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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989年起推動OTOP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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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具有歷史性、文化性、獨特性等特質的地

方特色產品，所推廣的內容相當廣泛，含括工

藝品、食品、遊程、企業等。

透過輔導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使每個鄉鎮的特

色產品及產業，得以從技術及服務升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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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社會資源與在地節慶，舉辦產業媒合、促銷

活動，並透過媒體廣宣，協助中小企業打開市

場，拓展通路與商機，使中小企業更具有競爭

力，提升各地區中小企業之經營能力。

發行單位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95號 3樓
TEL：02-23680816

編印單位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 15-1號 3樓
TEL：02-23911368  FAX：02-23911273

本產品型錄特輯所刊載之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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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公布資料為準，訂購前請向商家確認及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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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泉利米香 楊媽媽菓子工坊

鄭媽媽手工牛軋糖

泉利米香

土鳳梨牛軋糖

米麩金饌鳳梨酥

臺灣首家米香專門店，以爺爺疼惜孫子的心
意，傳達如家人般用心待客，古早婚慶米香，
添入臺灣各地風味食材與健康概念，不但首創
冰凍米香，更融合文化傳承與創意設計，為傳
統開創一片新視野。

(1) 堅持選用上等食材製作
(2) 堅持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物
(3) 加入屏東在地特色農特產品

用後壁在地的冠軍米、進口的高級奶油，再加
上 100斤只能熬出 8斤的鳳梨餡，希望用最天
然的食材來帶給大家最自然、最幸福的享受 !

價格│$ 150 元∼ $ 680 元 6入∼ 24入

價格│$ 420 元 12入 /盒

價格│$ 200 元 1件 /組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4231698
地址│ 201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19號1樓
網址│ 米香 .tw
eMail│ eddie@ricecookie.com.tw

電話│ 06-6871101
地址│ 731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99號
網址│www.yangmama.com.tw/Index.asp?ID
eMail│ kecer56@gmail.com

電話│ 08-7348333
地址│ 900屏東縣屏東市公裕街268號
網址│www.newcandy.com.tw
eMail│ ily13579@yahoo.com.tw

柯媽媽植物燕窩黑木耳專賣店

吉仕寶商行

黑木耳養生露 黑木耳 QQ 圓

薑黃土鳳梨酥養生麻糬

土鳳梨酥

黑木耳養生露係費時將黑木耳、枸杞與紅棗等
日常生活當中的常見食材，經過冷水浸泡與溫
火熬煮等方式手工製成，有原味微甜、原味無
糖、薑汁微甜、薑汁無糖四種口味，讓每一位
飲用黑木耳養生露的朋友，都能品味到健康與
養生的絕妙滋味！ 

黑木耳 QQ圓係採用費時溫煮而成的黑木耳養
生露為基底，添加吉力T、果凍粉與口味原料，
一同加熱後待其冷卻成型，進而製成口感 Q
彈、色彩鮮明的美味小點，有黑糖、鮮奶、起
司、咖啡、可可與抹茶等六種口味，每一口都
能吃得到 QQ的彈牙口感。

純天然養生 ,無添加任何人工化學添加劑，養
生薑黃加上本土鳳梨餡，搭配少油、少糖配
方，健康養生。

選用食療同源的養生薑黃及道地臺灣香甜紅
豆、濃郁的花生、香綿烤地瓜，口口都是健康
幸福的滋味。

以關懷健康幸福為理念 ,一顆感恩心傳遞愛心 ,
獨特的天然食材吃出真正健康。

價格│$ 270 元 六入禮盒  30顆 /杯

價格│$ 550 元 10入 /盒價格│$ 350 元 10入 /盒

價格│$ 300 元 二入禮盒  1500ml/瓶

價格│$ 400 元 10入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2225503
地址│ 700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0號

電話│ 04-24268889
地址│ 406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112-38號

網址│ tw.myblog.yahoo.com/komama-2006
eMail│ ivy952646@yahoo.com.tw

網址│www.jsbao.com.tw
eMail│ jsbao888@gmail.com

           $ 280 元 8入 /盒

佳美食品行

伍仁酥

2013雲林十大伴手禮 堅果酥伴手禮的第一首
選 -佳美伍仁酥：內餡多堅果，有雲林在地花
生、核桃、杏仁果、腰果、南瓜子、白瓜子、
芝麻

價格│$ 420 元 12入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989376
地址│ 649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108號
網址│ jiameibakery.blogspot.tw/
eMail│ amily.chuang@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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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鳳鳳梨酥 - 小包裝 ( 三入 )紅鳳鳳梨酥 - 紅鳳禮盒

嚴選產自臺南在地 17號金鑽鳳梨， 製成優質的純鳳梨醬，天然食材精製而成，入口即化。 無
任何人工添加物， 包裝設計充份表現出品牌質感及產品特色。

價格│$ 99元 每盒 3顆價格│$ 420元 12顆 /盒

明德食品

白玉蘿蔔禮盒

釀造一甲子的經典美味，產期限定的美濃白玉
蘿蔔採用牛皮紙感包覆瓶口表現，呈現經典最
初老缸釀造的精神。明德長期與臺灣各地農園
合作，將各種食材採用簡約風格呈現，希望能
將這份熱情原封傳遞給消費者，品嚐到最自然
與健康的田園美味。

價格│$ 320 元 / 組 9 X 24 X 10 cm 1瓶 +1包米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6296448
地址│ 820高雄市岡山區河堤路二段 128號 1樓
網址│www.mingteh.com.tw
eMail│ service@mingteh.com.tw

舊振南餅店

喜事圓滿禮盒

經典鳳梨酥 12 入禮盒

見證過無數的喜悅時刻，無人比舊振南更懂得
一句承諾的份量，堅持精選食材、紮實手工，
樣樣經典的中式喜餅系列，在時光流轉中代代
相傳，喜氣高雅的紅色禮盒，使用高級進口浪
紙，以紅色緞帶繫起浪漫，每款禮盒皆是以手
工逐一完成，以雙手築起細膩溫暖的守護，呈
現給新人最純真的幸福與喜悅。 

嚴選產於嘉南平原日照充足的鳳梨為底，並在
入餡前充分研磨細桿鳳梨纖維，外層酥皮使用
精選雞蛋與新鮮奶油拌入，再加上獨家配方芝
士粉調和而成，進爐後由師傅以「雙面烤」技
術烘烤，奶香風味濃醇誘人、口感溫柔滑順，
為全年熱賣臺灣指定伴手禮。

價格│$ 350 元 22.5×22.5×2.5 cm /盒

價格│$ 450 元 17 X 29 X 4 cm /盒

手工綠豆椪 9 入禮盒

綠豆椪為舊振南的鎮店招牌，經祖訓精製，採
用嚴選中顆飽滿綠豆，遵古七道工法製成酥鬆
綿密的清香綠豆沙餡，包覆在老師傅手桿的千
層餅皮中，烘烤後層次分明、入口即化，香氣
清新淡雅，為舊振南百年經典的送禮首選。

價格│$ 540元 26.5 X 26.5 X 5.5 cm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2888202
地址│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4號

網址│www.jzn.com.tw/
eMail│ service_jzn@jzn.com.tw

億達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金湘坊

大人廟 Q 蛋

大人廟社區以養雞業聞名全國；此原料採用特
選的洗選蛋 ,滷製全程不添防腐劑，堅持健康
養生的觀念，口感香 Q入味 ,蛋黃不乾澀，適
合全家大小食用。

價格│$ 100元 8顆 /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2012853
地址│ 710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15-3號

網址│www.e-touchfood.com.tw
eMail│ kwo0619@yahoo.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2737075
地址│ 711臺南市歸仁區西埔三街52巷16號
網址│ qqqegg.shop.rakuten.tw/
eMail│ qqegg8@gmail.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9-322906
地址│ 950臺東縣臺東市中正路356號
網址│www.puyyuma.org.tw/shop.asp
eMail│ perrychuang@gmail.com

電話│ 04-25600685
地址│ 428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80號
網址│www.fuway.com.tw
eMail│ service@fuway.com.tw

臺東地區農會農特產
精品伴手館 福委肉乾

鴻奕有限公司 東門鍾氏魚丸店

埤南米雙喜伴手禮 福委肉乾禮盒

沙茶魚丸

旗魚丸

三和頂級冷壓初榨油品
三和臺灣種子茶油

【埤南雙喜伴手禮】特選臺東地區農會稻米品
質冠軍的優良競賽米，是臺灣美食主義的饕
客，爭相指定的高級指標。雙喜伴手好禮，物
美價廉，送禮大方。

最夯的是 0.8公分厚的 8米厘厚肉乾 ,切成條
狀燒烤 ,Q中帶軟 ,大口滿足 ,加上泰式檸檬肉
乾微酸、微甜、微辣 ,更是您送禮體面大方的
好伴手。

將沙茶醬加上獨家配方完美的加入旗魚丸中，
市面上未曾出現過的好滋味 !

選用上等的黑皮旗魚，絕不添加防腐劑、硼砂、
卡德蘭膠，吃出的是魚肉的原味！！

苦茶油 質純溫和，營養豐富，為最珍貴的養生
美容聖品，秉持著”天然 A 尚好”的原則，讓
百忙之中的大眾，吃的健康，遠離疾病。

價格│$ 150元 600g / 包

價格│$ 120 元 600g / 包

價格│$ 360 元 每盒 2包 價格│$ 660 元 3包 /1盒

價格│$ 20,000 元 / 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7273013
地址│ 950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397號
網址│www.sanhor.com.tw/
eMail│ thomasshow0507@yahoo.com.tw

電話│ 05-2256634
地址│ 600嘉義市東區公明路198號
eMail│ king-1516@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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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生香 維格餅家

洛神花鳳梨酥

二鳳禮盒

鳳梨酥

維格餅家精選臺東新鮮洛神花為食材，搭配百分之百新鮮鳳梨餡，加上
原本就廣受推崇的維格香酥餅皮，精心研製成臺灣寶島造型之《洛神花
鳳梨酥》，健康與美味兼具，絕對是您不可錯過的臺灣特色糕點！
※奶蛋素可食用

榮獲臺北市政府舉辦 "臺北伴手禮 "鳳梨酥評比【人氣金賞獎】第一名
每顆重量 45g，以外皮 24克、內餡 21克的完美比例，精緻烘焙出遠
近馳名的維格鳳梨酥，十分受到海內外廣大顧客的喜愛。餅皮香酥、新
鮮軟滑的內餡靜靜在齒頰間散出甘甜不膩的鳳梨香味與纖維果粒，有著
截然不同的感受！咀嚼中齒頰又透著鳳梨的甘甜感覺。顧客在自家享用
時，建議以微波爐或烤箱先行復熱後品嚐，口感與剛出爐時同樣香郁，
風味更是絕佳。
※奶蛋素可食用

由維格馳名遠近的《鳳梨酥》與《鳳黃酥》搭配，一次滿足您與貴客們
對這兩項美味糕餅之渴望！不論自家享用或饋贈親友，維格餅家【二
鳳】禮盒品味卓越，絕對是行家必買的選擇。
※鳳梨酥：奶蛋素 / 鳳黃酥：葷食

價格│$ 600元 / 盒

價格│$ 360元 / 盒

價格│小$ 330  元
           大$ 660  元

鳳梨酥× 5 
鳳黃酥× 5 (小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8752229
地址│ 248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87號

網址│www.taiwan-vigor.com.tw
eMail│ afen610@yahoo.com.tw

鳳梨酥、洛神花鳳梨酥、二鳳禮盒
公司行號購物享有 85折優待
折扣完滿 3000可享免費運送，
3000以內請自付運送費用

鳳梨酥× 5 
鳳黃酥× 5 (小 )

佐日漫遊餅藝文化館

宗柏山海產行
旺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達芬妮 )

媽祖祈福款

柴魚沙琪瑪

海洋之子禮盒
土鳳梨酥

以祈福為設計主軸，將臺灣傳統文化意向 (拜
拜、香、平安符 )與伴手禮融合，成為傳達祈
求平安的在地伴手禮。

本館為區隔與市售沙琪瑪不同風味之處，特別
精心研發出柴魚口味沙琪瑪，調整麥芽的比
例，讓您吃了不膩，脆而不黏，最受年輕族群
喜愛。

簡約的包裝設計帶著一股濃濃的海洋氣息，長
條形的造型設計攜帶上並不占空間，4種組合
商品保存期限分別為 4個月及 8個月，不會讓
產品在旅程中產品變質，讓您吃得安心，送禮
更放心。

土鳳梨酥是以金鑽鳳梨及牛奶鳳梨做為蜜餡原
料 ,且生鮮鳳梨具有產銷履歷及榮獲神農獎。

價格│$ 180元 1盒

價格│$ 660元 4件 /盒

價格│$ 350元 10入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8236100
地址│ 971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148號
網址│www.katsuo.com.tw/aboutus_talk.htm
eMail│ alan@jotafood.com.tw

電話│ 05-2777806
地址│ 660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33號 
網址│www.goodfood.ftp.cc
eMail│ renyi888@yahoo.com.tw

佐日漫遊金磚鳳梨酥 6 入裝

佐日漫遊，傳達的是感動美食的生活承諾，不
僅承載大地留下的不重覆美好、農作者與天共
居後的風采，也刻記蘊蓄半甲子的手揉驕傲。

價格│$ 210元 / 盒 6入 /盒 12 X 8.5 X 8 cm

華毅蜂業有限公司

畢先生龍眼蜜

臺灣春季主要的蜜種，是蜜蜂採集龍眼花朵所
分泌的花蜜而成，龍眼蜜香氣濃郁，質地滑潤，
口感自然香甜，色澤多呈現較深的琥珀色，廣
受消費者喜愛。

價格│$ 400 元 650g /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242941
地址│ 604嘉義縣竹崎鄉桃源村5鄰桃源46號
網址│www.imrbee.com
eMail│ poyi828@gmail.com

電話│ 04-2383-3757
地址│ 408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59號
網址│www.facebook.com/1866.tw
eMail│www.1866@gmail.com

電話│ 05-5823880
地址│ 646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光昌路12號
網址│www.zuo-ri.com
eMail│ service@zuo-ri.com

價格│狀元糕 /什穀餅 $ 300 元 / 盒 

          鳳梨酥 /太陽餅 $ 280 元 / 盒 
(紫色 )狀元糕 32 X 14.5 X 4.5cm；8入
(粉色 )什穀餅 32 X 14.5 X 7.5cm；6入
(黃色 )鳳梨酥 32 X 14.5 X 4.5cm；8入
(橘色 )太陽餅 32 X 14.5 X 7.5cm；8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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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5886366
地址│ 813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60-1號
網址│www.cake.kaohsiung.tw
eMail│ cake0821tw@yahoo.com.tw

中外餅舖

棋餅

是左營萬年季指定伴手禮，以左營人文風情為
導向設計出可以邊玩邊吃的棋餅。

價格│$ 199 元 32粒 /盒

宜蘭餅食品有限公司

超薄牛舌餅三星蔥捲

藏金棗禮盒

心連心寶島饌道

老闆劉鐙徽原本開麵包店，民國 90年將宜蘭
原有的厚牛舌餅，改良成0.1公分薄薄的一片，
一開始只有鮮奶口味，後來開發九種，每一樣
都使用天然素材，像是咖啡牛舌餅使用巴西進
口咖啡豆研磨，蔥牛舌餅則使用在地的三星
蔥，以手工擀薄，而非使用機器成型。 

宜蘭縣三星鄉素以「三星蔥」聞名全國，多年
來除了青蔥深受消費市場歡迎之外，宜蘭餅發
揮巧思，創意再升級，以三星蔥為號召，融合
蛋捲，以宜蘭獨一無二的三星蔥打造蛋捲，鹹
中帶甜的風味，擄獲許多消費者的脾胃。

取名「藏金」，是指整顆金棗包入餅皮的意思。
劉師傅使用純天然的在地素材，將整顆金棗入
餡烘培，搭配香酥的餅皮，創造出甜而不膩的
好滋味和清爽口感。不論 是黃金棗口味或是竹
炭金棗口味，不但絲毫沒有金棗的酸，更充分
將宜蘭金棗的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一盒兩入的心連心饌道禮盒，包含「寶島鳳梨
酥」及「min牛舌餅」兩項產品。打開寶島鳳
梨酥鐵盒上蓋，裡頭依序擺列了 20入的鳳梨
酥。特別的是，每打開一個鳳梨酥包裝，還會
發現裡頭另外裝著一個「小寶島」鳳梨酥，讓
人吃得美味更吃出趣味！

價格│$ 200 元 6包 /袋

價格│$ 160 元 6包 /桶

價格│$ 550元 12個 /盒

價格│$ 810元 2入 /盒

特牛奶酥餅

特牛鮮奶酥餅色澤金黃的香酥薄餅皮，搭配雪
花糖製作的細緻內餡，比例適中，香、酥、甜
相互交融的多層次豐富口感，在舌尖引爆出絕
妙的好滋味！

價格│$ 220元 8包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9549881
地址│ 265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二段130號

網址│www.i-cake.com.tw/
eMail│ service.icake@msa.hinet.net

宜蘭餅食品有限公司

寶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金鑽玉露 藏金火山豆版

寶泉露之菓

寶泉小月餅

寶泉太陽餅

嚴選在地取採選用宜蘭餅最有名的三星鹹蛋
黃、羅東在地知名肉鬆加上自製香 Q麻糬，鹹
中帶甜，甜中帶鹹的口感，改良傳統多糖過油
的口感，改用鮮奶油及海藻糖，少油、少糖，
更多了健康。

宜蘭餅的『藏金火山豆煎餅』，在夏威夷火山
豆上包裹著細緻的糖衣，盛放在火侯適中、香
脆扎實的煎餅上，送入口中時，多層次的口感
將帶給您猶如置身熱情的夏威夷島嶼，親炙火
山爆發般的驚人美味與陽光般的健康享受！

融合日式與西點料理精華，將麻糬外皮裹著酥
脆泡芙皮，包上義式生乳酪慕斯內餡，創造出
多層次口感。

將體積較大的月餅製作成精巧易入口的小月
餅，內餡用口感綿密、入口即化的白鳳豆與日
本餡料，呈現餅皮多層次雪花酥皮的香氣口
感。

太陽餅為臺中在地名產，藉由再次調配創造出
融合麥芽糖與蜂蜜內餡，多層次餅皮，又酥又
薄又鬆，散發濃濃奶香味，重新詮釋臺中老味
道。

價格│$ 500 元 10入

價格│$ 140 元 1入 /盒 價格│$ 270 元 6入 /盒

價格│$ 450  元 10入

價格│$ 450  元 10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2222257
地址│ 400臺中市中區自由路2段36號

網址│www.cake888.com.tw
eMail│ paob.b2@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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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官鄉漁會

頂級烏魚子禮盒

海之極在地伴手系列六角魚簍禮盒

嚴選頂級烏魚子原料，老師傅依循古法手工清
洗，鹽漬，再經反覆日曬與壓型，風味質感
絕佳。烏魚子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胺基酸和
DHA，是魚卵中的極品。嚼感香醇 Q 實，搭
配青蒜、白蘿蔔或蘋果片食用，口感細緻芬芳
是餐宴上頂級的海洋珍味 !

口感香酥令人難忘，完整的魚乾及蝦乾，讓小蝦寶、丁香魚系列產品香
氣十足，含豐富的鈣、磷、DHA 等，營養價值高，是親朋好友下酒、
品茗的最佳選擇！嚴選精緻的海洋之味休閒食品，將海洋的健康與美味
完整入封 風味獨特、口感十足 、讓您享受到不一樣的幸福感！

價格│$ 2,500元 7 兩 *1 片

價格│$ 300元 200g / 包；40包 /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6101181
地址│ 826 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111 號

網址│www.eatfish.org.tw
eMail│ tkfa168168.product@msa.hinet.net

魚造型脆片組合禮盒

以梓官地區所捕獲之赤尾青、丁香魚，經由梓官區漁會 CAS 、HACCP 
合格認證工廠提供原料委託 ISO9001 代工廠加工處理做成杏仁丁香脆
片、杏仁小蝦寶脆片，堅持產品新鮮製做，美味口感佳，再加以具有文
化背景前人捕魚綑綁魚獲的方式，將產品結合文化，賦於產品新生命。

價格│$ 360元 1 串 3 盒 ; 45g /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6807778
地址│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73 號
網址│www.chin.tw
eMail│ yoko@ziyi.tw

電話│ 04-25676689
地址│ 428臺中市大雅區中山十一路79號
網址│ https://www.smai.com.tw
eMail│ hr@smai.com.tw

電話│ 0911-737902
地址│ 600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263-1號
網址│ jkcfood.u98.com.tw/
eMail│ jkcfood@gmail.com

嘉冠喜食品有限公司 金三峽食品有限公司

先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諸羅桃菓禮盒 - 客家版

特濃鮮乳煎菓禮盒 -
管樂之都版

金磚鳳梨酥

先麥品玉金玫瑰禮盒 先麥芋頭酥

先麥臺灣金愛餅

嘉冠喜食品多年堅持下以獨特的口感獲得青睞
尤其嚴選各地食材，再依生產需求去將食材做
機能整合。嘉冠喜煎菓源自日式煎餅的堅持，
手工造餅的方式製做出的餅香迷人，其中最具
人氣的諸羅桃菓。

嘉冠喜獨家配方的天然素材，以少油少糖製作
方式，餅乾裡大量運用鮮奶，每一種餅乾裡都
有濃郁的奶香，餅乾吃在嘴裡會慢慢產生微香
的口感，隨後夾帶微甜的滋味，最重要的是它
不會太甜。

金磚漸層鳳梨酥是以臺灣關廟土鳳梨及南投鳳
梨場的鳳梨精嚴選後，製成有酸甜口感的鳳梨
內餡包覆，再以三峽在地的好米製成的麻糬裡
作成金磚漸層鳳梨酥，金色代表好運喜氣我們
以金色小盒裝鳳梨酥再組裝成禮盒。

採用中部地區大安溪出海口鴨農養殖鴨生產的
大安鹹鴨蛋黃，更融合南投八卦山臺地的酸甜
鳳梨，餅皮不時透出淡淡的起司香味，起司更
採用二種起司，重起司讓我們打開包裝食用
時，就可以聞到香濃的起司甜味，輕起司可在
品嚐後充份感受鹹鴨蛋黃及鳳梨鹹甜的餘韻，
先麥不斷的開發臺灣在地食材，創作出不同的
作品，讓國內外遊客充份感受到先麥作品的好
品質及濃濃的臺灣味。本產品獲選為 2012臺
灣省商業會 "臺灣百大伴手禮 "。  

臺灣芋頭酥是由先麥發明創造，純手工製作，
一顆芋頭去蕪存菁，僅取 45%的精華製作，
奶素食可用，以烘培方式取代油炸、健康不油
膩，為國宴點心指定品牌，更榮獲經濟部評選
臺灣十五大伴手禮；又因外型酷似含苞待放的
玫瑰花，故有「紫色玫瑰」的盛名。臺灣島外型，酥皮鬆軟，內餡嚴選臺灣南投八

卦山臺地 2號土鳳梨，100%臺灣在地食材。
酸味多一點，甜味少一點，厚實的鳳梨纖維密
一點。土鳳梨獨特的清香，口感酸甜，最代表
臺灣特色的糕餅之ㄧ。

價格│$ 460元 先麥芋頭酥 6入
先麥伴口餅 6入

價格│$ 390 元 12入 /盒

價格│$ 450 元 4罐 /盒

價格│$ 199 元 32粒 /盒 價格│$ 420 元 785g / 盒
長 37.5 X 寬 15.5 X 高 5cm

價格│$ 240  元
       $ 480  元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8入

16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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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擔仔麵

臺南最具代表性傳統小吃 -擔仔麵，清淡湯頭
喝的到大骨熬至多時的香，鹹度剛好的肉燥讓
你吃出香氣逼人，來到臺南就要來一碗，府城
食府擔仔麵。
備註：擔仔麵除了現場現煮美味外，研發可以回家自行烹

調 ,外國遊子或餽贈友人最道地的府城傳統美味小吃，送禮
自用兩相宜。

價格│$ 380元 4人份

龜山島海域鄰近的櫻花蝦。外型小巧玲瓏，外殼細薄柔軟，肉質鮮美甜
嫩。解凍後不需加熱可以直接食用，或者是炒飯、炒麵、爆香都很適合。

價格│$ 560元 / 盒

東東餐飲企業

府城鹽咖啡

府城什麼魚禮盒 

特選臺灣冬山咖啡混合藍山、巴西、曼特寧等
咖啡 調製出口味香醇濃郁的咖啡，並將咖啡揉
入礦物鹽 微量的鹽分也和奶精與糖的甜膩取
得最佳的平衡 ! 消除了一般咖啡的苦澀感，提
升咖啡主體香氣 ~使口感更為滑潤，擦出意外
美味的火花 ~

什麼魚乾肉質鮮嫩，色香俱佳，適合直接現吃、
烘烤或下酒配菜皆不失魚乾鮮甜美味。 什麼魚
糖採用新鮮虱目魚，以高品質研發製程開發生
產，有別於一般傳統風味，粒粒皆富含大海自
然風味，精巧可愛魚堂不僅讓您品嘗得到新鮮
虱目魚的鮮美口感，更可成為您外出旅遊的最
佳零食。 什麼魚脯以天然健康為訴求所生產的
虱目魚酥，香氣十足、蓬鬆綿密口感，適合拌
飯家常菜、零嘴食用，讓您品嚐到尚青、尚鮮
ㄟ魚酥，令人吮指回味。

價格│$ 180元 重量：17g /包 16包 /袋

價格│$ 420元 府城虱目魚乾
商品淨重：200公克
府城虱目魚脯
商品淨重：200公克
府城虱目魚糖
商品淨重：120公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2606182
地址│ 613嘉義縣朴子市八德路37號

電話│ 06-2953456
地址│ 708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156號3樓

網址│www.degt.com.tw
eMail│ degt168@yahoo.com.tw

網址│ shop.dondom.com.tw/
eMail│mail@dondom.com.tw

2012 百大產品 - 紅麴御醬三味

以臺灣自產紅麴、辣椒、洋蔥搭配非基因黃
豆，採用屏東六堆內埔地區客家特有釀造工
法，自然熟成經由 120天的手工純釀，保有六
堆客家獨特風味、甘甜香醇 !!

價格│$ 350 元 每盒 3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00-878088
地址│ 912屏東縣內埔工業區建國路47號
網址│www.sysfoods.com.tw
eMail│ shinyanshiang@yahoo.com.tw

德廣堂
保證責任屏東縣新延香

農產品生產合作社

肉鬆肉乾禮盒綜合香腸禮盒

傳承三代的古早味肉品美食，嚴選新鮮電宰溫
體豬肉，以傳統工法及獨門醬汁製做令人垂涎
三尺的招牌豬肉乾 /絲 /鬆，兼具營養及美味。

來自嘉義著名的德廣堂香腸 ,又稱爆汁香腸 ,
將肉汁完全鎖住 ,口感 Q彈 ,鮮嫩多汁。養生
的肥瘦比例 ,吃起來清爽不油膩。完全採用天
然在地食材。

價格│$ 720 元 招牌豬肉乾 200g X 2袋
豬肉絲 180g X1袋
肉鬆 250g X 1袋價格│$ 900 元 3包 /盒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溪和海饌禮盒

宜蘭魩仔魚 (1kg) 

本公司 HACCP生產的魩仔魚、櫻花蝦等近海
漁產，製作成健康美味的伴手產品，包裝採用
宜蘭素人畫家劉生根的畫作，甫獲 2013年水
產精品獎的肯定。

在漁船入港後直送工廠處理，以保持魚體新鮮及口感。不添加防腐劑，
漂白劑，保證新鮮美味，讓您吃的放心。冷藏解凍之後即可食用或煮成

魩仔魚稀飯也很營養。

價格│$ 899元 / 盒

價格│$ 560元 /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9907998
地址│ 268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工業區利興二路11號

網址│www.siho.com.tw
eMail│ zhchen@siho.com.tw

宜蘭櫻花蝦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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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益食品有限公司

海瑞摃丸

東港三寶禮盒

干貝醬禮盒

紅麴摃丸

甲魚鬆

墨魚摃丸

原味摃丸

以東港三寶櫻花蝦，鮪魚，油魚子開發成一組
特色醬料，無添加防腐劑。

以多年的水產加工經驗 ,調配出獨特風味的干
貝醬 ,可作為炒飯炒菜等調味料使用 ,無添加
防腐劑。

紅麴常被使用在料理中增加食材的色澤與香
氣，還含有多種對人體有益的重要保健物質，
不論饋贈親友或是自家烹調，皆為上等的美
食。

將傳統魚鬆加入屏東養殖甲魚以魚鬆製造手
法，焙炒出獨特風味的甲魚鬆。

被歐美視為高檔食材的墨魚汁掀起了一股黑色
炫風。海瑞將墨魚汁調合在料實味美的摃丸
中，清新的海洋風味讓人享受不一樣的異國料
理。遵循六十多年傳承的古法製作，採用最新鮮合

格的上等黑豬肉及融合古早的風味；彈牙的口
感與鮮美飽滿的肉汁是新竹最傳統道地的美
味。

價格│$ 220元 600g±10g

價格│$ 1,200 元 櫻花蝦醬 X1,魚子醬 X1,鮪魚醬 X1

價格│$ 1,200 元 干貝醬 X3

價格│$ 500  元 甲魚松 X2

價格│$ 220元 600g±10g

價格│$ 160元 600g±10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8752229
地址│ 927屏東縣林邊鄉成功路122號

電話│ 03-5261115
地址│ 330新竹市西門街98號

網址│www.jyfood.com.tw
eMail│ jenyifood@yahoo.com.tw

網址│www.hairei.com.tw
eMail│ hr5261115@yahoo.com.tw

進吉食品有限公司

進益摃丸 ( 原味 ) 進益包餡摃丸

嚴選上等黑豬後腿肉為原料，丸子質地新鮮有彈性，瘦肉成份比例高，
因此口感扎實亦不油膩，細細咀嚼，嘗得到原汁原味的肉香，本產品榮
獲 2012新竹市十大伴手禮甄選首獎。

包餡摃丸出自老師傅的「丸美」手作，內餡以新鮮黑豬肉與臺灣香菇、
青蔥及清脆荸薺相佐，口感層次豐富，一口咬下盡是飽滿內餡，鮮香肉
汁立即爆湯，實在過癮！本產品榮獲 2013新竹縣十大伴手禮最佳人氣
獎。

價格│$ 150 元 夾鍊袋保鮮包裝，每包 1斤
裝 (600g±10g)，冷凍－
18℃以下保存 6個月。 價格│$ 200 元 夾鍊袋保鮮包裝，每包 1斤

裝 (600g±10g)，冷凍－
18℃以下保存 6個月。

進益摃丸城隍紅禮盒

1938年日據時代「進益摃丸」在新竹城隍廟
前擺攤發跡，至今秉持家傳三代「食品為良心
事業」的堅持，通過 HACCP安全製程標準，
嚴謹做出新竹人從小吃到大的安心古早味。延
續手工製作的精神，到首創伴手保冰禮盒的講
究，以及結合文化導覽與摃丸 DIY的體驗服
務，76年來進益以「新竹最好丸」自許，從
傳統中開創新意。

價格│$ 50元 (1)購買本空禮盒，可搭配 2斤丸類產品，
便於自行搭配贈禮。

(2)禮盒具保冰效果可長達 8小時，適合
遠距送禮。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251952 (歡迎來電預約摃丸DIY)
地址│ 300新竹市北門街31號 (近城隍廟 )

網址│www.jinchi.com.tw
eMail│ jinchi1938@gmail.com

客服│ 0911-258293

(空盒販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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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堂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歡喜臺灣．遊茶趣禮盒 小間茶入禮盒

欣悅茶葉禮盒

內用集郵套票的概念，輔以茶香地圖 DM，介紹一茶一鄉一故事，表現
臺灣四處好茶的意念；外盒札型將「喜」字摟空，傳達「歡喜臺灣．遊
茶趣」之概念。

外盒具木紋質感，色系與鐵觀音相呼應；內盒有仿宋汝窯無光燒法茶倉
陶罐，觸感溫潤如玉；盛裝口感厚勁回甘的木柵鐵觀音，套上檢樸牡丹
棉袋，自然樂活。

以喜童與茶葉互動姿態，展現平易近人的親切感。「簡單生活，簡潔設
計」表現對大自然的呵護尊重，而重複利用的禮盒設計，亦展現生活多
功能的收納創意。

價格│$ 2,100 元 / 盒 4款茶 +1份茶糖 
金萱 150g、翠玉 150g
四季春 150g、鐵觀音 150g
文山包種茶茶糖 100g

價格│$ 1,600 元 / 盒 75g X 4件

價格│$ 2,150 元 / 盒 鐵觀音 75g X 2包 +精選陶罐 1只

價格│$ 1,800 元 / 盒 75g X 4件

價格│$ 1,200 元 / 盒 金萱 75g、翠玉 75g
四季春 75g、鐵觀音 75g

價格│$ 300 元 / 盒 10包入

賴記高山茗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6615299
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228號
網址│www.chatei.com.tw/
eMail│ chatei@chatei.com.tw

茗茶香峰麟山禮盒 茗茶香烏龍禮盒 高山袋茶組

茶湯色澤蜜黃透亮，滋味甘甜，香氣優雅帶奶
香味。 送禮精緻又大方。

精緻禮盒送禮大方。 可隨心情沖泡；阿里山茶或梨山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2501005
地址│ 603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八鄰32-5號

網址│www.yanxiang.tw
eMail│ lcd115@hotmail.com

琮笙茶葉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225345
地址│ 540南投縣南投市東山路374號
網址│ twfinetea.com.tw
eMail│ service@twfinetea.com.tw

臺灣好味茶

精選三種最能代表臺灣的好茶，以臺灣特
色出發，期待未來將臺灣在地文化及商品
特色，傳播到全球各地，讓全世界的人認
識這片美麗土地所孕育出的甘醇風味。

價格│$ 2,000 元 高山烏龍茶 150g
紅玉紅茶 75g
白牡丹茶 50g 
體積 :長25cm 寬12cm 高8.5cm 
單件 :長 8cm 寬 8cm 高 1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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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阿薩姆紅茶專賣店

日月頂茗 - 紅玉茶包禮盒

大地系列 - 4 兩禮盒產自臺灣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無污染環境，1963年定植魚池鄉大
雁村茶園栽培迄今，嚴選紅玉 (臺茶 18號 )老欉茶樹製成之茶葉精華，
茶湯明亮艷紅。

天然莊特選阿里山高山烏龍茶，以北門驛小火車在地古樸意象設計，傳
達古早真誠關懷之心，雅緻禮盒包裝適合懷鄉送禮。價格│$ 250 元 20包 /盒

價格│$ 800 元 / 盒 75g X 2罐

天然莊企業社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897528
地址│ 555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山楂腳巷16號
網址│www.asamu.com.tw
eMail│ jun.asamu@gmail.com

電話│ 049-2897528
地址│ 555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山楂腳巷16號
網址│www.asamu.com.tw
eMail│ jun.asamu@gmail.com

貴族時尚紅茶禮盒

大地系列 - 6 兩禮盒

嚴選 1950年定植茶園的阿薩姆原生種紅茶，搭配 1963年定植茶園的
紅玉 (臺茶 18號 )紅茶，老欉紅茶樹製成之茶葉條索，保有原阿薩姆
原生種紅茶獨特沉雅香氣及紅玉紅茶的天然果香，茶湯濃郁、口感圓潤
甘醇，健康安全無毒，是送禮的最佳時尚精品。

天然莊特選阿里山高山烏龍茶，於遠離公
路清靜環境下孕育，茶湯富花香，入喉回
甘；具雅緻禮盒包裝，北門驛小火車意象，
適合懷鄉送禮。

價格│$ 800 元 / 盒 75g X 2罐

價格│$ 1,100 元 / 盒 75g X 2罐

也樂商號

電話│ 05-238-6531
地址│ 600嘉義市西區高鐵大道321之5號
網址│ gishi-tw.com/
eMail│ gishitw@gmail.com

【野樂茶】鶯歌燒罐裝高山紅茶

【野樂茶】鶯歌燒罐裝高山紅茶乃梨山、阿里山、鶯歌、
草屯的茶農及工匠聯手完成的作品，職人們於製作過程
裏蘊藉出「茶」與「器」的對話，說的是紅茶滋味的深
入人心與風土，陶冶茶葉的傳承與沈靜美學，木盒的溫
暖手感與收納的茶飲山水，他們說著關於茶的綺麗夢想。

價格│阿里山紅茶$ 1,200 元
       梨山紅茶$ 1,280 元

木盒 8.5 X 8.5 X 16 cm
陶罐 7 X 7 X 14.5 cm

30g /罐

30g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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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菓森林 ( 普林斯企業有限公司 )

經典阿薩姆紅茶隨身包 (60 入 / 盒 )

( 金級 ) 臺灣三紅禮盒 ( 祖玉韻 ) 日月潭小三紅禮盒

五福臨門觀光茶組臺北茶禮盒

隨身茶包系列   ***手採原片 ***
內袋採用日本高級耐熱透明網袋包裝，外袋鋁箔防潮單片包。
茶色朱紅豔麗，清香淡雅，呈現原始不變的風味。

和菓森林莊園承襲日式傳統做法，把製茶當成一門藝術，在地手工製作出濃濃茶香的紅茶。
祖母綠紅茶：是嚴選日治時代持木茶區所留下的老欉紅茶所製成的紅茶，具天然花果香，口感圓潤，味道甘醇且有後韻，是展現美麗生命力的老欉
紅茶也是蟬聯 2006,2007二年的冠軍茶種。
紅玉紅茶：有天然薄荷香氣及淡雅肉桂清香，口感清新獨特。紅茶葉沈醉在明亮的紅茶湯中舞動，口齒間的甘甜氣息令人無法忘懷。 
紅韻紅茶：臺茶 21號（品系代統：FKK-22）為 FKK-1天然雜交之後代所收集第 22顆子（母本為印度 Kyang, 父本為祁門 Kimen），本品種於
2008年 10月正式命名為「臺茶 21號」另取別名「紅韻」。茶湯水色金紅明亮，滋味甘甜鮮爽，茶葉香氣帶有濃郁柑橘花香。是具有高香氣之紅
茶新品種。

臺灣茶伴手禮 ,有五種茶葉之組合 ,適合上班族及觀光客外出攜帶使用。手採高海拔高山茶，自然無汙染，寧靜中散發出宜人的茶香，每年的春
分秋冬時節，當茶樹發新芽時，正是採收的好時機，精選一心兩葉之頭
等級茶葉，全程以手工細膩的手藝賦予高山茶汁製茶工藝，細緻的分野
萎凋炒青、揉捻、撿枝、焙火，集盡一甲子的畢生精華，將茶葉回歸傳
統製程，加工烘焙嚴選後，滋味甘醇，滑軟厚重、香氣濃郁、滋味持久。

價格│訂價：$ 1,600元 /盒

　   特價：$ 1,500元 /盒

購滿 $1,000元，免運費
(僅限臺灣本島 )

價格│訂價：$ 680元 /盒

　   特價：$ 580元 /盒

購滿 $1,000元，免運費
(僅限臺灣本島 )

價格│訂價：$ 550元 /盒

　   特價：$ 450元 /盒

購滿 $1,000元，免運費
(僅限臺灣本島 )

(金級 )祖母綠紅茶：75公克 /罐；條型茶 
(金級 )紅玉紅茶：75公克 /罐；條型茶 
(金級 )紅韻紅茶：50公克 /罐；條型茶 
外盒 39 X 23 X 9 cm
內罐 17.5 X 7.5 cm 
附手提袋

價格│$ 850 元 20g/罐 ; 長 30 X 寬 15 X 高 10 cm

價格│$ 2,200元 100g X 2罐

　　　 $ 2,500 元 100g X 1罐，配三好兩杯組

(銀級 )祖母綠紅茶：20公克 /罐；條型茶 
(銀級 )紅玉紅茶：20公克 /罐；條型茶 
(銀級 )紅韻紅茶：20公克 /罐；條型茶 
外盒 27.5 X 14 X 7 cm 
內罐 9 X 6.5 cm 
附手提袋

經典阿薩姆紅茶隨身包 (2.5g/包 )*60包
外盒 9 X 16 X 20 cm
附手提袋

勤馥實業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897238
地址│ 555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5號
網址│www.assam.com.tw/goods/index.php
eMail│ hugo55565@yahoo.com.tw

電話│ 02-25677456
地址│ 104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89號6F-14
網址│ caolytea.shop.rakuten.tw
eMail│ caoly.tea@gmail.com

佶仕生機國際有限公司

電話│ 05-238-6531
地址│ 600嘉義市西區高鐵大道321之5號
網址│ gishi-tw.com/
eMail│ gishitw@gmail.com

佶仕生機 - 有機高山茶

高山種植的茶葉，除了環境土壤的純淨度優於一般茶葉之外，佶仕生機
施以自然農法的概念，秉持不施用農藥、化學肥料及除草劑，並加上獨
有的農耕管理技術，茶樹就如山林間的珍寶，紮根最純粹的土壤、呼吸
最純淨的空氣，淋浴天地間靈氣成長，茶樹和環境原生物，祥和共存，
享有這塊土地。

價格│【烏龍紅茶】$ 460 元 / 盒

　　　【烏龍茶】$ 890 元 / 盒

茶包本體 2兩重，高 20.5 X寬 8.3 X深 5.5 cm

茶包本體 2兩重，高 17.3 X寬 8.5 X深 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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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雅緻禮盒組

阿里山烏龍 :來自阿里山高海拔山區，外銷名氣中最旺，味道甘醇
甜美 !再以人工焙製，培火講求活韻，其滋味及回韻悠揚且持久，
茶湯金黃明亮，果和綿延彌久，花香濃醇，強力回甘且耐沖泡 !! 

阿里山金萱 :生長海拔 1450公尺處，四周高山環抱，氣候早晚溫差
大 ,葉肥鮮嫩 !葉尾白毫明顯，滋味清純潤又帶有天然奶香味，其品
種香氣特殊甘甜，此為臺灣獨特品種，嚐過其滋味皆讓人難以忘懷 ! 
凡出自二一茶栽的茶品皆通過 HACCP、ISO22000認証 ,每款茶都有
通過 SGS共 251項農藥殘留檢驗合格，茶葉皆經過嚴格篩選，皆為精
裝版 !!

價格│ 特價 $ 1,500 元 /組

               (原價 1,800 元 /組 )
一組共含 2  件 (阿里山烏龍及阿里山金萱各 *1)
尺寸 長  13 X 寬 10 X 高  35.5 cm
重量：  內容物 +包裝約 1000   公克 

葉文成茶業有限公司

精選茶包禮盒

採用阿里山高海拔之烏龍製作而成，以烏龍
品種利用獨特製茶工藝製成的高山紅茶，帶
有淡淡的花香及蜜香味，其香氣及滋味天然
渾厚、入口甘甜，讓您彷彿置身世外桃源 ! 
利用老師傅古老的烘焙方式烘焙出帶有木
炭香氣的高山烏龍，是在茶製作中即將失
傳的工藝，故極其珍貴 !濃濃的炭香，香醇
的口感，香氣雖濃但入口卻是清爽 !讓人
愛不釋手，凡出自二一茶栽的茶品皆通過
HACCP、ISO22000認証，每款茶都有通
過 SGS共 251項農藥殘留檢驗合格，茶葉
皆經過嚴格篩選，皆為精裝版 !!

價格│ 特價 $ 1,500 元 /組

               (原價 1,800 元 /組 )
20包入 /盒 
高山烏龍、高山紅茶二種口味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2810099  05-2810055
地址│ 600嘉義市中興路216號
網址│www.21teahouse.com
eMail│wencheng335@hotmail.com.tw

明山茶業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5585739
地址│ 103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70巷3號
網址│www.mingsantea.com.tw
eMail│mingsantea@gmail.com

京饌心茶 - 幸福喜樂禮盒

明山茶 -- 傳承百年 幸福喜樂—自在喝茶 茶是富人的飲品，也是窮人的
飲料，更是健康提升精神層面養生飲料。喝茶的最高境界在於飲用時的
通體舒暢。

價格│$ 900 元 3罐 /組
蜜香烏龍 50g /罐
碧螺春 35g /罐、芭蕾桂花金萱烏龍 三角袋茶 8入 /罐

茉莉語茶

2013年花壇鄉農會帶領鄉民共同進行產業提升，挑戰栽種無毒茉莉花，
期間雖受到種種打擊，但終克服萬難成功推出產量稀少的「茉莉語茶」。
茉莉花壇夢想館的卡通明星 Julie守護每朵珍貴的無毒茉莉，外盒設計
結合花壇鄉各著名景點，值得您細細品味。

價格│ $ 300 元 /罐 11 X 11 X 8 cm；180g /罐

彰化縣花壇鄉農會 舞茶實業有限公司

舞間茶心禮盒

舞間茶心來自山明水秀的花蓮舞鶴台地。茶葉的品質反應耕種者對自然
環境的用心，將東部淨土的青天水色，用心凝聚在一片片茶葉裡。有機
紅玉採用不施灑農藥及化學肥料的有機無毒栽種方式，茶葉較厚實，帶
有天然肉桂淡香、薄荷的清香感。手工摘採完整茶葉，並以「條索形」
式完整烘焙茶葉不切碎，飲用口感獨特、香醇、濃厚、順口。

價格│ $ 1,000 元 /組 有機紅玉容量：50g /罐
柚香金萱容量 75g /罐 
罐裝體積：約直徑 7.5 X 高度 14 cm
禮盒體積：9 X 7.5 X 34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9769725
地址│ 248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一段8號6樓之11
網址│www.dancing-tea.com.tw/
eMail│ eric@dancing-tea.com.tw

電話│ 04-7877558
地址│ 503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花壇街273號 
網址│ goo.gl/WsDQS0
eMail│ hua.tan@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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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瓞綿綿

磨砂蝴蝶蘭 百年好合龍鳳對杯

蝴蝶蘭是蘭科世界中最高雅且人見人愛的蘭花，被譽為「蘭花之后」，
非常適合送女性長輩。而它的花語為「幸福漸近」，相當深受女性朋友
喜愛。

龍鳳是中國傳統的吉祥物 .尤其在兩姓合婚龍鳳配一直是大家祝福的慣
用辭 ,將龍鳳與酒杯結合，設計此作品作為送給新人的最佳禮物 ,祝福
百年好合。

以高溫熱塑技法雕出精緻細膩的作品，葉子用特殊磨砂方式處理後與藤
和瓜相連結，比喻子孫興旺之意。

價格│$ 6,000 元 17*13*24 cm

價格│$ 5,500 元 23*14*22 cm 價格│$ 5,200 元 8*8*21 cm

銘昇玻璃藝品社 正一玻璃儀器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302176
地址│ 300新竹市華江街106巷14號
網址│www.pcstore.com.tw/msglass/
eMail│msglass@ms95.url.com.tw

電話│ 03-5202207
地址│ 300  新竹市明湖路650巷1號
網址│www.ji-glass.com.tw/shopstyle/ga101/default.asp
eMail│ jiglass.com@gmail.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5600685
地址│ 428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80號
網址│www.fuway.com.tw
eMail│ service@fuway.com.tw

新中玻璃企業社

祥龍獻瑞

喻吉祥。

價格│$ 5,200 元 40*15*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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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天燈 / 夜光 同心羊

運用寫意手法帶過四肢，再細琢羊頭造形，將熔融流動的玻璃膏，簡潔不失細膩，表現在塑形上，
展露匠師高超的技巧；羊隻渾圓的軀體，祥合討喜的表情，讓溫馴形象躍然而出，隱喻著對善良
美好生活的追求，生動之餘，更添親切溫暖。

傳承千年，閃爍至今 
承載著文化，承載著希望 
這盞冉冉薪火將永不熄滅。

價格│$ 2,100 元 8 X 8 X 11 cm 價格│$ 3,730 元 大：17 X 8 X 20 cm
小：13 X 7 X 15 cm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389165
地址│ 300新竹市牛埔路176號
網址│www.hcspg.com.tw/
eMail│ spglass9@ms34.hinet.net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786746
地址│ 300新竹市光復路一段576巷2弄51之1號
網址│www.ckglass.com/index.html
eMail│ hsueh@ckglass.com

電話│ 049-2636399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保甲路10號
網址│ yitsun2005.smartweb.tw
eMail│ bamboo.yeh@msa.hinet.net

仟庚企業有限公司 藝邨精品企業有限公司

金玉滿堂步步高升

芭蕉

金魚代表“有餘”，圍繞在圓形物上代表金魚滿滿也就是“金玉滿堂”。大自然的美麗景致配合著人類的造物手法。一步一腳印的階梯，一層層
的向上前去，由近至遠，從低到高，喚出人類的潛能意志和考驗耐力的
崇高境界。

竹藝與陶藝複合媒材的結合，讓產品不僅是單一的材質表現。

價格│$ 60,000 元 60*30*15㎝ (外包裝 )

價格│$ 6,500 元 16*7.5*17 cm

價格│$ 4,500 元 12*12*18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269405
地址│ 300新竹市高峰路386巷100弄19號
網址│www.pcstore.com.tw/an_fullglass/HM/
             introduce.htm
eMail│ hsueh@ckglass.com

安福玻璃雕塑室

龍如意

此作以如意造型為創意表現 -龍是尊貴之代表
意表凡是如意順暢。

價格│$ 1,580 元 13*4.5*7cm

順記陶藝工坊

天鵝湖

銅享

天鵝湖之作品通過【鶯歌燒認證】，代表臺灣
鶯歌燒陶瓷特色以傳統加創新、研究與學習、
物質與精神統一體現，作品結合藝術、實用、
美感展現之作品。

「雙手不過樑，事事都提量」創作過程探問兼具善與美的可能，流動樹身延伸視覺，以手拉、手
捏方式將提樑略為右移以銜接另一端壺身。雙鶴君子風立足壺身，歲寒之松亦友亦堅定，反應淡
定的品茗閒趣。【銅享】，似刻意作舊的老銅化，不上袖以突顯氣孔，以提昇品茗之多重味覺。

價格│$ 42,800 元 4件組

價格│$ 46,000 元 / 組 1茶壺 +1茶海 +2茶杯 
茶壺 12 X 10 X 12 cm 
茶海 12(加手把 ) X 8 X 8 cm 
茶杯 7 X 7 X 4.2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6793112
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101巷4弄10號
網址│www.teapotter.com.tw
eMail│ ly_0824@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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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興窯陶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竹碳陶茶具組璞真燒茶具組

本系列產品採用南投本土優質孟宗竹竹炭製成，可發射對人體有益的遠
紅外線，改善各種飲料口感並促進吸收代謝，清水、茶品、咖啡、酒類
等會變得更甘醇滑順。

結合製陶技術與經驗、臺灣文化與原料，以天人合一的態度，一甲子的
時間經營，焠鍊出一種低調內斂的自我風格。訴求「反璞歸真」的陶藝
系列，我們稱之為「璞真燒」。由於製程採天然物料與傳統工法，而非
近代科技的化合技術，故又可稱為「有機陶」。

茶壺 Ø11×W16×H9

茶海L14×W9.5×H7

小杯 Ø5.5×5

端盤 31×23×2

茶壺 Ø11×W16×H9

茶海L14×W9.5×H7

大品茗杯 Ø7×H5

月盒 (小 )Ø17.5×7.5

結合製陶技術與經驗、臺灣文化與原料，以天人
合一的態度，一甲子的時間經營，焠鍊出一種低
調內斂的自我風格。訴求「反璞歸真」的陶藝系
列，我們稱之為「璞真燒」。由於製程採天然物
料與傳統工法，而非近代科技的化合技術，故又
可稱為「有機陶」。

價格│$ 720 元 / 只

璞真燒茶壺$ 3,600 元
璞真燒茶海$ 1,300 元
璞真燒小杯$ 225 元 /只

璞真燒端盤$ 1,680 元

竹碳陶茶壺$ 3,800元
竹碳陶茶海$ 2,100元
竹碳陶大品茗杯$ 360元 /只

竹碳釉浮雕月盒 (小 ) $ 2,400 元

價格│

價格│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創芯綠能有限公司

格瑋國際有限公司

天然莊企業社

新典約有限公司

一心二葉沏茶組

長頸鹿母子燈

茶旅

品竹花器組

與時間的約定 - 
十二月花神系列手錶　

長頸鹿母子燈是利用南投地區的竹子為素材，
結合高科技技術所打造出來的科技藝術品。內
部獨特燈頭是採用公司發明專利所製作出來的
高發光效率、無疊影、不炫光的 LED燈具模
組。燈頭及燈座可以 360度旋轉 ,讓你的收納
更便利。輕巧的造型 ,可搭配行動電源 ,方便
你帶著它 ,一起去旅行！

大籠頂晨曦、朝露清涼、喚醒一心二葉，琥珀般玉液溫潤喉韻溫暖心房。真情生活態度，休閒時
尚風格，藉由飲茶提升人與人的情感緊密度。提盒便於出遊攜帶，而盒蓋翻轉便是茶盤，拿出阿
里山茶與日出意象的茶壺、茶杯優雅品茗。

二十四節氣是古老中國獨有曆法，二十四節氣
準確而優美地描述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觀與人們
應如何營生。此系列產品以柔性貼近生活方
式，連結季節變化，讓人重新認識節氣重要性，
激發減碳思想。賦予手錶新的生命力，讓手錶
不再只是功能性的計時器，而是表現個人生活
態度的媒介。

一心二葉是茶葉最嫩的部分，「心」是滋味所
在，「二葉」則是香氣的來源。一心二葉沏茶
組將出一心二葉的精神淬鍊在設計思維上。將
竹節的意向呈現杯組，固可方便收納。則壺身
的部分巧妙的帶入一心二葉的造型，讓人感覺
到彷彿醞釀出溫厚的茶湯。讓沏茶組陪你沏出
茶的滋味。

品竹花器在不同角度觀看皆有不同竹之風景，
將產品「景」的概念延伸至包裝，體古人透窗
賞竹之思古幽情，以鏤空傳統古窗作為包裝主
視覺，包裝外觀還可隱約看見品竹花器的竹
節，四角燙金以建築中的「透雕拖木」為元素，
使用如意造型轉化作為點綴，讓低調的包裝多
了一股不凡。

價格│$ 16,800 元 / 母燈

　　　 $ 12,800 元 / 子燈

46 X 8 X 3.5 cm

34 X 8 X 3.5 cm

價格│$ 10,800 元 / 組 木盒 :長 25 X 寬 13 X高 16 cm( 100g茶葉 +壺 +2杯 )

價格│$ 2,200 元 / 組 價格│$ 2,000 元 / 組
價格│玫瑰金$ 3,880 元 / 隻

　　　銀色$ 3,660 元 / 隻 1壼 +2杯 /組 
壺：直徑 9.5X 14高 cm 
杯：直徑 9.5 X 6.5高 cm (單入 )

2瓶 /組 
6.1 X 6.1 X 21.5 cm
6.6 X 6.6 X 16.8 cm

錶殼：直徑 3.7 cm
錶面：直徑 3 cm
錶帶：寬 1.1 cm
上段含扣環：7.9 cm
下段：10.2 cm
重量：31公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5360096
地址│ 806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樓之2  
網址│www.ingenuity.com.tw
eMail│ newclassic11@gmail.com

電話│ 02-25572887
地址│ 103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0-1號
網址│www.ddoott.com
eMail│ service@ddoott.com

電話│ 049-2781130
地址│ 552南投縣集集鎮田寮里楓林巷十號
網址│www.tensing.com.tw/
eMail│ service@tensing.com.tw

電話│ 04-7878866
地址│ 503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10號
網址│www.geway.net
eMail│ geway.com@msa.hinet.net

電話│ 049-2315268
地址│ 540南投縣南投市營北路319號
網址│www.chuang-hsin.com
eMail│ service.chuanghsin@gmail.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2752417
地址│ 600嘉義市東區保健街 36-5號 6F之 2

網址│www.naturaltea.com.tw
eMail│ tuan1218@gmail.com

璞真燒臺灣好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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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鉅木業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553535
地址│ 542南投縣草屯鎮土城里三層巷 20號
網址│www.bestar.net
eMail│wood@bestar.net

電話│ 0912-355-866
地址│ 542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569巷 15號
網址│www.bbc-bamboo.com
eMail│ bbc.rul.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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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653205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延平新村 1-20號
網址│www.ez-life99.com
eMail│ puyuan_art@hotmail.com

電話│ 049-2659230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 3段 1396巷 7號
網址│www.arch-world.com.tw/Company/
           82499.html
eMail│ bamboo.yuesan.hinet.net

電話│ 06-2218591
地址│ 700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 2段 261號
網址│ cuckoostyle.blogspot.com/ 
eMail│ yufen.lo@gmail.com

璞園藝術坊悅山工坊

竹采藝品有限公司 品研文創有限公司

狀元書架

Streamline 皇爵竹製訂書機

皇爵竹尺 (20, 30 公分 ) 

皇爵印泥盒

竹製 5x7 相框

逢兔大展握力器 臥香座 小憩茶壺 保青竹箸

名片夾竹編花器

材料形體來自竹管壁向內凹陷所行成的造型，
ㄧ端留竹節，猶如蟬首，體型修長，作為乘茶
之部位，整體屬天然造型，僅人工作修邊工
程，將竹片反向彎曲再行膠合既成為猶如舟船
造型，一葉輕舟。此款產品除香座、茶則之外，
餐桌上用之食器可大為推廣。

居遊的慢活輕旅行風潮，已經在熟女的生活型
態，成為一個風潮。如在臺灣的東海岸，住在
靠海的民宿，什麼也不做，只是慢慢的生活一
星期的居遊生活，帶著自己心愛的器皿與食
材，泡一壺好茶與煮一頓美好的晚餐。就這樣
單純的慢慢生活對現代繁忙的都市人來說，是
場奢華又樸實的生活饗宴。

兩端都不會碰到桌面，綠色面朝上，反面可作
刀子及叉子，叉子可叉水果，刀子可切軟質水
果或塗果醬使用，旅行使用很方便，一刀多用
途。

圓弧造型的竹製尺，採用公制及英制兩種提供
給使用者。加上施華洛世奇水鑽的點綴更顯得
亮麗。

皇爵竹製訂書機採用臺灣孟宗竹再加上施華洛
世奇水鑽，創造出新穎的結合。

價格│$ 499元 長 21* 寬 4.5 高 0.8cm

價格│$ 600 元 長 10.5 寬 2.4 高 2.3cm

採用臺灣孟宗竹製作成相框加上 20顆亮麗水
鑽，讓整個相框亮麗起來。

採用臺灣孟宗竹和拉蓋式盒子，將印章保存起
來，方便拿取及使用。

價格│$ 1,200 元 長 22.5 寬 17.5 高 1.6cm

價格│$ 900 元 長 13.5 寬 6 高 2.5cm

以討喜的兔耳為造型設計，可訓練指握力。不
使用時則是個可愛的擺飾，讓竹藝之美得以在
生活中演繹。

價格│$ 600 元    7.5x7.5x16cm

採用孟宗竹之層積竹材，以傳統工法，精準裁
切，多關節組合完成，多次砂磨噴漆塗裝，保
留竹節自然紋路之美，表層光滑好觸感，製作
過程都在竹山璞園藝術坊，是咱臺灣師傅的手
工與品質。

價格│$ 2,400 元 長 29 寬 19高 4.5 cm 

竹花器，保留竹筆直的感覺，保留竹最完整的
風貌加入編織，呈現出竹的剛硬與柔軟，以簡
潔樸實的樣式，襯托出花之美。

價格│$ 5,000 元 長 30 寬 10 高 30  cm 

可以將蓋子折起來當名片立架

價格│$ 788 元 長 10.7 寬 7.2 高 0.7cm

價格│$ 900 元 長 16 寬 4高 3.5 cm 

價格│$ 2,480 元 長 7 寬 8高 14.5 cm

價格│$ 380 元 23x0.7x0.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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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築山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1439001
地址│ 112臺北市北投區立功街 76號
網址│www.pegatroncorp.com
eMail│Vicky4_lee@pegatroncorp.com 

電話│ 049-2648571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大義街 183號
網址│ ijscc2011.blogspot.tw/
eMail│ yoyo0718@hotmail.com

電話│ 02-25572887
地址│ 103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0-1號
網址│www.ddoott.com
eMail│ lance@ddoott.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643971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中和路 12-87號
網址│www.yczm.com.tw
eMail│YCZM@YCZM.COM.TW

孟昌竹木工藝廠

la boos
花鳥兒童餐具組

la boos
和風雙色砧板

la boos 可愛 QQ 熊餐兒童具組

la boos 竹韻樹鳥點心盤組

Tree

火竹前刀

由一根桂竹上下兩端竹管展開一體成型的一盞
燈。下端展發亂編盤踞基座，上端亂編展開成
一圓燈罩。

價格│$ 20,000 元 長 50寬 50高 100 cm

Tablemat 價格│$ 9,800 元    W43.5 x L59.4 x H1.75 cm 

Torch 手電筒 價格│$ 3,800 元    D2.65 x L13 cm 

應用竹子造型的特性 , 與火箭造型結合 , 增加
美工刀使用的趣味性 , 並可以方便站立於桌
上。

價格│$ 350 元 長 12.4 寬 2.9高 1.5 cm

釘書機 價格│$ 2,800 元    W2.2 x L12.6x H5.7 cm

PEGA CASA RENAISSANCE竹系列生活精品，本著對人文與科技的結合的主軸，自然材質與
工藝美學間找到平衡，以簡潔及細膩的手法同時運用天然竹材與金屬材質，勾勒出觸感上暖與冷
的對比。透過藝匠處理材質的極致精神，企望呈現原生材質的獨特面貌，提醒人類對自然的謙卑
與愛護，每一單品的天然竹材皆獨一無二，藉由工藝技術再生（RENAISSANCE）成為細膩而
內斂的低調奢華精品。

la boos 花鳥兒童餐具組，是針對年紀大一些
的小寶貝設計，在已經會使用個人餐盤後，開
始學習使用正常的碗來挖取食物和喝湯！

價格│$ 699 元 直徑 12高 3.5cm 
湯匙、叉子：長度 13.5寬度 3 cm

在造型上取可愛風格，讓小朋友容易喜愛使用，所有外型都盡量以弧線曲度，避免有尖銳面使小
朋友受傷。材質方面選用竹材，是因為市面上尚未有類似產品銷售，且竹材質不但是天然素材，
且更具環保功能，對地球生態也算是盡一份心力。

．100% 天然孟宗竹製作。 
．通過 SGS檢驗的食品安全素材。 
．圓弧的盤形設計，是您輕食、點心時光最佳伴侶。 
．樹＆鳥的花紋整體設計，為您的用餐時刻加分。 
．竹材天然、環保、安全，對您和家人好，對地球環境更好。

價格│$ 699 元    

 la boos 和風雙色砧板 採用側壓竹積成材技術
製造，和一般市售竹砧板的紋路上不同，細條
紋的紋路讓產品質感更加提昇。

價格│$ 699 元 長 38寬 24高 2.1cm 

價格│$ 650 元 (3件 1組 ) 直徑 15.5高 1.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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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遊開運舒喜燒【六色】

「塩」本身具有趨吉避凶的功能，讓本身的壞
運退去招來好運，並搭配六種能量色彩，洗了
之可以溫潤肌膚去除角質外，還可以增加人氣
招來好運。

價格│$ 120元 單件 /個

新竹橫山地區農會

皇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66 彩鹽劍獅

媽祖祈福艾草沐浴塩 賜喜印章杯組366 色生日彩鹽吊飾

井仔腳天日鹽 ( 粗鹽 )

劍鋒由右朝左表辟邪，由左朝右表祈福，攜帶
在身隨時都能感受到劍獅的保祐與庇護。再放
入專屬自己的生日彩鹽 (366色 )，封口後為專
屬個人的個性。

加持祈福過後所加工製成的媽祖祈福平安沐浴
塩，其中加入了艾草，使用後可活絡血氣，洗
淨一身的疲勞與霉運，可潔淨我們的身心靈。

印章結合杯子的概念，兼具藝術及實用性，透
過臺灣四位大師的篆刻應用，展現臺灣藝術文
化的豐富，並兼具賞玩的樂趣，讓人體驗臺灣
工藝及印章藝術之美。

為盒裝商品，內含 366色生日彩塩吊飾 (玻璃
球罐造型 )與生日色彩解析小卡一張，可將其
佩掛在車上、包包上、房間擺飾，亦可做為生
日禮物。

「井仔腳天日鹽」自然結晶無任何添加物、純
度高、質地相當好，內含豐富的微量元素礦物
質 (鈣、鉀、鎂、錳等 )，天然無負擔、口感佳。

價格│$ 250元 / 個

價格│$ 80 元 2包 /組

價格│$ 2,680 元 4入 /組

價格│$ 60 元 / 個 1kg /包

價格│$ 100 元 1顆 /盒

茶山房手工肥皂

寶號國際有限公司

葡萄酒粕皂艾草香茅皂

清新柑橘皂

『酒粕皂』廣受日本人的青睞，用來沐浴、保
養全身！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酒粕地位之高
貴。葡萄多酚可深入肌膚全面抗老化，強化肌
膚，使肌膚保滿水亮。

艾草古時具有洗淨髒污的功效，並具有舒解疲
憊肌膚、提振活力等功效。香茅具有除臭的特
性，也可洗淨汗濕的肌膚，維持身體清新有活
力。

檸檬、柳丁、橘子皆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能
有效潔淨肌膚及滋潤肌膚，讓肌膚保有年輕般
的光采。清新柑橘還添加了清涼薄荷讓炎熱煩
燥的夏天，帶來清新的感受。
注意：對果酸過敏者請斟酌使用

價格│$ 160 元 100g / 個

價格│$ 180 元 100g / 個價格│$ 160 元 100g / 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6718822
地址│ 237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79號

電話│ 06-3842889#381
地址│ 70955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一路8號

網址│www.teasoap.com.tw/
eMail│ teasoap@gmail.com

網址│www.sio-house.com.tw
eMail│ h2@hes.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7737028
地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19巷27號
網址│www.bonho.com.tw
eMail│ info@bonho.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932006
地址│ 312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119號
網址│www.hsn.org.tw
eMail│ hsn018@hsn.org.tw

客鄉橘品客家手作香皂

45天 ~60天 天地與自然的緊密冷製，24小時
全天候保護您潔淨的肌膚。

價格│$ 1,080元 15.5 X 40 X 4.5 cm；5入 /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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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因子奇肌緊緻溫泉面膜

臺灣之光，臺灣精品，臺灣礁溪溫泉水 (美人
湯 ) 革命性抗老化活性成份，緩齡奇蹟見證延
緩肌齡的奇蹟，奢華成分寵愛您的肌膚。

價格│$ 600 元 6片 /盒

穆德設計團隊有限公司

轉化竹節意象造型結合竹炭粉與雙色射出工
法，運用在日常使用的食用筷組上， 結合五行
色彩達到衛生美感的效果。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8521151
地址│ 500彰化縣彰化市埔內街462號
網址│www.motor-hung.com/index.html
eMail│mailto:motor.hung@msa.hinet.net

水天使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6862022
地址│ 238新北市樹林區長壽街15-2號14樓
網址│www.aquaangelus.com.tw
eMail│ jennie@aquaangelus.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556-6433
地址│ 103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58號
網址│www.lamsamyick.com 
eMail│ customer@lamsamyick.com

電話│ 02-26794043
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永新巷 17之 6號

eMail│ kimi741202@hotmail.com

LSY 林三益弘鶯陶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讚炭工房

藏。靜心牛耳毫禮筆組 (2 支組 )

瓷紀百合伴手禮盒

【蝶艷 ‧ 舞妝】彩妝刷具盒

自在分享壺

節升筷

▲百年工藝，嚴選筆中之珍品 
▲收鋒與彈性極佳之好筆
▲精選外銷日港韓之熱銷筆 
▲珍『藏』禮筆盒榮獲 2010 OTOP產品設計獎

蓋上空心圓型代表皓白的玉山 ,
挺立不拔的瓶身 ,呼應聳立千
年的神木 ,瓶身純淨光潔與清
雅的台灣百合相輝映 ,瓶口搭
配木質圓環 ,呈現優雅簡約之
時尚感。

刷具採立體圓弧設計，以絕佳的毛料製造出極
富彈性、毛質柔順親膚的腮紅蜜粉兩用刷。只
要「沾取」、「輕轉」、「按壓」三大上妝技
法突顯底妝遮瑕力、潤色力，打造絕佳美肌力。

『自在 +分享』茶具來自臺灣唯一高溫竹炭
園區，位於東臺灣花蓮縣鳳林鎮 --「讚炭工
房」自行研發、設計與生產，該項產品獲中
國發明專利，也獲得下列榮譽： 2009年榮獲
OTOP產品設計獎、2010年榮獲金點設計標
章、2010年榮獲創意生活陶瓷新品評鑑入選、
2011年花蓮特色辦手禮商品

價格│$ 2,400 元 / 個 甜蜜桃
耀眼橘
知性紫

價格│$ 2,150 元 長 360 X 寬 100 X 高 40 mm

價格│$ 3,980元 壺 105 X 125 X 80 mm
杯 d53 X 65 m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8763488
地址│ 975花蓮縣鳳林鎮正義路15號
網址│ tw.myblog.yahoo.com/dreamer0388/
eMail│ u763488.fl@msa.hinet.net

施于婕線飾藝術工坊

桐花嫁 - 耳環

作品以柔軟的人造絲線纏繞於紙片上呈現絲線
柔美光亮的質感組合成桐花，再佐以現代金屬
配飾組裝成耳環，將傳統的纏花融入時尚的風
貌。

價格│$ 1,200 元 1組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7-222693#302
地址│ 360苗栗市水源里水流娘巷 8-2號苗栗工藝園區 
              金工坊
網址│www.facebook.com/ShiYuJieXianShiYiShu
eMail│ gina231918@yahoo.com.tw

添丁壺 ( 天燈壺 )

世博臺灣館燈亮新竹，成為新竹市的新地標，
為迎接訪客，用空心玻璃吹製，作出天燈造型
的茶具組來迎賓，表達新竹人好客的誠意。天
燈又名孔明燈，相傳為三國時代的諸葛亮所發
明，後來成為人們向上天許願祈福的媒介。以
天燈諧音添丁來祝福嘉賓闔家平安幸福美滿。 
產品特色 :透明的茶壺可清晰看見茶水的色澤美，
增加視覺享受。獲得新竹市文化局 2012新竹市
國際玻璃藝術節商品認證，採禮盒式包裝，有單
壺、一壺六杯及一壺二杯，隨顧客需求搭配，應
用在生活上，充分展現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
的意境。

價格│$ 1,200 元 15.5 X 8 X 11.5 cm

正一玻璃儀器有限公司

價格│$ 1,280 元    
一組共含 5 件；單件尺寸 : 長 0.8 X 寬 0.8 X高 23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202207
地址│ 300  新竹市明湖路650巷1號
網址│www.ji-glass.com.tw/shopstyle/ga101/default.asp
eMail│ jiglass.com@gmail.com

價格│$ 1,680 元 / 盒    
包種茶 75g / 1入
禮盒尺寸 : 16.8 X 8.3 X 3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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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OTOP授權通路

淡水亞太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 3巷 1號 02-26255333 全年無休

亞熱帶 -松山機場候機室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40之 9號 02-33435429 05:30~21:00

亞熱帶 -松山機場捷運站 松山機場捷運站 1.2號出口通道 02-33435429 05:30~21:00

亞熱帶 -中正紀念堂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號 02-33435429 06:00~18:00

五楠圖書用品臺大店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 02-23683380

週日∼週四 
10:00~22:00
週五∼週六 

10:00~22:30

財團法人臺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 號 02-23933655 09:00-18:00

新東陽 -桃園國際機場
寶島美饌名店街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15號第一航廈出境大廳 3樓 03-3834885 06:22-23:00

新東陽 -桃園國際機場
環島特產旗艦店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15號第一航廈出境大廳 3 樓 03-3834696 08:00-23:00

新東陽 -桃園國際機場
臺灣特產 .精藝品展售館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15號第一航廈入境大廳 1樓 03-3932527 06:00-22:00

采盟免稅店 -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 D區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號第二航廈 3 樓 03-3833133 08:00-23:00

義美 -桃園國際機場
臺灣銘品館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號第二航廈出境大廳 3樓 03-3982156 08:00-23:00

新東陽 -國道 3號關西服務區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 11鄰上三屯 14號 03- 5876600 全年無休

新東陽 -國道 3號清水服務區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 7 鄰東山路 143 號及 145 號 04 - 26201378 全年無休

五楠圖書用品臺中總店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6號 04-22260330 9:30-22:00

果子文創 -吃果子拜樹頭 臺中市中興一巷 6號 2F 04-23270853

週一∼週五 
11:00-21:30
週六 ~週日
10:00-22:30

新東陽 -國道 3號南投服務區 南投市振興里南鄉路 250巷 142 弄 6 號 049-2205941 全年無休

旺豆食品 -嘉義航空站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號 (05)2777806 06:30-19:30

臺灣鹽博物館 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號 06-7800990

週一∼週四
9:00-17:00
週五 ~週日
9:00-17:30

香蕉碼頭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23號 07-5612258 10:00-22:00

五楠圖書用品高雄店 高雄市中山一路 262號 07-2351960 09:30-22:00

太平洋森活世博旗艦店 上海市浦東新區世博館路 99號 B1 021-5087-5015 09:00-18:00

上海寶饌貿易有限公司吳江門市 上海市靜安區吳江路 169號 119A,127單元 021-6288-2260 09:30-22:00

多樣屋上海旗艦店 上海市徐匯區天等路 188號 021-6453-0011 10:00-22:00

神坊資訊 -鯤生好品 otop.treemall.com.tw/ 0809-060-699 全年無休

臺灣那比達科股份有限公司 mall.taipeinavi.com/ 02-25233883 全年無休

高鐵臺中站館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am 9:00  -  pm 9:00

聯絡電話：04-36006619

本店位置：臺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號 2樓

交通資訊：高鐵臺中站，1-6閘門內

日月潭館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 am 9:00  -  pm 9:00

聯絡電話：049-2856535

本店位置：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 24號 1樓 (水社碼頭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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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

近年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除了透過推動「一鄉鎮一特產」輔導政策，積極發展地方特色產品外，並開始逐步拓展

臺灣OTOP品牌行銷通路，結合全臺灣地方特色產品，布建國際市場通路。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協助之下，

於觀光客人潮聚集處，如日月潭、高鐵站成立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藉由風景區的遊客人潮、交通運輸場域的遊客，

將臺灣特有優質文化與內涵傳遞至全臺各個角落，甚至傳遞至世界各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了協助地方產業業者行銷特色產品，自 2011年起推動「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通路標章授權使用

業務」，遴選合格之通路商授予OTOP通路標章使用權利，共同行銷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拓展產品銷售管道，

擴大地方特色產業商機，提升市場競爭力，帶動地方特色產業成長。透過通路OTOP專區規劃，提升品牌知名度、

整體認知度，增加營運獲利，亦提供觀光客與民眾購買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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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嚴選  •  優質名物  

「OTOP地方特色加值網」為臺灣地方特色產品的交流平台，提供豐富優質且多元的地方特色店家及產品資訊，便

於一般網友、政府、企業及通路商能快速搜尋、訂貨、詢價及購買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2012年起辦理「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推薦登錄」活動，由各縣市政府及中央政府推薦優質

臺灣地方特色產品，經審查通過之產品露出於全臺最大地方特色產品網站 -「OTOP地方特色加值網」。2013年產

品類別新增為「加工食品」、「文化工藝」、「創意生活」、「休憩服務」、「在地美食」及「節慶民俗」等六類，

是採購禮品的最佳選擇！歡迎加入會員及訂閱電子報，OTOP最新消息及好康優惠輕鬆掌握！

更多臺灣地方特色資訊

OTOP 地方特色網 www.otop.tw

OTOP 地方特色加值網 mall.otop.tw

更多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

OTOP 地方特色加值網 mall.otop.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