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TOP簡介

目錄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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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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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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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社會資源與在地節慶，舉辦產業媒合、促銷，

及媒體廣宣等，協助中小企業打開市場拓展通

路與商機，期能使中小企業更具有競爭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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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敦化北路 8號 7樓
TEL：02-27513468  FAX：02-2781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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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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26632030
地址│ 223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 109號之 1

eMail│ fdjmf@yahoo.com.tw
網址│ http://3-sweet.com

法國香草桂花奶酪
結合石碇在地特色桂花所獨家研創。

價格│$ 280 元    
重量：120g±10%/杯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7236716
地址│ 722臺南市佳里區進學路 169號

eMail│ binbao@kimo.com
網址│ http://tw.mall.yahoo.com/store/binbao

雪藏芋泥奶凍捲
雪藏芋泥奶凍捲內的芋泥餡採自南部在地芋頭
製作，鮮奶凍則使用來自柳營酪農區所生產的
初乳來提煉製作出奶香濃醇的鮮奶凍，將在地
風味鎖住其中。

價格│$ 165 元    
規格：1條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冰鎮銅鑼燒
內餡冰淇淋是使用慕斯去製作，口感不會像一般傳統冰淇淋溶化就會有油膩的感覺，慕斯冰淇淋
不只冰凍的時候食用爽口好吃，更建議可擺在外面 3-5分鐘讓裡面的餡有些許軟化時食用，更能
感受到香甜不油膩的滋味。

價格│$ 450 元    
重量：80±5g/入 規格：10入 /盒 口味：原味牛奶紅豆 *2，榛果巧克力 *2， 茶紅豆 *2，焦糖麻吉 *2，芒果優格麻吉 *2

電話│ 04-26232830
地址│ 435臺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 107號

eMail│ wuchicake@gmail.com
網址│ http://www.wuchicake.com.tw

海苔櫻花蝦鹹蛋糕
【獨創】台中梧棲海洋創意元素發想 
【堅持】台灣傳統古法二次水蒸製作 
【養生】水蒸蛋糕少油低脂清爽美味 
【肯定】榮獲大台中十大伴手首獎 
【好評】媒體評為台灣文創蛋糕

價格│$ 190 元    
重量：23.5(長 )x8.5(寬 )x7(高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7730118
地址│ 651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 477號

eMail│ ritalove2213@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what-sun.com.tw

井棉田養生花生糖禮盒
本產品採用經電腦嚴選品質最優的雲林花生，
搭配也是雲林出產黃金麥芽糖一同製作，加入
具有養生概念的堅果食材，打破一般人對花生
糖的刻版印象，花生糖不再是老人家的甜食，
我們的花生糖更吸引年輕族群，成為新的健康
零嘴 ~

價格│$ 380 元    
320g/盒 ;長 35cm，寬 16cm，高 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三甜手作奶酪工房 紅櫻花食品行

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蒸道地有限公司 品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宜蘭餅食品有限公司 草屯鎮農會

泉利米香食品有限公司

賓寶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雲林縣北港鎮
雜糧產銷班第 4 班

電話│ 04-26865588
地址│鎮瀾街 99號

eMail│ madge663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redsakura.com.tw

芋見櫻花禮盒
採用最當地新鮮的食材，強烈的本土特色，獨
特的外型感觀，融入傳統的技術製成福氣糕餅
。

價格│$ 270 元    
32土 5G 9包裝一盒 單包體積 11CM*7.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333151＃ 618
地址│台灣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1061號

eMail│ ct916@msa35.hinet.net
網址│ http://www.tsaotun.org.tw

吉荔糕
吉荔糕出自於荔枝的故鄉南投縣草屯鎮，由草
屯鎮水稻專業區生產的台稉九號合歡米與草屯
平林地區生產的荔枝製作而成。全國獨一無二
最具有的在地特色的伴手好禮。

價格│$ 320 元    
45g/塊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8382700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546號 4F

eMail│ e06997@kuso.com.tw
網址│ http://www.kuos.com/

一口冰沙餡餅
使用珍貴的板油，使得外皮更為酥香誘人，配
合老師傅的高超撖皮技藝，讓層次分明產生酥
鬆的口感，再加上豆沙長時間慢炒形成的細滑
口感，才能造就這百年的口碑。

價格│$ 350 元    
15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4790733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精誠南路 1138-1-2號

eMail│ order.easy@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ordereasy.com.tw

杏仁千層派
杏仁千層派採用進口高級奶油與頂級藍鑽杏仁
切片，鬆脆可口，甜而不膩，並堅持不使用香
料、色素及防腐劑吃起來更健康，是下午茶最
佳組合，讓人有吃了還想再吃的幸福享受，是
最佳的伴手禮，也是蛋奶素者的最佳選擇。

價格│$ 198 元    
150g±5g／盒     主要成份 :杏仁片．糖粉．麵粉．蛋．奶油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9549881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漢民里純精路 2段 13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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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公分超薄宜蘭餅
製餅達人劉鐙徽研發純手工製  0.1 公分的超薄
牛舌餅，並命名為『宜蘭餅』，輕薄如紙可透
光，將漸漸淡忘的特產賦予新生命 !

價格│$ 200 元    
32g * 6包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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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eddie@ricecookie.com.tw
網址│ http://ricecookie.com.tw/

時光寶盒系列
本款禮盒融入家人與祖孫間的摯情，蘊含友
人、情人及夫妻間的溫暖，創造了心意、口感
與味道皆美的伴手禮。

價格│$ 680 元    
26*13*26 cm (長 *寬 *高 ) 1400 g/ 組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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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25676689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台中港路 2段 124-3號    

eMail│ service@smai.com.tw
網址│ https://www.smai.com.tw

先麥芋頭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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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經濟部評選台灣十五大伴手禮。

價格│$ 390 元    
重量：12入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5818766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 98號

eMail│ cake0821tw@yahoo.com.tw
網址│ http://cake.kaohsiung.tw

金牌鳳梨酥
1983年榮獲金牌獎選用台灣鳳梨製作而成。

價格│$ 250元    
10入 /盒    主要原料：麵粉 糖 油 鳳梨餡 鹽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土鳳梨酥
價格│$ 30 元    
50g/個

電話│ 06-2027815
地址│ 710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43巷 57號

eMail│ big.pineapple88@gmail.com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big-pineapple

鳳凰核桃酥　

使用在地台南關廟在地土鳳梨， 嚴選天然優
質的鮮採鳳梨 ，人工細心削皮切碎， 以慢火
熬煮 6小時， 少糖方式製作。 不添加香精與
冬瓜， 防腐劑及其他食品添加物。內餡添加
核桃與鹹蛋黃。鹹香與酸甜的滋味加上核桃
的香脆口感融合在嘴裡豐富與刺激你的味蕾。

價格│$ 35 元    
50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先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旺來食品有限公司

水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外餅舖有限公司

一芝紅大旺來烘培坊 富康農場食品生技有限公司

郭記名點禮盒有限公司

打狗餅舖

奧瑪烘焙國際有限公司維格餅家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23767519
地址│臺中市西區吉龍里美村路 1段 656號 

eMail│ onepro168@gmail.com
網址│ http://www.oneprocake.com/one168/index.php

旺菠蘿金磚鳳梨酥
（原味 / 抹茶 / 咖啡）

旺菠蘿金磚鳳梨酥外餅皮是採用新鮮土雞蛋
黃、高純細緻進口小麥粉、紐西蘭進口植物性
奶油，口感香酥味純。內餡則採自南台灣鳳梨
最佳產地－台南關廟，味道甜中帶酸，爽口不
膩。

價格│$ 280 元    
8入 /盒    主要成份 :麵粉、砂糖、蛋、鹽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7711909
地址│ 802-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129號、139號、
            141號

eMail│ takao.cake@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kaohsiung-cake.com.tw/

打狗小鳳酥
將新鮮現採香純的鳳梨皮削掉之後，以麥芽糖
沉潛熬製鳳梨果肉，使之完全散發出天然果甜
香，其一口吃一粒，一點也不掉屑，以傳統精
湛的手工麵皮包裹法，襯托出內餡 Q中帶勁的
口感。 

價格│$ 170 元    
24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2185966
地址│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102號

eMail│ service@yvette.com.tw
網址│ http://www.yvette.com.tw

伊薇特九里香蛋黃酥
以天然桂花及古法煙燻桂圓乾為主要材料，桂
圓乾以養樂多的乳酸菌提出桂圓的香氣，特選
渾圓飽滿的紅土鹹蛋黃，鹹蛋黃切丁將桂花融
入其中，包覆在桂花桂圓豆蓉餡中，鹹中帶
甜，綻放出細緻的多層次口感。

價格│$ 540 元    
12個 /盒     重量：60g±5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5684255
地址│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 299-12號

eMail│ fresh.farms@msa.hinet.net
網址│ http://freshfarms.pixnet.net/blog

日月潭紅茶酥
嚴選台灣日月潭紅茶製成，入口清香瀰漫，讓
人彷彿置身於世外山林，舒活自在。

價格│$ 300 元    
原料 :小麥胚芽、全麥粉 .紅茶醬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3355135
地址│ 330桃園縣桃園市民安路 140號
eMail│ md033355135@yahoo.com.tw

時尚彩裝鳳梨酥
郭記名點時尚彩妝鳳梨酥，亮麗的包裝、鮮豔
的色彩，挑動著味蕾、驚艷著視覺，每一口都
能讓您感受到郭記甜點大師的用心與創新活
力。

價格│$ 600 元    
1，150g/盒 (含包裝 ) 長 28*寬 22*高 4.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電話│ 05-2777806
地址│嘉義市東區新生路 733號 

eMail│ renyi88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goodfood.ftp.cc

土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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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元    
10入 /盒    主原料 :鳳梨餡、糖、鹽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8119871#20
地址│ 813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 221號

eMail│ service@auma.com.tw
網址│ http://www.auma.com.tw

奧瑪土鳳梨酥
●嚴選高雄大樹金鑽鳳梨為內餡。
●內餡與餅皮堅守 1：1的黃金比例，精心製
    作烘焙。 
●台灣寶島，鳳梨珍寶，送禮最好。 
●最佳台灣地方名產伴手禮，好運旺旺來。

價格│$ 350 元    
10入 /盒，50g+-5%/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291-9122
地址│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 8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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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神花鳳梨酥
維格餅家精選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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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研製成台灣寶島造型之《洛
神花鳳梨酥》，健康與美味兼具，絕對是您不
可錯過的台灣特色糕點！

價格│$ 600 元    
6入 /盒    主要成份 :麵粉、奶油、蛋、鳳梨醬、冬瓜醬、 
                                 洛神花粉。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旺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達芬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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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26807778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273號

eMail│ yoko@ziyi.tw
網址│ http://www.chin.tw

金磚鳳梨酥
金磚漸層鳳梨酥是以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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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420 元    
重量 :785g/盒； 體積 :長 37.5x寬 15.5x高 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鳳梨酥
其中深意代表致贈者滿滿的情誼， 是逢年過節
最貼心討喜的富貴好禮。

價格│$ 300 元    
重量：28 g/個 ; 20個 /盒；體積：長 37cm寬 22.2cm高 4cm

紅鳳鳳梨酥 - 紅鳳禮盒
嚴選產自台南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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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元    
重量：516g/盒 ; 長 27.5cm×寬 21cm×高 6.5cm

金三角牛角西點企業
有限公司 奇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保興味食品行

億達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采棠肴有限公司

聯翔喜餅股份有限公司合一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7-6993901#16260
地址│ 829高雄市湖內區高中山路二段 51號

eMail│ cmf@chimeifood.com.tw
網址│ http://www.chimeifood.com.tw/

奇美食品獨創 "黃金工法 "烘培， 在最先進、
最嚴格的衛生管理機制下， 整個烘培製作過
程必須花上約 15個小時， 才得以產出一個黃
金三次方的黃金鳳梨酥。

價格│$ 240 元    
50g/塊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太陽餅
搭配獨創配方與製程調和出新一代的麥芽與焦
糖兩種內餡。使得聯翔的太陽餅有別於其他店
家，兼具傳統與新意，奶香濃郁的餅皮下藏有
極為「柔軟濕潤」的香甜內餡，吃過必然流連
回味。 

12 入 - 公事包禮盒

土鳳梨酥 12 入
◎酥鬆的乳香餅皮及富含台灣土鳳梨纖維的鳳
梨餡，以黃金比例組成化口的餅皮及 甜中帶酸
的土鳳梨餡，讓傳統的鳳梨酥更深具內含。

價格│$ 420 元    
長 2.5*寬 6.5*高 3.1（公分）； 重量：50公克

電話│ 06-5955520
地址│ 718臺南市關廟區中山路二段 46號

eMail│ phw5520@gmail.com
網址│ http://phw.verytop.tw

18 入 - 懷舊風格
價格│$ 540 元    
35g/顆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4722299
地址│ 403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46號

eMail│ a432157@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cake99.com

價格│$ 500 元    
直徑 9.3*高 1.5（公分）；重量：60公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奇美伴手禮盒】
奇美鳳梨酥 6 入分享盒

紅鳳鳳梨酥-小包裝(三入)

太陽餅 20 入

嚴選產自台南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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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層次餅皮，加上多創新口味內餡，太陽餅獨
具的螺旋餅皮，內餡甜度適中，甜而不膩，更
酥鬆的口感讓台中馳名的太陽餅更具變化與美
味。

第 8 口鳳梨酥 斟經典
（土鳳梨原味）
純天然的大地恩惠 純土鳳梨： 只用台灣生產
的土鳳梨新鮮製作，融合台灣熱情好客的人情
味。 天然奶油： 嚴選高品質的紐西蘭安佳奶
油，嚴守誠信堅持理念。 新鮮雞蛋： 採用合
法牧場的新鮮雞蛋，提供天然健康的蓬鬆美
味。 無添加的純淨承諾 人工香精 無添加： 天
然的香氛有層次，富含生命力，會隨著時間而
變化，是渾然天成的代表作。

價格│$ 100 元    價格│$ 350元    

電話│ 06-2012853
地址│ 710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 15-3號

eMail│ li.ahwi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e-touchfood.com.tw

重量：129g/盒 ; 長 18.5cm×寬 6cm×高 3.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8911-1011
地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82號

eMail│ service@onenessfood.com
網址│ http://www.onenessfood.com

淨量 33±2g(個 ) ；長 25x寬 9x高 5.5cm(每盒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價格│$ 360 元    
35g/顆

採用關廟「陸軍山」種植的三號土鳳梨熬製成鳳梨酥內餡，外皮則採高級的奶粉及進口奶油製
作，真材實料吃得出來。

價格│$ 250 元    
重量：70g/個 ; 10個 /盒 ; 體積 長 22.8cm寬 15.7cm高 10cm

電話│ 04-25282933
地址│ 420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 153號

eMail│ ricians@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ricians.tw

杏仁果牛奶鬆糖
阿青師傅發現韓國進口的糖果巧克力被取光了
而國產的牛軋糖竟然沒有人要取用，這激發了
阿青師傅的民族自尊心，意見調查之後發現牛
軋糖之所以沒有人要吃的缺點及可改善的空
間，他暗自立下心願，要做好吃的牛軋糖，要
讓台灣的糖果重新再站起來。

價格│$ 360 元    
重量：600g/盒 ; 體積 長 17-23cm寬 5-11.5cm高 16.2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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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油酥餅
奶油酥餅聞時自然清香，質地酥脆，吃時
皮酥餡 Q 軟，入口即化，咀嚼中齒頰透
著清新的甘甜與濃郁的奶香；與「大甲媽
祖」、「大甲帽蓆」並稱「大甲三寶」。 

價格│$ 120 元    
4入 /盒

曾記花蓮薯
香酥金黃的餅皮，包著香甜濃郁的地瓜餡泥，
不會太甜、太乾。鬆軟香酥的蕃薯，好吃而不
膩，是花蓮薯的一大特色。送禮大方兩相宜。

價格│$ 100 元    
500 公克±5%   主要成份 :蕃薯、麵粉、低糖粉、植物性奶油、
                                             己二烯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奶油小酥餅
奶油小酥餅配合現代人的習慣衛生，不但小巧
精緻可一人獨享，口味更是多元豐富。目前共
有 6種口味，除了有最接近原味奶油酥餅的北
海道鮮奶口味，多了香味濃郁的奶香，還有焦
糖瑪奇朵、沖繩黑糖、焦糖牛奶、桂圓、香蒜⋯
等多種口味。

價格│$ 140 元    
6入 /盒

電話│ 04-26872559
地址│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eMail│ yjs@yjs.com.tw
網址│ www.yjs.com.tw

紫玉酥
紫玉酥是有層次的油皮包著芋頭餡，餡中心還
包覆麻糬。內餡是香鬆的紫芋泥（大甲芋頭製
成）＋ QQ的白玉麻糬（大甲雙溪良質米製
成）。

價格│$ 260 元    
8入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裕珍馨

一芝紅大旺來烘培坊 曾記麻糬股份有限公司 邱氏咖啡貞甫餐飲苑
張家食府

( 張家食堂企業有限公司 )林園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8-8326396
地址│ 928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 42-1號

eMail│ toropro88@gmail.com
網址│ http://toropro.com.tw

櫻花蝦巧克力
櫻花蝦東港特有，由經濟部商業司輔導，與高
雄餐旅校產學合作技術轉移將東港特色漁產商
品化國際化。

價格│$ 560元    
長 41*寬 18*高 4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2027815
地址│ 710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 43巷 57號

eMail│ big.pineapple88@gmail.com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big-pineapple

楓糖夏威夷豆塔
香香脆脆的夏威夷豆， 配上帶點酸甜的蔓越
梅， 淋上濃郁的楓糖， 餅皮是純手工製作 . 
香酥口感 . 不甜不膩 令人愛不擇手的美味。

價格│$ 25 元    
30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仁和路 21號

eMail│ taiwancocoa@yahoo.com.tw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taiwancocoa

招牌生巧克力
100% MIT 巧克力 全台灣唯一從可可種植到製
造巧克力的商家。

價格│$ 400 元    
17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8340456
地址│花蓮市廣東街 96號

eMail│ 1314@tzen.com.tw
網址│ www.io1314.com.tw

曾記團圓小月餅
曾記創辦人 董椿 以愛情、感恩、踏實、堅持
製作曾記團圓小月餅。小月餅的內餡採用精緻
的白豆沙，外皮更是堅持純手工製作。酥酥的
餅皮碰上綿密的內餡，一口咬下，鬆鬆軟軟的
口感，入口即化，值得您細細品味。

價格│$ 480 元    
成分：豆沙、奶油、麵粉   規格：12入裝禮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7-320860
地址│ 360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一鄰南勢 51號

eMail│ 320860@gmail.com
網址│ http://www.siidcha.com/

吾穀米果粒禮盒
感念農人辛勤耕作而有結實纍纍的稻穗，以感
恩的心為設計概念，採用天然乾燥稻穗為包裝
主軸，搭配簡單樸實的白色基底，襯托時尚質
感，傳統美食全新感受，給人耳目一新之意象。

價格│$ 300 元    
12包 /盒，60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益得食品廠

電話│ 03-9898467
地址│ 266宜蘭縣三星鄉上將路三段 376巷 25號

eMail│ h9898467@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yide-cake.com.tw

益得宜蘭山水禮盒
食材皆使用在地出產，具有「生產履歷」的三星蔥、「南方澳」的鮪魚、榮獲「十大經典好米」
的玄米，搭配純手工製作，將所有食材、美味提升至最精華，並使用深具地方特色的禮盒，不
管是送禮或自用都很適合。

價格│$ 390 元    
單件尺寸 長 10.2 *寬 32 *高 32 （公分）
重量 : 840±15 / 公克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5953386
地址│ 718臺南市關廟區民生街 149號

eMail│ halladay8866@gmail.com
網址│ http://www.dolingsonfo.tw

獨領鳳燒 - 一口酥土鳳梨酥
「獨領鳳燒」關廟土鳳梨酥有獨家的鳳梨醬，
金黃的色澤，酥鬆的外皮搭配上鳳梨醬，入口
香 Q，這就是黃金比例的美味。且堅持傳統手
工，遵循古法製作，皮薄餡多、入口鬆化、酥
而不膩，令人齒頰留香、一吃難忘！

價格│$ 300 元    
重量 :20±2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廣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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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7585048
地址│彰化縣線西鄉德興村德興路 1號

eMail│ shin168@hotmail.com.tw
網址│ http://www.hsienhsi.com.tw

風之鄉黃金蕃薯燒
榮獲 97年台灣好伴手 2008年臺灣 100大觀
光特產 2009年農漁會百大精品 2010年農漁
會百大精品 2011年農漁會百大精品 本產品經
SGS檢驗：大腸桿菌陰性、 及 3種防腐劑均
未檢出。

價格│$ 250 元    
70克 /份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2371816
地址│ 612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北港路二段 105巷
            33號

eMail│ chuangs@ctcfoods.com.tw
網址│ http://www.ctcfoods.com.tw

莊家方塊酥阿里山風采禮盒
莊家一向專注於開發台灣地方名特產，產品包
裝創新風格，以阿里山特色觀光景點，小火車，
日出，神木，雲海加入整體設計並立體化。將
方塊酥口味創新，為一塊方塊酥創造了無窮想
像的小宇宙。

價格│$ 520 元    
30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5956688
地址│ 708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518號

eMail│ food5951166@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ccfood.com.tw

麥芽餅
打破「麥芽餅好硬、會黏牙好麻煩」刻板印象！
章成麥芽餅致力於麥芽糖的研發，以 Q軟、
不黏牙為最大特色與訴求，一手打造獨特好滋
味。

價格│$ 100 元    
重量 :56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彰化縣線西鄉農會 御品屋實業有限公司

莊家錦泰昌食品有限公司 水里鄉農會新寶珍食品有限公司 正合興蜜餞
溫伯力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章成麥芽餅 ( 伍園塘 )

價格│$ 500 元    
400g/盒

電話│ 07-2861655
地址│ 800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229號

eMail│ regina650126@ms95.url.com.tw
網址│ http://www.chhplum.com.tw

漢方蜜餞
回味一份【鹹．酸．甜】五代的薪傳，嚐一份
歷久彌新的口感，融入新時代的養生概念，以
清華桂為主料、人蔘、當歸、甘杞、冬歸、甘
草、八角等十幾種高貴中藥材，搭配不同水果
特性加以醃製。 

價格│$ 100 元    
禮盒：3 ~ 8包 /盒 ( 330元 ~ 830元 )
零售包：100元 (15*2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3737828
地址│ 830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 218號

eMail│ service@ep-house.com.tw
網址│ http://www.ep-house.com.tw

【御品屋】紫蘇梅 ( 包 )
上選梅果融入紫蘇葉香，味韻甘純，有阿嬤的
滋味喔。

價格│$ 200 元    
40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價格│$ 500 元    
400g/盒

書香梅
內容物是單顆 Q梅。而容器則是結合地方的窯
業與蛇窯合作，食用後可當小品花器或當案上
文鎮，具有地方特色與紀念價值。

價格│$350 元    
130g/盒

電話│ 05-3802203
地址│ 615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 77之 28號

eMail│ shin.baoje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shinbaojen.com.tw

新寶珍蒜頭餅
讓人一再回味的「蒜頭餅」，是早期「蒜頭村」
農夫早出晚歸裹腹的點心。以大蒜瓣為主要原
料融入麥芽糖製成內餡，口感酥酥脆脆，甘甜
蒜味在口中回香，就是這一股味道牽引著思鄉
情懷，故以「回鄉餅」稱之。

價格│$ 380 元    
重量 :50g±5g /個   盒裝體積 :36.5×25×8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凍橄梅梅
採集 ~早春之梅果及秋末冬初之橄欖果實精選
碩大豐滿果粒，萃取煉製成梅精、橄欖精溶入
香甜滑嫩，晶瑩剔透的果凍，Q軟的嚼勁，還
有酸甜梅肉的口感幻化成獨特「凍橄」滋味，
嘗得到營養 ~健康 ~幸福。

價格│$ 300 元    
80g*8粒 /盒

電話│ 049-2772101
地址│ 553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 362號
網址│ http://www.i-plum.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電話│ 03-8523488
地址│ 975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二段 349號

eMail│ syw_ys@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wenberli.com.tw/

伯力肉桂柑仔糖
勾起兒時 甜蜜的回憶起 ! 古早味的柑仔糖是大
夥熟悉的回憶 ! 充滿濃厚的懷舊氣氛 ! 彩色圓
圓的柑仔糖， 是掛在嘴上的蜜糖， 微笑比糖
更甜比花更香。 讓您勾起兒時回憶甜蜜的好滋
味。 讓您勾起童年時甜蜜的回憶。

價格│$ 180 元    
重量：280g/ 包；體積：長 12x寬 6.5x高 2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嘉冠喜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911-737902
地址│ 600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 263-1號

eMail│ jkcfood@gmail.com
網址│ http://jkcfood.u98.com.tw/

價格│$ 150 元    
165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嘉冠喜 - 特濃鮮乳煎菓禮盒
（客家桐花版）

嘉冠喜 - 諸羅桃菓禮盒
（客家版）

嘉冠喜 - 諸羅桃菓禮盒
（古城版）

客家特色擂茶最好的茶點，它融合濃郁傳統黑
糖的香味，香酥可口、風味獨特，加上趣味心
型特色造型，送禮有特色，吃得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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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嘉義的為東、西、南、北門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桃狀而得其名，以其舊稱桃城為意象設計的手工
西點。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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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89-230184
地址│ 950臺東縣臺東市志航路 1段 752巷 15號

eMail│ a0952815905@gmail.com
網址│ http://qingliang.organic.org.tw/

日式鹹梅
採用台東清亮農場有機青梅，添加具豐富礦物
質的深層海鹽，保留梅子的原汁原味。一口咬
下 回味滿腔 軟 Q甘甜 。

價格│$ 170 元    
300g/瓶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酸酸甜甜約定手禮
嚴選新鮮愛文芒果及土芒果果肉，手工製作不
添加色素、防腐劑，多道烘焙以封存最溫潤的
口感，多層次酸甜幸福好滋味，令人回味無窮，
是傳遞情意的最佳伴手禮。

價格│$ 450 元    
芒果干 200g+情人果干 200g/盒；體積 :長 35x寬 27x高 5cm

電話│ 06-5952689
地址│ 718臺南市關廟區下湖里南雄路 2段 896號

eMail│ sales@decobox.com.tw
網址│ http://www.decobox.com.tw/

小太陽鳳梨乾
關廟之光採用上選關廟鳳梨，無任何添加物的
低溫乾燥方式盡可能留存鳳梨養分，與其鮮
甜， 以留存鳳梨芯的圓形切片，製作出片片如
太陽花的鳳梨乾，故名 "小太陽鳳梨乾 "。

價格│$ 200 元    
10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9-570561
地址│ 954臺東縣卑南鄉明峰村鹿鳴橋 2鄰 29-3號

eMail│ wr07289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facebook.com.tw/QuHeLiquorVillage

枇杷梅
添加深層海水配方及枇杷葉萃取，結合深層海
水、枇杷及梅子三方面的營養要素，同時達到
補充身體營養、保養腸胃及喉嚨的功效。

價格│$ 150 元    
容量：30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青亮農牧農產行 自在廚房有限公司

保證責任屏東縣新延香
農產品生產合作社玉井區農會

關廟之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青亮農牧農產行

樂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曲禾酒莊

蔥明滋味 - 蔥醬
將傳統油蔥酥研發以冷鍋冷油，純手工的方式
烹煮，目的是為了不破壞紅蔥頭及橄欖油等的
營養成份。並採用台灣本土紅蔥頭、西班牙百
格仕橄欖油及進口葵花油，並添加 5烤竹鹽
取代化學精鹽，保留食材所有的鮮甜口感與香
氣。精心調製出色香味俱全的「油蔥醬」，讓
這份傳統客家味緒突破傳統，深入您的記憶
中。 

價格│$ 300 元    
300/克，體積 :長 7.5x寬 6.5高 x10.5cm 電話│ 089-230184

地址│ 950臺東縣臺東市志航路 1段 752巷 15號

eMail│ a0952815905@gmail.com
網址│ http://qingliang.organic.org.tw/

麻油薑
沉穩老薑融化在麻油的香氣中 難以忘懷的滋
味 “薑”舞動你的味蕾 絕對是廚房內不可或
缺的佐料。

價格│$ 780 元    
450g*2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7787111
地址│ 912屏東縣內埔工業區建國路 47號

eMail│ shinyanshiang@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sysfoods.com.tw

紅麴御醬三味
以台灣自產紅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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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 ： 200g/瓶 ； 體積 ： 長 7.3x寬 7.3x高 7.8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7369022
地址│ 908屏東縣長治鄉中興路 6號 3樓之一

eMail│ janeyu0627@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onon.com.tw

蔥明滋味 - 香椿香菇素肉燥
「香椿香菇素肉燥」嚴選台灣高級香菇、香椿
及非基因改造大豆素肉，使用西班牙進口的百
格仕橄欖油，細工慢火烹煮，製程中特別以 5
烤竹鹽及素蠔油提味，改變素食油膩的印象，
是您拌麵、炒飯、燙青菜最佳幫手，更可用來
製作油飯、包粽子，吃完讓您回味無窮。 

價格│$ 250 元    
300/克，長 9x寬 7x高 2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6-5748551
地址│ 714臺南市玉井區中正路 139號

eMail│ sales@ycfa.org.tw
網址│ http://www.ycfa.org.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347888*257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民有街 52號

eMail│ juimin.chang@gugugoo.com
網址│ http://shop.gugugoo.com

吉利凍蒜醬
2012年雲林十大伴手禮。

價格│$ 450 元    
175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民雄金桔加工廠 良柚柿餅工作坊

電話│ 05-2720351
地址│ 621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 38號

eMail│ kin.gezi@msa.hinet.net
網址│ http://kingezi.com.tw

桔祥禮盒
『金桔』是我國古來最著名的【理嗽】大藥王，
不適生食，須經加工提煉，金桔又稱四季桔，
在本草經列為上品，故堪稱為『仙果』。

價格│$ 700 元    
長 32*寬 27*高 30 （公分）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3717379
地址│ 306新竹縣關西鎮大同里茅仔埔 5鄰 35號

eMail│ swee4email@gmail.com
網址│ http://www.sweet4.com.tw

甜心筆柿餅
在柿餅的故鄉中擁有百年歷史的良柚柿餅，引
進日本高級「筆柿」品種栽種，純手工古法烘
烤製作，不含添加物。甜心筆柿餅忠於呈現日
式柿子清甜 Q軟；霜粉筆柿餅更滿溢濃密的柿
霜，口感比日本柿干更 Q。

價格│$ 250 元    
480g/盒±5%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7-6331617#18
地址│ 820高雄市岡山區河堤路二段 128號 1樓

eMail│ service@mingteh.com.tw
網址│ http://www.mingteh.com.tw

非基改辣豆瓣醬
風味傳承一甲子的明德豆瓣醬，選用高品質的
「非基因改造」黃豆與建康的天然岩鹽，沒有
人工添加物的污染，風味自然醇厚，成就了明
德最經典的名醬。

價格│$ 85 元    
165g/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明德老醬舖
明德食品工業 ( 股 )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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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干寶貝 - 八斗子小卷醬
採用八斗子漁民捕獲的新鮮小卷，在船上經海
水川燙急速冷凍，製程不再加鹽巴。為了讓小
朋友方便食用，經繁複的手工「去眼除背」及
精心調製，使小卷展現最天然的鹹香海味、香
氣十足，軟 Q彈牙。完全不添加防腐劑及人工
添加物。 本產品也榮獲 2012年基隆鎖管季伴
手禮及基隆區漁會的產品代工。

價格│$ 470 元    
400g/瓶 +170/瓶

豆油伯金缸醬油豆豉瓣組
缸底醬油 :香醇厚實，可用於炒、拌、滷、醃 
金豆醬油 :甘醇鮮美，可用於沾、拌 金豆豉 :
拌飯，炒菜最開胃下飯 辣豆瓣醬 :拌麵，沾醬
可口又美味。

價格│$ 1140 元    
缸底醬油 x2，金豆醬油 x1，原味紅麴醬油 x1

電話│ 02-24692107
地址│ 202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11-5號 B1

eMail│ tst868@gmail.com
網址│ http://www.tst868.com.tw

心干寶貝 - 頂級 XO 干貝醬
頂級 XO干貝醬選用上等干貝、蝦仁、馬友魚
等食材，完全不添加防腐劑及人工添加物。 慢
工細火方式製作而成，絲絲鮮美、香氣十足、
散發濃郁鮮美的海味。 

價格│$ 380 元    
170g/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心干寶貝 - 幸福干貝醬
選用口感嫩價格較高的整顆的干貝，並加高鈣
的小魚乾、蝦仁、豐富的口感、營養成分高，
平日忙碌的生活，這份簡易醬料，也深受小朋
友喜愛。 

價格│$ 380 元    
400g/瓶

永茂商行 ( 心干寶貝 ) 彰化縣線西鄉農會

風之鄉黃金蕃薯 Q 麵
榮獲 2010年台灣百大觀光特產 2010年彰化
縣 30大拌手禮 本產品經 SGS檢驗：六種塑
化劑、二氧化硫及 3種防腐劑均未檢出。

價格│$ 120 元    
360±5克

老鍋肉燥米粉 / 素食米粉
「老鍋米粉」獨到的百年歷史製造技術和堅持
優良品質配合新”食”代及 e世代飲食模式，
興僖食品進一步研究新竹米粉之烹調方式，研
發製造出多種口味之速食米粉，提供消費者更
多元化的選擇。

價格│$ 120 元    
手提 8入沖泡 /快煮米粉， 內含調味料 /醬包。

電話│ 04-7585048
地址│彰化縣線西鄉德興村德興路 1號

eMail│ shin168@hotmail.com.tw
網址│ http://www.hsienhsi.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老鍋陽春米粉
正統新竹米粉，傳統美食自動化機械生產，完
全密封式包裝，標準化份量設定（一人份為一
顆，方便消費者料理時拿捏份量，不需沖洗，
拆撕），衛生、方便、美味。

價格│$ 35 元    
4片裝密封包裝新竹米粉

電話│ 03-5373075
地址│ 300新竹市香山區西濱路 6段 569號

eMail│ oldpot2002@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rice.oldpot.com.tw

老鍋新竹米粉禮盒
- 百年歷史地方名產。 - 古法製作配合自動化
機器生產。 - 傳統地方食品賦與現代飲食模式
（快煮 /沖泡式 /方便料理包）以及多元化口
味開發。 - 新竹米粉料理推廣食譜及品牌故事
介紹讓消費者品嚐之餘能更深一步認識新竹米
粉。

價格│$ 260 元    
355x130x180cm 上開式禮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7794067
地址│ 912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陽際路 96號
eMail│ cung@kimo.com

甜酒釀
甜酒釀是流傳已久的養生聖品， 可以去腥， 
增加蔬菜的甜味 ，大多用在製作甜點或一般料
理添加 .加入酒釀調製的食物， 會有一股淡淡
的酒香及微酸 ，而這也正是它獨有的風味和迷
人的地方。

價格│$ 430 元    
560公克 /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興僖食品企業有限公司（老鍋米粉）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 源順堂

電話│ 08-7781288
地址│ 912屏東縣內埔鄉南華路 138號

eMail│ lucy0215@mitdub.com
網址│ http://www.mitdub.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風之鄉黃金蕃薯麵線
2010年農漁會百大精品 2010年台灣百大觀光特產 2010年彰化縣 30大伴手禮 2011年農漁會
百大精品 本產品經 SGS檢驗：六種塑化劑、二氧化硫及 3種防腐劑均未檢出。

價格│$ 120元    
360±5克

日生蜂園

電話│ 037-581630
地址│ 350苗栗縣竹南鎮公義里 11鄰 22號

eMail│ catting0603@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jsbee.url.tw

桂花釀
內包裝是一個甕的瓶身，代表有存放堆滿財富
的象徵，讓拿到產品的客戶，在使用完內容物
後，還可將外包裝放置精美廚櫃做成展示用，
瓶身亦可當存錢筒來使用，既美觀又實用 .又
可喝到香醇濃郁的蜂蜜桂花茶。

價格│$ 350 元    
450g/瓶；體積：30x寬 35x高 4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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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G 客家花布系列
百年稻香見真情，讓我們御皇米用百年來一慣
的堅持，運用傳統的台灣客家花布包裝樸實的
米，像是阿婆拿她的花布包裝著簡單禮品的卻
有真摯的心意要送給兒孫般的年節女兒禮。

價格│$ 280 元    
1KG/1包

東里碾米工廠

電話│ 03-8861171
地址│ 983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莊路 1號

eMail│ sung.hungli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flrice.com.tw

富里三寶禮盒
御皇米內的高雄 145品種有著如珍珠般潤白的
米粒，散發晶瑩剔透的光澤於是又被稱做珍珠
米，並且的口感黏Ｑ香甜，是出口日本的第一
品種；山穀米內的台農71號米，又稱益全香米，
則是散發著芋頭般的香味，是四時調和、縱谷
靈氣與農民們心血匯聚而成的天地人傑作。

價格│$ 650 元    
2.6k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35017878
地址│ 981花蓮縣玉里鎮福安街 171號

eMail│ pengecho520@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loverice.com.tw

「天禾玉」冠軍米
種稻達人—彭鏡興，連年榮獲國內外米食競賽
大獎。為台灣創造出讓世界驚艷、嘆為觀止的
頂級稻米。香、Q、甘、潤的美味感動，媲美
日本經典好米。每年兩次 SGS 無毒檢測，是
最安心的幸福米。

價格│$ 250 元    
重量 :2kg/包 體積 :寬 16*厚 8*高 18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3864600
地址│ 337桃園縣大園鄉和平村 14鄰張厝 10-2號

eMail│ dhr337@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duahosogood.com

大賀香米
.以在地特色（桃園三號）大賀香米，頂著北
台灣得天獨厚的逆差環境， 每年東北季風高冷
的溫差，讓甦醒的大賀香米緊緊鎖住香甜。

價格│$ 200 元    
重量 :1500g/包 體積 :長 12*寬 8*高 24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油桐花布提
米質選用米質軟、黏度高，有糯米的口感卻好消化的品種，煮起來十分香 Q，有著飯放冷了也不
會變硬的特性，是出台灣口日本的第一名品種。

價格│$ 750 元    
2kg/提

電話│ 03-9886003
地址│ 262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三段 376巷 12號

eMail│ songshan-lingzhi@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zhulin.com.tw

有機靈芝子實體
在好山好水的優質自然環境中培育出好品質的
松杉靈芝，以純熟的人工栽培技術，培育靈芝
完整的營養成分。

價格│$ 1000 元    
重量：600G/包；體積：長 36x寬 30x高 5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8861171
地址│ 983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大莊路 1號

eMail│ sung.hungli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flrice.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彭禾農藝有限公司東里碾米工廠 聯榮商行

竹林興業有限公司

溫泉米粉禮盒
與虎牌米粉合作研發，採用低溫磨米法製成，
保存豐富營養， 口感爽 Q好消化，是您日常
養生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

價格│$ 330 元    
重量：1300g/ 盒；長 25x寬 14x高 19cm

電話│ 02-24694680
地址│ 202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71號 (漁品軒 )

eMail│ yph3s@xuite.net
網址│ http://www.yph-seafood.com.tw

漁品鮮饌 ( 海鮮米粉組 )
嚐起來有如品嚐現煮湯品般的可口豐富，入喉
後，魚肉的鮮甜與湯汁的香氣將滿滿地留在嘴
裡，是打破市場想像的基隆原味海鮮，並也榮
獲基隆十大特色伴手禮。

價格│$ 225 元    
重量：600g/組；體積：長 14x寬 4x高 1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9882033#110
地址│台灣宜蘭縣礁溪鄉中山路一段 175之 1號

eMail│ ccn88888@ms36.hinet.net
網址│ http://www.jsfa.org.tw/

溫泉香米禮盒
編織結縷 滿滿喜氣 以竹器編織結縷為發想
『編織幸福』，像溫泉香米裝滿幸福，分享喜
悅祝福。

價格│$ 280 元    
重量 : 2000 公克 ；體積：長 20.5x寬 8x高 2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漁品軒有限公司礁溪鄉農會

Hi-Q 藻寡醣 
(Oligo Fucoidan)

Hi-Q 藻寡醣 
( 多藻元氣配方 )

■ 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技術授權 (中華海
洋 ) 

■ 550ｍ g含量高純度及低分子化精萃褐藻醣
膠吸收佳 

■ 調節生理機能

價格│$ 3000 元    
550mg*60顆膠囊

電話│ 02-26980069#25
地址│ 221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81號 12樓之 3 eMail│ health@hiqbio.com

網址│ http://www.hiqbio.com

■ 補充植物性蛋白營養，使精神旺盛、養顏美
容。

■ 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技術授權高質量
『褐藻醣膠』。

■ 適合全家食用，補充必需營養。

價格│$ 1050 元    
700mg*60錠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中華海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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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紅系列 - 翠生精裝禮盒
<老茶上市 >藏紅系列 紅茶茶湯的美，在於歷經千百回的揉捻， 紅茶茶湯的香，在於經過高溫
的烘焙， 陶器的美，在於手法、釉彩、火候的淬練， 茶師。

價格│$ 3800 元    
100公克 /罐

情人蜂蜜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5-6628888
地址│ 633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 86號

eMail│ honey@loverhoney.com.tw
網址│ http://www.loverhoney.com.tw

芙蘿拉的秘蜜
『芙蘿拉的秘密』品牌故事 春之女后、百花之
神，在他永不凋謝的花園中，藏有最珍貴的寶
藏，那是金黃色的液體，在陽光照耀下，綻放
金澄輕透的纖細光采，更是最純淨原始的大自
然瑰寶 -蜂蜜。

價格│$ 1350 元    
容量 龍眼蜜：270g/瓶、荔枝蜜：270g/瓶、蜂花粉：70g/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地址│ 826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 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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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烏魚子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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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價格│$ 2500 元    
7兩 *1片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4223419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一段 125號

eMail│ jaujin@gmail.com
網址│ http://www.snacks.com.tw

三陽『茹素組』禮盒
三陽『茹素組』禮盒結合桃園縣縣花和中壢文
化古蹟，並以本店招牌—素蹄筋搭配蜜汁素竹
輪組合，是素食者的最大福音，也是提倡環保
人士的最佳伴手禮。

價格│$ 500 元    
總重 1，500g/組； 體積 : 長 36.5x寬 29.5x高 9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9572275
地址│ 265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67號
eMail│ drduck@ms24.hinet.net

鵝肝卷
去骨鴨肉內，裹著精調肝泥， 無腥味。一口
中有兩種享味，口感獨特，美味可口。

價格│$ 565 元    
500g/卷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897238
地址│ 55565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 5號

eMail│ hugoassam@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assam.com.tw

山茶花雙罐禮盒 - 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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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550 元    
容量：30g/罐，外盒 SIZE:11x7.5x7.5cm(LxWxH)
內罐 SIZE:10x7cm(LxD)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梓官區漁會普林斯企業有限公司 新三陽食品行 博士鴨畜產品實業有限公司

三陽『舌尖舞辣組』禮盒
三陽『舌尖舞辣組』禮盒結合桃園縣縣花和中壢文化古蹟，以麻辣素蹄筋、川辣素肉片及麻辣素
竹輪三種不同層次的口感，挑起嗜辣者的味蕾，也是素食者與提倡環保人士的最佳伴手禮。

價格│$ 600 元    
總重 1，600g/組； 體積 : 長 36.5x寬 29.5x高 9cm 電話│ 03-4223419

地址│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西路一段 125號

eMail│ jaujin@gmail.com
網址│ http://www.snacks.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新三陽食品行

電話│ 049-2897238
地址│ 55565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 5號

eMail│ hugoassam@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assam.com.tw

日月潭小三紅禮盒 / 祖玉石
蟬聯2006，2007年冠軍茶種、老欉大葉種紅茶                                                                                                  
、<<台茶 18號 >> 紅玉茶、大葉種台茶十八號                                                                                    
、<<獨家 >>紅寶石茶、台灣原生種頂級紅茶                                                                               
、老欉紅茶、手工採摘、一心二葉 、條型茶。

價格│$ 580 元    
27.5x14x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普林斯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 02 -87737028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1段 236巷 20號 4樓

eMail│ sales@bonho.com.tw
網址│ http://www.bonho.com.tw

「福祿壽囍」百年賜喜茶禮
「福祿壽囍」四個吉祥字呈現台灣風土民情及奉茶賜福的人情味，使用歷史藝術的窗花圖案，象
徵打開盒子的窗，讓人感受到傳承與創新的台灣人文和品味生活。

價格│$ 8800 元    
長 18.5 *寬 18.5 *高 23 （公分）1.5k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寶號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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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感臘肉
採用新鮮電宰溫體豬肉， 獨家香料配方調製， 經由甘蔗煙燻而成， 吃在口中還有淡淡蔗香味。
冷冷的寒冬， 是最佳的下酒菜。

價格│$ 300 元    
因豬隻大小不同及新鮮豬肉切工會不同， 價格以實際秤重為主。
標示為每 600g單價。

鹽水肉粽

永美美食館 ( 鍾家臘肉 )

客家香

電話│ 06-6530285
地址│ 737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 104號

eMail│ thisisgloriatu@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rosetu

粽意禮盒
( 台南鹽水肉粽意麵組 )

最能代表鹽水的粽意禮盒，結合鹽水兩大特
產－鹽水肉粽、鹽水意麵。

價格│$ 600 元    
古早味精緻粽 x5;鹽水意麵生鮮包三人份附醬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7813195
地址│ 923屏東縣萬巒鄉鹿寮村三多路 16-2號

eMail│ 7813195@gmail.com
網址│ http://www.7813195.com

萬巒豬腳精美禮盒組
採用真空包裝，衛生、安全、無防腐劑。精美
包裝禮盒以萬巒豬腳為首，搭配香 Q的米血以
及口感香 Q帶勁的豆干，是一套營養爽口的美
食，也是最佳的伴手禮盒。

價格│$ 550 元    
萬巒豬腳 1200g.滷米血 400g.五香辣味豆干 460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楓之醇好灶頭
『好灶頭』將客家傳統廚房用的設備及傳統醃漬特殊美食—福菜、豆腐乳 、梅乾菜、蘿蔔錢、
香蔥油等 ---廚房裡常見的料理食材，加上以『灶頭』 為主題設計，表現出文化創意產品。包
裝材質：陶瓷、杉木、鋁合金屬、瓦楞紙、紙藤 均屬環保材質。

價格│$ 1800 元    
(21.5*21.4*21.5)公分

電話│ 03-8751262
地址│ 975花蓮縣鳳林鎮長橋里長橋路 20號

eMail│ la135988@gmail.com
網址│ http://la135988.blogspot.com/

鍾家臘肉禮盒
鍾家客家臘肉 鹹度低符合現代人健康的訴求，
料理時勿需再浸泡。置蒸籠蒸熟蒸透後，起鍋
切薄片擺盤即可上菜，入口不膩，鮮嫩不油，
臘味香甜，開胃又下飯。

價格│$ 550 元    
重量：每片 600公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7-321804
地址│ 360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 750號

eMail│ ping268313@yahoo.com.tw
網址│ http://pickle-museum.tw

漬客饌粽型包裝禮盒組
以客家美食之ㄧ的粽子大小為設計基礎，共有
銅鑼杭菊 蘿蔔錢、蘿蔔絲、梅干菜、豆子乾，
因為全是苗栗在地的產品。前人為了保存農產
品的賞味期 ， 留下的智慧 ， 展現現代可愛造
型又兼顧傳統美食風味，可樂於與好朋友分享 
， 每一包內附料理方法 ， 送禮自用兩相宜的。

價格│$ 350 元    
(22*15*18)公分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347888*257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民有街 52號

eMail│ juimin.chang@gugugoo.com
網址│ http://shop.gugugoo.com

土雞肉酥禮盒
1. 原料肉嚴選” 雞隻電宰後 6小時內立即處
理完畢的清胸肉”，其保有肉質本身具有的
新鮮風味與完整的肌肉纖維 

2. 清胸肉具有低脂與低熱量的特色，脂肪含量
較豬肉鬆低 

3. 口感香酥且不油膩 
4. 純正雞肉製成，不添加”人工色素與防腐劑”
價格│$ 550 元    
20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德廣堂 楓之醇本舖

樂陽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2606182
地址│ 613嘉義縣朴子市八德路 37號

eMail│ degt16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degt.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9494968#24
地址│ 235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88號
eMail│ eboya@ms64.hinet.net

大嬸婆野薑花粽
野薑花粽清爽的花香口感，百分之百純天然，
絕不添加人工香料，再拌台灣在地精選好料，
口口滿餡，吃了不甜不膩。

價格│$ 239 元    
80g/顆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2606182
地址│ 613嘉義縣朴子市八德路 37號

eMail│ degt16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degt.com.tw

古早味香腸
古早味香腸，榮穫 2012嘉義縣嚴選伴手禮 .採
用新鮮電宰溫體豬肉與天然豬腸衣，以黃金比
率的肥瘦比，符合養生的想法 .優質的包裝，
是最佳的伴手禮 .

價格│$ 200 元    
600g包 /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綜合香腸禮盒
古早味香腸，榮穫 2012嘉義縣嚴選伴手禮 .採
用新鮮電宰溫體豬肉與天然豬腸衣，以黃金比
率的肥瘦比，符合養生的想法 .優質的包裝，
是最佳的伴手禮 .

價格│$ 600 元    
600g*3包 /盒

伊柏亞國際有限公司 德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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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色顆粒 ~ 旗魚鬆
■蘋果派一體成型的造型讓人愛不釋手 
■丸文精心研發「金黃色顆粒」低脂旗魚鬆，
營養價值高，高鈣、低脂，富嚼勁，口感
佳，一試成主顧，會ㄕㄨㄚ、嘴，選用高
級進口植物油，適合三高者食用
■鮪魚的 DHA、EPA含量為魚類之冠，多
種營養有助於兒童發育。

價格│$ 399 元    
220g/包

西螺大同醬油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柳丁醬油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雲林在的的味道，特別與古
坑農民契約合作，精選無農藥的有機柳丁，配
上黑豆傳統釀製法以及獨家技術所研發出來，
在調配過程中加入高比例的新鮮柳丁原汁，不
僅吃的美味更吃進感動。

價格│$ 250 元    
400毫升；長 7.5*寬 7.2*高 29

白醬油
白醬油可說是醬油中的精華。使用黑豆入甕日
曝 180天後，得到的 "黑豆原汁 "就是白醬油，
一種極富營養價值的琥珀色醬油。

價格│$ 180 元    
400毫升；長 7.5*寬 7.2*高 29

電話│ 06-5722277
地址│ 721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 127號

eMail│ jessica_69555@yahoo.com.tw

網址│ http://220.130.152.70/default2.aspx?EpfJdId
            9UuDNTO91R3HUNn45X8kVaZLI

麻豆區農會雙柚金饌禮盒
本產品係精選優質麻豆名產文旦，將一定比例
果皮及果肉利用高效能萃取技術及低溫真空濃
縮技術製成，酸甜口感大大的保留了文旦柚香
及從果肉。

價格│$ 600 元    
原味 400g+楓糖 40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573636#18

電話│ 05-5573636#18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斗工二路 39號

地址│ 640雲林縣斗六市工業區斗工二路 39號

eMail│ tatung.tina@msa.hinet.net

eMail│ tatung.tina@msa.hinet.net

網址│ http://tatungcan.com.tw

網址│ http://tatungcan.com.tw

臺灣老醬油
台灣老醬油是保留了第一代傳下來的配方釀造出的，百年來始終如一，口感甘醇濃鬱，每一口都
讓您懷念起古早的好味道。

價格│$ 250 元    
400毫升；長 7.5*寬 7.2*高 29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36086789
地址│ 400臺中市中區光復路 30-1號

eMail│ nu6223@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wan-wen.com.tw

寶寶鮪魚酥
‧baby 六個月大，就可以開始添加寶寶魚鬆
當副食品，綿密的口感，老人、嬰兒、孕婦、
產婦皆適用，補充鈣質。 

‧嬰兒副食品

價格│$ 399 元    
22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西螺大同醬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麻豆區農會農特產品

供應中心丸文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電話│ 08--8326396
地址│ 928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 42-1號

eMail│ toropro88@gmail.com
網址│ http://toropro.com.tw

東港珍饌禮盒
東港之寶 :油魚子、櫻花蝦、旗魚鬆。

價格│$ 900 元    
長 36*29*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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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katsuo@jotafood.com.tw
網址│ http://www.katsuo.com.tw/aboutus_talk.htm

柴魚。財餘禮盒
特選西北太平洋 -七星潭海域捕獲之時鮮初
物，在上岸後第一時間送達漁場，老師傅千挑
萬選，擷取精華部位外加獨到功法製做，每項
魚類製品皆是味道純美、富含營養，是上天特
賜的海洋鱻滋味。

價格│$ 279 元    
長 31.6cmX寬 7.6cmX高 23.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300182
地址│ 542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 752-1號

eMail│ li.shang1993@gmail

網址│ http://lishang.smartweb.tw/index.php?modul
            e=news&mn=1&f=content&id=23344

新珍香尊爵禮盒
在 2012年新珍香也獲得百大伴手禮及南投十
大伴手禮第二名，精緻的禮盒送禮自用兩相
宜，是您伴手禮的最佳選擇。

價格│$ 860 元    
1.【極品肉鬆】150g(罐 )，2.【紅酒風味肉干】200g ，3.【初
戀檸檬肉乾】200g，4.【杏仁黑芝麻肉干】90g(罐 )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張家食府
張家食堂企業有限公司 宗柏山海產行添興食品有限公司 瑞春醬油有限公司

台灣好醬
台灣好醬 : 西螺醬油紛紛外移，為了留根及尋
根，很多人不在乎，但我們堅持選擇在西螺擴
場，並把當初日治時代使用的台灣黑豆找了出
名，並與農民契作，而政府也響應了這項產業
合作，並於 2012年提出了大豆獎勵辦法，很
榮興，瑞春與農民是第一家通過的模範代表 !

價格│$ 360 元    
420ml/瓶

電話│ 05-5862438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438號

eMail│ ruei.chu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rueichun.com.tw

五虎醬
結合中國歷史上三國演義最有名之五虎將，依
個人風格找出最適合的五種口味來代表，再結
合國劇及雲林特有的布袋戲風格，本產品更榮
獲 2011年雲林十大伴手禮。

價格│$ 360 元    
150ml x2 175g x3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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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昇日光醬油工廠 阮的肉干有限公司

《阮的肉干》
    爆漿牛肉干原味本舖

‧經典排隊超夯款 一抹含苞待放的清新香氣
緩緩飄散， 純粹的原味極具深度， 不膩的口
感襯托出牛肉鮮甜的滋味， 優雅的品嚐一口
滿是感動上心頭。

價格│$ 799 元    
超值輕鬆包 21cmx27cm/總重量 230g

日光黑豆蔭油膏
日曝 360天蔭油露加上濁水溪精選糯米，經
細火粹煉，味道更添鮮美，香氣 更加上乘。 
主要原料：精選黑豆台灣蔗糖、澳洲海鹽、濁
水溪精選糯米。

價格│$440 元    
420ML/瓶 電話│ 02-29805576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 27號

eMail│ qa@beefpro.com.tw
網址│ http://www.beefpro.com.tw

《阮的肉干》
    一克拉肉干 / 原味本舖 / 口袋

鑽漾光芒惹人愛 以米其林級隧道式烤箱高溫
炙燒 「首創六面炙燒法」表層酥脆封存鮮嫩 
專利商品業界獨創 口袋零食新裝首亮相，口袋
包超犀利。

價格│$ 799 元    
超值輕鬆包 21cm x 27cm/口袋 /筷樂食尚包 6雙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5600685
地址│ 428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180號

eMail│ service@fuway.com.tw
網址│ http://www.fuway.com.tw

8 米厘厚肉乾 (4 包 )
【福委肉乾】最夯的是 0.8公分厚的 8米厘厚
肉乾，切成條狀燒烤，每一條都是厚中帶軟，
軟中夠 Q，一次吃ㄧ條，大口滿足。

價格│$ 880 元    
23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阮的肉干》
    筷子肉干 / 原味本舖 / 口袋

名媛欽點優雅嚐 以米其林級隧道式烤箱高溫
炙燒 「首創六面炙燒法」表層酥脆封存鮮嫩 
筷子形體口感 UP，專利商品業界獨創。

價格│$ 799 元    
超值輕鬆包 21cmx27cm/總重量 230g±9%/口袋

電話│ 05-2621558
地址│ 603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 99號

eMail│ jain55868@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isunny.com.tw/

日光黑豆蔭油露
特殊乾式甕釀法，再經 360天長時間熟成，將
黑豆完全醱酵，粹取菁華，慢火久練，色、香、
味渾然天成。

價格│$ 440 元    
420ML/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福委肉乾

黑白郎君

豆油伯手工醬油復古提袋組

豆油伯手工醬油經典雙醬組

瑞春醬油為西螺歷史最悠久的醬油品牌之一，
在推廣在地文化上一直不遺餘力，以甕釀 120
天純手工之「黑豆油膏」及西螺獻納白米再與
聞名全台的黃俊雄大師－布袋戲『黑白郎君』
相搭配呼應，更以濁水溪的水流意象貫穿全
圖。

甘醇厚重，可用於炒、拌、滷、醃。 豆油伯金
豆醬油 :甘醇鮮美，可用於沾、拌。 使用豆油
伯醬油可減少料理步驟，取代許多調味使用。

價格│$ 310 元    

價格│$ 560 元    

黑豆油膏 490g/瓶 獻納白米 900g/包

500ml/瓶

電話│ 08-7781288
地址│ 912屏東縣內埔鄉南華路 138號

eMail│ lucy0215@mitdub.com
網址│ http://www.mitdub.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5862438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 438號

eMail│ ruei.chun@msa.hinet.net
網址│ http://www.rueichun.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價格│$ 740 元    
金豆醬油 500ml、缸底醬油 500ml、辣豆瓣醬 280ml、復古提袋
禮盒裝

瑞春醬油有限公司

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 梓官區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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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07-6101181
地址│ 826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 1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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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之極在地伴手系列
六角魚簍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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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元    
20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加工食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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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917-911509 電話│ 04-22517098 電話│ 02-25815472

電話│ 037-320860

電話│ 04-23332225
地址│ 900屏東縣屏東市公忠二街 45巷 3號 地址│ 407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南一路 3號 地址│ 10444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154號

地址│ 360苗栗縣苗栗市南勢里一鄰南勢 51號

地址│ 413臺中市霧峰區北豐路 169-10號 A棟
eMail│ hsien_6@hotmail.com eMail│ sarah@wu-tsang.com.tw eMail│ caoly.tea@gmail.com

eMail│ 320860@gmail.com

eMail│ miao2638@yahoo.com.tw網址│ http://sd.organic.org.tw 網址│ http://www.wu-tsang.com.tw 網址│ http://caolytea.shop.rakuten.tw

網址│ http://www.siidcha.com/ 

網址│ http://www.ta-ming.com.tw

吾穀沖泡禮盒 ( 三入禮盒 )

極品烏龍禮盒

有機濾泡方便包 阿里山◆相投—豪華茶葉禮盒◆

樸實糙米飲品系列 ( 六種口味 )

五福臨門觀光茶組

大茗梨山茶 茗窖特調風味茶組

在愈來愈講究養生的現代社會中，不妨以健康為取向，挑選由 1罐黑豆
茶飲、2罐精心挑選的擂茶或燕麥穀飲組成的伴手禮盒，讓親友收下懷
舊氛圍十足的禮盒，拆開禮盒上的草繩包裝，取出鐵罐裡的三角立體茶
包，輕鬆沖泡即能沉浸在大地穀香滋味裡，完全符合現代健康輕食的選
擇，最能展現自己的真摯情感，送禮送出好健康！

黑烏龍：採用阿里山烏龍老茶 ,經碳火烘焙香味十足，浸泡過後茶葉成
黑金色，口感濃郁特殊，對人體完全無刺激感。 梨山烏龍茶：位於海
拔 2000-2600公尺，葉片豐潤、渾厚、細嫩、果膠質含量高，茶湯清
澈透明，淡淡花香且甘甜，餘味繞喉，久久不散。兩種茶葉的結合，讓
老茶人品嘗到台灣茶的極品。

阿拉比卡品種生長環境非常重要，低緯度高海拔嘉義以南，北緯 23度
種植在大武山條件更佳，由此緯度自然會產生日夜溫差較大會有霧氣，
山坡地自然半日照，產出的咖啡非常香醇口感一流，咖啡因低，晚上喝
不至於有睡眠困擾。

最相投的意氣，最相投的喜好； 好茶不寂寞— 是一輩子的好朋友，是
一輩子的好味道。

品一杯反璞歸真的大地滋味，22 種大地穀珍調和而成，30年老字號低
溫烘焙技術 ，研磨成粉保留穀物的精華，如陽光穿透灑下大地 ，孕育
穀物風味，記載了大地最樸質的原味，每一口的感動都是滿滿幸福的滋
味。設計上以多款茶色古香的器具圖案，經由插畫式手繪小品風格，以
牛皮紙袋加上車縫效果，有別於市售包裝形式，透過手感傳達品牌對天
然食材的堅持與穀類研磨的樂趣。

台灣茶伴手禮 ,有五種茶葉之組合 ,適合上班族及觀光客外出攜帶使用。

以精緻高雅和環保概念為主要訴求。大茗茶業為提倡環保，茶罐、提袋、
禮盒均可重複使用喔！

特選手摘茶與特製香味結合而成的茶包，讓上班族或國外人士也能享受
到好茶，易泡、易學、易攜帶。

價格│$ 800 元    

價格│$ 3000 元    

價格│$ 600 元    價格│$ 2500 元    

價格│$ 200 元    

價格│$ 850 元    

價格│$ 4000 元    價格│$ 820 元    

任選穀茶口味 1罐 + 任選穀飲口味 2罐搭配

梨山烏龍 135g *1, 黑烏龍 135g*1 , 體積：長 25x寬 25x高 8cm

重量 :12g/包 高山烏龍 150克 /罐；高山綠茶 150克 /罐；金萱烏龍 150克 /罐；白
毫烏龍 150克 /罐；樺木原木盒 /組

300公克 / 1包 

20g/罐 ; 長 30*寬 15*高 10cm 

重量 :250g/盒 ; 體積 :長 45.5x寬 12x高 9.5cm 3g*10/罐 ; 3罐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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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園食品有限公司 勤馥實業有限公司

新丁有機咖啡農園 無藏茗業商行大茗茶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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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9-2643919

電話│ 02-86615299 電話│ 049-2931699

電話│ 049-2582676 電話│ 082-312229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延平路 19號

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228號 地址│ 545南投縣埔里鎮廣成里覆金路 28-8號

地址│ 551南投縣名間鄉名松路二段 492號 地址│ 893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 76號
eMail│ jiajan.tea168@msa.hinet.net

eMail│ chatei@chatei.com.tw eMail│ shyh.bao@msa.hinet.net

eMail│ taiwantea_world@yahoo.com.tw eMail│ kmtai153@gmail.com網址│ http://www.yoshantea.com

網址│ http://www.chatei.com.tw/ 網址│ http://www.shyh-bao.com.tw

網址│ http://www.0492581676.com.tw/ 網址│ http://www.kmta153.com.tw

歡喜台灣、遊茶趣禮盒 台灣產朝鮮薊茶

台灣產銷履歷優質好茶禮盒
台灣限定杉林溪茶

欣悅茶葉禮盒

台灣金線連茶包

自然 ● 紅

太武山一條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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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榮獲 2009-2010年國家品質保證頂級金牌獎      ※本產品已
投保新光產物產品責任險 1000萬元整           ※本產品經 SGS(台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檢測合格 ※通過有機農場產品驗證 (證書字
號 :UCS-OA-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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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四處好茶的意念；外盒札型將「喜」字摟空，傳達「歡喜台灣、遊
茶趣」之概念。

產品原料皆取自於自產朝鮮薊，栽培過程無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已取
得有機農產品驗證。

泉發茶廠‧ 安心宣言 幸福‧百分百
●泉發茶葉通過【國家認證 TGAP茶葉生產履歷】 100%專業
●泉發茶園通過【行政院農糧署優質茶專區】 100%台灣茶
●泉發茶廠通過【行政院農糧署優質衛生製茶廠】100%安全衛生
●天然茶香 100%不加香精 100%無添加物 100%健康 

清雅花香、口感細柔綿密，甘甜中帶股淡淡蔗糖香。

太武山一條根茶每盒30小包採防潮鋁包 長飲養生保健、調節生理機能、
促進新陳代謝、延年益壽 送禮自用兩相宜。

價格│$ 300 元    

價格│$ 1350 元    

價格│$ 1200 元    

價格│$ 400 元    

價格│$ 2100 元    價格│$ 400 元    

價格│$ 600 元    價格│$ 600 元    

150g/金色小盒 (滿四小盒 贈 金色大提禮盒 )

150g/罐

重量：650g/盒；體積：長 31x寬 8.7x高 7cm

2.5g±5%/包

重量：1498g/盒；體積：長 24.3x寬 24.3x高 7cm 2.5g±5%/包

75g/瓶 +小提袋 200g/盒 體積 :長 20*寬 *8高 *1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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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堂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是寶生技有限公司

百年 泉發茶廠 嘉振茶業 太武山一條根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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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9-2225345 電話│ 049-2752215電話│ 03-9586359

電話│ 049-2897528電話│ 049-2755575

電話│ 049-2643919
地址│ 540南投縣南投市東山路 374號 地址│ 558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正路三段 293號地址│ 269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中山路 260號

地址│ 555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山楂腳巷 16號地址│ 558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三段 88號

地址│ 557南投縣竹山鎮延平路 19號
eMail│ service@twfinetea.com.tw eMail│ tea@dongdin.org.tweMail│ tea9586359@gmail.com

eMail│ jun@asamu.com.tweMail│ 52tea77@gmail.com

eMail│ jiajan.tea168@msa.hinet.net網址│ http://twfinetea.com.tw 網址│ http://www.dongdin.org.tw網址│ http://www.good-tea.org.tw

網址│ http://www.asamu.com.tw網址│ http://www.52tea.com.tw

網址│ http://www.yoshantea.com

罐裝茶

阿母ㄟ茶

臺灣好味茶 三金凍頂茶禮盒野薑花綠茶原片茶包 20 入

貴族時尚紅茶禮盒

台灣限定梨池茶
※季節限定商品 
※100%宜蘭在地生產，絕無參雜低價進口茶 
※天然原料，絕無添加香精香料
※嚴選彰化花壇新鮮野薑花瓣與頂級原片嫩葉 
※冷熱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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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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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宜蘭當地二十三位茶農胼手胝足，從栽培、採收、炒焙、揉製，結合
宜蘭冬山鄉中山村內盛產之茶葉及柚子，研發出獨特的柚花綠茶、野薑
花綠茶及其他特色茶種，獨特半球型茶葉，細數著宜蘭茶的故事 ;金黃
蜜綠色茶湯， 顯現出宜蘭人的澄淨。

獅頭山茶為黃崇敬先生本人所種植，由阿母精心管理，天然環境佳，早
晚雲霧籠罩，茶味清香幽雅，茶湯渾厚、細嫩。又名阿母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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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葉為南投縣最具代表性之農業產業，鹿谷鄉茶葉面積約 2,000餘公
傾，年產量 1,600公噸，農民皆依賴茶葉維生，唯有改變舊有的栽種觀
念和方法，以既有的茶葉文化和歷史背景為後盾，發展出獨具特色的茶
葉產品。

茶湯甘醇重滑，回甘持久，特殊果香味令人著迷，愛不釋手。

價格│$ 2000 元    價格│$ 5000 元    價格│$ 300 元    

價格│$ 800 元    

價格│$ 400 元    

價格│$ 800 元    

價格│$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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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300g/盒外包裝尺寸：長 22cm | 寬 11cm | 高 8cm ；重量：3g x 20入

重量 (淨重 )：75g/ 罐；規格：長 23x寬 21x高 9cm

150g/罐 ; 直徑 8.5 x 16 CM

每罐 (150g/罐 )；體積：直徑 83x高 145mm

300g/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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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合作社 崇敬茶業有限公司 圳阿薩姆紅茶專賣店

琮笙茶葉有限公司 有限責任南投縣鹿谷鄉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 嘉振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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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4-22929815 電話│ 02-26736295電話│ 03-8523488 電話│ 05-5823106#201
地址│ 526彰化縣二林鎮西斗里原厝路 56號 地址│ 237新北市文化路 212-9號地址│ 975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二段 349號 地址│ 646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 11號

eMail│ lhtopwine@gmail.com eMail│ teamaster66@gmail.comeMail│ syw_ys@hotmail.com eMail│ fulushou@ms48.hinet.net網址│ http://www.lhtopwine.com 網址│ http://teamaster.shop.rakuten.tw/網址│ http://www.wenberli.com.tw/ 網址│ http://www.fortunebrewery.com.tw

一醋即發

58 度雲上福祿壽白酒

皇后唇紅酒
繽紛山暇茶葉禮盒

晶鑚頂級冰釀

好達樂 9 度咖啡香酒

伯力肉桂醋露禮盒 福牌 58 度陳年高粱酒 0.5L

晶鑽頂級冰釀使用 43年老樹葡萄釀造，屬自然釀造葡萄酒，並採以冰
酒製造方式製作，擁有琥珀晶透的色澤、細緻熟成的果香，每每展現出
葡萄原有濃郁的水果香氣。

雲林古坑鄉以咖啡原鄉而聞名世界，本產品結合地理位置及特色而開
發，採用正宗古坑咖啡為調合之「主體香」，帶出特有的風味，自用送
禮兩相宜。

【一醋即發葡萄醋】為 100%原汁原味的葡萄醋， 嚴選 43年老樹葡萄
自然發酵 釀造、精釀製成，屬自然釀造葡萄原醋。

嚴選素材，堅持純糧固態釀造，將原酒之精華經長期時間蘊釀出完美陳
年口感，酒體渾厚甘冽，入百福圖瓶收藏，意喻長 (藏 )久 (酒 )幸福。

此款紅酒彷彿美麗的皇后，擁有尊貴的面貌與柔軟的身段，擁有酸甜滋
味的梅子果香，入口溫潤、柔順甘醇，尾韻綿長細緻、飲後回甘、口齒
生津。

◆一次完整擁有三峽之美 ~ 「山暇」取其三峽的諧音 ,，山明水秀的茶
區有著獨特的氣候環境， 孕育全台最頂級也是唯一的碧螺春綠茶。

客庄土肉桂不只是香料 臺灣原生種土肉桂生長於青山綠水的花東縱谷
鳳林鎮鳳凰山坡原始林地，山泉水源無污染、土肉桂品質佳，廣受各界
肯定。

榮獲 2009年比利時國際菸酒評鑑會『特金質獎』之陳年高粱酒入瓶收
藏，酒體純淨澄澈，喉韻綿甜，該瓶型以鏡面黑瓷瓶打造，意以古代如
意為樽，象徵低調尊榮及內斂氣勢。

價格│$ 990 元    
價格│$ 750 元    

價格│$1280元    

價格│$ 350 元    

價格│$ 890 元    

價格│$ 990 元    

價格│$ 1580 元    價格│$ 2000 元    
750ml

禮盒體積 :長 26x寬 18x高 9

容量 :400mL 體積 :高 32x寬 5.5 cm

135CC/瓶 ;體積 :長 28.8*  10*高 16.8cm

容量 :400mL 體積 :高 32x寬 5.5 cm

600CC/瓶

重量 2kg、容量：375ml/瓶 +375ml/瓶
體積：長 19.5x寬 8.5x高 38.5cm )

500CC/瓶 ;體積 :長 22*  9.8*高 27.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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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輝農產行 福祿壽國際酒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茗茶大師 TeaMaster溫伯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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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37-622303 電話│ 03-5389165
地址│ 350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24鄰崁頂 151號 2樓 地址│新竹市牛埔路 176號

eMail│ kt.glass@msa.hinet.net eMail│ spglass9@ms34.hinet.net網址│ http://www.glasspark.com.tw 網址│ www.hcspg.com.tw

琉璃樹 – 浮雲意境

同心羊

「浮雲意境」為今年度結合生活美學的再加值創作，工藝大師運用玻璃
於高溫流動的特性，色彩蘊涵其中，結合金屬材料與強化玻璃，每組作
品皆具獨特且無法規格化量產之特性，亦可針對個人使用需求、色彩而
客製化。

運用寫意的法帶過四肢，再琢磨羊頭的造型，將流動融熔的玻璃膏，簡潔不失細膩，表現在形塑上，展現工藝師超群的技巧。
價格│$ 8800 元    

價格│$ 3730 元    

價格│$ 3000 元    

體積：重量 : 3000±200公克 / 3公斤±200公克 
尺寸 :長 40 *寬 40 *高 48（公分）

27x30x14cm 精裝盒

體積：L25*W17*H12

電話│ 04-7811299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四路 30號

eMail│ service@tmg.com.tw網址│ www.timingjump.com.tw

台灣文鎮

金色年華

以台灣美麗寶島為主題，製作具代表性的台灣造型，適合贈送來自遠方
的國外友人。

凝聚無與倫比的美麗 ,閃藥著永垂不朽的年華。透過玻璃的回收再製，將原本已經廢棄的玻璃，重新賦予它們新的價值，以『傳承、創新、綠能』
的精神，推廣綠色產業。

價格│$ 300 元    體積：13.5x6 ±1.5cm

台灣玻璃館 春池玻璃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國泰玻璃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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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5)7810832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 42-3號

eMail│ q7810368@gmail.com網址│ http://www.bantaoyao.com.tw

熱鬧南北管

理髮師

結合中國傳統南管及北管特色，製作成交趾陶商品，將人物演奏時的專注表情及特殊動作捏塑成形，完整版人物共有 12尊人物，此作品也曾獲得
葉王獎入選佳作作品。

早期板頭村裡有位理髮師，從小陳忠正師傅就是給這位理髮師理 ，後
來長大學習交趾陶後，就把這份相當特殊的情感製成交趾陶保存下來。

價格│$ 12000元 /單尊    

價格│$ 36000元 /組    

價格│$ 72000元 /組

體積：9CMX9CMX18CM

體積：35CMX25CMX15CM

體積：25CMX15CMX20CM

旗開得勝

午憩

在波濤駭浪中洶湧而上，只為捕捉生命最精彩的時刻，旗鼓飄揚我們滿
載而歸。透過玻璃的回收再製，將原本已經廢棄的玻璃，重新賦予它們
新的價值，以『傳承、創新、綠能』的精神，推廣綠色產業。

描述傳統農村生活裡，農夫在田
裡工作的午後，農婦帶飯給農夫
享用，在大樹下休憩的樣子。

價格│$ 8000 元    體積：L31*W20*H48

春池玻璃 藝昌陶藝廠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5389165
地址│新竹市牛埔路 176號

eMail│ spglass9@ms34.hinet.net網址│ www.hcspg.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5)7810832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 42-3號

eMail│ q7810368@gmail.com網址│ http://www.bantaoyao.com.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藝昌陶藝廠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文化工藝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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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5-2761958 電話│ 05-2761958
地址│ 60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319巷 6號 地址│ 600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 319巷 6號

eMail│ kvsvk2001@gmail.com eMail│ kvsvk2001@gmail.com網址│ http://www.cojy.com.tw/ 網址│ http://www.cojy.com.tw/

門神—玄關置物盒

吉祥如意

採用台灣民間門神春聯圖像做為交趾陶半立體浮雕創作題材，表現門神逗趣、台灣草根之民藝風格。 

如意是一種象徵吉祥的器物。菩薩所持之佛具，古代文官作備忘用，亦
可作為指揮及護身器具。其造型頭呈靈芝或雲形，柄微曲。可作壽誕、
結婚、祝人如願以償與祈福之吉祥贈禮。

價格│$ 12000元 /單尊 元    

價格│$ 21000 元 

價格│$ 7000 元 

體積：9CMX9CMX18CM

750g: 29*9

20*4cm

立式小角端

龍頭小如意

重視結構形式的生命感和律動感，不追求自然形體的逼真摹寫，力圖通
過動物的躍動及內在結構來表現旺盛的生命力。 

如意象徵吉祥。柄微曲，現龍身
玲瓏之曲度；龍嘴張，傳遞祥龍
恭賀之喜。可作壽誕、結婚、祝
人如願以償與祈福之吉祥贈禮。
龍頭及如意的結合，祈人如騰起
之龍，晉升如意。

價格│$ 36600 元    

價格│$ 16000 元    

體積：2100g : 26*20

體積：51cm *33.5 cm *6.5cm

龍鳳祥交趾陶藝社 龍鳳祥交趾陶藝社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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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爵竹尺 (20, 30 公分 ) 

Streamline 皇爵竹製訂書機

狀元書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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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孟宗竹再加上施華洛
世奇水鑽，創造出新穎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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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咱台灣師傅的手
工與品質。

價格│$ 499元    

價格│$ 600 元    

價格│$ 2400 元    

長 21* 寬 4.5 高 0.8(cm)

長 10.5 寬 2.4 高 2.3(cm)

長 29 寬 19高 4.5 (cm) 

電話│ 049-2659230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 3段 1396巷 7號

eMail│ bamboo.yuesan.hinet.net

網址│ http://www.arch-world.com.tw/Company/
            82499.html

竹編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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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元    
長 30 寬 10 高 30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653205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延平新村 1-20號

eMail│ puyuan_art@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ez-life99.com

竹製 5x7 相框

皇爵印泥盒

名片夾

採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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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台灣孟宗竹和拉蓋式盒子，將印章保存起
來，方便拿取及使用。

可以將蓋子折起來當名片立架

價格│$ 1200 元    

價格│$ 900 元    

價格│$ 788 元    

長 22.5 寬 17.5 高 1.6(cm)

長 13.5 寬 6 高 2.5(cm)

長 10.7 寬 7.2 高 0.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佳鉅木業 璞園藝術坊 悅山工坊

品研文創有限公司竹采藝品有限公司 築山國際文創有限公司

電話│ 049-2553535 電話│ 02-87510557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土城里三層巷 20號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92巷 7弄 28號

eMail│ wood@bestar.net eMail│ yufen.lo@gmail.com
網址│ www.bestar.net 網址│ http://cuckoostyle.blogspot.com/ 

溫釋桌燈
婉約逸緻的熟女居家生活用品 -開創熟女慢活
生活新主張運用積層竹材的曲竹工法與材質輕
盈的特性，配上木料溫潤的質地，來設計符合
現代熟年女性的新式板凳。

價格│$ 12000 元    
長 25 寬 25高 55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912-355-866 電話│ 049-2648571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569巷 15號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大義街 183號

eMail│ bbc.rul.tw@gmail.com eMail│ yoyo0718@hotmail.com
網址│ http://www.bbc-bamboo.com 網址│ http://ijscc2011.blogspot.tw/

臥香座  逢兔大展握力器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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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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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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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元    價格│$ 1600 元    價格│$ 20000 元    
長 16 寬 4高 3.5 (cm) 7.5x7.5x16(cm) 長 50寬 50高 100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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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25332793
地址│ 110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 423巷 6弄 13號 1樓

eMail│ info@u-cube.com.tw
網址│ http://www.u-cube.com.tw

Tablemat

POLAR ICE
極地冰盒方竹系列新色
★在家就能做的透明冰塊 
★獲得台灣文創精品獎
★只需加水放入冰箱冷凍庫
★不含氣泡與雜質的冰塊

價格│$ 620 元    

價格│$ 7500 元    W43.5 x L59.4 x H1.75 cm 

L 110 x W 110 x H 98 m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Torch 手電筒 

台灣漆器─白雪揚春糖果盒
全為手工彩漆，以手工上漆方式彩繪碗筷、淺
盤、果盒等商品，經木胚、磨平、底漆、中漆、
上漆、加飾等十二道研磨工序精心製作而成，
頂級奢華珍稀之寶。

價格│$ 4500 元    

價格│$ 3800 元    D2.65 x L13 cm 

直徑 15*高 7（公分） 500/公克

電話│ 02-28280268
電話│ 02-26794043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一段 3號 3樓
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永新巷 17之 6號

eMail│ lance@ddoott.com eMail│ kimi741202@hotmail.com
網址│ www.ddoott.com

火竹前刀

瓷紀百合伴手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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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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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350 元    價格│$ 1680 元    
長 12.4 寬 2.9高 1.5 容量見瓶底資訊；禮盒尺寸 : 16.8 x 8.3 x 33/H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4963742
地址│ 326桃園縣楊梅市獅一路五之一號

eMail│ cm4963742@yahoo.com.tw
網址│ http://www.chintang.com.tw/

釘書機

台灣京瓷－千塘窯
台灣京瓷佐處桃園，桃園縣因地形、地質之特
殊，加上移墾者意識到整個環境的特點，造就
了桃園埤塘形成使得桃園縣成為著名的「千塘
鄉」，更在居民努力的經營之下成為物產豐富
的「魚米之鄉」。

價格│$ 5500 元    

價格│$ 2800 元    W2.2 x L12.6x H5.7 cm

單件尺寸 長 30 *寬 27 *高 24 (公分 ) 重量 : 3 / 公斤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維力方有限公司  

七色一味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弘鶯陶創意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格瑋國際有限公司張連昌薩克斯風 竹采藝品有限公司

台灣京瓷企業社

電話│ 02-81439001 電話│ 04-7878866電話│ 04-26628438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立功街 76號 地址│ 503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 310號地址│ 433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 179號 2樓

eMail│ Vicky4_lee@pegatroncorp.com eMail│ geway.com@msa.hinet.neteMail│ gallery7171@gmail.com
網址│ www.pegatroncorp.com 網址│ http://www.geway.net/網址│ http://www.bsio.com.tw

桌燈

品竹調味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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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計概念取自竹子隨風搖曳的姿態，任何    
    角度觀看都有不同的美感。
2.上方入料孔，方便填充調味料。
3.軟塞具透氣孔設計，可輕鬆控制調味料的
    多寡。
4.層層堆疊的設計，可做 360°的旋轉，呈
    現的皆是不同竹子的姿態。
價格│$ 1200 元    

價格│$ 6800 元    W2 x L68 xH46 cm

6*6*10cm(堆疊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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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04-25562363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 330-1號

eMail│ service@sax.org.tw
網址│ http://www.sax.org.tw

黃銅壓製薩克斯風造型書籤 竹筷
薩克斯風實際尺寸 1/14 比例縮小，銅片壓製，
與黃銅薩克斯風同樣材質，作工精緻。

經過一定時間，竹材既可達到炭化程度，以生
漆塗裝 12次，展現相當高雅的黑金質感，整
根竹炭筷完全無化學藥品，保有竹節特色屬最
自然、高級環保竹炭筷，整個加工過程完全以
手工為主，材料為孟宗竹，產地南投。

價格│$ 180 元    價格│$ 450 元    
4.5*9.5 cm 23×0.7×0.7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912-355-866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草溪路 569巷 15號

eMail│ bbc.rul.tw@gmail.com
網址│ http://www.bbc-bamboo.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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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boos
花鳥兒童餐具組

la boos 可愛 QQ 熊餐兒童具組

la boos
和風雙色砧板

la boos
自然風平底鍋廚具組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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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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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 元    
直徑 12高 3.5(cm) 
湯匙、叉子：長度 13.5寬度 3 cm

竹碳釉真情南投茶葉罐兩
入禮盒 ( 角瓶素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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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列產品具有釋放遠紅外線功能，放置茶葉
或白米不易受潮、可延長保存期限，儲酒會讓
酒類更香醇甘美。

價格│$ 599 元    

價格│$ 1550 元    

長 21 寬 23高 1.9(cm) 

上 Ø9下 Ø 11×高 17

電話│ 02-87510557 電話│ 04-8521151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92巷 7弄 28號 地址│ 500彰化縣彰化市埔內街 462號

eMail│ yufen.lo@gmail.com eMail│ mailto:motor.hung@msa.hinet.net
網址│ http://cuckoostyle.blogspot.com/ 網址│ http://www.motor-hung.com/index.html

保青竹箸 節升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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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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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380 元    價格│$ 1280 元    
23x0.7x0.7(cm) 一組共含 5 件；單件尺寸 : 長 0.8x寬 0.8x高 2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9-2636399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保甲路 10號

eMail│ bamboo.yeh@msa.hinet.net
網址│ http://yitsun2005.smartwe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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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 50000 元    

長 38寬 24高 2.1(cm) 

25*10*4(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孟昌竹木工藝廠 藝邨精品企業有限公司

添興窯陶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品研文創有限公司 穆德設計團隊有限公司

采青窯業有限公司聖辰裕企業有限公司 讚炭工房

電話│ 049-2643971 電話│ 07-7337281電話│ 049-2781130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中和路 12-87號 地址│ 833高雄市鳥松區松埔路 1-38號地址│ 552南投縣集集鎮田寮里楓林巷十號

eMail│ YCZM@YCZM.COM.TW eMail│ chingpottery@gmail.comeMail│ service@tensing.com.tw
網址│ www.yczm.com.tw 網址│ http://www.tsaiching.com.tw網址│ http://www.tensing.com.tw

湛藍港都

 la boos 自然風廚具組 是針對現代家庭主婦大
多以平底鍋為主的烹飪習慣設計。

以高雄海洋城市意象為主，並秉持著對高雄這
片土地的關懷，以采青窯獨特天然礦石釉藥呈
現出湛藍海洋色彩，礦石紋路呈現出海波粼
光，兼具環保及藝術性。

價格│$ 360 元    價格│$ 6000 元    
直徑 31.5寬 7高 2 (cm) 

茶壺一只、小杯 2只、茶盤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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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06-3960363
電話│ 03-8763488

地址│ 709臺南市安南區環館北路 873號
地址│ 975花蓮縣鳳林鎮正義路 15號

eMail│ shengchenyu@gmail.com eMail│ u763488.fl@msa.hinet.net
網址│ http://tw.myblog.yahoo.com/beo-chiyun

網址│ http://http://tw.myblog.yahoo.com/
            dreamer0388/

健康機能竹炭筷
( 含精製布套 )

自在分享壺

◎奈米級複合材質，符合食品級安全衛生規定 
◎添加具遠紅外線功能竹炭及抗菌成分，健康
又環保
◎材質耐高溫、酸鹼，不含雙酚 A無遇熱釋放
毒素之疑慮。

『自在 +分享』茶具來自台灣唯一高溫竹炭園
區，位於東台灣花蓮縣鳳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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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榮獲經濟
部 OTOP設計大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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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元    價格│$ 3980 元    
長 22.5x寬 3.5cm

壺 105*125*80mm，杯 d53*65m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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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變台灣 - 天燈變色杯

與客結緣

以集瓷霧白色水瓶杯為原形，描繪優雅自然的
野柳女王頭、象徵祈福與平安的平溪天燈、保
有古老建築與階梯的九份山城、同時伴隨四季
變化的山海景觀，都是新北市重要且具代表性
的觀光景點。倒入熱水後，景色將漸漸顯現色
彩，顯示出新北市令人驚艷的人文與自然美
景。

藍衫是客家傳統服飾的意象。作品取名『與客結緣』，藉由其縮小版的藍衫可以憶起客家人樸實
無華的獨特心性，歡喜與大家種福田、結善緣的真性情。價格│$ 450 元    

價格│$ 2500 元    
材質：瓷器
尺寸：Φ 80 x H 130 mm 

材質：瓷器
尺寸：Φ 75 x H 120 mm

重量：980g/幅；體積：長 30x寬 26x高 4.5 cm

山豬藝術杯組禮盒

台灣油桐花印象系列-旅行袋

根據文獻記載鄒族有很高的陶藝技術，但六十
年前兩位婦女去世之後，鄒族陶藝就失傳了，
此作品以陶壺為發想融合族群文化，重新找回
祖先與自然的關係。 作者：不舞，居住阿里山
來吉部落，將生活文化元素以孤挺花、山豬做
為創作題材，發展據地方特色的鄒族創意生活
用品。

每年的春天，是台灣油桐花 綻放的季節，並以
梅花鹿點綴，呈現最自然的台灣之美，給國內
外 的朋友更多愛台灣的理由！

價格│$ 2250 元    

價格│$ 1880 元    

300cc/杯

長 45x寬 15x高 45cm

電話│ 04-22277826
地址│台中市北區育才街 3巷 3號 3樓之 4

eMail│ watersource@mail2000.com.tw
網址│ http://youngwater.org.tw

薩克斯風造型馬克杯 藍染手提包
運用薩克斯風外型的曲線設計造型獨特之馬克
杯。

價格│$ 150 元    價格│$ 2500 元    
10*14 cm 如長 40x寬 3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678-8868
電話│ 03-4097968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 81號
地址│ 325桃園縣龍潭鄉大同路 331號

eMail│ service@shuandws.com eMail│ clitys@gmail.com
網址│ www.shus.com.tw

斑爛蝶影變色杯
蝴蝶翩翩起舞，於寧靜升起，混沌的變化，讓
生命的週遭揚起一陣陣美麗的漩渦；振翅的熱
情上昇氣流，充滿著變化與驚奇的生命歷程。

價格│$ 680 元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佳鼎國際 麗揚工作室

不舞作坊 寬寬文創有限公司

張連昌薩克斯風 財團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會

穆德設計團隊有限公司 國泰玻璃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4-8521151
電話│ 05-2661804 地址│ 500彰化縣彰化市埔內街 462號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村第四鄰 113號

eMail│ mailto:motor.hung@msa.hinet.neteMail│ abuu@mail2000.com.tw
網址│ http://www.motor-hung.com/index.html

愛心杯

未來城系列 - 托特包 ( 黑 )

打開包裝後從收納在心型內的愛心杯墊攤開， 
摺紙手感的『以形補型』思維巧妙與日常生活
美學實踐。採台灣在地鶯歌燒， 展演文化創意
產業的根本精神。

繁忙的台北城，讓人想離開地面，長出翅膀用
輕鬆寫意的心情恣意飛行，在台北 101大樓與
都會區之間穿梭，將會發現，台北，其實也可
以充滿樂趣與想像力。

價格│$ 680 元    

價格│$ 880 元    

重量：275g/ 個；長 11.65 x 寬 8.2 x 高 12.3 cm

長 40x寬 12x高 3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37-622303 電話│ 02-26008191#114
地址│ 350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 24鄰崁頂 151號 2樓 地址│ 100臺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 34號 1樓

eMail│ kt.glass@msa.hinet.net eMail│ service@coplay.com.tw
網址│ http://www.glasspark.com.tw 網址│ http://www.coplay.com.tw

桐花活力杯

台灣蘭花系列 - 小總裁包
竹炭琉璃具《遠紅外線》與《養生》之雙重功
能 . 將飲品置於內約 3分鐘， 會有神奇的體
驗。 食用水：可淨化水質，活化水分子，可消
除﹙降低﹚水之氯味，飲用起來變得更甘甜。 台灣蘭花享譽國際。以粉色系為基底，點綴美

麗的蘭花與蝴蝶，給國內外的朋友更多愛台灣
的理由！

價格│$ 2300 元    價格│$ 2680 元    
550CC 長 34x寬 13x高 2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4-25562363
地址│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 330-1號

eMail│ service@sax.org.tw
網址│ http://www.sax.org.tw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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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87724095#201 
地址│ 106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48號 2樓
            211室
eMail│ crea.tage@msa.hinet.net

風姿百態油桐花—Hakka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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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元    

價格│$ 1080 元    

W25XH27XD20cm

15.5*40*4.5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傘中情緣
6英吋及 8英吋小傘精巧可愛不只具有擺飾功
能也兼具收藏性，結合客家花卉圖騰 "油桐花
"，具有客家特色風格。

價格│$ 390 元    
6英吋及 8英吋

電話│ 02-2678-8868
電話│ 02-25028197地址│ 239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 81號

eMail│ service@shuandws.com eMail│ elephant1477@gmail.com
網址│ www.shus.com.tw 網址│ http://qishijiefa.blogspot.com

藍香 彩繪木梳
香煙裊裊，餘韻在清心湛藍中，釋放初出的原
始，喚醒奔騰的心靈，用歸零、回歸原點的方
式，細細醞釀出最適切的未來與自我。

以木質材料作梳子，展現台灣傳統特色；選用
高級實木，其具有天然芬多精，亦契合國人養
生概念；復加上本土或中國特有花卉彩繪，增
添了木梳的質感，成為實用的藝術品。梳子齒
寬之不同，寬齒者著重於頭皮按摩，密齒者則
更具順髮之功效。

價格│$ 360 元    價格│$ 2500 元    
尺寸：香蓋 - L 36 x W 36 x H 70 mm
材質：瓷器

約 198公克 /盒 ；長 17.50 x 寬 12.20 x高 5.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8-7887381 電話│ 03-5932006
地址│ 911屏東縣竹田鄉竹南村潮州路 42號 地址│ 312新竹縣橫山鄉新興村新興街 119號

eMail│ happy7884892@yahoo.com.tw eMail│ hsn018@hsn.org.tw
網址│ http://www.wretch.cc/blog/happy7884892 網址│ http://www.hsn.org.tw

客家花布吸溼排汗休閒系列
利用吸溼排汗布料結合客家花布的 polo衫與
高爾夫球帽既時尚又休閒與遮陽的服飾組。

價格│$ 980 元    
衣服有大小尺寸 帽子單一尺寸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葵太佶有限公司 新竹橫山地區農會

秀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鼎國際 天象國際有限公司

榮星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林三益股份有限公司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芸竹工房

電話│ 05-6965828電話│ 04-7715615-6
地址│ 637雲林縣崙背鄉崙前村南光路 390號地址│ 505彰化縣鹿港鎮溝墘里 59-2號

eMail│ ccpaper@yahoo.comeMail│ info@newbon-umbrella.com
網址│ http://www.ccpaper.com.tw網址│ http://www.newbon-umbrella.com

LSY 林三益 美 . 人 . 妝 【紫彩美人】

搖搖馬

◆以東方美人特色【旗袍】襯托質感與含蓄之美 
◆妝”即是”裝”表現姿色和姿態上的完美詮釋 
◆ 2011台灣 OTOP大賞殊榮 
◆經典呈現 .完美演繹

《搖搖馬》以瓦楞紙製作，符合環保，受到消
費者喜愛，設計工法以一片一片組合，市面上
的木馬只能給小朋友騎坐，紙做的搖搖馬可以
讓大人騎乘。

價格│$ 3680 元    

價格│$ 750 元    

長 37.5 cm × 寬 20.2 cm × 高 1.4 cm

長 83*寬 27*高 7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5566433
地址│ 103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 2段 58號

eMail│ lamsamyick@gmail.com
網址│ http://lamsamyick.com

林三益 藏。靜心牛耳毫禮
筆組 (2 支組 )

竹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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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筆盒榮穫 OTOP設計大賞

運用卡榫的方式，設計出具有特色的竹衣架。
讓使用者在整理衣服的同時也可以感受到竹子
的溫厚與特質。

價格│$ 2150 元    價格│$ 300 元    
長 360mmx寬 100mmx高 40mm 長 40*寬 1*高 20(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話│ 02-28280268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一段 3號 3樓

eMail│ lance@ddoott.com
網址│ www.ddoott.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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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OTOP地方特色授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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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遴選合格之OTOP通路廠商授予OTOP標章使用權利，行銷地方特色產品，促使地方特色產品朝向高附加價值與產

品精緻化之方向發展，擴大地方特色產業商機，提昇臺灣地方特色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增加產品販售通路，帶動不

少地方特色產品成長。

單 位 名 稱 通 路 位 置 地 址 電 話 營 業 時 間

雅比思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
限公司

台北 101館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台北101購物中心B1) 02 - 81017693

周日∼周四 
11:00 - 21:30

周五、周六、例假日
前一天及當天 
11:00 - 22:0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林森門市 台北市林森北路282號 02 - 25367736 全年無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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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二期航廈 -翹台灣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
號第二航廈出境大廳3樓 未設置 08:00 - 23:0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環島特產旗艦店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15
號出境大廳3樓 03 - 3834696 08:00 - 23:00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
號第二航廈3樓 03 - 3833133 08:00 - 23:00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清水服務區
台中縣清水鎮吳厝里7鄰
東山路143號及145號 04 - 26201378 全年無休

南仁湖育樂有限公司 國道泰安服務區北站 (北站 ) 台中市后里區月眉里雲頭
路3-3號 04 -25574301 全年無休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南投服務區
南投市振興里南鄉路 250
巷142弄6號

049 - 2205941
049 - 2205909 全年無休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西螺服務區 (北站 )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鄰
高速公路西螺休息站2號 05 - 5866203 全年無休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國道西螺服務區 (南站 )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1鄰
高速公路西螺休息站1號 05 - 5860799 全年無休

展智創意策略有限公司 左營高鐵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05
號2樓 07 - 8626099 周一∼周日 

09:00 - 21:00

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館 臺中高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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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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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產品館說明

為了能讓更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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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品；希望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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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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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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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 地方特色加值網 mall.otop.tw

地方嚴選  •  優質名物  
全臺最大臺灣地方特色產品網站，1千多項在地特產、6 百多家廠商，提供完整的特色產品及店家資訊、線上購物及

社群交流，是民眾、通路、企業及機關採購優質臺灣地方特色好禮的最佳選擇。

近年來國內外消費者、通路、企業福委及機關團體洽詢OTOP臺灣地方特色產品，為滿足多元需求，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於 2012年辦理『優質臺灣地方特色產品推薦登錄』活動，由各縣市及中央政府單位篩選推薦優質臺灣地方特

色產品，通過申請的產品得以刊載於新建置的『OTOP地方特色加值網』，由通過申請廠商維護其所屬網頁、開啟

線上購物功能及自行管理其產品金流及物流等。全臺特色好禮 e指通，快來搜尋哈燒主題商品、好康優惠、熱銷排

行榜、Facebook及影片分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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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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