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祖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36-22820 /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8號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淵遠流長，漢字為文化的基石，蘊含歷
史及前人智慧，簡短的詞語亦或是單字即可表達深切的意涵，尤
其於祝福使用時，能夠傳達千言萬語道不盡之情意。
此瓶以「福氣滿盈」為設計意念，選用『喜氣紅』為整體設計視
覺，包材選用瓷瓶，除表現傳統瓷器美感，對內裝之馬祖高粱酒，
催陳效果良好，經過時間窖藏存放，口感更加清香醇厚。

馬祖高粱酒精選 53 度 - 福氣滿盈

香蜂一條根
082-320899 /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5號
本公司堅持使用持久性較佳之油性軟膏，顛覆以往封閉性油膏，
使其親膚性更好且擦抹後不會有油膩感。
本產品運動前後可適量用於肩頸、手足、背等肌膚，可舒緩全身
達到放鬆之效果。

萫蜂康寧舒緩油膏

金太武一條根本舖
082-371853 /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4號
1.添加金門一條根珍貴草本配方，深層舒爽、舒緩放鬆、舒爽解勞。
2.疲勞不適，一貼搞定，方便攜帶使用，居家或是出門在外必備良品。
3. 天然草本植物精油配方，氣味芬芳。
4. 歷年皆獲政府契作認證品牌（品質安心）
5. 適用於運動前後、手機 / 電腦族肩頸不適等日常疲勞。
金太武以「融會古今，華仁養生」為宗旨。集結百年傳承下來的
智慧，以仁愛為本、中華精神為韻，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讓
所有人更健康，擁有幸福生活。 金太武金門一條根精萃金武好貼布

王大夫一條根股份有限公司
082-323311 /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2段219號
一條根珍珠植萃洗沐禮盒內含「一條根芙蓉洗髮乳」與「一條根
芙蓉沐浴乳」兩項產品，提供您天然無負擔的純正潔淨。以金門
一條根搭配多種珍稀植物提煉，融和奈米級珍珠粉與小麥胚芽
油，奢華質地在肌膚形成守護膜。使用時，輕輕按摩讓金門一條
根萃取精華充分滲透，身心與頭皮壓力瞬間釋放，散發迷人亮澤
光采。

一條根珍珠植萃洗沐禮盒

一條根實業社
082-328668 /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2段306號
本公司透過萃取一條根精華，加入手工皂製作，精心研發出三種
香氣與特性的手工皂，分別為玫瑰香氛皂、微醺焦糖香草修護皂、
森林山谷雪松洗顏皂。
本品含甘油、植萃保濕因子，能在清潔的同時對肌膚產生保濕滋
潤的效果，肌膚洗後乾淨不黏膩，也不會使皮膚緊繃乾燥，柔軟
地觸感使肌膚呈現晶亮光澤。

一條根手工皂

頡利整體美公關顧問 ( 股 ) 公司
07-7773694 /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150號
產地台灣，非物質文化遺產柴燒手工藝品。
柴燒茶具好處主要在其柔水和軟水的效果，因而能進一步提升茶
葉的口感和茶湯的質量。因柴燒燒結的溫度已經達到瓷化的程
度，再加上有岩礦土的成份。故柴燒茶具比較適合沖泡烏龍茶、
紅茶、黑茶等。
本組茶杯榮獲2018、2019國際金執獎金茗獎指定比賽使用專用茶。
文創包裝設計：使用能重複使用多功能布包，創造綠色生活，不
污染環境。 鴿雪紅養生柴燒杯

烏山頭湖境渡假會館
06-6993222 / 台南市官田區烏山頭里嘉南92號(烏山頭水庫內)

以台南官田菱角殼為材料，顛覆以往農廢無法再利用的觀念，「官
田烏金」結合產、官、學、社將菱角殼開發成高吸溼、除臭效用
吸附包，同時兼具淨化水質及改良土壤等；運用於稻米栽種。變
成高附加價值的菱殼炭。
兩層式的禮盒經過拆解，可重生再利用，可當作菱角殼防潮包直
接使用，設計本身除了是禮盒，也可以是一幅無框壁畫。從產品
本身到整體包裝設計理念完全呼應「循環經濟，生態保育 ｣ 的精
神。是一個具有生命力又環保的伴手禮禮盒。 官田烏金 - 菱米晴光禮盒

德峰行糧食有限公司
06-2549333 /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81巷1號
本公司的米禮盒取自台灣花東縱谷無污染的好土壤、水源來自中
央山脈含微量元素的水灌溉、孕育出台灣頂級高能量好米。包裝
精美採用台灣特有動植物作為構想，象徵米粒珍貴及台灣優良米
種的保證，適合節慶送禮、結婚迎賓禮、活動伴手禮等。

狀元幸福米

錦霞樓
06-2231418 /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2段84巷7號
錦霞樓為阿霞飯店二代店。每日起著熊熊大火，用木炭將每批野
生烏魚子仔細炭烤到黃金焦香，切成一口薄片，真空後直達您的
餐桌，方便食用不需再加熱。
特製野生烏魚子，不會有過鹹、苦味，入口甘醇海味爆發。可自
行搭配白蘿蔔片、蒜片、蘋果片食用。選用 5 兩烏魚子切片，因
油脂豐富，若有油脂在真空包內為正常現象。
最佳賞味期請在兩個月內食用完畢。炭烤野生烏魚子一口包輕便
袋，固定 8 片，輕化包裝方便提取。 炭烤野生烏魚子一口包輕便袋

台南大飯店
06-2289101 /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號
台南大飯店超夯嚴選手作蛋糕 – 蜂蜜岩燒乳酪蛋糕。當蜂蜜遇上
柔嫩戚風蛋糕，在發揮出絕妙滋味之時，暖黃色澤起司片淋在蛋
糕上，甜鹹口感完美交融在一起。
選用從美國直達的低鈉起士片、台灣產蜂蜜糖漿與法國進口鮮奶
油所製成，香濃口感蜂蜜岩燒乳酪蛋糕是您伴手禮的最佳首選。

蜂蜜岩燒乳酪蛋糕

活佛素食
06-2600568 / 台南市仁德區大同路3段858號
1. 採用整顆猴頭菇撥絲
2. 自製台式韓國泡菜絲 ( 自然發酵較不脹氣 )
3. 韓式辣椒粉
4. 此 XO 醬顏色自然鮮豔，色香味俱全，不似坊間色系偏黑。

活佛頂級 XO 醬

彼緹娃藝術蛋糕
06-7236328 /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1-1號
芒果奶油酥餅蜂巢狀層次的餅皮，是製餅工藝的極致呈現。層次
均勻分布，提升口感與香氣。通過長時間慢煮麥芽糖的內餡 Q 彈
透亮，加入蒸炊過的台南在地農特產愛文芒果水果乾，酸甜滋味
融為一體，欲罷不能！

府城芒果奶油酥餅

森勝興食品
06-2300408 / 台南市關廟區南雄路2段41號
烘焙養生堅果核桃派內含核桃、葡萄、雞蛋為主原料、低筋麵粉、
白砂糖、大豆油、鮮奶水、鹽等原料，本產品不含色素、防腐劑、
香料、常溫可保存 7 天、冷藏保存 10 天。
吃起來不是蛋糕也不是麵包，軟硬適中、外表雖醜、但很好吃、
蛋素可食，是本店自行研發特色產品，銷售極佳送禮自用最佳選
擇。

堅果核桃派

傳承烘焙坊
06-2051779 / 台南市永康區國光五街25號
顛覆傳統，做工繁複，有別於一般傳統蛋黃酥，菠蘿蛋黃酥不只
多了一層酥脆外衣，視覺上也多了幾分討喜。
咬下一口，口中散發出濃濃奶香，是以紐西蘭安佳奶油調製而成，
蘇式月餅皮搭配著低糖烏豆沙及現打紅土鹹蛋黃，整體口感甜而
不膩、入口即化，黃金比例的搭配讓人垂涎三尺，久久無法忘懷。

菠蘿蛋黃酥

麥園烘焙坊
06-2684870 / 台南市東區富農街1段143號
40 年經驗老師傅堅持純手工製作。蛋黃酥外層酥脆，內餡飽滿搭
配新鮮現剝鹹鴨蛋，一口咬下，香酥和層次分明的口感，讓人難
以忘懷。
夏威夷豆塔，塔皮奶香濃郁酥脆，搭配進口夏威夷豆，淋上焦糖，
越嚼越香，麥園喜歡把豆子放滿滿，讓客人吃得滿意。堅持不添
加任何化學物，給客人吃的安心。

豆塔蛋黃酥禮盒

味榮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5320279 /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路701號
味榮在豐原耕耘 70 餘年，致力於結合在地農產與人文。味榮醬
油採用葫蘆墩圳水與米、並承襲老師傅的釀造工藝，成就了滴滴
亮亮的好味道。
味榮承襲日據時期創始人的職人精神，推出醬職人黑豆蔭油禮
盒。盒蓋及內襯紙的設計，以樸實的版畫，將蔭油製程視覺化，
呈現釀造古法的手感與文化，並以麴盤造型開發盒形，闡述味榮
引以為傲的釀造工藝，瓶身則採用手作紙張包裹，襯托蔭油的高
價值、創造視覺差異性。藉由賦予傳統工藝新世代的文創風格，
讓傳統的調味料成為年節餽贈的文創精緻伴手禮。 【醬職人】國產黑豆蔭油禮盒組

富源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4-23364675 / 台中市烏日區五光路復光6巷72號
（青）烏龍茶阿里山茶區，海拔 1600 公尺，收藏年份為 1990 年，
在不烘焙情況下（青）烏龍茶收藏年限夠才能演化成酸梅味的老
茶，如是（烘焙）過後，收藏演化成人蔘味的老茶，這就是台灣
茶的奧妙，值得珍藏的稀世好茶。

甕藏老茶

嘉味軒食品有限公司
04-23012180 / 台中市西區模範街12巷5號
採獨家配方，使用新鮮雞蛋製作，撒上滿滿杏仁片，真實材料看
得見。低糖少油，健康無負擔。
杏仁香氣十足、薄片口感酥脆～讓人意猶未盡，一口接著一口，
是備受歡迎的手工餅乾伴手禮。

杏仁薄片

黑沃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04-22624040 /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71號
黑沃耳掛咖啡禮盒組為黑沃經典明星商品，由台灣烘豆冠軍帶領
黑沃團隊研發的專屬配方掛耳咖啡，採用 100% 阿拉比卡精品咖
啡豆，禮盒內容包含黑 - 威力鼓及沃 - 聖曲，黑沃耳掛咖啡禮盒
曾榮登總統專機御用咖啡的殊榮。
黑 - 威力鼓帶有低沉而深刻，深遂且悠長，如同苦甜巧克力般令
人著迷的苦甘滋味。沃 - 聖曲帶有質感的蜜甜花果香氣，如同品
嚐一首柑檸梔子花的甜美咖啡配方。

黑沃耳掛咖啡禮盒組

華剛茶業有限公司
04-25266364 /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二街180號
由傳承五代之華剛茶業以最高標準，嚴選自世界最頂級的烏龍茶
產區：台灣梨山，從茶園種植、施肥管理、生產製作、慢火烘焙、
品評鑑定，配合氣候天時、環境地利、技術人和，以崇仁修義的
人文浩氣，淬鍊出台灣高嶺帝王至尊的凜然之韻。
【臻曦】華崗高冷烏龍茶 - 中焙火：茶湯帶有松果高雅香氣、鮮
甜蜜果香；口感綿密甘醇、喉韻渾厚、齒頰留香。
【冬陽】華崗高冷紅茶：茶湯散發甜果蜜香及烏龍茶韻；口感溫
潤綿密、甘醇滑順、餘韻香甜。 HGT 華剛君臨 ( 臻曦 + 冬陽 )

陳允寶泉食品
04-22222257 /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36號
在地老師傅手作日式軟 Q 麻糬，包覆紮實飽滿的義式提拉米蘇泡
芙，一口咬下，綿密的冰淇淋慕斯化在舌尖，冰沁微甜的濃郁口
感，帶給你奢華的幸福。嚴選紐西蘭、美國、法國、義大利頂級
進口原料，交織出日系與歐風的甜蜜圓舞曲！

月之露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04-26711477 / 台中市大安區興安路168號
沃農可可禮盒內含沃農紅可可和台灣可可。
【沃農紅可可】：濃郁綿密的可可包覆著甜而不膩的蓮蓉豆沙餡，
加入水滴巧克力更為豆沙的口感豐富了層次，多層元素交織成甜
蜜滋味，口感的複雜程度正代表著精湛的工藝技術呈現，讓人盡
情享受留在唇齒之間的甜蜜芬芳。
【台灣可可】：艷麗的紅麴外衣底下包裹著香濃綿密的巧克力內
餡，清爽的紅麴外衣入口化在舌顎後，那陣陣濃郁的巧克力香便
開始綻放，留下久久令人難以忘卻的美味，每嚐一口都是甜蜜的
幸福，濃淡適中的台灣可可，充分表現出成熟典雅的風味。 沃農可可

台灣伊莎貝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4-25687890 /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3段737號
* 源自法國傳統經典甜點 ~ 拿破崙派，經創意改造成就了 ~ 法式

千層酥
* 採用法國進口發酵奶油與杏仁粉、麵粉結合成派皮糕點，經 72

小時之熟成、定型為經典千層糕點酥。
* 純手工製作，經無數次繁複工序和時間醞釀，濃郁奶油風味、

酥脆口感與層次分明，變身為甜品中之極品，令人難以忘懷的
甜蜜“戀”滋味～彷彿沉浸法式浪漫交響曲的幸福體驗。

* 餅體千層與酥脆的唰嘴口感，又彷若天下第一酥。 法式千層酥

台中日光溫泉會館
04-22399000 /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2段光西巷78號
堅持不添加任何一滴水，純手工製作。濃純的奶香，伴隨著焦糖
的焦香，甜中帶點微苦，紥實滑順的口感，保證讓你吃得意猶未
盡。

日光焦糖布丁

丰丹嚴選本舖股份有限公司
04-23282789 /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277號
1. 選用台灣在地南投埔里大坪頂農產黃金百香果，將百香果汁

( 肉 ) 及其籽取出，過濾去掉過多籽核，再將百香果汁隔水加熱
濃縮後，加入嚴選獨特清香的蓮花綠豆，獨家研磨及其細緻口
感，入口即化，酸甜滋味，細緻動人。全產品不加一滴水，新
鮮百香果汁無添加無調整，純粹自然，濃密酸甜，冰涼爽口，
是夏天養生聖品。 

2. 極力推廣台灣農特產，穩定小農生計，也將台灣農產推向國際。
百香果冰糕

久久津乳酪菓子手造坊
04-22468808 /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2段203號
蘋果米餅 x 無麩質 x 無添加，不含六大添加物（鮮味劑、人工色
素及香料、漂白劑、品質改良劑、防腐劑）
脆、香、甜
『蘋果與米香的黃金比例』每一口，都感受到師傅堅持的初衷 !
不加水、不加糖、不加蛋、不加奶，還不加麵粉，100% 蘋果原
汁所製作，100% 水磨米製作，每一口都能吃到蘋果與米香的結
合，一片片還能看得到蘋果的紋理，讓 3 歲以上的小朋友跟純素
食者都可以吃的蘋果餅乾。 蘋果米餅

丸文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04-36086789 /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11路156號
丸文食品 MARUWEN 創於 1950 年，發跡於台中市第一市場 55
號攤位，從生產製作到批發零售，整條魚都利用到淋漓盡致的老
店，傳承 3 代，在地經營 70 年。丸文嘉年華禮盒，以環遊台中
景點為整體設計概念，海洋魚種們乘著熱氣球齊游台中，汲取台
中的著名景點與四季花卉意象為包裝的設計元素，邀請一同悠遊
於海洋鮮味的奇想世界中。

丸文嘉年華禮盒

驊珍食品有限公司
02-29753310 /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1段99號
紅豆：採台灣本土成長期需 100 天以上的非基改紅豆，以中火不
斷翻煮 3 個小時後再加入奶油用小火熬煮，使豆沙餡風味甘濃。
鹹蛋黃：使用屏東特級鴨蛋，以傳統紅土工法自然熟成 30 天，
口感鬆軟香醇。
餅皮：將奶油包入麵團中以二桿法延展包覆 3 次，烤出來的餅皮
層次分明，香酥化口。
◆ 獲獎：2016 年新北市蛋黃酥餅經典蛋黃酥組冠軍。

經典蛋黃酥

鎧樂餅舖
02-22773885 /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11號
為符合現代人追求養生健康的概念，因此將三峽碧螺春茶葉融入
鳳梨酥與蛋黃酥裡。
鳳梨酥加入碧螺春茶粉，讓鳳梨酥口感更豐富呈現清香美味與酸
甜。蛋黃酥酥皮加入碧螺春以及烏豆沙做成低糖低油的口味，吃
起來口感綿密，融合嚴選出來處理的鹹香烘烤鴨蛋黃，帶點濕潤
又豐富的油脂，一口咬下，讓人回味無窮，感受到茶葉的清香以
及蛋黃酥的美味，也讓我們製作烘焙的理念，食在安心、食在美
味、食在幸福，呈現在幸福茶點禮。 幸福茶點禮盒

糕點家有限公司
02-22260058 /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0-3號
時下最夯的網紅食品，採用多組顏色組合，用純手工的技藝，打
造出外酥內軟的層次分明感覺，讓人品嚐內餡紮實，口感細緻的
美味。

彩虹蛋黃酥

裕馥西點麵包店
02-29254795 / 新北市永和區保福路2段92號
本店綠豆椪嚴選豬後腿肉、自製秘醬配炒與綿密綠豆沙恰到好處
的豐盛口感，本產品榮獲新北市特色烘焙二星殊榮。

綠豆椪

黃源興餅店有限公司
02-22618987 /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166號
黃源興招牌鴛鴦雙喜禮盒，給所有親朋好友分享幸福的感覺，以
黃源興招牌糕點，冠軍五仁酥餅以及招牌鴛鴦喜餅，與台灣在地
食材製作出來的手工餅乾，分享健康、經典美味，幸福的記憶與
想念的好味道，在這美味的禮盒中，一同分享。

黃源興招牌鴛鴦雙喜禮盒

浩漢食品廠有限公司
02-29899831 /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530巷17號
◆ 全新夢幻童話風，米寶造型手提禮盒
◆ 全台限量發行，獨家設計，雙面手提盒型 ( 米寶公主 & 王子公仔造型 )
◆ 內盒可變身為手提面紙盒 ◆ 內頁可以著色畫畫
◆ 嚴選好物點心，充滿歡樂想像
◆ 內裝招牌商品 - 米花說系列 ( 岩烤海苔、義式帕瑪森、醬燒香蔥、

檸檬巧克力、芒果煉乳 )、花果凍 ( 芒果、草莓 )、QQ 凍接力
棒 ( 葡萄、荔枝 )

* 手提禮盒，環保再利用、好玩、好吃、好畫、好用，顛覆您的
想像！一定要擁有！ 一米特米寶歡樂袋

格麥蛋糕
02-26855205 /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34號
酥鬆的餅皮中，飄逸著頂級奶油的香醇，將流沙內餡適度融合鳳
梨冬瓜醬的口感，一口咬下，綿密口感、爆漿餡料難以忘懷，一
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流心奶黃鳳梨酥

巧和軒烘焙坊
02-29678036 /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21號
綠豆干貝酥是由純綠豆餡包入頂級 XO 醬。
干貝需加上低溫烘烤，外酥內酥，比傳統綠豆凸（魯肉）不油膩，
吃起來有海鮮干貝的鮮與甜，而餅皮的口感酥及綿密。
干貝醬是把干貝及水拌勻後低溫發酵二天後再加入蠔油拌炒。嚴
選的食材，堅持的品質。絶無添加防腐劑，食材絶對新鮮。

綠豆干貝酥

樂丘洛烘焙屋
02-86665897 / 台北市松壽路11號B2
多款獨家造型自由之菓，主廚特調佐料裹覆著爽脆健康堅果，與
眾不同的獨家好味道！
嚴選比利時巧克力、京都抹茶粉、優質堅果，新鮮急凍天然乾燥
草莓、香蕉等。
全品項更通過 Intertek 檢測。
五種口味一次繽紛呈現，微甜不膩剛剛好的香脆！往後也將持續
推出獨家新口味！

自由之菓禮盒

霈方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2-27755566 /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10號6樓
田園維納斯 - 伊甸鮮果園系列以台灣代表性水果為發想，將生長
於大地中象徵愛情的果實，化為生活中的唯美片刻，隨時感受愛
情的浪漫氛圍！
採用先進的多層親肌保水膜，能充份釋放高效保養配方；特殊 12
道裁切設計，可調整符合臉部輪廓，搭配小玉西瓜、金黃芒果、
紫晶葡萄、荔枝、水梨、紅蘋 C、草莓等多種配方選擇，肌膚更
加水潤耀眼！

田園維納斯親肌保水膜

魔咕飲國際生技有限公司
0800-0900587 / 台北市敦化南路2段97號17樓
生活就要酵 ~ 活酵康普茶
台灣第一支榮獲世界品質評鑑大賞金牌獎的康普茶
台灣第一支兼具活菌與活酵的康普茶
活酵康普茶有著綿密的氣泡，淡淡的紅茶香交織酵素的酸甜，不
僅好喝更是健康機能的清爽微氣泡飲料，美容養顏並促進新陳代
謝。每瓶只有 40 卡並經過國家級檢驗所檢驗，和愛之味第一生
技共同研發，低咖啡因適合全家大小一起飲用。康普茶的好處：
維持健康活力，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體內環保，保持青春活力、
增強體力、維持鹼性體質。 活酵康普茶

蕊杜巧克力工坊
05-2369555 / 嘉義市西區上海路29號
蕊杜珍藏禮盒口味豐富，選用在地食材，民雄金桔、東石花生、
阿里山黑糖、中埔龍眼花蜜、梅山烏龍茶梅子等。其中金桔搭配
70% 黑巧克力與榛果餡和牛奶巧克力層層堆疊；「花生」瑰麗綠
色裏頭包著帶顆粒感，濃厚香氣迷人，「烏龍茶梅子」滿滿牛奶
巧克力搭著茶梅，酸甜可口。顆顆顏色繽紛，精緻的巧克力禮盒，
可以自行挑選口味，是店裡人氣最高的伴手禮。

蕊杜珍藏禮盒

薯職人食品商店
0988-711232 / 嘉義市西區青年街15號1樓
採用在地台灣嘉義縣太保市的優質米與最香甜的台農 57 號地瓜
的巧妙融合，以黃金比例烘焙出豐富口感鮮甜不膩的創新美味。
利用兩種傳統的台灣零嘴，爆米香與地瓜酥結合創造出來的薯菓
子，不僅有米的香甜滋味，也有實實在在的地瓜香，一種產品兩
種口感。

薯菓子

湯城鵝行
05-2761601 / 嘉義市東區北門街3號
鵝伴手禮 - 突破你對鵝的想像
嘉義在地伴手禮，將美味的鵝品料理透過專業的加工技術，不只
能讓來店內用餐的朋友可以將美味鵝品帶回去料理及分享，也可
到線上商店購買，同時將透過創新與創意，獨家開發更多鵝相關
之食品及用品。
Q 綿鐵鵝蛋 - 熱銷萬顆！＊小火滷製 8 小時＊
高品質鵝蛋以獨家秘方醬汁入味，蛋白 Q 彈不韌、蛋黃綿密如起
司蛋糕，冰過更好吃。
＊特色禮品，最佳伴手禮＊嘉義在地伴手禮熱銷推薦！ Q 綿鐵鵝蛋

嘉冠喜食品有限公司
05-2866087 / 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263號
媽祖、土地公都是我們生活中很親民的傳統信仰，將這些台灣在
地的民俗文化，結合 Q 版圖案烙印在煎餅上，就是這產品的特色。
同時也融入傳統習俗的「吃平安餅」，呷平安呷發財的意思，祈
求保佑平安發財。
在圖案上也加入了創意巧思，「翻轉藝術」。正面看慈祥微笑的
媽祖，當上下翻轉後就變成莊嚴祈禱的表情。

諸羅神鑑 – 神明公仔煎餅禮盒

卜大食品有限公司
05-2200366 / 嘉義市吳鳳北路330號
乍暖還寒的春天，喝一杯單純的黑糖蜜水，溫潤且順口。
炙熱酷暑的夏天，淋在剉冰上的黑糖蜜漿，清涼且消暑。
金風送爽的秋天，吃著添加黑糖蜜的蛋糕，香甜且味濃。
呵氣成霜的冬天，和家人一起喝黑糖薑湯，溫馨且暖身。
一年四季 365 天，黑糖蜜存在於你我身邊，歷久而彌堅。
卜大出品，食安放心，吃出活力，吃出美麗。

黑糖蜜

新台灣餅舖有限公司
05-2222154 /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294號
嘉義市舊名「桃城」，清朝年間諸羅城輪廓狀似蟠桃而得名。現
今中央噴水池為蟠桃之尾，故有「桃仔尾」之稱。中央噴水池是
嘉義人的精神地標，陪伴市民度過珍貴時光。
本舖自日治時期即座落於中央噴水池旁營業迄今超過百年，見證
中央噴水池的演進變化，特別推出一款以中央噴水池為意象的古
早味大餅「桃城噴水餅」。
嚴選鳳梨製作內餡，搭配餅皮新配方，在濃郁的自然風味中，增
添綿密口感，甜而不膩，讓人回憶起濃濃的古早味。 桃城噴水餅 ( 鳳梨口味 )

南馨食品店
05-2716358 /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358號
鳳梨酥是台灣特色點心，南馨食品將酥鬆的傳統鳳梨酥改良成方
便入口、不易掉屑的一口大小，精緻小巧，餅皮香酥爽口、內餡
軟 Q 可口不甜膩，老少咸宜，廣受大眾喜愛，是送禮自用兩相宜
的伴手好禮。
阿里山 ® 為南馨食品店已註冊之商標。

鳳梨酥

聖保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5-2857338 /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劉富街21號
聖保羅熱銷蛋糕，多家媒體報導，蓬鬆柔軟細緻的減糖蛋糕體，
夾帶著 100% 手工特製的香醇芋泥餡，不添加任何香料防腐劑，
每一口都能吃到紮實純芋泥的濃厚香甜。

重芋泥蛋糕

海瑞食品有限公司
03-5261115 / 新竹市西門街98號
海瑞的和牛摃丸在製程上是採用 100% 澳洲「新鮮和牛肉」製作，
新鮮的和牛肉本身帶有油花及香氣，因此其製作出來的和牛摃丸
本身帶有與眾不同獨特香氣。
資深的老師傅需要憑自身的經驗來觀察每批和牛肉品質及油花分
布狀況來對製程的每一個環節做調整，馬虎不得，和牛摃丸也正
因為經過繁複的製作工藝，才能 Q 彈可口、富含肉汁。

海瑞原味和牛摃丸

傻瓜肉粽
03-5266846 / 新竹市西門街289號1樓
秉持著對待家人疼愛小孩的心意，堅持用料安心健康，結合了傳
統美味與現代養生概念。
【低油、低鹽、不加味精；美味、健康、料多實在】，嚴格要求
把關優質食材，我們拒絕任何素肉、素料、合成麵粉等加工再製
品，嚴選穀類紅寶石 ~ 紅藜麥、金絲山珍 ~ 猴頭菇、豆中之王 ~
雪蓮子、新社冬菇、100% 純葵花油等全天然食材，是茹素者兼
具美味與健康的最佳選擇。

紅藜猴頭菇素粽

新尚室工作坊
03-5200079 / 新竹市明湖路486巷49號
【心飴之椒麻花生牛肉乾牛軋糖】：傳統牛軋糖的選材及風味的
基礎上，採用新竹在地馳名廠家出品的椒麻花生和牛肉乾，以更
加細緻的手作工藝，打造出驚艷的鹹甜交融，辣裏藏香的特殊口
感。爽口不黏牙，老少皆心儀。
【心飴之枸杞杭菊南棗核桃軟糖】：源於傳統南棗核桃軟糖的手
作工藝基礎，採用優質的進口核桃，國產棗泥漿，棗泥豆沙；增
添了經嚴選的大新竹地區種植的綠色環保枸杞及杭菊，使得本品
更形增色，蘊創意，富養生。清甘減甜膩，爽口不黏牙；老中少
皆青睞，實為最佳口伴新愛。 心飴牛軋軟糖雙拼禮盒

大新餅店
02-24243060 / 基隆市中船路70號
本店的招牌 - 咖哩肉餅，是阿宗師以其 50 多年的製餅功夫所研
發出來的招牌商品。咖哩餅有葷、素兩種，咖哩肉餅好吃的秘訣
在於餡料每日現炒，用的是宜蘭黑毛豬的後腿肉，融合獨家咖哩，
經過五道繁複耗時的拌炒，才能將香濃的咖哩浸入富有嚼勁的大
塊肉角，並融合白鳳豆餡，從內而外層層的香氣與口感，迴盪出
絕佳的美味，曾有酷愛咖哩的日本觀光客品嚐後，對於只有二兩
重的咖哩餅，能產生如此的美味而給予 ｢ 黃金二兩 ｣ 的讚嘆，如
此珍貴而精緻。 招牌咖哩餅

世紀食品行
02-24625668 /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31號
基隆在地 40 年老店明星商品 - 帝王酥，有帝王之名豐盛之意，
超霸氣五合一的黃金比例，內含萬丹紅豆、鹹蛋黃、麻糬、夏威
夷豆、奶酥，每一顆都是純手工製作，飽含師傅的用心，完美融
合甜鹹不膩，多層次的口感豐富您的味蕾。

帝王酥

連珍餅店
02-24223676 /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42號
利用綠豆糕及奶酥糕，將棗泥包覆在夾層做內餡，增加綿密細緻
的口感，外觀上採用花瓣綻放的立體造型，在入口的瞬間，棗泥
糕特有的豐富滋味會在口中如花朵綻放般地散發出來，這時再配
上一口茶，茶帶來的些許苦澀和香氣，搭配上棗泥糕的口感層次，
才是在品嚐糕點時獨有的享受。

棗泥花糕

江福記餅店
02-24223712 /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68號
擁有芝麻香氣的香酥脆皮，包覆住綿密的紅豆沙餡，與 Q 彈的麻
糬加上鹹香的肉脯，口感層次豐富，鹹甜爽口。

三 Q 餅

海島海產大賣場
06-9265686 /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28號
XO 干貝、中藥、枸杞提味而製成的純干貝 XO 醬，滿滿的鮮甜
干貝，更是美味的海洋饗宴。我們有單罐禮盒包裝，打開澎湖天
人菊的設計，好吃又好看，送禮自用兩相宜。

純干貝 XO 醬
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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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醬家食品有限公司
06-9216005 /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97-8號
風茹草，生長在靠海邊的山坡地上，含豐富微量元素及鐵、鈣、
鉀等多種維生素，盛產於澎湖群島，多用來煮茶，素有澎湖青草
茶之稱，是澎湖地區最大特色之一。
典醬家選用熬煮出來的風茹草茶結合而成 Q 果凍，入口時帶有醇
厚的茶甘，清爽甘甜、不帶酸苦的口感讓暑氣一掃而光。

風菇 Q 果凍

御品家
06-9273886 /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1063號
御品家提供風味獨特、多樣化的澎湖特產，從原料製程、品質，
堅持嚴格控管。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色素和防腐劑。讓消費者
「買的安心，吃的放心」是我們的責任，滿足每一位饕客挑剔的
嘴，亦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御品家是您購買澎湖特產的最佳選擇。

御品家抹茶紅豆冰心糕

三凱餅舖
06-9214742 /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103號之3
三凱餅舖為澎湖在地製作古早味伴手禮名店，其中更以煎餅技藝
特別卓越！「紅麴薑餅」就是將古法煎餅口味更加以提升，採用
古法釀造的酒釀紅麴與純老薑磨製萃取薑汁和薑渣，一同拌料煎
製而成！「紅麴薑餅」口感薄脆，除了薑香濃郁還帶有另一股酒
釀紅麴香味，是品茶贈友絕對好禮。

紅麴薑餅

臻虹食品企業行
06-9219469 /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113號
澎湖唯一【黃金 XO 酥】
金黃外皮為傳統鳳梨酥奶香口感，包裹「臻虹」獨家研製 XO 干
貝內餡，多到會卡牙縫的干貝絲，完美結合鹹甜口感，不膩口不
死鹹。頂級美食饗宴，一推出即好評不斷！
過節送禮、孝順長輩、寵愛自己都超合適的一款禮盒！

黃金 XO 酥

台灣一炮實業有限公司
03-8310607 / 花蓮市中山路417號
台灣一炮名茶 - 有機好茶禮
原料是選用佛手茶種及紫芽茶種，皆是屬於山茶科大葉種。因品
種特殊少生長期長，採收期短兒茶素較一般茶樹高。
【佛手紅茶】: 香氣濃郁帶有自然果香，滋味甘醇喉韻佳，湯色透
亮獨具有花蜜香，清人肺腑。
【紅心山紅茶 ( 紫芽茶種 )】：其特色收斂性高花青素含量高，其
濃稠的膠質口感滑順，有原野芳香氣，飲後回甘生津。
這兩款茶種組合的有機好茶禮盒，有機安全優質無毒，送禮、珍
藏兩相宜。 台灣一炮名茶 –

有機好茶禮盒

美妙養蜂場
0953-671188 / 花蓮市國裕里富裕十五街31號2樓
花蓮　美妙養蜂場－ 40 年薪火相傳堅持的好滋味
來自花蓮好山好水的環境，孕育出健康強壯的蜂群。完整生產紀
錄，確保蜂蜜持特有元素及 SGS 安全檢驗百分之百純正天然美妙
蜂蜜。
【黃金百花蜜】: 天然花蜜淡雅獨特清香，入口後有層次喉感。

黃金百花蜜禮盒

新味醬油食品工廠
03-8323068 / 花蓮市博愛街134號
大地孕育的黃豆與花東海域 600 公尺深度下的水結合之後會有什
麼結果？
海淬醬油前味帶著醬油香氣，隨之而來帶著是淡淡昆布味，海洋
深層水的微量元素不只讓醬油口感風味更加多元豐富，也幫食材
更上一層樓，不只在使用上更增添食材風味，搭配海鮮料理，更
是一絕。

海淬醬油

舞鶴茶園
03-8870222 /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中正南路2段336號
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自日據時代就是一個種植咖啡的重要產地。
舞鶴位於花東縱谷之間，水氣充足，全年起霧，土壤肥沃且位於
北回歸線上，是世界公認種植咖啡的最佳緯度帶。
舞鶴茶園以公主咖啡為品牌名稱，致力於推廣花蓮在地的好咖
啡。公主咖啡帶有甘醇的茶香氣，不苦不酸不澀，口口回甘，滴
滴香濃，是代表花蓮好山好水好環境的最佳伴手禮。

臺灣公主咖啡 –
濾掛咖啡禮盒

洛邑地瓜酥
0910-499910 /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1段851號
好山好水好產品，農民辛勤所栽種的紅寶石洛神花，釀製成洛神
花醬，搭配香濃酥脆的台農 57 號，地瓜酥，兩個產品在嘴巴相
結合蹦出，酸酸又甜甜，脆脆的戀愛滋味，洛神花此產品搭配了
地瓜酥將展現了台東農民辛勤的代表作。

洛神花地瓜酥

小麥廚坊烘焙餐廳
08-7366666 / 屏東市華正路46號
採用新鮮洋蔥脫水煙燻成乾後，加入嚴選雞蛋跟法國奶油製成的
麵糊。鹹香脆口的滋味、有別於一般市面上的蛋捲。

煙燻洋蔥蛋捲

勝棋製餅舖
08-8683666 /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107號
採用屏東在地新鮮檸檬搭配糖漬檸檬皮丁，加上特選白鳳豆，酸
中帶甜的美妙滋味，不但挑動消費者的味蕾，同時也讓消費者回
味無窮。

清香檸檬

芳鼎股份有限公司
08-7341199 / 屏東市和平路422號
本公司經營富盈喜宴會館，料理團隊精選屏東在地冬季盛產青
脆、纖維細緻的包心白菜，以手工刀切及流動水洗滌方式，去除
農藥殘留。在減鹽的醃製過程，堅採古法重壓式及人工翻動，續
以過濾活水去鹽讓白菜活化，恢復白菜的脆度與甜度。不加防腐
劑的堅持下、呈現給消費者色香味齊全、口感佳、品質好又食用
安心的美食。

富盈黃金泡菜

竹峰茶行
08-8685855 / 屏東縣新園鄉新東村中厝巷43號
竹峰茶行秉持古老傳承炭焙功夫茶的精神與製茶工序，每一個步
驟都充份傳達對茶葉品質的堅持。因此「竹峰茶行」的炭焙功夫
茶（炭焙小綠葉蟬叮咬吸食蜜香紅茶），皆是竹峰茶行誠實、信
譽的保證。
竹峰團隊深入研究多年後，用田口法實驗，研究出炭焙功夫茶品
質最佳化參數，以新技術改良傳統烘焙法，以達到更趨完美的品
質，因此獨創出「炭焙筒陰陽火控制法及炭焙功夫茶補瀉火大法」
的新式烘焙法。

炭焙蜜香紅茶

義益農產有限公司
05-3716767 / 嘉義縣太保市後庄里10-6號
薯職人阿里山旅行版禮盒內含 6 種口味產品，結合嘉義在地太保
市溫室小蕃茄的小蕃茄乾口味地瓜酥、嘉義民雄金桔果乾的金桔
地瓜酥、實實在在台灣檳榔心芋做成的芋頭酥、濃濃芝麻香的芝
麻地瓜酥，由青豆、黃豆、黑豆、南瓜子、枸杞組成的綜合果仁
地瓜酥，有著香香的豆香，酸酸甜甜的蔓越莓乾做的蔓越莓地瓜
酥。一次享有六種在地食材。

薯職人阿里山旅行版禮盒

兆玉山農產行
05-2586332 /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隙頂62-2號附3
以精選咖啡豆為原料，經傳統方法精釀發酵所生產的飄蜜香咖啡
露具有豐富口感與獨特香味，是人類飲品中最具藝術性、變化性
的飲品。
咖啡具抗氧化物，對健康有益，其所含的活化酶有利尿作用，適
量的飲用咖啡能提振心靈健康，對血脂有保護作用，預防心血管
疾病，降低罹患糖尿病風險，增益身體健康是本產品的特色。

飄蜜香咖啡露

小夫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5-2200655 /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村牛稠溪590號之11
源始於嘉義最道地的正宗雞肉飯風味。獨家油包配料搭配關鍵獨
門醬汁，撒下爆香蔥酥完美結合！每一口都讓您的味蕾有一層層
動魄驚心的「雞肉飯風味」口感，油潤入喉、蔥酥順口，醬香撲
鼻的美味感受，吃起來清香不油膩，到味不過鹹！
搭配百分百陽光日曬的波浪刀削麵條，更能完整吸收雞肉飯風味
的醬汁香氣，給您爽口入味的極致享受！攜手重磅聯名推出星級
美味！完美復刻在您的舌尖上。來嘉義吃雞肉飯，在家也能吃雞
肉飯風味拌麵！

雞肉飯風味拌麵

金豐碩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05-3714221 / 嘉義縣水上鄉大崙村89之13號
成熟的稻穗，金黃色澤的稻穀，緩風吹過，陽光照耀，純淨的水
源，這是嘉的味稻。
1. 以 8° C 低溫冷藏確保米的新鮮度，訂購後新鮮現碾。
2. 香 Q 口感極佳，米粒飽滿整齊，直鏈性澱粉含量低，具有優良

且穩定之食味品質。
3. 農藥殘留經第三公證檢驗 374 種及重金屬合格，保證不添加進

口米。
4. 等級和純度委託工會檢驗具有產地證明，取得生產履歷認證，

生產過程追溯。 嘉有好禮

宜湘園國際餐飲
05-2269577 / 嘉義縣民雄鄉民新路101號
每天使用新鮮現宰溫體豬肉，每隻豬嚴選上等五花肉，低溫手作
按摩，真空包裝且不含防腐劑。

手作按摩鹹豬肉

天美珍餅舖
05-2561008 /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142號
本店 1943 年創立，位於老街上，傳承三代，早期以做喜餅和麵
包糕點為主，販賣給當地的鐵路工人及旅客。
後來將傳統糕點結合火車文化，把蒸汽火車圖案烙印在糕餅上，
取名「畚箕湖火車餅」為當地伴手禮，近來將火車餅從 1 斤重改
為現代 1 兩重的點心，為第三代畚箕湖火車餅，符合現代化需求，
並且做成 4 種口味，多樣化經營且將阿里山小火車包裝成禮盒，
具有當地獨特性，為奮起湖必買之特產。

阿里山小火車禮盒

弘家馨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05-2891706 / 嘉義縣水上鄉義興村番子寮20之1號
使用來自北歐芬蘭，擁有全球冠軍奶油頭銜百年歷史的 Valio 蔚
優發酵奶油，因為融點低，濃厚奶香完美融合於手作煎餅內，口
感更清爽，不油膩。真材實料的手作煎餅，讓人一吃難忘的幸福
滋味。

手作煎餅

瑞春醬油有限公司
05-5882288 /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438號
瑞春醬油 2010 年特別推出五款新風味醬料組成的伴手禮 - 五虎
醬 ( 黑豆醬油 / 紅麴醬油膏 / 白醬油 / 蒜蓉醬油膏 / 香菇素蠔油 )，
不僅巧妙搭配三國時期 - 蜀國知名五虎將人物，更加以描繪了五
虎將個人鮮明特色，使其賦予五款新風味醬油嶄新的定義！瑞春
醬油五虎醬系列醬料象徵五虎 ( 福 ) 臨門，闔家平安。
張飛：黑豆醬油
關羽：紅麴醬油膏
趙雲：白醬油
馬超：蒜蓉醬油膏
黃忠：香菇素蠔油

五虎醬

虎珍堂
05-6328835 / 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147號
三疊丰味   一品晶宴
雲林憨吉新巧思，一口嚐盡鹹甜香！「芋」頭的香、鴨蛋「黃」
的鹹、憨「吉」的甜，融合為虎珍堂獨創的「虎丸御皇吉」。超
乎想像的繁複工法，將三樣食材做三重疊覆。淺嚐一口，感受三
種滋味層次分明、各有千秋的恣意綻放；細細咀嚼一番，卻融合
為前所未聞的獨到風味，酥裡帶勁、甜裡含韻，綿密不黏膩，爽
口一口再一口！

虎丸御皇吉

德成餅舖
05-5322731 / 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123號
斗六蜂巢餅俗稱香壽餅，是種傳統中式糕餅，因其高溫烘烤後會
產生濃郁撲鼻的香味而得名，其內餡包含了新鮮豬肉、蒜頭、紅
蔥頭組合而成，遵循古法製造；且因內餡加入了冬瓜，讓其有如
蜂蜜般的香甜口感，鹹甜搭配得宜，令人一口接一口；由於餅的
外觀有很多的透氣孔，有如蜂窩形狀，斗六人以其香氣與外觀取
名為香壽餅、蜂巢餅。

斗六蜂巢餅

沅璋商行
05-5968848 / 雲林縣斗南鎮林子里300號
梅婆餅是採用台灣的梅子醬為主軸，以老婆餅為發想，加入梅子
的元素，有種酸酸甜甜的感覺，酥軟入口即化，取媒婆的諧音，
加入火龍果原汁調為桃紅色有喜慶的溫潤感覺，就像媒婆鼓動三
寸不爛之舌，巧妙的牽起一段美好姻緣，這其中的酸甜滋味，只
有親自嚐一口梅婆餅方能感受。

梅婆餅

鴻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49-2352345 / 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民權西路266號
◆ 多種蔬果萃取
◆ 添加機能性菇蕈多醣體
◆ 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 長期飲用可調整體質
◆ 養顏美容
◆ 健康維持
◆ 青春美麗

多梅好酵素

草屯鎮農會
049-2330633 /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90號
草屯鎮農會「茶見米好」禮盒內容物含有 1 罐五穀豐收茶及 6 包
玄米米奶茶，為一款含有草屯鎮在地好米的獨創茶品禮盒。
五穀豐收茶每罐裝有 30 個立體茶包，茶體使用草屯在地 5 種特
色米糧：糙米、紅薏仁、紅豆、黑米、米糠，溫潤的穀物茶湯完
全不含咖啡因，暖心又富含維生素。
玄米米奶茶茶包內含 1 個魚池阿薩姆立體紅茶包及 1 包含有米穀
粉的香甜奶包，先沖出茶味後再加入奶包，攜帶方便、冷熱皆好
喝。

「茶見米好」禮盒

巨峰茶業有限公司
049-2355148 /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2段48號
高聳山峰裊裊煙霧，清晨露珠輕輕落在精緻葉片上，緩緩長成風
味特佳、色澤鮮活的茶青仙子，幻化成滋味甘美、香甜醇厚、水
色蜜綠的茶湯，如置身於一場森林舞會中，曾有人說『人生至少
要有兩次衝動，一場奮不顧身的愛情和一段說走就走的旅行』，
如果你還沒有踏上旅途的衝動，就和我們先沉浸在好茶中走一
回，旅行的萬種風情全化作你口中品嚐的茶品。炎炎夏日，快來
一場輕旅行吧！

巨峰茶業 - 峰情萬旅茶禮盒

南投縣農會
049-2222021 /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1號
南投縣農會榮獲 2018 年亮點茶莊，三心茶莊高山紅茶讓顧客『買
的安心、用的放心、送的開心』，致力推廣茶產業休閒農業，從
上游的種植到下游的行銷，不惜委託專業團隊包裝設計，賦予農
產品嶄新形象，我們希望從種植、加工、行銷三位一體，用一條
龍模式協助農友行銷茶葉。對消費者而言，有農會把關審核的產
品，可以保障消費者，買的安心、用的放心、送的開心，這就是
南投縣農會給消費者的信心。

三心紅茶禮盒

南投縣國姓鄉農會
049-2724011 / 南投縣國姓鄉柑林村中正路2段357號
國姓鄉農會有機黃薑黃來自於國姓鄉九份二山，海拔高達 1200
公尺，水源來自純淨山泉水灌溉，種植原始友善土地，用生物肥
料有機益菌養地，5 年養地栽種，採有機無施加農藥及化學肥料
管理，生長環境土壤肥沃、陽光水分充足，無汙染環境下成長，
香氣及營養特別優良。
栽種 3-6 年收成 1 次。
通過 371 項農藥檢驗，符合國家農藥安全殘留標準。

有機薑黃禮盒

仁愛鄉原鄉驛站展售中心
049-2920480 /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中正路80-3號
仁愛鄉鄰近奧萬大的松林部落，近年來極力栽培段木香菇，所使
用的材料有楓香及殼斗科木材。
本鄉因環境、海拔適合栽種段木香菇，30 年前就己開始發展段木
栽培香菇產業，菇菌在段木上 ( 青楓樹 ) 接種後，歷經 10 個月左
右的生長期，所產的菇面平整色澤好，菇肉圓潤豐厚、味道鮮美、
香氣沁人、香氣清香、營養豐富，更帶有林木的自然獨特風味，
格外香醇。

伊娜谷段木香菇

南投縣仁愛鄉農會
049-2802249 /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150號
2016~2018 連三年獲選農漁會百大精品，座落於山之巔，雲霧
瀰漫的大禹嶺茶區，在寧夏的季節，蟲鳴鳥叫的熱鬧聲中，在每
年一季最佳的節氣裡，自採茶人熟稔的手中採摘加工製成最頂級
之茶品，香氣甜潤裡帶秀雅花香，滋味醇郁中隱現甘韻水色明亮
金紅浮麗色，外觀條所勻整毫隱現就像酒紅朱雀，棲身於 3,000
公尺下的常綠闊葉林中。
朱紅亮麗的外衣，與「大禹嶺朱鵲紅」的水色相互輝映所以顯出
它的珍貴稀有，而它就是我們口中傳述的紅寶石。

大禹嶺朱鵲紅茶

妮娜有限公司
049-2919528 /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32號
【世界巧克力冠軍～鳳梨黃金葡萄乾】：南投金鑽鳳梨帶有濃郁
香氣佐法國巴芮脆片，搭配比利時白巧克力，裹上黃金葡萄乾的
Q 彈口感，天然的甜度加上香氣逼人，酸甜可口。
【世界巧克力銀牌～炭焙烏龍茶巧克力夏威夷果】：台灣傳統慢
火長時間重烘焙的烏龍茶，以低溫慢磨，保留熟香炭火香氣，搭
配比利時白巧克力，裹上澳洲進口的夏威夷果仁，一口大小，最
佳零嘴。
【世界巧克力銅牌～紅玉茶巧克力夏威夷果】：採用台灣台茶 18
號茶的有機紅玉紅茶原片茶葉，具有濃郁的薄荷香氣搭配比利時
白巧克力，裹上澳洲進口的夏威夷果仁，清新爽口，營養滿分。

乾果巧克力綜合禮盒

本草自然生技有限公司
049-2760919 /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18號
本草自然左手香真心皂禮盒，以當初林坤永董事長救父的仙草 -
左手香為主題。
禮盒中含有左手香真心皂、左手香深層潔顏露、艾草平安淨身皂，
可以看到手工皂上印著大大的台灣 LOGO，台灣製造，並以南投
在地和園區所種植的左手香與香草植物，通過 GMP 工廠精心製
作，讓消費者使用到最天然健康安全的產品。

左手香真心皂禮盒

甕香特產企業有限公司
0928-955258 /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秀水巷23-8號
台灣在地野生山茶交織緬甸大葉種茶樹孕育而成的日月潭台茶 18
號紅玉紅茶，藉由山間的清新，鎖住天然肉桂以及淡淡的薄荷香
氣，高貴的紅寶石柔滑圓潤，存放於醒茶甕裡喚醒茶本身的甘醇，
並藉由特製天然健康竹炭片，達到除溼與防潮的效果，覆以環保
竹製茶甕禮盒，完整呈現日月潭紅茶的品質，茶農的故事、台灣
的好滋味，願透過此甕香紅玉紅茶，傳達給您。

甕香紅玉紅茶 4 兩甕組禮盒

百桂食品有限公司
04-8825058 /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1段336號
Open The Door 為您逗留
豆留禮盒是採用經過精挑細選的花生與特選堅果，精心製作而
成。
其中的椒麻花生酥脆順口，具有濃郁香氣的花生與大紅袍花椒的
結合，讓香、麻、辣在您的嘴裡迸發，一口一口停不下來。
綜合堅果，係從不同國家挑出當地優選作物，用低溫烘焙而成，
鎖住原始滋味，讓您不用出國也如同置身國外。

豆留禮盒

賀得製襪有限公司
04-8712668 / 彰化縣社頭鄉忠義路668號
襪品採用竹炭紗，有益人體健康、可吸濕排汗、清爽舒適，遠紅
外線可調節溫度，釋放負離子抗菌除臭，阻隔電磁波。竹炭紗具
有長效性，不會因洗滌次數增加而喪失，穿起來清爽舒適透氣不
悶熱，觸感細緻好穿不壓迫，適合日常生活、居家、外出運動時
穿著。

竹炭抑菌除臭襪品禮盒

老張媽
0925-466380 /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49號
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媽媽煮的菜！讓異鄉遊子所思念的就是找到
有媽媽味道的美食，一解鄉愁而有幸福的感覺。
有媽媽的味道 ~ 老張媽拌醬！『老張媽麵攤』 原僅是為過往商旅
提供簡單麵食的小舖，但老張媽累積 40 餘年經驗調製的各種拌
醬，搭配精選的「蝴蝶麵」，不僅有傳統的古早味，品嚐過後更
是吮指回味，還有精選數十種中藥材黃金比例配方，每顆都慢火
熬煮超過 7 天以上的「老張媽大補蛋」，更是不可錯過，讓您瞬
間充滿了活力！

老張媽拌醬禮盒組

台灣蠶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7-228493 / 苗栗縣公館鄉玉泉村367號1樓
許多動物試驗與臨床試驗證實，GABA 是腦中最安全又安定之鎮
靜劑，適量的補充 GABA，具有降血壓、幫助睡眠、舒緩緊張
情緒及促進生長激素分泌之功效。目前市售將 GABA 含量超過
150mg/100g 的商品茶葉稱作「GABA 茶」。
台蠶生技生產的「GABA 桑葉茶」，嚴選自然栽培、無噴灑
農藥的桑葉，並以獨特發酵及加工烘培製成，GABA 含量達
300mg/100g 以上，遠超 GABA 茶葉的標準。

GABA 桑葉茶

茅鄉炭坊
037-875202 /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大坑42號
典藏精油手工皂組，為苗栗在地特色香茅、樟腦及三義木雕等文
化的結合。
原料取自友善栽種香茅、行道樹修枝樟樹與木雕檜木剩料等，香
氛資源整合的循環經濟並與生態環境共生共榮的概念。經職人淬
鍊出天然純正的精油，嚴選植物油融入純露。
從原料到生產一條龍式研發出不含水、不加抗氧化劑的天然手工
皂與精油的組合，向顧客呈現出在地代表性的、最天然的、森林
及草原上的味道情境。

典藏精油手工皂組

山木島國際食品社
037-874988 /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47-8號
找一款時光裡的老食物來憶苦思甜，用餅乾裝滿這個島的台味。
不同的物產為幾代人分別留下不同的味覺記憶，山木島台味餅乾
的創作靈感，正是想要留住隨著時光而淡出的台灣味道。
仙草、艾草、爆米香、紫蘇梅，這些小時候經常能在街邊巷口或
節日吃到的傳統滋味，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慢慢淡出人們的視
線，我們把它融入西式餅乾當中，希望能夠用這個時代的偏好，
傳承上個時代的味道。

台味餅乾

公館鄉農會
037-231626/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266號
公館鄉農會致力研發在地農產的休閒食品，利用當地盛產的高品
質紅棗，研發紅棗口味的酥餅，開闢年輕族群市場。用最天然的
食材，沒有人工添加，細心烘焙成樸素的美味，口感香酥濃郁、
美味可口。紅棗為水果中的紅寶石，每年七、八月紅棗產季，公
館鄉是全台唯一紅棗專區、安全無毒、健康嚴選的契作紅棗，讓
您食用安心。公館鄉農會研發多樣特色農特產品，提供遊客多元
的伴手選擇。

紅棗酥

奇巧香餅家
037-722723 /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60-20號
採用苗栗在地南瓜製作內餡、搭配香 Q 的麻糬，酥烤的餅皮搭上
黃金南瓜內餡，包覆雪白 Q 麻糬，咬下的每一口，南瓜香味跟麻
糬的 Q 彈，組合出綿、香、Q 而不膩的絕佳口感。南瓜富含豐富
的膳食纖維，又可以養顏美容，深受男女老少的喜愛，更有研究
指出，南瓜可是預防癌症的保養聖品喔！

南瓜小 Q 餅

杜玉記商店
037-722078 / 苗栗縣後龍鎮中龍里中正路43號
從市場買回新鮮豬肉，加上自己炸的豬油及整顆蒜頭敲碎剝皮，
為的是保有蒜頭之辛香味，並結合糖、麵粉、麥芽、鹽等製作而
成的；口感上外酥內軟，不油不膩，帶有鹹甜之感，深受老饕們
的喜愛。

蒜頭餅

佳樂蛋糕專售店
037-227353 /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194號
以可愛的柚子做造型，內餡是柚子口味的豆沙餡，豆沙裡融合了
柚子醬和柚子乾，每一口咬下都能夠嚐到柚香的好滋味，有著濃
濃家鄉味的幸福感。

柚香柚靚

福堂餅行
037-752266 / 苗栗縣通霄鎮信義路151號
苗栗第一伴手禮
每日嚴選台灣在地食材製作，少油少糖更健康。傳承百年歷史傳
統好滋味，充滿兒時回憶的肚仔餅。

肚仔餅 8 入

苗栗市農會
037-320530 / 苗栗市玉清里11鄰復興路4段197號
「貓裏苦茶油」挑選小粒種茶籽，苦茶油中含豐富的單元不飽和
脂肪酸，營養價值高，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食用油。苦茶油是國產
油脂中最高級的植物性食用油，從採收，日曬（烘乾），脫殼，
破碎，冷溫壓榨，過濾到成品，均遵循古法原汁原味，故可保留
最多的營養成分。油質金黃碧綠的色澤，油脂穩定，耐高溫品質
良好，且冒煙點可達 250 度以上，是植物油中冒煙點最高，所以
煎、煮、炒、炸都很適合，口感更是散發出獨特清香，溫和滋潤，
四季皆宜。

貓裏苦茶油 ( 小粒種 )

璞鈺擂茶
03-5802250 / 新竹縣北埔鄉廟前街8號
溫暖的風將美好的穀物盡收，最美好的禮物獻給重要的人。取自
豐收諧音的「風收」，代表來自新竹風城；客家話說「食茶」因
為客家人喝的擂茶不止是茶，而是營養又豐盛的擂茶。
使用檢驗合格的五穀堅果原物料，經過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製造
流程，SGS 檢驗合格，為您的食安把關！

風收食茶擂茶禮盒

馥銘實業社
037-665001 / 苗栗縣頭份市中山路280號
為了協助台灣地方小農拓展農業，提升蜂農產品的經濟效益及促
進自然生態平衡的契機，我們使用鳳梨、木瓜、蘋果、檸檬和蜂
蜜，在陶甕中自然淬鍊為營養豐富、芳香甜美的天然食品，除水
分外，主要以天然葡萄糖為主，並含微量的礦物質、酵素、維生
素、胺基酸、酵母菌類，是一種很健康的傳統食物。
純蜜酵素不用黑糖、砂糖、冰糖等加工糖釀造，而是完全採用
純正蜂蜜來發酵淬鍊，不具甜味的特別風味，每天適量喝 30 ～
60cc 可以幫助體內好菌生成、補充身體所需的能量。

純蜜酵素

赤柯山農企社股份有限公司
03-5800676 /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赤柯山3鄰25-6號
本產品採用在地無污染環境下種植之苦茶樹種子，嚴選優質苦茶
籽，遵循傳統工序提油法，以油壓榨油機低溫初榨而得。本土苦
茶籽產量稀少，非常珍貴。苦茶油含有高量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低溫壓榨可保留較多的維生素 A、E 等營養素，可生飲亦可烹調
( 煎、煮、炒、炸 )，其發煙點為 225 度，具有較高的安定性。苦
茶油與眾不同的營養成分，經常食用有益健康，為一高級食用油。

苦茶油

李記醬園
03-5878678 /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中豐路1段6號1樓
傳承 50 年代古法醬油製作方式並與農民契作，可發展台灣黑豆
雜糧農業，也可以友善土地。堅持傳統以手工釀造，由選豆、浸
泡黑豆、煮豆、冷卻、製麴、翻麴、收麴、洗麴、下缸鹽封、日
曬、壓榨、過濾、調煮、裝瓶，完成成品。製作絕無化學添加物、
防腐劑和色素的真正黑豆醬油，為了黑豆產品更多元研發出黑豆
系列的拌醬。

拌醬禮盒組

朱記食品行
03-5560539 / 新竹縣竹北市長青路2段196號
堅持以傳統手工古法悉心製造，位於新竹，擁有經年強風的獨特
氣候環境優勢，始能以傳統工法，先壓製成細絲後以蒸籠蒸熟，
再經風乾保存，製成優品質的「新竹炊粉」。
新竹炊粉無添加漂白與防腐劑，烹煮上可泡、煮、炒、拌，並適
合搭配各式料理或主食，食用上安心又愉快！

新竹炊粉

台灣橄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760161 / 新竹縣寶山鄉油田村三峰路1段88號
台灣新竹寶山具獨特的自然環境氣候，孕育出優質的綠橄欖，以
友善栽種無污染聞名。橄欖是天然的鹼性食物，根、莖、葉、果
實皆可食用，全身都是寶！經手工釀製成橄欖果醋，可幫助消化，
緩解油膩，亦是各種食材的最佳良伴！
橄欖果實經手工釀造製成的果醋，可幫助消化、調整體質、促進
代謝，是健康維持的好幫手！

橄欖果醋

康成食品有限公司
03-9601281 / 宜蘭縣五結鄉仁五路1段38號
康成食品嚴選宜蘭地方特產，精製而成康成蔥蔥蔥禮盒，包含最
夯的宜蘭三星蔥酥、三星蔥蛋捲、蘇澳旗魚鬆蛋捲。包裝喜氣又
大方，過年過節最適合送禮的大份量禮盒，內含三種康成招牌單
品，也適合第一次接觸康成食品的朋友們，每一塊餅特殊口感在
舌尖的味蕾產生出幸福的滋味，有層次口感值得讓人細細品嚐，
忍不住一塊接著一塊，讓您吃得到濃濃的地方風味。

康成蔥蔥蔥禮盒

宜蘭餅食品有限公司
03-9905999 / 宜蘭縣蘇澳鎮海山西路369號
集林中各種松，中生果者亦稀逢。
松子為養生、美味食材，精選香 Q 糯米，並特選屏東赤小豆融入
其中，是養生最佳選擇。

松子玉露

亞典菓子工場
03-9286777 /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122號
新鮮蛋黃配上比利時 corman 奶油，完美比例調合，金黃酥脆的
口感，流連忘返的香氣，一氣呵成，人間美味。
使用在地新鮮鴨蛋，蛋黃飽滿不乾澀，香氣入口後陣陣的濃郁感
是能回味的。
於無塵室烘焙，在中溫火 200 度遞減烘烤，嚴格把關，確保鴨蛋
捲從一至一百，品質如一，安心食用。

鴨蛋捲禮盒

諾貝爾食品有限公司
03-9558389 /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8號
2020 年 6 月諾貝爾再度撼動美味；奶凍達人張師傅堅持以獨特
黃金比例理念，經典推出『珍珠奶凍』。
輕咬一口蛋糕，細膩口感搭配上淡淡奶茶香，奶凍內藏匿著黑糖
珍珠蒟蒻，Q 彈滑嫩挑逗著味蕾，齒間中耐人尋味的餘韻，每一
口充滿著驚喜，是值得您細細品嚐的絕美好滋味。

珍珠奶凍

隆元茶莊
03-9591759 / 宜蘭縣冬山鄉東城村冬山路1段35號
啜飲一口台灣山林的故事，80 歲的陳富奶奶，平凡但堅持做最
好的茶，隱身鄉間意外地被國際茶師發現而走向世界舞台。2018
美國世界茶葉比賽銀牌、2019 多倫多茶葉博覽會冠軍、2019 世
界茶師比賽第 1、2、3 名選手，都選用她的茶。台灣風情茶是台
灣的驕傲，四代傳承的老手藝將台灣高山獨特的風情，演繹在每
一片茶葉中，讓每一口茶都是傳奇。

台灣風情茶

蘭陽窯
03-9611766 /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村梅花路225號
企鵝壺不倒翁蛋杯是會說故事的造型茶具組，保留坯體的原始礦
味，是 MIT 審查合格的商品。
在成型的過程中歷經十幾道繁瑣工序，保留陶土原始的質感，打
開壺蓋讓人更能感受到坯土的原始礦味。
佈滿釉彩的杯子泡茶把玩，不倒翁杯更具巧趣，搖搖晃晃創新技
術的不倒翁杯是親子互動的最佳商品。
企鵝壺具組創新研發是蘭陽窯用在地情感融入的陶瓷作品，以最
在地、最國際的理念，堅持做我們台灣人的窯。

企鵝壺不倒翁蛋杯組

澄霖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5-6225757 / 雲林縣虎尾鎮惠來75-6號
牛樟芝 Antrodia cinnamomea 在民間有台灣紅寶石之美譽。採
人工固態培養牛樟芝菌絲體，安全品質穩定，並獲得多國發明專
利。
經 90 天安全檢測，安心有保障。
含有高倍三萜類、多醣體、腺苷、倍半萜、SOD、微量元素等，
可以調整體質、調節生理機能、滋補強身、增強體力、精神旺盛、
營養補給、健康維持、促進新陳代謝、幫助入睡等。

牛樟芝膠囊

玉尊經典台灣威士忌禮盒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02-23214567#591 /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4號
「玉尊經典台灣威士忌」為台中酒廠採七年以上頂級蘇格蘭進口
原酒，精心調製而成，內斂清甜的乾果香味中接續迸出淡雅細膩
的黑色泥煤氣息，層次深邃而迷人，獨到品味為您所有。
特色
香氣：乾梅、核果果香中點綴著淡雅泥煤煙燻味，厚實沉穩。
口感：濃稠均衡，乾果的清甜帶有絲滑奶油香，煙燻味點綴其中，
恰到好處。
餘韻：喉韻甘甜溫潤不嗆辣，綿延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