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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Contents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1989年起推動OTOP(One

道地喫美食

02

香醇飲茶酒

10

所發展出具有歷史性、文化性、獨特性或唯一

經典巧工藝

14

性等特質的地方特色產品，所推廣的內容相當

在地品生活

22

Town One Product) 一鄉鎮一特產之地方特
色產業輔導計畫，以臺灣各鄉、鎮、市為主，

廣泛，從工藝品、食品、景點等。
透過輔導地方特色產業計畫，使每個鄉鎮的特
產及觀光休閒產業，得以從產業技術及服務升
級，到產業策略聯盟共同行銷，將各鄉鎮特色
綻放全臺，並躍上國際化的舞台。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亦培育地方產業經營管理人
才，辦理地方產業標竿案例及觀摩活動，並結合
社區資源與在地節慶，舉辦產業媒合促銷及媒體
廣宣，以提升各地區中小企業之經營能力。

本產品型錄特輯所刊載產品內容、價格、圖片等，可能因商
家營運規劃而有所調整或變動，若與實際銷售情形不符，請
以商家公佈資料為準，訂購前請向商家確認及諮詢。

道
地

喫

美
臺灣東西南北、四處美味、八方好
料，酸甜甘醇香辣，滿足每一張挑剔
的嘴。傳統的、創新的、手工的、精製的，所有道地臺灣美食
伴手禮，送禮送到心坎裡。

埔里鎮農會

農村休閒
酒莊

山形玫瑰花瓣醬

玫瑰花醋禮盒

遍尋世界品種，終於找到擁有顏色深
紅華美、花型優美、花瓣絲絨般溫
潤、馥郁甜香、口感極佳的品種；花
了兩年的時間研發出完全不添加任何
人工添加物的玫瑰花瓣醬。

以糯米釀造而成的釀造醋為基底，浸
漬埔里山城特選優質安全的玫瑰花，
將玫瑰獨特的香芬和有益成份，完整
的釋放到醋裡面。

價格｜

$300

元

價格｜

$600元

產品規格：禮盒37.7x18.2x6.5cm，150gx2瓶

瑞穗牧場牛軋糖
產自瑞穗無汙染的鮮乳，精選超優質
原料，以純手工精製，口味多樣獨
特，深受遊客好評，已成為東臺灣牛
軋糖的第一品牌。

瑞穗
牧場

價格｜ 特價

瑞穗牧場全口味禮盒

產品規格：禮盒 18x9.3x10cm，150gx2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423828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鯉魚路22-3號
網址｜www.puli-distillery.com

以瑞穗無污染鮮乳製成的牛軋糖，精
選四種口味做成全口味禮盒，獨特的
禮盒設計，打開就聽見乳牛叫聲，為
大小朋友帶來驚喜與樂趣。
雅

麥

香

傳

生

活

館

價格｜ 特價

$650元/盒

圃

園

農

產

加

工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產品規格：
四合一（原味＋綠茶＋
咖啡杏仁果＋牛奶杏仁果），800g/盒

蓮

$150元/包

產品規格：
原味花生牛軋糖300g/包
綠茶南瓜子牛軋糖200g/包
咖啡杏仁果牛軋糖200g/包
牛奶杏仁果牛軋糖200g/包

電話｜038-876611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6鄰舞鶴157號
網址｜www.rareseed.com.tw
所

荷

鄉

香

蓮

園

富林園
洋菓子

4入圓罐禮盒

麥香伴手禮

蓮蓉鳳梨酥

荷鄉窈窕禮盒

以透明容器包裝，讓餅乾的面貌清楚呈
現，給人清爽、乾淨的感覺，加上精美
的外盒，送禮自用兩相宜。可任選圓罐
系列產品四種口味做組合搭配。

產品可自由搭配，如：胚芽酥餅、胚
芽鳳梨酥、胚芽太陽餅、日月潭紅茶
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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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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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手工餅乾小鐵盒

$400元

單盒

產品規格：禮盒20.5x20.5x9.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25692798
地址｜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230號
網址｜www.pfcooki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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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各地頂級食材，精心烘製成繽紛
多變的手工餅乾，純手工烘焙的纖細
質感，豐富的美味口感，動人的味覺
感動，喚起心中的美好回憶!

價格｜

$300元

產品規格：禮盒 15.3x15.3x4.6cm

$390元

雙盒

$780元

產品規格：單盒28.5x24x5.5cm 雙盒28.5x24x1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25684255
地址｜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299-12號
網址｜freshfarms.pixnet.net/blog

價格｜

$2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10入 / 盒

店家資訊

$650元

產品規格：香蓮茶30朵±2朵；蓮花酵素100c.c

Information

電話｜06-6841188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河東里99-1號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6-6855063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竹門里61號
網址｜www.baihe-lotus.com

道地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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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喫

$230元

手花碌天
可以冷藏冷凍的手工麻糬，顛覆了傳統
麻糬的吃法，更廣為大眾喜愛，過年送
禮或自用皆宜，軟Q的口感，如同家人
朋友的情感，親密濃郁，團圓美滿。

美

丸莊
醬油

產品規格：50gx12個/盒，禮盒31x20x5.5cm
黑糖花生、原味芝麻、黑糖紅豆三種口味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37-875568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水美路154號
Email｜137986@yahoo.com.tw

金饌玉釀
榮獲「臺灣包裝之星」設計大獎，為
丸莊醬油的明星商品。百分百純釀
造，沒有任何添加物。受到日本食品
品質權威磯部先生青睞，並榮獲2006
誠實的食品。

肚臍餅
百年歷史的「肚臍餅」，早年為苗栗糖
廠的一群日本技師，有感於思念家鄉和
果子（日式糕餅），於是與當地居民共
同研發出一種小巧好吃的餅，當時居民
大都稱之為「綠豆凸」或「綠豆餅」。
價格｜

$180

元

天釀禮盒（黑與金）
以最新食品科技保存黑豆營養精華，
兼顧美味與健康；濃郁芳醇的蔭油原
汁，精饌玉釀，渾然天成，滿足品味
非凡、滴斟毫酌的消費者。

產品規格：10入 / 盒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37-874988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47-8號
網址｜www.shi-chi.com.tw

價格｜

$960元

產品規格：
天釀金｜螺寶黑豆蔭油清x2瓶+螺光黑豆蔭油膏x1瓶
天釀黑｜螺寶黑豆蔭油清x1瓶+螺光黑豆蔭油膏x2瓶
420ml/瓶，禮盒29×5×31cm

價格｜

$600元

產品規格：螺光黑豆蔭油膏x1瓶+螺寶黑豆蔭油清x1瓶
420ml/瓶，禮盒16×8×3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5917306
地址｜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101號
網址｜www.wuanchuang.com.tw

18度C
巧克力工房
億

達

草

本

研

發

工

作

室

踏雪尋莓

無糖．八正喉糖
好客新裝-精緻禮盒(2禮包入)

福

堂

餅

行

價格｜

入口微苦、喉韻回甘，無農藥、無添
加、無色素，質好味佳，天然草本、無
汙染環境培養種植，無糖、低熱量的好
喉糖，符合現代人對健康的需求。

$130元

產品規格：12兩/個，附外盒

價格｜

福氣餅
香綿卡士達起士和彈Q麻糬兩相搭配，
滑嫩的口感在嘴裡彈跳，嘴角也不覺
跟著揚起一抹微笑，吃餅笑開懷、福
氣自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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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500元

產品規格：25顆（95g）×2包，14x10.5x18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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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資訊

採用新鮮草莓低溫乾燥製成的草莓
粉，保持風味與色澤，也保留了營養
成份。搭配化口性極佳的白巧克力，
微酸與微甜之間交錯出的味覺層次，
絕對值得您細細品嚐。

Information

電話｜037-982489
地址｜苗栗縣銅鑼鄉中山路83號
網址｜www.007gift.com.tw

$320

產品規格：小顆生巧克力30入
禮盒13x10.7x2.6cm

店家資訊

藏心十入巧克力禮盒

65%生巧克力禮盒（大）

精選藏心系列的巧克力，放入禮盒精
緻大方，讓您一次品嚐到多款18度C的
濃情巧克力。

65%的可可濃度，甜味稍過於苦味，最
符合大眾口味的生巧克力。

元

Information

電話｜049-2984863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慈恩街20號
網址｜www.feeling18c.com

價格｜

$420元

產品規格：10顆工房人氣巧克力
禮盒23x10.3x3.5cm

價格｜

$420元

產品規格：大顆生巧克力30入
禮盒19.5× 9×3cm

道地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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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欣有禮
X.O級春蜜限定禮盒

臺北縣餅

創辦人阿文老爹憑據五十年的養蜂經
驗，培養出優良健康蜂群，採集高雄
大崗山鹼性土壤孕育的芬芳春蜜，通
過CNS1305以及SGS嚴選品質把關。

評選勝出的臺北縣餅，外皮酥鬆，內
餡精選上等乾果仁、冬瓜糖、葡萄
乾，配上少許鹹蛋黃，口感香醇、微
甜、不油膩，呈現美味新體驗。

價格｜

$800元

價格｜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82858022
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269巷18弄1號1樓
Email｜chang369@yahoo.com.tw

電話｜07-3847253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17-3號
網址｜www.beehappy.com.tw

採收臺東洛神花精心蜜漬，保留最天
然的花果香及果粒，富含果酸及礦物
質，是健康概念的好選擇！
價格｜

產品規格：10入/盒，60g±5g/塊，葷素兩款口味
禮盒28.5×15×5cm

產品規格：純天然龍眼花蜜350g×2罐
禮盒13×18×30cm，含精緻手提袋

店家資訊

$300元

生津金棗茶、
手造蜜釀-洛神

$400元

產品規格：600g×2罐
禮盒19.8×19.8×9.2cm，附手提袋

店家資訊
電話｜03-9285758
地址｜宜蘭市梅洲二路33號
網址｜www.agrioz.com.tw

Information

食豆拾福

新豆食感健康組合

榮獲基隆2010年十大伴手禮，呼應產品
特色，仿豆腐模之概念設計；內面並
結合基隆旅遊地圖，使伴手禮盒兼具
實用性。選用有機豆漿、基隆海藻、
南港包種茶等在地食材，自然清香，
低熱量讓身體無負擔，健康好福氣！
漁

大房
豆干

品

價格｜

傳統精神加入創新研發，帶動糕餅生
命力，將父母對牛軋糖的情感延伸，
融入基隆寶藏-海藻，做成特殊的海藻
牛軋糖，除了獲得消費者肯定，2006
年獲全國網路票選第二名。

$360元

產品規格：4入/盒，720g
禮盒 9×9×6cm
四種口味：玫瑰、南港包種茶、基隆海藻、桂花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4285117
地址｜基隆市仁二路208號
網址｜www.e-bonjour.com.tw

價格｜

$320元

產品規格：綜合牛軋糖(海藻＋花生＋巧克力）
300g+雞籠餅6片（任選櫻花蝦、旗魚）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4251058
地址｜基隆市安一路180號
網址｜www.kljx-nougat.com.tw

軒

海之鮇

御之選
蛋豆角禮盒
使用大豆蛋白特製的蛋豆角系列禮
盒，是暢銷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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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素可食。
價格｜

$150元

產品規格：30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3883457
地址｜桃園縣大溪鎮中正路48號
網址｜www.tafangfood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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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品軒精選上等海鮮原料，製作各式休
閒食品，將海洋的滋味，傳遞給每一位
熱愛海鮮的消費者，墨魚脆片、鮭魚鬆
等首創食品，曾榮獲基隆十大伴手禮。

國寶級豆干大師禮盒
近百年的豆干工藝，保留原有的香
醇、濃郁、柔綿口感，入味而回甘，
為臺灣聞名全球國寶級商品、經濟部
及桃園縣政府伴手禮及衛生局認證優
良商品。

價格｜
價格｜

$480元

產品規格：8片/盒
禮盒 18×22.5×7.5 cm

海之鮇鍋饗

$800元

產品規格：魚鬆250g/罐，
休閒食品200g×2包，脆片150gx1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4697656
地址｜基隆市北寧路72號
網址｜www.yph-seafood.com.tw

採用新鮮魚漿製成的海之鮇六寶鍋
物，匯集來自大海的原味，鍋物工廠
直接現做。六寶鍋物包括：飛魚卷、
北歐泡芙、麻吉燒、紫芋卷、章魚
燒、芝心包。

價格｜

$500元

產品規格：海之鮇六寶鍋物300g×6包
海藻魚麵600g×1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4331345
地址｜基隆市武訓街74號
網址｜www.hzw.com.tw

道地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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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圓滿禮盒

花生酥糖-三味禮盒

康是寶台灣金線連釀造醋

今年基隆泉利米香推出新春圓滿禮盒
和大家一起慶團圓，內容有招牌米
香、特製牛軋糖和小麻吉，適合全家
大小同歡共享。

花生酥糖採用特選的花生及白糖，加上
手工製作與獨道秘方，做出酥、脆、爽
口的細緻酥糖口感，只要輕輕一咬立即
脆裂，吃起來不甜膩、不黏牙。

用臺灣金線連純作物，依古老傳統製
法方式釀造，經過長時間自然發酵，
而形成天然活醋。

價格｜

$3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米香4片+牛軋糖15個+小麻吉15個
禮盒20.5×13.5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2-24202096
地址｜基隆市信二路219號
網址｜ricecookie.com.tw

$7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禮盒42.5×27×6cm，1830g
內裝三小盒24×13×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4222653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平路146號
網址｜www.sutan.com.tw

$600元

產品規格：400c.c×1瓶/盒，10× 10×3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931699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廣成里覆金路28-8號
網址｜www.shyh-bao.com.tw

覓蜜花園
吃醋禮盒
真蜂—頂級蜂蜜為原料基質，傳統工
法釀造，自然發酵，風味柔綿，酸得
有內涵，安全又健康。吃醋—蜂蜜+精
選黃梅。直接稀釋飲用或食材添加更
增黃梅香甜自然美味。
價格｜

$1,000元

產品規格：真蜂（蜂蜜醋）600g×1罐
吃醋（梅子醋）600g×1罐

成熟蜂蜜—酵素聚足，生物活性更高，
風味更佳。絕對冬蜜—風味幽雅，為古
早中藥之漢方搗汁，為臺灣蜜香之王。
白蜜—採集自柑橘，清香風味。
價格｜

$1,500元

五虎醬禮盒

產品規格：白蜜500gx1瓶
成熟蜂蜜 500gx1瓶、絕對冬蜜 500gx1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980851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枇杷路52-1號
網址｜www.hgbees.com.tw

以黑豆醬油為基底，結合中國歷史人
物形象，調配出不同風味的醬油。小
包裝適合現代家庭，一次嚐到五種口
味又不用擔心儲放問題。適合直接當
沾料食用也可以拿來炒菜。
價格｜

金

錦香
餅舖

美

瑞春
醬油

宏基蜜蜂
生態農場

椿

茶

油

工

$330元

產品規格：白醬油、黑豆醬油各1瓶，150ml/瓶
香菇素蠔油、蒜蓉醬油膏、紅麴醬油膏各1瓶，
175g/瓶，禮盒25.7 x7.1 x37.4cm

坊

螺王正蔭油二入精裝組

綜合牛軋糖

杭菊餅

特選杏仁果、歐洲進口奶粉、奶油以
及日本進口低糖、低熱量的天然海藻
糖，每顆牛軋糖軟硬、甜度都適中，
給您口口幸福的滋味！

杭菊是銅鑼目前最具特色的農產品。
錦香餅舖以七十年製餅技術，將杭白
菊搭配紅棗、枸杞、龍眼乾，精心烘
焙出具養生概念的杭菊餅！

價格｜

$300

元

產品規格：600g/包（原味＋綠茶＋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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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180元

臺灣．油．山茶

產品規格：6入/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7-981155
地址｜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94-1號
Email｜dayday1168@yahoo.com.tw

茶油自古即為皇宮御膳的頂級養生用
油。金椿茶油工坊的茶油以100%苦茶籽
製作，過程嚴格把關，保留最天然的
營養成份。茶油油性溫和，適合多樣
料理。

價格｜

口感濃郁芳香，含氮量遠高於日本最優
選醬油的評等標準，日本「料理王國」
美食雜誌推薦為「純手工釀造的頂級黑
豆蔭油」，是主廚最愛調味聖品。

$699元

產品規格：茶花籽油、茶葉籽油、
山茶花籽油各1瓶，50ml/瓶，茶油椿菇醬40g×1瓶
茶油蔬果鮮20g×1瓶，禮盒37.5×32.5×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7-831195
地址｜苗栗縣三灣鄉永和村三鄰石馬店18-3號
網址｜www.dr-oil.com

價格｜特價

$560元

產品規格：螺王正蔭油420ml×2瓶
禮盒包裝：16 x7 x28.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5-5862438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438號
網址｜rueichun.com.tw

道地喫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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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醇

飲

和菓
森林

淺酌、暢飲，親朋好友相聚，
把酒言歡。說往事、談未來，
來杯酒、飲壺茶、喝杯咖啡，

山茶花禮盒

品味生活餘韻、體驗人生豐富

臺灣野生山茶是臺灣特有原生茶種，嫩
芽呈紫紅色，茶湯豔紅，甘醇蜜味，濃
郁果香，如紅寶石般珍貴稀少。

層次，陪你回味每一刻，給你
滿滿的幸福。

遊

山

茶

訪

價格｜

竹之粹

方

圓

茗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49-2752440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正路三段43號
Email｜eastern.tea@msa.hinet.net

嶢

茶

陽

茶

行

價格｜

$420元

產品規格：紅寶石 30g條型茶
阿薩姆紅茶隨身包 2.5g×6包
含經典原味、桂花、玫瑰、水果、薰衣草、
檸檬香茅各1包，禮盒24×14×8cm，附手提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897238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5號
網址｜www.assam.com.tw

日月潭小三紅禮盒
手工採摘、一心二葉。2005榮獲經濟
部地方特色產品創意競賽第二名頂級
臺灣紅茶。

價格｜

$580元

產品規格：祖母綠紅茶 20g條型茶
紅玉紅茶 20g條型茶
紅寶石 20g條型茶
禮盒27×14×7cm，附手提袋

香

喜堂
茶葉

山

農

場

翡翠系列禮盒

半斤金禧禮盒

儷人雅集禮盒

典藏99禮盒組

臺灣高海拔茶區之頂級高山茶菁，在
自然栽植法、細膩人工撿枝工序、獨
門焙火技術，完成宛如溫潤淨雅的青
花瓷質地，是饕客品鑑的頂級茗品。

高海拔茶氣，通透金黃的茶湯優揚
清香令人回味。

堅持百年傳承製茶工藝，以東西合
併、融合古今的包裝設計，突顯產
品高雅精緻文化特性，時為最佳必
買產品。

「香茶巷40號」紅茶，堅持手採幼嫩芽
葉製造，不摻雜其他劣質茶葉。製程細
心並注重流程掌控，沖泡後茶葉完整，
茶湯豔紅亮麗，香味甘醇濃郁。

價格｜

$1,8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凍頂茶150g，阿里山茶150g
禮盒25×23×9.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643919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工業區延平路19號
網址｜www.teaquest.com.tw

10

$1,680元

產品規格：竹焙杉林溪300g×1罐

南投竹山特產孟宗嫩竹於清晨採收後，
24小時內放入茶葉，經烘培使茶吸收
「竹瀝」後，口感濃郁，越陳越香。榮
獲2010臺灣OTOP設計大賞殊榮。

廣

東方
茶行

2011 臺灣OTOP地方特色產品輯

$2,0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梨山烏龍300g

店家資訊

$1,080元

產品規格：阿里山烏龍75g，鐵觀音75g
禮盒27×14×7cm

Information

電話｜02- 25632851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72 巷 7 號
網址｜www.kfytea.com/index.php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5621999
地址｜臺北市長春路14號
網址｜www.geowyongtea.com.tw

歡喜臺灣．遊茶趣禮盒
外盒採牛皮再生厚卡裱紙札型，內裝
集郵套票設計，呈現福爾摩沙的寶島
風光，中英對照，介紹臺灣好茶產區
與製茶專業與技術，呈現寶島風光。

價格｜特價

$1,800元

產品規格：禮盒23.6×23.6×7cm
金萱、翠玉、四季春、鐵觀音各1包/150g
特製文山包種茶茶糖100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86615299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228號
網址｜www.chatei.com.tw

價格｜

$750元

產品規格：臺茶8號阿薩姆紅茶75gx1罐
臺茶18號紅玉紅茶75gx1罐，禮盒28.5x21x9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24077043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40號
網址｜www.xtea40.com

香醇飲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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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醇
凡

伊

斯

山

野

菜

館

茶

溫

家

舞

堡

鶴

茶

園

埔 里 鎮 農 會 農 村 休 閒 酒 莊

信 義 鄉 農 會 梅 子 夢 工 廠

飲

金 鴻 勝 酒 廠

野薑花系列午茶時刻

採茶竹簍系列

2合1即溶咖啡

玫瑰淡酒禮盒

玉山3952

陽光真情禮盒

運用在地植物變成伴手禮，禮盒以
在地氛圍設計，當人手一盒於園區
內遊走時，就如同蝴蝶在野薑花群
戲舞般美麗。

有別一般市售的茶末包裝，以正茶
打碎包裝，冷水或冰水均可沖泡，
讓喜愛爬山、旅遊外出的消費大眾
能方便攜帶。

以自然農法復育了老欉咖啡，口感
溫和，回甘強，不酸澀，適合國人
飲用。以嚴選咖啡豆製成2合1即溶
咖啡，少了糖，品味咖啡原味！

以甘蔗酒為基礎酒，浸泡新鮮的食用
玫瑰花瓣，色澤鮮紅明亮，晶瑩剔
透，保留玫瑰香濃芬芳幸福浪漫的味
道，是年青族群喜愛的酒品。

特邀請李毂摩大師創作「玉山登
峰」，將39度梅子白蘭地與52度梅子
蒸餾酒組合，外包裝可經過接合，成
為兼具收藏與展示的東方風格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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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3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野薑花茶5g×5包＋
手工餅乾100g×2包，禮盒12×10×30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8-8830463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東源村東源路51號
Email｜vaisjabai@gmail.com

臺

灣

紅

茶

$5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有機綠茶粉（採茶竹簍包）100g×1包
有機冷泡綠茶（採茶竹簍包）2g×15包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3-5873271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7鄰3號
Email｜green.teawen@msa.hinet.net

蓮

緣

香

水

蓮

花

$3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禮盒37×13×7.5cm，24包 / 盒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38-870222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中正南路2段336號
網址｜wuhe.asia

舞

園

鶴

茶

園

$520元

價格｜

產品規格：400ml×2瓶，酒精濃度7%
禮盒37.7×18.2×6.5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49-2423828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鯉魚路22-3號
網址｜www.puli-distillery.com

宏

基

蜜

蜂

生

態

農

$6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260ml/瓶×2瓶，酒精濃度39%、52%
禮盒18× 9.5×12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49-2791949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新開巷11號
網址｜www.52313.com.tw

場

快

樂

酒

$650元

產品規格：400ml×2瓶，酒精濃度11%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4-8904903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再發路41-20號
網址｜www.sunshinego.com.tw

莊

清

驛

泉

酒

莊

茶箱紀念版

香水蓮花茶

天鶴烏龍茶

醉春蜂蜜酒

臺灣頂級紅葡萄酒禮盒

老嗲紅酒

成立於1937年的臺灣紅茶，1930年代
曾為日本皇家指定飲用的貢品。臺灣
紅茶公司精製的盒裝條形紅茶，可與
海外任何名牌紅茶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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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宜直接沖泡，茶湯金黃、清香，
亦可調理入菜。

舞鶴臺地最優質的半發酵冬茶，不
但香且甘醇！且為一年一度的得獎
茶，值得一再品嚐。

蜂蜜酒自古被譽為「天之美祿」，味
甘甜潤，相傳新婚夫婦在喜慶之日及
新婚的首月都要喝蜂蜜酒，「蜜月」
之稱因此而來，也象徵婚姻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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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96年第
十九屆國家優良食品評鑑會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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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6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烏龍茶150g，臺灣紅茶150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5171262
地址｜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3號
Email｜eva@forteac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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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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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115g/罐，約70~75朵，附提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6-6852399
地址｜臺南市白河區大竹里101-1號
Email｜obinboy@yahoo.com.tw

$2,0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300g×2罐

店家資訊

$1,2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500ml/瓶，酒精濃度40%

Information

電話｜038-870222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舞鶴村中正南路2段336號
網址｜wuhe.asia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980851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枇杷路52-1號
網址｜www.hgbees.com.tw

$7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750 ml×2瓶，酒精濃度10%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8-952707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外竹里中央巷2號
網址｜www.happy-drink.com.tw

飲 酒 過 量 ． 有 礙 身 體 健 康

$350元

產品規格：750ml，酒精濃度13%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8902168
地址｜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斗苑路62-5號
Email｜amanda.how@msa.hinet.net

香醇飲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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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

臺

巧

灣

玻

璃

館

臺灣
玻璃

融合設計、文化，兼具傳統、時
尚，最能呈現臺灣風、民族味的禮
品，有藝術鑑賞價值、有實用功能。雕琢時間記憶、打造雋
永人生，典藏時代與歷史的見證。

春

池

玻

璃

平安天燈

臺灣文鎮

以世博臺灣主題館的平安天燈文化為
主題造型，適合贈送國外友人，加上
seg電熔技術製造高品質且透光強的
手工藝玻璃藝品！

以臺灣高山壯闊的地形為主題的玻璃
文鎮，適合贈送來自遠方的國外友
人。

價格｜

$3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8×8×10cm

仟

$585元

Information

電話｜03-5389165
地址｜新竹市牛埔路176號
網址｜www.hcspg.com.tw

正

一

玻

璃

價格｜

$700元

價格｜

增

實

業

有

電話｜04-7811299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30號
網址｜www.timingjump.com.tw

限

公

司

銘

昇

玻

時尚威士忌杯造型，以使用者的習
慣為出發點，貼心搭配兩款容量
（326ml及375ml）不同的杯組，搭
配精美包裝盒，送禮自用兩相宜。

璃

國

泰

玻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2-27130333
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1號11樓
網址｜www.taiwanglass.com

璃

歐

美

藝

術

琉

$390元

產品規格：9.5×5.5×6.9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3-5786746
地址｜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576巷2弄51-1號
網址｜www.ckglass.com

璃

仟

庚

玻

璃

竹塹風情杯（玫瑰花系列）

事事如意

旋轉遊樂馬音樂盒

玻璃精品蝴蝶插花器

喜兔進寶

竹塹風情杯系列產品，2004年榮獲文
建會頒發「臺灣創藝產品」。以花園
城市為主題，設計純手工製作玫瑰花
造型杯，值得饋贈好友珍藏。

柿是四季水果中最能代表火紅運勢的
吉祥果，結實累累的枝頭最是豐收，
和玉如意搭配起來的諧音事事如意，
更是圓滿討喜。

遊樂馬造型的音樂盒，勾起人們小時
遊樂場歡樂的時光，親切的音樂歡樂
你我生活的氣氛。

琉璃彩繪燈

由臺灣特有品種蝴蝶當裝飾，造型精
美的玻璃當底座，特殊造型的線條讓
蝴蝶有飛翔的感覺！

由口吹製成的琉璃彩繪燈，精美幻彩
的特殊造型，適合居家擺飾用。

「喜兔進寶」是將師父手工實心熱
塑的作品-兔子，配上水晶玻璃金元
寶，呈現出歡迎喜慶之意，更有在歡
慶之中將各種寶物迎進來的含意。

價格｜

價格｜

$2,600元

價格｜

店家資訊

$3,680元

價格｜

產品規格：16×8.8× 12cm

產品規格：8×8×21cm

Information

電話｜03-5202207
地址｜新竹市明湖路650巷1號
Email｜jiglass.com@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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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璃

特殊歐式風格的青蛙造型，展現出悠
閒輕鬆的氣氛，擺飾在辦公桌上調劑
忙碌的工作心情。
產品規格：375ml×10入，326ml×8入

店家資訊

玻

悠閒自在蛙

精品生活玻璃杯組

產品規格：17×8×3cm

庚

2011 臺灣OTOP地方特色產品輯

店家資訊
電話｜03-5200277
地址｜新竹市富群街15號
網址｜www.ho-seng.com

$1,200元

產品規格：11×11×16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價格｜
Information

電話｜03-5302176
地址｜新竹市虎山里華江街106巷14號
網址｜www.hcglass.com.tw/museum06.asp

$3,500元 產品規格：14x11x3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7-622303
地址｜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24 鄰崁頂 151 號
網址｜www.glasspark.com.tw

$1,2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6×6×21cm

店家資訊

$1,080元

產品規格：13×6.4×2.7cm
（多款造型可供挑選）

Information

電話｜02-27223755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五號4G-14
網址｜www.omartglass.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5786746
地址｜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576巷2弄51-1號
網址｜www.ckglass.com

經典巧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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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

九份
茶坊

臺灣基隆山茶具組
原創設計發想由基隆山「雞籠」外
型、「基隆山」傳說和「黃金山城」
印象疊合發展，形成代表基隆特色之
茶具設計。

$9,000元 產品規格：21x21x19cm

價格｜
新

太

源

藝

術

工

礦工燈茶具組

兔年紀念喜用杯

取自早年九份採金礦工的救命燈「磺
火」為設計概念，上半段「儲水罐」
設計為茶壺，下半段則附上礦工隨身
工具做為茶杯。

特別為100年設計的兔年紀念喜用
杯，杯身圖案活潑俏皮，搭配喜氣的
對聯，不論是迎新賀歲，或是平時送
禮、自用都是最佳選擇。

價格｜

$2,000元

店家資訊

價格｜

手繪青花喜用杯

產品規格：28×14×13cm

Information

電話｜02-24976487
地址｜臺北縣瑞芳鎮基山街142號
網址｜www.jioufen-teahouse.com.tw

安

達

窯

價格｜

$4,000元/個

產品規格：9.7×11.4×10.3cm

$3,200元

乾唐軒

歡喜桐花茶具組

產品規格：25×17×14cm

Information

電話｜02-23926858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114巷1-1號
網址｜www.chunpingteaware.com.tw

春田窯

價格｜

「聖杯」離家出走了？以廟裡「擲
筊」做為設計概念，開發具獨特創意
的調味罐，加點鹽或胡椒，聖杯笑杯
由你決定！
價格｜

$2,350元

$1,500元

桐花杯碟組

產品規格：11.6×11.6×7cm

Information

電話｜02-86774311
地址｜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永新巷10號
網址｜www.sty-art.com.tw

2011 臺灣OTOP地方特色產品輯

滿山綻放的桐花花海，當山風吹拂
的時候，花瓣繽紛飄落似雪隨風歡
喜飛舞，飄落在壺上、杯盤及茶水
中，恰如好客的熱情飛揚，迎接貴
客的來臨。

店家資訊
電話｜03-3559201
地址｜桃園市慈文路358號
網址｜www.liven-china.com

價格｜

$700元

產品規格：桐花小杯×2個，手工木紋碟×2個

產品規格：38.5×25.3×10.5cm

16

店家資訊

筊杯鹽椒調味組

整套產品以方型為主軸，採用古代流
傳的方印壺改良，並選用富貴吉祥的
牡丹花進行設計，透過陶瓷花紙的轉
印技術製作出紅花布的吉祥富貴。

店家資訊

$250元 / 個

產品規格：7.5×7.5×7 cm

設計以精緻細膩的手繪青花呈現於茶
杯上，再搭配其極佳的握感，讓人愛
不釋手，是可以天天欣賞、喜愛使用
的茶飲杯。

坊

紅花方印壺組

價格｜

巧

醇品
雅集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6796285
地址｜新北市鶯歌區永昌街185號
網址｜www.atchina.com.tw

榮獲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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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7-877820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大坪7號之2
網址｜www.springkiln.com

經典巧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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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典

新旺
集瓷

巧

三義
鴨箱寶

水

里

蛇

窯

喜兔迎春

等待享受一個蛋捲的早晨，我的豬鼻
子，抖一抖，一粒粒胡椒、鹽巴灑落
於白盤，就像灑落於窗內的陽光，一
樣的輕鬆、一樣的悠閒....。

純手工雕刻製作的喜兔，適合作為贈
送禮品的選擇，值得收藏!

價格｜

斑斕蝶影變色寧靜杯組
蝴蝶翩翩起舞，於寧靜中升起，渾沌
的變化，讓生命的週遭揚起一陣陣美
麗的漩渦。杯身變色方式為熱感應，
加熱水後就會變換色彩。

豬鼻仔調味罐

$280元

價格｜

$1,360元

產品規格：2個1組，7.5×12cm

店家資訊

價格｜

臺灣寶貝-貓頭鷹系列

產品規格：11×7×3cm

Information

電話｜02-26789571
地址｜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81號
網址｜www.shuandws.com

甘樂
文創

圓滾的身驅，呈現貓頭鷹樸拙逗趣的
造型特色，藉由這款能發出貓頭鷹叫
聲的木笛，讓社會民眾多認識臺灣珍
貴的貓頭鷹，達到寓教娛樂的目的！

$600元

產品規格：禮盒9×9×15cm

價格｜

$1,200元/隻

產品規格：禮盒9×9×1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37-872076
地址｜苗栗縣三義鄉重河路176號
網址｜www.dp-duckdiy.com.tw

台客藍

茶葉蛋壺組
金彩人生飲杯

以樸質的陶瓷做成傳統茶葉蛋造型，
以釉料燒製出冰裂紋，並將茶葉造型
點綴於蓋子上，增添品茶輕鬆趣味。

品茗是人生一大享受。以金色圖騰點
綴的純黑（白）飲杯，一如人生中美
好的片段，增添不少精彩。

價格｜
價格｜

$1,280元/個

產品規格：11×11×13cm，有黑、白兩色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9-2770967
地址｜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41號
網址｜www.snakekil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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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價格｜

$5,888元

產品規格：17.5×16.5×16.5cm，附保證書

連結88水災意象，由陶藝家賴唐鴉老
師以災區運回淤泥，細心打造向天祈
福人偶，手部可插線香，雕塑與木盒
之間，以淤泥固定陶偶，重現88水災
造成的震撼形象。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6717090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清水街317號
網址｜www.thecan.com.tw

$2,680元

產品規格：茶壺×1/10.3×6.5×8.8cm+
茶罐×1/6.5×6.5×8.8cm+
茶杯×2/6.8×6.8×3.6cm
禮盒25.5×25×12.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5521338
地址｜臺北市迪化街一段32巷1號
網址｜www.hakka-blue.com

臺灣小籠包生活調味罐組
專屬臺灣的記憶滋味，旅客必嚐美食。
以往只能現場品嚐，現在大家都能提一
籠回家，沒有賞味期限。工藝創新，
白瓷呈色，有小籠包經典摺痕，美觀實
用。獲OTOP設計大賞肯定。

價格｜

$1,780元

產品規格：陶瓷製品，
醬油罐×1+胡椒罐×1+辣椒罐×2+萬用罐×1
禮盒21×8cm

經典巧工藝

19

經
典
蜻

蜓

雅

築

巧

九鳥
陶燒

趙家窯
工藝坊

撒

飛天禮盒

黑皮兔

排灣族連杯稱為「langalj」，它為
新人斟滿祝福、為勇士致上敬意、為
部落節慶締盟。常被製成不同的類
型，其中「單座型」象徵獨一無二的
權威，是頭目用來禮敬貴賓的器皿。

手把造型有如古代敦煌飛天仕女，故
這把壺名為飛天。利用三腳架原理把
蓋子固定，即使傾斜90度蓋子也不會
掉落，充分展現設計巧思。

臺灣豐收百年紅兔，利用大雅的特
殊紅土釉料，創造出在地文化特色
產品。
價格｜

$1,299元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8-7992856
地址｜屏東縣三地門鄉(村)中正路2段9號
網址｜www.otop.tw/feature/100111.html

樺

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價格｜

$1,200元

產品規格：禮盒（一件三組，一壺二杯）
28.5×28.5×12cm

店家資訊

圖

騰

彩

繪

坊

撒根恩周遭有許多玩音樂的朋友，因
此以他們為主角，希望設計出有原住
民風格同時又搖滾的東西，故以吉他
彈片為元素，加入皮雕概念及烙燒，
設計做出本款項鍊。

會說故事的杯子系列
Information

電話｜04-25662056
地址｜臺中市大雅區大林路66巷12號
網址｜www.kilnhome.com

台灣
民窯

價格｜

結合琉璃珠與陶，融入排灣族傳統的
琉璃珠文化，每個杯子的紋路，都呼
應了珠子。透過杯子做連結，以此了
解排灣族的文化。

梅

花

山

藝

文

工

作

$550元

價格｜

產品規格：含陶燒杯子1個及底盤1個
禮盒25×8×13cm

$790元

產品規格：5×4cm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電話｜089-570550
地址｜臺東縣卑南鄉初鹿村32鄰新班鳩42號

坊

一

粒

工

作

電話｜0952-115-452
地址｜臺東市中興路2段191號
（原社手創生活館）

室

達

尼

芙

工

坊

桐花漆器點心盤

太極雪瓷杯

臺灣禪納杯

人造藤打包袋

月桃包

手提包

漆器工藝時尚化、年輕化、生活
化。產品結合客家桐花系列，更添
文化氣度，別具一番風味。

一邊呈現暗色，一邊呈現明色，象徵
著太極陰陽的圖騰。品茶時也不會喝
到茶葉渣，同時把東方意象美學表達
的淋漓盡致。

臺灣禪納杯以臺灣獨有地形作為創作及
泡茶的樂趣。體現臺灣、介紹臺灣、愛
臺灣；提壺沖茶間，茶葉伸冉隨形升
隆，彷如娓娓訴說臺灣的形成和由來。

從昔日的手提籃或海邊抓魚時的簍子
發想而來，堅持「自己全手工」的精
神，連手把都是手工編織的。本袋採
平織技法，運用顏色創造多層次視
覺，深具時尚感。

99年馬總統臺東拜訪陳樹菊女士，就
是指定提著一粒的月桃包，因此月桃
包也有總統包之稱。月桃包為一粒的
基本款商品，結合皮革、毛球、圖
騰，使用越久顏色越有質感。

透過設計，呈現布農族生活簡單的意
象，作品以四方塊布料重疊車縫，並
運用不同族群的色調織紋，混搭現代
配件，讓它時尚又具特色。

價格｜

$6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直徑13.5cm，附叉子

店家資訊

$2,500元

產品規格：一組三件(杯、蓋、座)，11.5×9.5cm，
750g(含盒)，有紫砂/鍛泥/石砂 三色

Information

電話｜04-25611866
地址｜臺中市神岡區林厝路20巷6號
Email｜wushuf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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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元

產品規格：一對（黑、白），
禮盒20.5×8×9.5cm

產品規格：包裝盒19.5×19.5×10cm

恩

生命的聲音

榮耀單杯

價格｜

根

2011 臺灣OTOP地方特色產品輯

價格｜

$1,980元

產品規格：一組三件(杯、蓋、座)，
11.2x11.2x18cm，550g(含盒)
另有臺灣、愛心2款可供選購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22155372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雙城路175號之1
Email｜service@mwm99.com.tw

價格｜

$1,8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35×20×40cm

店家資訊

$1,2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45×20×30cm

Information

電話｜089-228107
地址｜臺東市中興路2段191號
（原社手創生活館）

店家資訊

$2,500元

產品規格：30×30×20cm

Information

電話｜089-228107
地址｜臺東市中興路2段191號
（原社手創生活館）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89-814382
地址｜臺東縣關山鎮中福里和平路2巷18號

經典巧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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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野 香 踪 植 物 精 油 專 賣 店

品

奧

妮

耀

文

物

工

作

坊

虹

的

主

張

無需嘩眾的科技成分，沒有取寵的
人造香氣，取自天然，草本萃取；
來自寶島，真材實料。實用禮、人文味，送一份貼近生活的
純真，多一分貼近自然的感動。

阿原
肥皂

大家好禮盒

綠野香蹤原生植萃禮盒

手工滋潤皂

好浴皂

如同小時候過年過節拿到客人送的糕
餅一般喜悅，希望大家拿到這份禮
物，可以找回那種簡單幸福的感覺。

原生植萃禮盒，其中包含香精化妝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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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鄉獨有的旭海溫泉，經45天落山風
自然風乾，與天地草本精華熬煮的黃金
比例；製作出天然溫和、質地堅硬的手
工皂，手打造出最真、最天然的獻禮！

臺灣百年慶豐收，以吉利事事如意
與金元寶創作元素，讓新的一年好
浴皂。

價格｜

$790元

產品規格：月桃、五爪金英、日日春、艾草皂，60g / 個

價格｜

$7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化妝水1瓶、檜木精油1瓶、
手工肥皂2塊

年年是好年
逢年過節大家無比興奮，用愛說好聽
的故事，用情畫好看的風景。年關新
喜開，送上祝福，願一切會更好，年
年是好年。

價格｜

$1,070元

產品規格：艾草皂、紫草洛神、
綠豆薏仁、四神皂、燕麥皂，100g/個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店家資訊
電話｜0800-055-680
地址｜全國販售據點，請上官方網站經銷據
點查詢，或撥打0800-055-680查詢。
網址｜www.yuansoap.com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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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
燻樟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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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價格｜

產品規格：禮盒25×15×5cm，一盒2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8-8831399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52-3號
網址｜www.auniyaw.com.tw

$888元

產品規格：禮盒29.5×19.9×5.7cm，兩款禮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4-25650827
地址｜臺中市大雅區六寶村光復路臨7-2號
網址｜tw.myblog.yahoo.com/acer191413

茶山房
手工肥皂

百年經典．寶島燻樟
日治時期即從事製樟腦行業，迄今已超過百年；
至今仍堅持採用古法製作，堅持天然健康，品質卓越，深受肯定。
價格｜自由組裝禮盒，個人搭配產品費用＋禮盒50元
產品規格：1.樟腦、燻油、檜木、香茅30ml / 罐 2.樟腦砂20g±5g 3.客家燻油手工皂85g±10g

山中．桐花系列

台灣三寶
寶島燻油：適用嬰幼兒肚子脹氣、尿
布疹、皮膚保養等，溫和不刺激。寶
島樟腦油：驅蚊防蚊蟲、提神醒腦、
舒緩肩膀僵硬等，具舒緩效果。
價格｜

$600元
Information

電話｜04-25875403
地址｜臺中市東勢區忠孝街147巷11號
網址｜www.dongshi.com.tw/042587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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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香茅皂、茶樹皂、五葉松皂，對
於肌膚易出油的人適用，溫和清潔，
感受水潤舒服。造型特別的洗手串，
提供舒適潔淨，散發淡雅清香。

採集客家傳統淨身、趨吉辟邪的抹草、
香茅及芙蓉等天然芳香草本和獨家配方
羊耳草濃縮精華，不添加化學劑，經60
天自然蔭乾熟成，深層清潔保濕。
價格｜

產品規格：燻油30ml×1罐、樟腦30ml×1罐

店家資訊

清盈樂活組

抹草美容皂組合（1大2小入）

$500元

產品規格：120g×1塊+30g×2塊
禮盒31.5×14.2×4.2cm

店家資訊

價格｜

雪雯枝仔冰禮盒
Information

電話｜037-982489
地址｜苗栗縣銅鑼鄉中山路83號
網址｜www.007gift.com.tw

新洗澡運動-將50年代那「樸實的愉
快」，用天然的手工茶摳，配上臺灣
尚讚的水果，加上逗趣的枝仔冰包
裝，及尪阿標、唱盤做的文宣，組合
成跨世代的文化創意！

價格｜

$1,080元

產品規格：肥皂100g×5個
鐵盒 30.3×20.6× 5.7cm，唱盤 27×27cm
禮盒內容：清新柑橘、煥采果醋、葡萄酒粕、
柚香綠茶、洛神仙人掌等五個枝仔冰皂。

$520元

產品規格：肥皂 100gx5個、洗手串 80gx2串
禮盒內容：艾草香茅皂、茶樹皂、
五葉松皂、綠茶洗手串、茶樹洗手串 各1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02-86718822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79號
網址｜www.teasoap.com.tw

在地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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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OTOP
地方特色產品館

為了讓更多人能接觸到這些優質的臺灣地方特色產品，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特別設置「TAIWAN OTOP 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蒐集來
自全臺由中小企業處輔導的上千件精緻伴手禮、食品及工藝品，有
新竹玻璃、三地門琉璃珠、魚池紅茶...等地方特色產業的產品；希望
能藉此推廣臺灣優質地方特色產品、協助地方業者拓展通路與創造
經濟效益，為地方特色產品打造一個演出舞臺，透過每一件產品，
分享臺灣各鄉鎮的精采故事，用在地的美麗色彩感動每一位遊客！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 臺北101店
營業時間｜週日~週四 am11:00-pm9:30
週五、週六、例假日前天及當天am11:00-pm10:00
聯絡電話｜02-8101-7693
本店位置｜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臺北101購物中心5樓)
交通資訊｜搭乘捷運板南線，由捷運市府站以步行（約10-15分鐘）
或於2號出口轉乘公車前往。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 高鐵臺中店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am9:00-pm9:00
聯絡電話｜04-3600-6619
本店位置｜臺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2樓TAC216
交通資訊｜搭乘高鐵到臺中站，在高鐵站內。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 日月潭店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am9:00-pm9:00
聯絡電話｜049-285-6535
本店位置｜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24號1樓
交通資訊｜北上-國道三號下名間交流道往集集、水里、信義方向轉臺21線。
南下-國道三號接國道六號下國姓交流道由臺14線轉臺21線。

高鐵左營店 即將開幕，敬請期待！
Coming Soon

OTOP資訊哪找？
臺灣OTOP地方特色產品館網站

想知道臺灣哪裡好吃好玩嗎?

讓您輕鬆網購各式臺灣好禮！

快上OTOP臺灣地方特色網

http://www.otop.tw/otop

http://www.otop.tw

尚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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