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漁品軒

泉利米香

大房豆干

佳欣牛軋糖

電話：02-24697656
地址：基隆市北寧路72號
e-mail ：yph3s@xuite.net 
網址：http://yph-seafood.com.tw/ 

電話 ：02-24231698  地址：基隆市信二路219號
e-mail：eddie@ricecookie.com.tw 網址：http://keelung-cherry.com.tw/ 

電話：03-3883457  地址：桃園縣大溪鎮中正路48號
E-mail：alex.irene@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tafangfoods.com.tw/

電話：02-24251058  
地址：基隆市安一路180號
e-mail：ken678a@yahoo.com.tw 
網址：http://www.kljx-nougat.com.tw/ 

漁品軒海鮮脆片組
售價$330
任選(海藻、墨魚、櫻花蝦脆片)3入

漁品軒精心研發海鮮脆片系列，香酥爽口

的海藻脆片及櫻花蝦含有豐富的高鈣、

磷、蛋白質等營養成份，口齒留香，搭配

高營養價值墨魚汁融入脆片中，本商品曾

榮獲2007基隆十大伴手禮。

愛戀時光盒(4盒組裝)

售價$170元/盒；680元/組
米香4入/盒；4盒/組

泉利米香的誕生源自於爺爺疼惜孫子

的單純心意，而這份用心也成為泉利

米香把客人當作自家人般真心對待的品

牌初衷。老闆常說：『米香是嘜做候自

己人吃的！』所以泉利米香堅持用芥花油、堅持原味食材、不添加人工香料、色

素、防腐劑，品嚐泉利米香時，您會驚覺如喝茶般的"喉韻"，這是食材經過咀嚼

溫熱後才會散發的原味感動。本品榮獲2009 OTOP設計大賞殊榮。

國寶級豆干大師禮盒
售價$480   8片/盒  外包裝18*22.5*7.5cm

可素食。近百年的豆干工藝，保留原有的香醇、濃郁、柔綿的口感，入

味而回甘，可謂台灣聞名全球國寶級商品之一，為桃園縣政府十大伴手

禮及衛生局認證優良商品。

蛋豆角禮盒
售價$150  300g/包

蛋素食可；使用大豆蛋白特製的蛋豆角

系列禮盒，是暢銷商品，共有原味、芋

頭、素烘肉片「黑胡椒」等口味。口感

香且軟硬適中，送禮首選。

佳欣有禮
售價$320

綜合牛軋糖(海藻、花生、巧克力)300公克

+雞籠餅6片(任選櫻花蝦、旗魚)

佳欣食品創立已20年，始終堅持以傳統

的精神加入創新的研發帶動糕餅的生命

力，將父母親對牛軋糖的情感延伸，融

入海洋賦予基隆的寶藏-海藻，做成特

殊的海藻牛軋糖，這項新產品除了獲得

消費者肯定，更在2006年代表基隆市參

加經濟部主辦的網路票選活動獲得全國

第二名佳績。

萬里香商店

桐花戀人

金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陳媽媽月光餅

電話： 03-3882007
地址 : 桃園縣大溪鎮中央路123號
e-mail：rom1216@yahoo.com.tw
網址：http://www.gsfood.com.tw/

電話：037-875568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路154號
e-mail：Lor59888@yahoo.com.tw

電話： 0800-311966  地址  : 桃園縣大溪鎮介壽路236號
e-mail：tina@kimlan.com   網址：http://www.kimlan.com/

電話： 03-3882451  地址 : 桃園縣大溪鎮登龍路18號

純釀豆腐乳禮盒
售價$300  350 G*2
萬里香的每一瓶陳年豆腐乳都須經過

6-8個月才能夠將它的風味醞釀出來。

共有紅糟及芋頭兩口味一組。

桐花果凍禮盒
售價$200
１盒８入 (葡萄、草莓、芒果、

水蜜桃任選四種口味)

由ISO認證廠商生產，晶瑩剔透Q滑美

味，不僅有造型專利，更獲全國食品評

鑑金牌獎，是三義近年熱門伴手好禮。

醬心珍宴金裝禮盒
售價$400
珍宴金裝禮盒是金蘭精選市面上風評最佳，銷售最好的醬

油、醬菜組合，風雅古典的包裝，更符合您送禮的品味。

月光餅(地瓜、芋頭、抹茶)

每盒售價$270  共18片裝

有地瓜、芋頭與抹茶口味三種口味。陳媽媽說"現代人都不愛吃那麼甜的，所以他

們家的，絕不會太甜"。由於用料大方實在，食材當天新鮮限量，因此在網路上透

過網友的口耳相傳，每到假日總是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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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奇餅店 福堂餅行

富林園洋菓子

雅麥香傳生活館

電話：037-874988  世奇總店：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47-8號
水美名產店：苗栗縣三義鄉水美路156號  木雕館前店：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56號
e-mail：Yung_seu@yahoo.com.tw  網址：http://www.shi-chi.com.tw/

電話：037-752266
地址：苗栗縣通霄鎮信義路151號
網址：http://www.ft1899.com.tw/

電話：04-25692798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中清路三段230號
e-mail：xlcookie@xlcookie.com.tw
網址：www.pfcookie.com.tw/

電話：04-25684255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雅潭路299-12號
 e-mail：fresh.farms@msa.hinet.net
網址：dayawheat.pixnet.net/blog/

木頭餅
售價：250元  1條1300g 
來自木雕之鄉三義的糕餅創意魔術師，

繼木雕餅後推出的創意木頭餅，外型如

樹幹，內在更美味，純手工份量十足。

古早肉餅
售價$140  一台斤約6吋
傳承三代百年老店，沿襲客家傳統，精心

挑選上等黑豬肉醃製，保留單純美味。皮

薄酥香不鹹膩，記憶中的幸福滋味。

手工餅乾小鐵盒
售價$300元/盒  16款
16款超人氣的手工餅乾，搭配法式典雅包

裝，是送禮的最佳選擇。
胚芽酥餅
售價$290元/盒  5入
選用大雅在地食材，傳統口感裡少了油膩，

裡頭夾層是堅果、胚芽等多樣食材製作而

成，不油不膩，細緻的口感，紮實的美味。

埔里酒莊

電話：05-5862438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438號
E-mail：ruei.chun@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rueichun.com.tw/

電話：049-2423828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鯉魚路22-3號
e-mail：shynb@mail2000.com.tw
網址：http://www.puli-distillery.com 

電話：049-2931699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廣成里覆金路28之8號
e-mail：shyh.bao@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shyhbao.cot.tw

傳承
售價$1,000元/組  2入
傳承四代，薪傳百年手工

古法釀造，萃取壺底最精

華之黑豆原油，以全程手

工釀造，為限量生產的絕

佳好風味，每年僅能量產

1000組，是百年難得一見

的珍品。
蘭級禮盒
售價$ 430
蘭級正蔭油420毫升x2罐  正蔭瓜180gx1罐
素瓜仔肉180gx1罐  蔭豆豉180gx1罐
遵循古法精選黑豆原料，以獨門釀造技術，

取引西螺得天獨厚甘醇的清冽泉水，經120

天的封缸發酵釀造，經壓榨、過濾和精鍊而

成，黑豆總氮含量為甲級品標準，不但是頂

極醬油，更是調味料中的極品，更於2008年

12月日本美食權威雜誌「料理王國」報導世

界美食中，獲得好評推薦。古早味醬菜，是

西螺另一項值得品嚐的特產，也是你不容錯

過的好滋味。

山形玫瑰花瓣醬
售價$ 299  一組二瓶入；150g/瓶

選用當地種植新鮮山形玫瑰花瓣，每一朵都是由手工採摘

製作。花了兩年的時間研發出完全不添加任何的人工添加

物及防腐劑的玫瑰花瓣醬，將100%新鮮玫瑰的獨特迷人香

氛完整真實的呈現給您。

台灣金線連茶
售價$400  每盒16包入，每包約2.5g±5%

經二年種植時間，採集製作出最優質「台灣金線連」茶。將

台灣金線連做成袋茶方式，為了提供不同口感台灣金線連

茶，分為台灣金線連茶、朝鮮薊口味二種。※與弘光科技大

學食品營養系產學合作。

丸莊醬油

電話：05-5863666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25號
E-mail：tatung.tina@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wuanchuang.com.tw/

金饌玉釀禮盒
售價$600
黑豆蔭油清420毫升x1罐
黑豆蔭油膏420毫升x1罐
金饌玉釀禮盒－螺光、螺寶乃由嚴選黑

大豆所淬湅，歷經180天、遵循傳統古

法所釀造的黑豆原汁蔭油。不僅風味甘

醇、品質優良，更曾經榮獲日本食品權

威磯部晶測的認可，通過2006年日本

出版的「誠實的食品」評鑑，可以說是

醬油中的精華，風味香醇鮮美，是您調

味、沾醬最佳幫手。

台灣美國際時尚藝術有限公司

電話：037-791919  0963335566
地址：苗栗縣通霄鎮白東里17鄰啟新路55號

媽祖婆福八寶
售價$199元/1包 
通霄白沙屯少雨，穀物更香甜紮實，花布

包裝的八寶米含燕麥、紫山藥、薏仁、紫

米、南瓜、甘藷等，原味又健康。 世寶農場

瑞春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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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瑪夏鄉公所

地址 : 高雄縣那瑪夏鄉南沙魯村鞍山巷1號
電話： 07-6701001 ;  0927973683
e-mail：a0952356956@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
theme/sanmin/store12.htm

青梅醋
售價$1,000  3瓶 (1瓶500cc. )

最具生態特色的「原始樟樹林」內浸漬

的「那瑪夏人文生態粗糧梅醋」，乃是

經過365個晝夜白天高溫、黑夜低溫以

及日夜星辰精華、大地地氣的薰陶、釀

造，讓甕內的「活菌」得到最大的活化

與強化。可以說，這「那瑪夏人文生態

粗糧梅醋」是生態與上天的傑作，是自

然界的生意盎然的活菌幫我們釀造的。

嚴格的說，這是上天的日夜星辰精華、

大地地氣與日夜溫差幫我們釀造的。

蓮圃園農產加工所

電話：06-6841188
地址：台南縣白河鎮河東里99-1號

蓮蓉鳳梨酥
售價＄250  10入/盒（附提袋）

以白河在地蓮子精心烘焙製作，皮酥、餡

多、味美，養生爽口，送禮自用皆宜。

荷鄉香蓮園

山野咖啡園蓮緣香水蓮花園

電話：06-6855063
地址：台南縣白河鎮竹門里61號
e-mail：lotus61tw@yahoo.com.tw

電話 : 06-6861085
地址 : 台南縣東山鄉南勢村大洋35-36號

電話：06-6852399
地址：台南縣白河鎮大竹里101-1號
e-mail：obinboy@yahoo.com.tw

荷鄉窈窕禮盒
(香蓮茶+蓮花酵素)

售價＄700
香蓮茶/ 30朵+-2朵；蓮花酵素/ 100cc
採用白河優質秋冬季的蓮花，經長時間

低溫烘焙，喉醞佳，安全健康的天然飲

品；精心挑選最佳的香水蓮花，經長時

間的發酵，無添加任何化學藥劑。

具有本地農舍的原有風貌及

舒適寬敞居家空間，居高臨

下的咖啡觀賞區建築更突顯

出鄉村生活的景緻，天然的

美景，能讓人百分百享受休

閒渡假的愉悅心情！如果對

山野田園有著悵惘的熱情並

渴望一個儉樸靜謐的田園生

活，那麼請你試圖遠離五光

十色的擁擠都會，來這裡體

驗回味小時候的農村生活，

以及感受一下本地的咖啡文

化與香氣。

香水蓮花茶（大）

售價＄580
115g/罐（附提袋、約70~75朵）

以白河在地香水蓮低溫烘焙而成，富含

蓮花鹼、植物性多醣體…等營養成分；

宜直接沖泡，茶湯金黃、清香，亦可調

理入菜。

亘云本舖

山之屋

電話：0910-821-478
地址 :高雄縣甲仙鄉西安村文化路82號1樓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
theme/sanmin/store11.htm

電話：08-8831047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茄芝路3-6號

奇拿福(祈納福) 
售價$150元/包(每包5條)

每條180克/每包約900克

來到排灣族部落，您一定不能錯過的

美食『奇拿福』。在過去只有重要時

節才能享用的傳統美食，那香濃的味

道也是繫住遊子之心的原因。原來的

奇拿福口味較難讓大眾接受，經過山

之屋的改量後，將口味轉變成大眾都

可以接受的美食。

台灣東山咖啡豆
售價＄600  0.5磅/包

台灣東山咖啡濾沖包
售價＄400  1盒（10包）

大同醬油

電話：05-5573636(斗六廠)   05-5862047(西螺廠)
地址：斗六市工業區民富街18號(斗六廠)   西螺鎮大同路91-5號(西螺廠)
E-mail：tatung.tina@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tatungcan.com.tw/�ash/�ashin.htm

台灣老醬油
售價$600 特價$500
台灣老醬油精420 毫升 x1罐
台灣老醬油膏420 毫升 x1罐
台灣老醬油採用天然非基因改良的飽滿

黑豆，甕釀180天，每一滴黑豆精華都

是經過滿滿的太陽公公的熱力加持，並

添加台灣本土濁水溪灌溉出來的糯米，

調配當天現磨後加入醬油，勾芡成為蔭

油膏，甘甜滑順、自然香醇，適於滷、

沾、入色等用途，每一口都讓您懷念起

古早的好味道-大同台灣老醬油!

莫拉克
關懷

莫拉克
關懷

莫拉克
關懷

梅醋 
１瓶500cc.  售價$350

林明賢先生的農莊位於高雄縣那瑪夏鄉

的楠梓仙溪谷上，在充滿著陽光雲霧

（海拔650至900公尺）的山林環境中，

他堅持採收自然農法青梅、且製程一貫

以專人細心熬煉的青梅精。他的產區是

最適合的摘種天然的健康青梅的好地

方，林先生精選生長期長且汲取大地精

華最滋養的青梅，一公斤天然青梅只能

提煉出20公克青梅精，也因此青梅精中

含有豐富有機酸。 　　

亘云本舖也以來自日月潭的有機醋來結

合青梅，生產出天然的梅醋，喝過的消

費者對於可口風味相當難忘。
梅精 
售價$1,200  1罐14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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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牧場

中外食品

地址：瑞穗鄉舞鶴村中正南路2段336號
電話：03-8870222 
e-mail ：wuhequeen@yahoo.com.tw
網址： http://wuhe.asia/

電話：03-8876611; 0916-713-931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157號
E-mail：guenyu@rareseed.com.tw
網址：http://w w w.rareseed.com.t w/
nougat/index.html

電話：07-5818766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98號
E-mail：cake0821tw@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cake.kaohsiung.tw

公主2合1即溶咖啡
售價：690元

半磅，225g

阿拉比卡種高品質咖啡豆與可可奶香粉

調和出完美比例的香醇即溶咖啡。

公主限量日曬咖啡豆
售價：690元

半磅，225g

人工摘取及篩選熟成度最高的阿拉比卡

咖啡果實，經由30天的日曬製成香氣濃

厚、久飲不心悸的高品質咖啡原豆。

瑞穗牧場全口味禮盒
售價$650

800公克

內有牛奶花生、牛奶杏仁、綠茶南瓜子、

咖啡杏仁四種口味，打開禮盒就能聽見乳

牛叫聲，為大家帶來驚喜與樂趣！

原味花生牛軋糖
售價$100  200公克

牛奶花生口味，精選超優質原料，以純

手工精製，濃濃乳香包裹著堅果，有嚼

勁又不黏牙。

黃金一口鳳梨酥
售價$200  44顆/盒

外皮酥鬆化口，內餡飽滿甜而不膩，不

添加防腐劑；此種「中西合壁」的鳳梨

酥，連西方人也讚賞有加。榮獲2005年

高雄市十大特色伴手禮第二名。

宜蘭餅

三兄弟手工麵線

海龍海產加工廠

富勝食品企業行電話：03-9549881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130號
E-mail：service.icake@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otop.tw/
feature/105132.html

電話：06-9272957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378號
e-mail：a9268333@yahoo.com.tw   網址：http://www.siweinoodle.com.tw

電話：06-9932576
地址：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漁港新村60號
e-mail：kosta1010@hotmail.com

電話：06-9221757
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2-43號

宜蘭餅
售價 每盒$60   1盒 / 8片   口味：鮮奶

以純手工創造出全世界最薄的餅。0.1

公分輕薄如紙，香脆可口，除了口感絕

佳，更融入健康概念，以精緻的包裝成

為最具代表性的宜蘭伴手禮。

西衛麵線
售價$250/組

2小盒/組 ; 300g/盒

想吃到正港的手工麵線，

就要認明「西衛麵線」認

證標章，買麵線認明此一

標章，保證吃到的是澎湖

的純手工麵線。

丁香干貝XO醬
售價$250  385±10g

海龍海產出品的醬料，都是由村長夫

人親自調味、拌炒，口味道地，有著

媽媽的家常味道，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停不下來。

澎湖風味餐(頂級XO醬)

售價$250  450g

風味餐嚴選五種天然澎湖當地的海鮮

食材作為原料基礎，經16道繁雜的小

炒料理過程，製作出具有地方特色風

味的干貝醬。

勝興客棧

電話：037-875070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路283-1 號
E-mail：lichch0816@yahoo.com.tw
網址：http://www.sunsen.com.tw/

豆瓣醬
售價$150   380g
勝興客棧熱賣好醬，料理提味的好幫手。

香辣豆腐乳
售價$150  380g
客家醃漬品。

舞鶴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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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老醬

來食茶打嘴鼓 桂花小舖

關西鎮農會

電話：07-6331617 ; 07-6296448
地址：高雄縣岡山鎮河堤路2段128號1樓
E-mail：service@mingteh.com.tw
網址：http://www.mingteh.com.tw/

地址:苗栗縣三灣鄉三灣村民生街29號  電話:037-832645  信箱 : tan.mama@msa.hinet.net

電話：04-25853800
地址：台中縣東勢鎮慶東里慶東街二巷五號

E-mail：gourmet423@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prod/106424.html

電話：03-5872010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10鄰高橋坑6號
E-mail：ksn.kusi@msa.hinet.net
網址：http://kusi.myweb.hinet.net/ 

明德老醬舖禮盒(六入)

售價$540  460g/罐
辣豆瓣醬、金果辣醬、老缸辣醬、梅香

醬蘿蔔、馥野炸醬、緣素XO醬各1罐 綠茶麵禮盒
規格:300克× 5包入 售價＄300

在傳統的麵條中加入養生概念與茶香口感，用古早保存法不加防腐劑，燙熟後麵

體十分Q彈，只需加入苦茶油及醬油便十分美味。

桂花蜜
售價$200  500公克/罐
以手工嚴選精挑桂花，經培炒

後加入龍眼蜜，手工翻炒4小時

以上精製而成。

即溶燒仙草-盒裝
售價$135  10g / 包，12包 / 盒
將1包即溶燒仙草，以少許溫開水攪拌

溶解，加入約200cc沸騰熱開水，迅

速攪拌使之完全溶解即可，可視個人

喜好添加紅豆、花生、粉圓、八寶豆

等材料。

宏基蜜蜂生態農場

電話：049-2980851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枇杷路52-1號
E-mail：hgbees@yahoo.com.tw
網址：http://www.hgbees.com.tw

蜂蜜組合
售價$500
250g*3瓶(龍眼蜜、荔枝花蜜、香橙花蜜)

純粹蜂蜜，不含蜂蜜以外之成份，符合

歐盟及CNS甲級標準；低溫濃縮，不破

壞蜂蜜之生態。可直接抹於餅乾、土司

或水果，當作沾醬。

仙草濃菓
售價$100  120克
將濃濃的仙草風味融入手工牛軋糖，創造糖果新品種「用嚼的燒仙草」以充滿懷

舊風情的仙草製作工具「插箕」為包裝造型，香醇可口。

杜康行

電話：049-2895479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有水巷35-2號
E-mail：dukang@ms17.hinet.net
網址：http://www.otop.tw/
feature/104619.html

老松醋/紅麴醋/梅子醋
老松醋/紅麴醋 售價$600/瓶
梅子醋  售價$550/瓶
500c.c./瓶
有機糙米天然釀造，以陶缸循古法釀

造，無添加香料或化學成份，含豐富活

性酵母菌。以溫水或涼水稀釋3~5倍，

香甘可口，酌量添加蜂蜜風味更佳。

剝皮辣椒
售價$120  155-170g/罐
嚴選全台最優質農產食

材，搭配岡山明德五星

級陳釀老醬，以手工炒

製的美味精品。

真蜂吃醋
售價$1000
真蜂(蜂蜜醋)600gx1罐
吃醋(梅子醋)600gx1罐
真蜂採用傳統醋釀工法，造就出蜂蜜醋原

有的自然風味。吃醋將最為精質的宏基頂

級蜂蜜與信義鄉青梅，傳統釀造呈現梅子

醋原有的自然風味。 即溶仙草-大包裝
售價$350  3g / 包，25包 / 盒
美味芬芳、清涼解渴，適合全 家大小飲

用的消暑聖品。還可變化出仙草茶、仙草

凍、仙草冰、仙草雞、仙草排骨等多樣風

味的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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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紅茶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5171262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3號
E-mail：eva@forteaco.com.tw
網址：http://www.forteaco.com.tw

「七十年紀念版」

茶箱-台灣紅茶/烏龍茶
售價$600
台灣紅茶茶箱紀念版

(烏龍茶150g+台灣紅茶150g)

仿舊時茶葉出口之木箱，並附有早期出

口時使用圓盤數字刷印麥頭書籤。

電話：03-5873271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7鄰3號
E-mail： green.teawen@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greentea-wun.idv.tw

採茶竹簍系列
(有機綠茶粉＋有機冷泡綠茶)

售價$500 
有機綠茶粉(採茶竹簍包)100g+
有機冷泡綠茶(採茶竹簍包)15包

全省第一位生產有機綠茶粉的茶農，更

是第一研發出冷泡綠茶。並通過「CAS

台灣有機農產品」標章認證。

綠茶溫家堡

電話：02-25020506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286巷20號
E-mail：amy@geowyongtea.com.tw
網址：http://www.geowyongtea.com.tw

賀歲雙大彤彩禮盒
售價$1080
精選凍頂烏龍150g
日月潭紅茶100g

百年嶢陽 吉祥如意迎福年

西元1842年，緣始鹿港的嶢陽茶行，已

有160多年，傳承六代專業。

從品質到包裝，每一步驟，堅持用心。

賀歲山采雅集禮盒
售價$1,350
阿里山烏龍75g  精選凍頂烏龍75g
桂花烏龍茶3g*20 包

嶢陽茶行

電話：049-2895938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大雁巷31-6號
網址：http://28959381.yuchih3t.tw/

澀水皇茶禮盒
售價$600
75克/罐； 2罐裝/組  （ 附提袋）  
外盒尺寸：直徑7公分高11公分

南投魚池鄉手採一芯二葉頂級紅茶，芳

香甘醇；台茶18號紅茶（紅玉）散發淡

淡的薄荷香及花果香，是台灣特有培育

品種。

澀水皇茶

電話：049-2897238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5號
E-mail：hugoassam@yahoo.com.tw
網址：www.assam.com.tw

和菓森林台灣山茶花系列
特價$420/盒
紅寶石紅茶(台灣山茶 30g +阿薩姆紅茶隨

身包 2.5g x 6包(原味、玫瑰、薰衣草、香

茅、水果、桂花)

和菓森林

電話：03-8870222
地址：瑞穗鄉舞鶴村中正南路2段336號
e-mail ：wuhequeen@yahoo.com.tw
網址： http://wuhe.asia/

電話：049-2897932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五城巷100之2號
網址：http://2897932.yuchih3t.tw/

電話：04-23817414/049-2896369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31- 26號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4633.html

蜜香紅茶
售價$700  散茶/120g

經小綠葉蟬叮咬無毒茶芽後，手工摘取

製成全發酵紅茶，品嚐起來有天然的蜜

香味，其兒茶素含量也比傳統綠茶高。

紅玉紅茶（台茶18號）

售價$300
台茶18號紅玉紅茶75gX1罐

阿薩姆紅茶
售價$300
台茶18號紅玉紅茶75gX1罐

源香紅茶禮盒
售價$600 (75g *2入)
台茶8號阿薩姆紅茶X1罐
台茶18號紅玉紅茶X1罐

紅白罐珍藏禮盒組(紅+白)

售價$600
台茶8號阿薩姆紅茶75g-紅罐裝×1罐  
台茶18號紅玉紅茶75g-白罐裝×1罐

台茶8號與印度阿薩姆紅茶香味類似，

濃郁甘醇，冷、熱飲皆宜。 台茶18號

天然特殊肉桂淡香，日本茶葉專家讚譽

具有台灣香的紅茶新品種。

舞鶴茶園

源香農產行

香山農場有機園

一心二葉人工手摘幼嫩芽葉製作，不摻雜

其他品質不良茶葉；紅玉茶湯呈金黃色，

具有淡淡肉桂香外，尚有淡淡薄荷香，讓

人品嚐後久久無法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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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8904903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1-20號
e-mail：55138@ems.hccg.gov.tw
網址：www.sunshinego.com.tw

電話：048-952707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外竹里中央巷2號
E-mail：cs_691208@yahoo.com.tw
網址：www.happy-drink.com.tw

電話：05-2501005
地址：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8鄰32-5號
E-mail：lcd115@hotmail.com

陽光真情禮盒(2入)

售價$900
容量：750ML 酒精度：11%vol

呈清澈明亮的紅寶石色澤，淡雅果香及圓

潤口感，微酸微澀，不甜。適合單飲。

台灣頂級紅葡萄酒禮盒(2入)

售價$700
容量：750ML 酒精度：10%vol

口感分為微甜與不甜，口感柔順、不

嗆、不澀，為歡樂甜蜜場合增添快樂，

幸福加味的活化劑，曾於96年榮獲第

十九屆國家優良食品評鑑會優良獎。

阿里山正欉鐵觀音
售價$500  100g

鐵觀音茶香味回甘濃香，沖泡後滿室

濃郁芬芳，弱果酸味（俗稱鐵觀音風

味），是烏龍茶中之極品，被評為中國

名茶及名列全球名茶之前茅。

阿里山炭焙清甘茶
售價$330 150g

使用特選木炭焙火，解除茶葉中苦、

澀之素質，茶鹼也適度分解，醇和耐泡

不傷胃；炭焙茶具保持健康，達養生效

果，獨得喝茶人士之信賴。

金鴻勝酒廠

快樂酒莊

賴記高山茗茶

電話：049-2980851  地址：南投縣545埔里鎮枇杷路52-1號
e-mail：hgbees@yahoo.com.tw  網址：http://www.hgbees.com.tw 

醉春蜂蜜酒
售價$1,200  500ml 

以埔里頂級花蜜及甘泉釀造出獨特香甜「醉春蜂」蜜酒，將新

婚喝蜜酒的甜蜜傳說，以創新思維幽默地呈現；結合「水里蛇

窯」燒製「醉蜂（翁）陶瓶」盛裝蜜酒。97年經濟部一鄉一特

產銅牌獎。

宏基蜜蜂生態農場

電話：04-8903876 ; 0937-438872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35-11號
e-mail：yenworm@hotmail.com

愛之釀(2入) 
售價$700  容量：750ML 
酒精度：12%vol

有機栽種，風味香醇。

益長酒莊

電話：04-8902168 ; 0910-992060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斗苑路62-5號
e-mail：amanda.how@msa.hinet.net

電話：04-8903689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斗苑路59號之2
e-mail：peng_chiun@yahoo.com.tw

電話：049-2791949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11號
E-mail：takahunter@hotmail.com
網址：http://www.hsinifa.com.tw/

老嗲紅酒
售價$250
容量：750ML 酒精度：13%vol

百分之百天然葡萄酒保存原味與營養、

不甜，適合搭配肉類、燒烤類食物。

卡多納白葡萄酒禮盒(2入)
售價$700
容量：750ML 酒精度：11%vol

嚴選自家優質葡萄，淡淡香檳口感干白

酒，口感平順、簡單易飲。

信義風情禮盒組
售價$700
小米唱歌-柔情小米露(12度)100ml、
梅子跳舞-梅子清酒釀(12度)100ml、
長老說話-橡木桶梅露(40度)100ml、
忘記回家-開懷梅露(25度)100ml

清驛泉酒莊

鵬群頂酒莊

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健 康

莫拉克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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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吉祥典雅茶具組
售價$2,200
錦盒36*24.3*11.5 cm

一組青瓷吉祥典雅茶組，包含茶壺一只、茶海一只、茶

杯四個、杯墊四個。皎潔的瓷土，施以如玉般質感的青

瓷釉，配上精緻的琮紋雕刻，再以高溫燒結而成，典雅

而實用。

青瓷荷花壺組
售價$1,600
錦盒25*22.8*10 cm

青瓷荷花壺組包含茶壺一只、茶杯五個，並附細密

的不鏽鋼濾網，適合泡各式烏龍茶、紅茶、花茶，

除了精緻實用外，大壺大杯的容量更能一次滿足！

冬尋個人單杯
售價$900  錦盒21.5*18*12 cm

「冬尋」代表著一份尋求依歸的情

感，提醒人們該回家休息尋求心靈的

休憩。 以冬筍為設計發想，運用於

杯身紋路，所附的攪拌棒造型更是優

雅地彎曲著，專為年輕人、上班族設

計，適合茶包、咖啡等快速飲料的沖

泡和攪拌。

易泡茶組
售價:$2,000
壺海四杯組(附蓋置及茶則)
壺(直徑10cm、高6cm)
杯(直徑6cm、高3cm)

畫家洪志勝以其藝術家的獨特品味和熱情，將傳統茶壺

和蓋杯的優點融合為一，創造出全新的壺具，兼有優美

流暢的線條和易泡好用的功能。

趙家窯工藝坊

憶林舍工作室 漢三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樺泰實業有限公司

安達窯

九份茶坊

電話：04-25662056
地址：台中縣大雅鄉大林路66巷12號
e-mail：chj3212000@yahoo.com.tw 
網址：www.kilnhome.com

電話：0937-587706
地址：豐原市三村路100巷6號
e-mail：s282269@yahoo.com.tw

電話：04-25229246
地址：豐原市東陽路85巷8號

電話：04-25611866
地址：台中縣神岡鄉林厝路20巷6號
e-mail：wushufa@gmail.com

電話：鶯歌門市 02-26789301  台北門市02-23216065
住址：鶯歌門市/台北縣鶯歌鎮永昌街185號  台北門市/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18-2號
E-mail：anta@anta.com.tw  網址：http://www.anta.com.tw/

飛天壺禮盒
售價$1,200 
一壺兩杯

手把造型如敦煌飛天仕女，利用三腳架

原理巧妙設計固定蓋子，即使傾斜90度

亦不會掉蓋，典雅的手繪蓮花，呈現脫

俗的清新氣息。

漆陶杯
售價＄1,800  高8cm，口徑6cm

以漆藝的「變塗」技法營造瑰麗色彩，

使民眾在研磨間了解漆藝之美。杯子呈

現的漆紋色塊，如同人的指紋一般，絕

無僅有。以陶胎上釉結合漆藝變塗，堪

稱時尚工藝精品。

葫蘆漆器吊飾
售價＄300
6.5cm×3cm，一組兩件

「葫蘆」為「福祿」之諧音，又具有

除厄納福之意，遂以「葫蘆」為造型，

透過漆藝之裝飾藝術，結合中國結手工

藝，編製成為精巧的漆藝葫蘆吊飾。

桐花漆器點心盤
售價＄600(附叉子)
直徑13.5cm

漆器工藝時尚化、年輕化、生活化。產

品結合客家桐花色系，更添文化氣度，

別具一番風味。

九份茶坊

電話：02-24976487
住址：台北縣瑞芳鎮基山街142號1樓
E-mail：jioufen.tea@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jioufen-teahouse.com.tw/

青瓷圓滿壺杯墊組
售價$1,200  錦盒26.2*19*10 cm

小巧精緻的圓滿壺杯墊組，呈現小壺泡的精華。剔透的青

瓷與附層次感的雕刻，讓整體價值感更加提升，是實用價

值高的精緻好禮。

春田窯陶藝休閒渡假園

電話：037-877820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大坪7號之2 
e-mail：ceramic1234@pchome.com.tw  網址：http://www.springkiln.com/

桐花杯碟組
售價$700
一組(內含桐花小杯x2，手工木紋碟x2)

榮獲台灣客家特色商品的桐花杯碟組，

讓您不在桐花季節也能　在家享受自在

的客家常民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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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戈崖工作室

陶甕的故鄉拉灣工作坊

藝拓國際

電話：08-7990366
住址：屏東縣瑪家鄉佳義村泰平巷118號1樓
E-mail：bennybubu@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0197.html

電話： 089-781563
地址 : 台東縣金峰鄉正興村8鄰101號
網址： http://www.otop.tw/feature/104838.html

電話：02-2747-1007
住址：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261巷6號1樓
E-mail：service@artilise.com
網址：http://www.talescasa.com/

台灣水鹿薰香花器
售價:$ 1,480
長25cm、寬17cm、高8.5cm

原住民藝術大師親自設計，以台灣水鹿造型象徵融合原住民藝術與保

育精神。具備「花器」與「薰香燭台」之功能，可自由搭配使用。

彩繪三寶甕
售價$2,000  7*7*6 (公分)

本系列產品均以排灣、魯凱族三寶之一(陶甕、琉璃

珠、青銅刀)是貴族權利、財富的象徵，也是吉祥之

物，使您一生一世甕(旺)、甕(旺) 、甕(旺)。是贈送

對方最尊貴的紀念品或禮物。也是台灣原住民最尊貴

的文物之一。

神話岩飾
(召魚祭/雙魚/海的呼吸/飛魚王)

售價:$1,900/每塊   複合輕岩材

每塊/長20cm、寬15cm、

高3cm、重 1350 g

《Tales by Pave神話岩飾》用每一塊

岩飾展現蘭嶼原住民文化，典雅獨特的

傢飾品，可直接懸掛牆面，背面有特

別設計滑動式的勾槽，使用釘子固定即

可，懸掛拆卸皆相當方便。

三鈴竹材

乾唐軒

新太源藝術工坊

采宸企業社

電話：037-561688
住址：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大湖內18號
E-mail：sunlingbamboo@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twbamboo.com.tw/

電話：02-86774311/02-86774931/02-86774963
住址：台北縣鶯歌鎮鶯桃路永新巷10號
E-mail：info@sty-sty.com.tw
網址：http://www.sty-art.com.tw/

電話：07-3834618 
住址：高雄市三民區大興街80號2樓

竹炭能量陶瓷杯(黑/白)
售價:$380/每個

瓷土&遠紅外線竹炭材質

高12cm、杯口9.9cm、杯底6.6cm/500cc

具有遠紅外線功能，可將水分子團細小

化，幫助人體吸收水分，促進新陳代謝。

神明擺飾 (文昌、月老、土地、觀音)

售價:$250   5cm*4cm*8cm

乾堂彩商品擺飾，各式神明造型，創意好玩又有

保佑，增添裝飾樂趣。

三件式紅花杯
售價:$1,200  雙入

以大紅色、牡丹象徵吉祥富貴，採新骨瓷土製造，運用獨門

陶瓷轉印技術，質地輕且薄具透先性，高溫燒至全瓷化，容

易清洗。

魚找茶 (魚型茶葉沖泡器)

售價:$350

魚找茶 (魚形茶葉沖泡器彩繪組)

售價:$380  陶、不鏽鋼  高6cm  2-3克茶葉沖泡量

以魚的形狀象徵"魚池鄉的紅茶"。設計一杯裝茶量(2g~3.5g)茶量，針對上班族或

個人設計。 使用時魚會浮在杯子的水面上，泡完茶後用手指抓住魚的尾巴即可取

出，充滿泡茶樂趣。

電話：03-3559201
住址：桃園市慈文路358號
E-mail：cts358cts@yahoo.com.tw
網址：http://www.liven-china.com/

神明擺飾(媽祖、關公)

售價:$290    5cm*4cm*8cm

莫拉克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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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滔舞琉璃藝術空間

賽夏美工藝坊司筆工作坊

卡塔文化

原愛木工坊 梅花山藝文工作坊

電話：08-7994849/08-7993076
住址：屏東縣三地門鄉(村)中正路2段37巷7號
E-mail：shataomail@yahoo.com.tw
shatao@pchome.com.tw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shatao

電話：037-824318/037-824946  
住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16鄰向天湖9號
E-mail：saisiat866@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5504.html

電話：089-228107
地址：台東市中興路2段191號(台東糖廠白色大倉庫)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theme/taitung/

電話：089-343959
地址：台東市原住民會館一樓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theme/taitung/

電話：0919-304785；089-228107
地址：台東縣太麻里北里村入口舊班哨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theme/taitung/

電話：089-232092
地址：台東市吉林路一段279巷83-1號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theme/taitung/

陶壺山豬牙鑰匙圈
售價:$450
鑰匙圈總長約15cm 

外盒包裝 15.5cm*11.5cm*4cm  

排灣族手工製作琉璃珠，顆顆皆經八百

度烈火淬鍊，代表祖靈祝福及排灣族文

化的精神。榮獲2006台北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頒證台灣原住民產品認證產品。

利用賽夏風味的雷紋、薏米珠，設計

出現代感、民族風味的臀鈴鑰匙圈、臀

鈴吊飾。臀鈴是賽夏族祭典時歌舞所使

用，除了美觀、實用及文化意涵外，也

有祈福、保平安的寓意。

原住民特色布織系列商品
售價：電洽

長10cm寬6.5cm　書套大小/A5

以傳統布紋，搭配原住民特有的色彩搭

配，小米鏈等素材，學習部分露白的技

巧，形成具有時尚感的實用產品。

月桃飯盒
售價：大$600元；小$500元

月桃葉編織的飯盒，可吸收飯粒滲出

的水氣，保持米飯乾燥與口感，而經

過現代創意重新演繹成為獨具特色的

巧雅收納盒。

漂流木家具
售價：中板凳/$8,000元; 
小靠椅/$3,000元；小板凳/$800元

中板凳/長160cm；小板凳/寬45cm

用料紮實，工法也特別，不用釘子，只

用卡榫銜接。原愛木的藝品需要有耐心

慢慢等待。

人造藤打包袋
售價$1,600  

長40cm*寬25cm*高35cm

從昔日的手提籃或海邊抓魚的簍子發想

而來，採用平織技法，運用多種顏色創

造多層次的視覺效果深具時尚感。

蜻蜓雅築珠藝工作室

鄭如意創意工作室

電話：08-7992856
住址：屏東縣三地門鄉(村)中正路2段9號
E-mail：dragon�y_workshop@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0111.html

電話：0913-679010
住址：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313號14樓
E-mail：otoro168@gmail.com

挑動味蕾餐具組
售價:$1,580
4隻入/長23.5cm、寬15cm、高3cm

內含湯匙、調棒、奶油刀及水果叉，適

用於午後茶點。頂級不鏽鋼搭配上排灣

族傳統琉璃珠，不僅挑動您的味蕾~更

是視覺上一大饗宴！

鮪尾大吉-錫製套鍊
售價:$870
錫製項鍊/手機吊飾

鮪尾大吉，以2005年的第

一「鮪尾」，做為永遠紀

念的起點。項鍊與手機吊

飾直接配戴即可，為您長

保年頭平安到年尾。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中間路11號
電話：0956276476 曾美玉

琉璃珠飾品牛骨髮簪、腰帶
牛骨髮簪 售價$250元/支

琉璃珠腰帶 售價$560元/串

琉璃珠不僅是排灣族的身份地位的表徵外，司

筆工作坊將原有的圖紋及優美線條加以創作，

形成一件件獨一無二的作品。

一粒工作室

臀鈴鑰匙圈
售價:$190

臀鈴吊飾
售價:$190  苧麻、意米珠

鑰匙圈長度6.5cm 
 臀鈴吊飾長度6cm

莫拉克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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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杯組-桐花
售價:$800  一對/組 
長12cm、寬6cm、高2(單筊尺寸)  
外盒包裝14.5cm*寬14cm*高6.5  

純手工彩繪台灣特色桐花圖案設

計，聖杯造型，以傳統廟宇使用的

「筊」為創作，可當擺飾收藏品。

如豐琢玉工坊

電話：0933-798666
住址：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忠孝街91號 
網址：http://zufon.formosa-ya.tw/
WebMaster/?section=1
E-mail：lufung97@yahoo.com.tw 

小台灣玉
售價:$850  長4.5cm

天然台灣玉玉石切割成飾品，台灣

造型，切工精細更顯台灣玉之珍貴。 

玉石含有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經

常接觸有助於人體協調平衡。

伍蓮香業

三義鴨箱寶

電話：05-3747899
住址：嘉義縣新港鄉菜公村嘉北公路23-6號
E-mail：incense_art@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prod/105820.html

新港馨香燈
售價:$800
麝香、檀香、玫瑰香

圓底座直徑17.8cm、高53cm/550g
方底座長17.8cm、寬17.8cm、高53cm/690g

設計師揉合嘉義新港奉天宮手工製香業，重新詮釋廟

宇的平安燈，風格簡約線條流暢。以具備宗教意涵的

「香」為材料，使用時會因熱氣散發出檀香味，呈現

傳統與時尚共存的氛圍。

電話：037-872076
住址：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176號
E-mail：dpduck@pchome.com.tw
網址：http://www.dp-duckdiy.com.tw/

旭珂工藝社

仟庚玻璃

電話：02-26704749
住址：台北縣鶯歌鎮永吉街21號
E-mail：shiko4749@gmail.com
網址：http://shiko.iproducts.com.tw/

電話：03-5786746
住址：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76巷2弄51-1號
E-mail：hsueh@ckglass.com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4942.html

翠玉白菜(小)
售價:$3,150  9.5cmx7cmx12.5cm

白透的菜莖，明綠的葉子，細緻的紋

理，在在顯現出工藝家的高明，彷彿聞

得到那白菜的香甜。

幸運草項鍊(皮繩)
售價:$220 
幸運草寬1.7cm 皮繩對折長20 cm  

幸運草墬飾，高溫燒製而成，純手工

打造藝術琉璃，質地清透、鮮豔、明

亮。設計風格簡約大方，適合自己佩

帶或贈送友人。

正一玻璃

事事如意禮盒(小)
售價:$600  直徑6.5*6.5cm/顆
外盒包裝13.5cm*13.5cm*7cm

『柿柿如意』象徵吉利好兆頭，黃澄

澄的柿子充滿喜氣，可置於書櫃擺飾

或做文鎮使用。適合當一般禮品、升

官、生日、喬遷、結婚、母親節、情

人節禮物。

電話：03-5202207
住址：新竹市明湖路650巷1號
E-mail：jiglass.com@msa.hinet.net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4944.html

菱形名片座-草花龍
售價:$ 1,450  9.5cmx9.5cmx3.5cm

以琉璃搭配水晶材質創作的名片座，晶

瑩剔透、質地堅硬、富價值感，極具東

方特色的實用紀念品，適合贈送國外商

務友人。

長型名片座-金魚
售價:$1,450  10cmx8.2cmx4cm

野鳥標本箱
售價:$1,350  2隻一組 
長9.5cm、寬10.5cm、高5cm  
外盒包裝18.5cm*15.5cm*5.5cm  

純手工彩繪製作的木製野鳥標本禮盒，極

具台灣特色的實用紀念品，亦可當文鎮使

用。適合贈送國外友人，值得收藏！

珍禽書籤
售價 $900  樟木製，5支一套

每支：長20cm*寬2cm*高3cm
外套包裝24.5cm*19cm*5cm  

以台灣原生態特有種與特有亞種之鳥

類為主題，木製鳥類彩繪書籤。純手

工彩繪製作的鴨子書籤，極具台灣特

色的實用紀念品，適合贈送國外友

人，值得收藏!

創意井字棋
售價:$1,200  300g/組+手染袋 
棋盤：18cm*15cm*1.5cm  
棋子(10入)：5cm*3cm*2cm 

將簡單純樸的兒時遊戲收藏在口袋裡，暖

合色調與天然木紋作成的棋盤，是最能代

表三義的地方素材，越使用越能增添其特

有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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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鈴竹材

寶島燻樟

綠野香踪植物精油專賣店

奧妮耀溫泉手工皂
電話：04-25875403
住址：台中縣東勢鎮忠孝街147巷11號
E-mail：wbasty@yahoo.com.tw
網址：http://www.dongshi.com.tw/0425875403/

電話：089-781483
地址 : 台東縣太麻里鄉華源村南北坑56號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4864.html

電話：08-8831188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52-3號
e-mail: mudan2007@gmail.com
網址：http://www.wretch.cc/blog/mudan188

電話：037-561688
住址：苗栗縣造橋鄉朝陽村大湖內18號
E-mail：sunlingbamboo@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twbamboo.com.tw/

寶島燻樟禮盒
售價:$600  燻油30mlx1罐  
樟腦30mlx1罐

寶島燻油:適用嬰幼兒肚

子脹氣、尿布疹、紅疹、

跌傷瘀青、皮膚保養、冬

季癢、皮膚凍傷乾裂等

等，最溫和不刺激。

寶島樟腦油:驅蚊防蚊

蟲、提神醒腦、舒緩蚊蟲叮咬、消除疲勞感、舒緩扭傷、舒

緩肩膀僵硬、去漬、淨化空氣、皮膚搔癢，具紓緩效果。

綠野香蹤原生植萃禮盒
售價$700 
化妝水1瓶、檜木精油1瓶、手工肥皂2塊  (120元/塊)

綠野香蹤為優惠消費者特別推出原生植萃禮盒，其中包

含香精化妝水（任選）、檜木精油1組及純手工天然肥皂

2塊，天然肥皂溫和自然對身體健康及環境都有最好的幫

助，送禮自用兩相宜。

奧妮耀溫泉手工皂
售價$250元;禮盒$500元/2入; 
禮盒$800元/3入

奧妮耀手工皂以在地香草、天然植物

油及38％的旭海溫泉熬煮出天地草本

精華。由天然落山風來風乾，再以心

作為度量衡，手工切出一塊塊馥郁、

脫俗的手工皂。

竹酢液
售價:原價$280  特價$200/每個  300c.c.

可軟化角質，用作泡澡、洗臉以改善

皮膚，亦可作為環境之清毒、抑菌、

除臭。

舞禾室內設計

阿原肥皂

電話：05-2773929
住址：嘉義市啟明路136號
E-mail：jan_designer@yahoo.com.tw
網址：http://www.otop.tw/knowledge/
storypage7.php?k=3

電話：02-28085663
住址：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二段69號7樓
E-mail：samma@taiwansoap.com.tw
網址：http://www.taiwansoap.com.tw/

虎頭香能量旺旺香包組
售價:$768
寺廟香火袋原型

引用傳統新港虎爺信仰重新詮釋地方香

品，以傳統寺廟內保佑闔家平安「香火

袋」原型，來傳達民間信仰上的生活記

憶與地方情感。  

健康袋
售價:$750三件/組 優惠價$700
100g艾草皂、100g左手香皂、100g馬瓔

丹皂、棉布袋/牛皮小提袋

阿原農場裁種的艾草、左手香及馬櫻丹

在民間被應用於消炎、殺菌及止癢，這

幾款肥皂不止洗得乾淨，也洗得健康。

美人袋
售價:$820四件/組 優惠價$750
100g檸檬皂、100g燕麥皂、

100g紫草洛神皂、100g綠豆薏仁皂、

棉布袋/牛皮小提袋

燕麥具去角質功能，綠豆、薏仁對清潔

及美白都有良好效果，美人袋淡淡的清

香特別適合女性朋友。

石壁染織工坊

電話：037-821255
住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村21鄰石壁21號
E-mail：shree@ms66.hinet.net
網址：http://www.otop.tw/feature/105497.html

文書用品組-3件式
售價:$1,200
紫色/咖啡 棉麻線材質

筆記本、鉛筆盒、書籤

取原有特色圖文與色彩，苧麻原色設

計，以純手工製作及現代技法，融合傳

統元素，經緯交錯，匡織工藝，展現無

價智慧。  

香憩工坊肥皂組(默憩系列)
售價$180  15cmx5cmx5cm
源自於台灣太麻里，季節山間植物採擷，自然微風原萃香

氣，日式雅緻手感呈現。

  

莫拉克
關懷

莫拉克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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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好禮盒
售價$1,190   優惠價$ 1,150
艾草皂  100公克/檜木皂100公克/苦茶皂

100公克各1入/「水碟」皂碟1入

特選台灣艾草、檜木及苦茶肥皂，溫

潤不敏感，洗後不緊繃，肌膚清潔、

放鬆、滋潤。限量「水碟」皂碟-鶯歌

製造。

新還原禮盒
售價$1,650   優惠價$1,485
金銀花皂 100公克/桑菊花皂100g公克/
魚腥草皂100公克/泥先生100公克/
泥小姐100公克/嬰兒皂100公克各1入

清潔的最終責任是還原肌膚原始的面

貌。台灣青草藥，配合複方精油，可深

層清潔及調理肌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