 41.5g 43.9g

营养成分表示

247kcal 209kcal 222kcal

9.7g 7.8g 8.3g

1.4g 1.5g 1.7g

・本产品的制造工厂、制造含有小麦、牛奶、牛肉、芝麻、鲑鱼、大豆、鸡肉、猪肉、苹果、明胶的产品。



PAN de BAR 

产品名称

建议零售价
(不含税)

保质期

净含量

原材料名

虾 螃蟹 小麦 荞麦

鸡蛋 牛奶 花生 杏仁

鲍鱼 鱿鱼 鲑鱼子 橙子

腰果 猕猴桃 牛肉 核桃

芝麻 鲑鱼 青花鱼 大豆

鸡肉 香蕉 猪肉 松蘑

桃 山芋 苹果 明胶

JAN码

能量

蛋白质

脂类

碳水化合物

食盐相当量

・营养成分表示的数值为参考值。

PAN de BAR（原味）

480日元

5年

110g

小麦粉（日本制造）、砂
糖、起酥油、鸡蛋、杏仁
粉、人造奶油、脱脂奶
粉、粉末油脂、面包酵
母、干燥蛋黄、食盐、小
麦蛋白 / 乳化剂（大豆
来源）、香料、维生素
C、抗氧化剂（维生素
E）、色素（胡萝卜素）

   过敏信息

本产品的原材料
中、含有涂
的过敏物质。

62.0g

1.1g

・该产品的制造工厂生产含有橙子、腰果、核桃、香蕉、桃子、苹果、明胶的产品。

4531717200293

营养成分表示

502kcal

10.4g

22.6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