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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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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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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3,500 元／組

◎整組：箱體＋線材＋袋子各×1 
◎尺寸：箱體-50×50×50mm、線材-50cm、袋子-11×1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937 261 189
地 址│南投縣草屯鄉上林里草溪路569巷15號
網 址│www.acousdea.com
eMail│jeffyu@acousdea.com

採用臺灣竹山的孟宗竹手工打造箱體，取其虛懷若谷及高風亮節之意涵，讓使用者享受絲綢般

音質的同時，也能夠響應使用環境友善的綠色產品。咚ㄘ咚ㄘ竹喇叭亦具備藍芽無線技術及高

效能電池，與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絕配。體積小(5cm3)、重量輕(80g)，攜帶方便，適合出外

旅遊、野餐、線上聊天；甚至可幫助聽力減弱的人們。

耳酷點子有限公司

咚ㄘ咚ㄘ竹喇叭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2014 OTOP 產品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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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台灣愛玉 200 元／盒∣台灣山粉圓 180 元／盒

◎整組：愛玉-2包／盒；山粉圓-5包／盒
◎尺寸：愛玉-15g／包×2(合計30g／盒)；山粉圓-8g／包×5(合計4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914 5134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2巷16號3樓
網 址│www.dailyfresh.pixnet.net/blog
eMail│ryan7682@gmail.com

愛玉與山粉圓詮釋著臺灣人食用消暑品的風俗，這兩者原本野生，本地農人經過長年的努力摸索，成功地引入農業領域栽種，【趣消暑】以果實形狀的外盒象徵這項成果，

而設計為小容量單包的愛玉子與山粉圓子，簡易手作即可成為怡人甜品，實用且具有文化的雅緻風貌。

也樂商號

             台灣愛玉與山粉圓【趣消暑】



米飯是許多國家重要的主食，其生產的過程，是

由稻穀加工逐漸變成「糙米」、「胚芽米」、

「白米」；「米粒碗」運用米加工的痕跡，呈

現於產品的外觀，藉由米粒碗的設計，除了了解

「米」的基本生產過程，同時讓人們重視米文化

與食物的可貴，更能在飲食當中體會：「一粥一

飯，當思來處不易」的心境。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米粒碗

建議售價∣1,200 元／組

◎整組：米粒碗系列-白米款＋糙米款＋胚芽
米款各×1
◎尺寸：長13.5×寬8.5×高4.7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557 2887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0之1號
網 址│www.ddoott.com
eMail│service@ddo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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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本身具有環保再生的概念。「保青竹餐具

組」運用竹子本身的型態與特性，保留竹皮本身

的青綠色，賦予不退色的特性加工，表現出自然

原生的想法。湯匙細節設計溝槽可放置筷子或叉

子，創造出獨特的二合一餐具組合，如此便可以

方便收納、攜帶。湯匙的前端部分則運用竹節的

特性加工，使其不與桌面直接觸碰，具備衛生便

利的概念。

韓世國

保青竹餐具組

建議售價∣780 元／組

◎整組：湯匙＋筷子各×1
◎尺寸：長19×寬3×高1.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557 2887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0之1號
網 址│www.ddoott.com
eMail│service@ddo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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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鳥風月」茉莉袋茶為花壇鄉農會所出品，茉莉茶品的清新與醇韻，在品味瞬間即刻

沈浸於鳥語花香的悠然境界。本產品採安全農法栽種的無毒茉莉花與嚴選茶葉製成，自

採花到製茶皆需手工作業，產量甚少，尤其珍貴。以傳統中式茶壺為設計藍本，是在視

覺、嗅覺、味覺在都充滿驚喜的伴手禮首選。

禾翌創意有限公司 花鳥風月
建議售價∣360 元／組

◎整組：共二款（烏龍／紅茶）、15袋／組
◎尺寸：外盒-20×20×12cm、內袋-9×10.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茉莉花壇夢想館 04-787 7558 
地 址│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180號3樓
網 址│www.ph7lab.com.tw     eMail│wed@ph7la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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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林金生香的祭祀文化背景為基礎，將民俗轉換成簡單及隱喻式的視覺元素。

藉由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外國觀光客能透過林金生香進一步了解臺灣，期望藉

由此包裝形式，延續臺灣民俗風情及歷史在地文化，如同林金生香堅持不懈與

世代傳承之精神。

林金生香狀元糕禮盒
建議售價∣300 元／8入(小)∣480 元／4入(中)

◎整組：8入(小)／4入(中)
◎尺寸：8入(小)-13.5×26×4.5cm；4入(中)-27×26×4.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383 3757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二段7號
網 址│www.1866.com.tw    eMail│186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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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典山茗，臺灣好茶。大地賜予了我們最好的氣候呵護枝芽，在臺灣海拔一千

公尺以上，氣候涼冷，早晚雲霧繚繞，因此臺灣高山茶色澤翠綠鮮活，滋味甘

醇、滑軟、厚重帶活性，香氣淡雅。久久不散的茶香氣韻，正是臺灣特有的高

山茶之所以迷人，與耐人尋味之處。

楊午憲 Designer元融堂-聚典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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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1,200~1,500 元／單品

◎整組：臺灣高山茶×1；原木皮材質包裝
◎尺寸：14×15.5×10cm；淨重75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462 0096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582號
網 址│www.yuanrong.tw   eMail│wxy.gar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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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單包裝拼圖概念，讓產品包裝拼整後成為一幅師傅用心製麵的圖像；運用插畫風格，呈現

臺灣麵食文化的美好，讓煮麵、食麵的人感受到製麵的用心與堅持。用一本書的概念，包含兩

束臺灣在地的特色麵條，搭配四張多國語言的明信片設計，以及適合攜帶的臺灣竹製環保筷，

協調出一份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好禮，為臺灣的觀光實力發聲。

大甲本家有限公司 本家手作食感禮盒
建議售價∣800~1,200 元／組

◎整組：麵條×3盒＋環保筷×1雙＋苦茶油×1瓶＋明信片×4張
◎尺寸：33.7×17.4×4.6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8866 1501    
地 址│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街53巷1號1樓
網 址│www.noodlesorigin.com   eMail│noodlesorigin@gmail.com



花窗，為建築中窗的一種裝飾和美化形式，具備

實用功能，又帶有裝飾效應，不論在古典建築或

在現代建築中依然有廣泛的應用，復古的風格體

現一定的文化底蘊，更是中華文化的代表之一。

窗花的轉變經由木雕、石刻、到現代的混凝土

製，為因應現代人之生活型態的改變，並搭配不

同媒材的表現方式，擷取花窗型式斑芝蘭圖案作

為主題，讓花窗藝術得以融合於新舊時代之間。

許容碩

紙藝花窗巧拼

建議售價∣1,200 元／組

◎整組：10個
◎尺寸：15×15×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918 242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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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680~780 元／件

◎整組：1件
◎尺寸：膠帶台-12×12×10.1cm

磁鐵-12×12×2.1cm
置物座-12×12×7.1cm
材信刀-12×12×0.5cm
吸磁座-12×12×3cm
存錢筒-12×12×10 cm
時鐘-12×12×3.5cm

以串聯「紅鋼磚」與「臺灣記憶」為設計概念。

追朔過往，「紅鋼磚」係以富含鐵質之紅土作為

主要原料土，早期臺灣鶯歌埔頂以及林口台地一

帶均有出產，至今量逐漸減少。『集瓷』將鶯歌

陶瓷與臺灣古早建築元素做雙重結合，以地磚六

角造型加深消費者印象；生產製作過程以1200度

高溫燒製陶瓷土材質，表面形成質感溫潤與細微

顆粒觸感，增添歷史記憶溫度。

佳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紅鋼磚-
文具商品系列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678 8868／分機 214 
地 址│新北市鶯歌鎮山埔路165巷23號
網 址│www.shus.com.tw
eMail│amy@shuand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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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合利鋼刀，對第三代傳人吳增棟師傅來說，是一種傳承，

更是一項自我挑戰。

「在新與舊之間找到平衡點」是吳師傅不斷思索的目標，因

此結合日本工業設計精英為「金合利」打造新價值。新一代

金門鋼刀講究實用與機能性，刀身強調造型美與現代感，堪

稱工藝經典傑作，也為傳承逾一甲子的老店注入國際視野。

金合利實業有限公司

MA-1.3.4新式
3入書型禮盒

「讓金合利不只成為金門的驕傲，更是臺灣的驕傲」。身為

「金合利」的創意推手，吳師傅的腳步不停頓，他的每一步

都將金門鋼刀推向更高境界，無人出其右。

F-1新鋼柄鋼刀
禮盒2入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2014 OTOP
優質企業獎

建議售價∣5,250 元／組

◎整組：MA1 新式剁骨刀-適用於剁/切/削…等功能，中式菜刀用途(尺寸：175×87×3.0mm)
MA3 新式切菜刀-適用於肉類/魚類/青菜…等材料，多功能用途(尺寸：170×50×2.0mm)
MA4 新式水果刀-適用於水果/青菜…等材料，細部功能用途(尺寸：130×30×1.8mm)

MA-1.3.4新式
3入書型禮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8-232 3999 
地 址│金門縣金城鎮伯玉路一段50號
網 址│www.8898.tw/maestrowu

建議售價∣3,000 元／組

◎整組：F5新鋼柄剁刀-適用於剁/切等功
能，中式菜刀用途(尺寸：172×83×3.0mm/
柄長120mm)；F4新鋼柄切菜刀-適用於切/削
等功能，菜刀用途(尺寸：176×70×1.8mm/
柄長120mm)

F-1 新鋼柄鋼刀禮盒2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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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世界頂級越南沉香木製成，擁有無與倫比的濃郁甘甜香氣，獨特香味持久不退，且

能清靜心神，修養德性。被譽為擁有無限價值的珍稀寶物。整體的設計強調收納與美感

並存、設計與實用並重的創新發想，利用簡約的線條勾勒出花窗柔美且具詩意的設計，

當燃起的盤香透過優雅的花窗，逸散著令人迷醉的裊裊微煙，彷彿隔絕了世界，遠離喧

鬧的塵囂，似乎在訴說著一段令人傾心，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

富山檀香股份有限公司

十分琦楠2H 花窗盤香組

建議售價∣5,400 元／組

◎整組：16片
◎尺寸：82×82×94m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783 8999 
地 址│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三段5號
網 址│www.53fs.com
eMail│fushankodo53@gmail.com

以新鮮成熟金黃色金桔製成之沾醬，低熱量、解膩與多層次的口感，適於沾豬、雞、

鴨、魚、鵝肉，也適用於沙拉、水餃、肉粽、蘿蔔糕、火鍋料等食物。

民雄金桔加工廠

金桔沾醬

(絕不添加色素、香料、防腐劑，可請您安心食用！)

為本工廠老字號且最早推出之產品，遵循傳統作法製

作，堅持人工去籽以保留金桔餅之完整風味與樣貌，

可直接食用當零食品嚐，

也可料理食用。

甜桔餅

建議售價∣150 元／包

◎整組：1包 ◎尺寸：23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272 0351 
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38號
網 址│www.kingezi.com.tw
eMail│kin.gezi@msa.hinet.net

甜桔餅

建議售價∣160 元／罐

◎整組：1罐 ◎尺寸：380g／罐

金桔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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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當地文化廟宇特色，用毛巾折出

Q版神明公仔，顛覆對毛巾的印象，

讓毛巾不只是毛巾。

興隆紡織廠

財神到大蛋糕

建議售價∣6,800 元／組

◎整組：1入 ◎尺寸：35×5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622 0559 
地 址│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84-1號
網 址│www.sltowel.com.tw
eMail│sl-textile@umail.hinet.net

建議售價∣300 元／組

◎整組：12顆
◎尺寸：175g±5％／盒
包裝27×20×3.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8-832 0888 
地 址│屏東縣東港鎮大鵬路100號
網 址│www.fuwan.com
eMail│service.fuwan@gmail.com

以西班牙廚師慣用的巧克力調味手法，融合東港香氣狂野的日曬櫻花蝦，以tapas形式的

巧克力球一口口征服你的味蕾!DIY親手完成的櫻花蝦巧克力，讓您完整體驗在地食材的

全新口感，享受一場值回票價的美食之旅！福灣莊園前身即為南海珍休息站，擁有二十

年的食品製造經驗及多項口碑熱銷商品。如今加入畢業於餐旅研究所的第二代，選在地

食材融合世界名店大師料理手法投注「一期一會」的日本職人精神，將屏東地區世界讚

的農漁產品做最完美的呈現。

一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灣莊園)

櫻花蝦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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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大甲在地最上等的檳榔心芋為食材原料，經阿聰師巧手製作下，化做為如芋頭實貌

般，內含豐富的芋頭泥餡，聞起來香氣濃郁，擁有芋頭獨特的香氣，每日新鮮現烤不添

加任何防腐劑，來口感鬆軟溶口、皮酥餡多，更榮獲為總統就職指定的國宴點心喔！

沃農士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阿聰師芋頭酥

建議售價∣420 元／盒

◎整組：12片 ◎尺寸：50g±5％／片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671 1477 
地 址│臺中市大安區福興里興安路168號
網 址│www.o-nongs.com.tw
eMail│50@o-nongs.com.tw

阿聰師護國庇民平安冰糕

建議售價∣480 元／盒

◎整組：12入
◎尺寸：60g±5％／入

阿聰師芋頭酥

阿聰師感念大甲媽祖的護持與庇佑，特別仿大甲鎮瀾宮上

的護國庇民匾額，嚴特選大甲在地特有的檳榔心芋、綠

豆、紅豆、核桃等食材，巧手製作「護國庇民平安冰糕」

阿聰師護國庇民
平安冰糕

建議售價∣360 元／組

◎整組：崁津豆腐乳×1瓶＋美鮮包×4包
(碳燒，黑胡椒，芝麻，沙茶各×1包)
◎尺寸：崁津豆腐乳380g／瓶

美鮮包11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3-388 3457 
地 址│桃園縣大溪鎮中正路46號
網 址│www.tafangfoods.com.tw
eMail│yuang0603@kimo.com

大房紫蝶禮盒組又名止跌禮盒，希望收到此禮盒的人能獲得好運，經濟指數、就業率都

可就此止跌，禮盒內容採用傳統零嘴豆干加上崁津原味豆腐乳，讓大家有一種老厝新包

裝的感覺，讓傳統豆干跟豆腐乳也可當伴手禮。

 (豆腐乳採非基因改造黃豆製造)

大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大房紫蝶禮盒組
2013年桃園縣十大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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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622 9100 
地 址│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一路25號
網 址│www.de-food.com.tw

得意中華食品1993年創始於高雄市，生產製造鐵蛋、豆干、滷味等系列產品，在政府的輔導下，

行銷世界30餘國，是Made in Taiwan的驕傲，無添加人工香料，無添加防腐劑、色素、味素，以一

次滷科技工法，真空包裝高溫殺菌，完整的品管系統，通過GMP、CAS、HALAL、SGS、ISO22000

、新加坡AVA等多項國際認證，專業OEM、ODM服務，提供您隨手可得安心得好味道。

得意中華食品有限公司

頑皮禮盒

酒釀桂圓麵包於2007年贏得亞洲盃冠軍作品、2008年世界杯亞軍作品、2009年及2010

年高雄伴手禮，可說是最具臺灣代表性的國家特色麵包，不但以優秀的歐式麵包技術為

基礎，加入臺灣代表食材-台南縣東山鄉古法煙燻龍眼乾，成功融合東西方美食元素，傳

達出對臺灣土地深刻的情感。

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

酒釀桂圓麵包

建議售價∣350 元／平裝版

               400 元／包裝版

◎整組：1k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725 9236 
地 址│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35號1樓
網 址│http://www.pasadena.com.tw
eMail│service0800@sincewell.com.tw

建議售價∣750 元／盒

◎整組：豆干×5包
◎尺寸：240g／包

豆干五包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2014 OTOP 優質企業獎

建議售價∣600 元／盒

◎整組：鐵蛋×4包 ◎尺寸：鐵蛋200g／包(內含7顆)；
小鐵蛋120g／包(內含8小包，各3顆，共24顆)

鐵蛋四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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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1,450 元／組

◎整組：泰武經典濾掛式咖啡(6入)×1盒＋排灣族公主/勇士濾掛式咖啡專用馬克杯
×2只＋排灣族公主/勇士彩繪吸水杯墊×2只 ◎尺寸：40×25×9cm，1,43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8-762 5821 
地 址│屏東縣長治鄉園西二路16號 龍騰樓B402
網 址│www.taiwucoffee.com.tw
eMail│ka_vulungancoffee@yahoo.com.tw

排灣族文化工藝表現上，擅長雕刻石頭、木頭，刻畫的主題環繞著【百步蛇】與族人

【祖靈】神像，因此，外盒以排灣族大頭目的意象設計綴以百步蛇圖騰。

茂泰行銷有限公司

豐悅咖啡禮盒-經典對杯組

建議售價∣120 元／個

◎整組：1入
◎尺寸：寬(上)5.2×寬(下)6.5×
高(加蓋)8cm，約103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6-384 2889 分機 284
地 址│臺南市安南區科技一路8號
網 址│www.sio-house.com.tw
eMail│h5@hes.com.tw

根據熱賣商品─雪鹽燒的造型精心研發出「開運彩鹽皂」，每一顆內含臺南七股產出天

然日曬鹽，可深層清潔、洗淨肌膚。開運彩鹽皂共有財富白、戀愛粉、人緣橘、開創

綠、事業藍與朝氣黃六種顏色。

皇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運彩鹽皂

▼ 開運彩鹽皂六色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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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主題產業
國際化輔導

將「山」的意象以複合媒材形式呈現阿里山的沉穩尊容氣

韻。金萱微透花果秀香，烏龍翠綠鮮活，紅茶濃郁澄亮。

金御晟國際有限公司(山里日紅)

雲舞茗品禮盒

建議售價∣3,980 元／盒

◎整組：阿里山烏龍、金萱、紅茶；3罐入
◎尺寸：75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6-239 6858 
地 址│臺南市歸仁區民生六街31號
網 址│www.sunriserepot.com 
eMail│info@s-s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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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頂烏龍具烘焙甜香，濃郁甘醇，生津回甘，以優厚茶菁條件、三冠茶王技術、凍頂式   

製法工序，精製出頂級烏龍茶。

東方茶廠

凍頂烏龍茶

建議售價∣2,560 元／盒

◎整組：1盒
◎尺寸：15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9-275 2440
地 址│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3段43號
網 址│www.etea.tw 
eMail│eastern.tea@msa.hinet.net

產於臺灣南投縣鹿谷外觀緊結成半球型，色澤墨緣、水色高麗、香氣濃郁、滋味醇厚，   

是香氣與滋味並重。

嘉振茶業

翡翠系列-凍頂茶

建議售價∣1,180 元／罐

◎整組：1罐
◎尺寸：15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9-264 3919 
地 址│南投縣竹山鎮工業區延平路19號
網 址│www.yoshantea.com
eMail│service@yoshant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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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研磨，佐以熟粉壓製，綠豆清香，

芝麻濃郁入口即化，細膩綿密，獲台北鳳梨酥文化節綠豆糕達人賽金獎殊榮。

郭元益

百年糕

建議售價∣160 元／盒

◎整組：12入
◎尺寸：96g±4.5％／盒
外包裝20.7×16.5×2.9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831 3422 
地 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
網 址│www.kuos.com

小巧可愛的精緻外型，搭配濃郁奶香的杏香外皮，香酥即化，富含營養價值的核桃點綴

其中，經師傅以巧手慢火烘烤，堅果香氣與杏仁香交織，滿口都是溫潤的清新滋味。

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

核桃杏香酥

建議售價∣315 元／組

◎整組：9入
◎尺寸：18g±2g／顆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288 8202 
地 址│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4號
網 址│www.jzn.com.tw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主題產業國際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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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660 元／組

◎整組：5包／盒、6盒／組
(芋頭3盒＋地瓜3盒)
◎尺寸：540g／組、18g／包
禮盒32×11×24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567 6689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570號
網 址│www.smai.com.tw

糖村超人氣夢幻牛軋糖，特選法國無鹽奶油與美國加州杏仁粒，經控制恰到好處的溫度

及時間，堅持製作過程中不加任何添加物。

糖村

法式牛軋糖

建議售價∣230元／440元／盒

◎整組：1包 ◎尺寸：250g／500g
外包裝-250g-16×8×19cm、
500g-22×9×15.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800-063188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58號
網 址│www.sugar.com.tw

蔬果同堂自然呈現蔬果五彩最原始的風貌與內涵，以芋頭、地瓜等蔬果製成脆條。

百分之百臺灣製作，原色、原味、真食材。

先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先麥蔬果同堂彩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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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中外餅舖結合龍虎塔傳奇製作龍虎餅，運用當地左營農產品菱角、杏仁片及上選

食材製作，口感香酥，2005年榮獲高雄市十大特色伴手禮。

中外餅舖

龍虎餅

建議售價∣200 元／盒

◎整組：10入
◎尺寸：23×15×3.5cm，30g／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588 6366 
地 址│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60-1號
網 址│www.gift.3799.tw

旅行與體驗生活的方式很多種。這次用溫熱去體驗臺灣豐富色彩的人文與美景，

此杯倒入熱水後，景色將漸漸顯現色彩，享受同時，亦遊遍了臺灣。

新旺集瓷

遊變臺灣系列產品

建議售價∣600 元／個

◎整組：1入
◎尺寸：8×13cm，380ml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678 9571 
地 址│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81號
網 址│www.shus.com.tw
eMail│service@shus.com.tw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主題產業國際化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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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孟宗竹製作，臺灣設計師手繪可愛圖樣，送禮或是自用皆宜！

孟昌竹木工藝廠

la-boos 樹鳥杯墊組

建議售價∣260 元／組

◎整組：2入
◎尺寸：9×9×1cm／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9-264 3971 
地 址│南投縣竹山鎮中和路12-87號
網 址│www.yczm.com.tw
eMail│yczm@yczm.com.tw   

由三個金銀元寶組成「金銀花」圖騰，分別被安排在蓋紐和壺緣兩側，防燙和美觀兼具。

易於沖泡使用，並可套疊方便收納。

九份茶坊

金銀花茶具組

建議售價∣1,800 元／組

◎整組：茶壺＋茶海各×1
◎尺寸：10×9×7.5cm／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496 9056 
地 址│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42號
網 址│www.jioufen-teahouse.com.tw
eMail│jioufentea@hotmail.com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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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取自二一茶栽的21概念，古典音樂有章節，並融入

喝好茶如同聽見好音樂的概念。甘醇回香的滋味，猶如

聽見美妙的旋律一般，在口齒留香其韻味猶如迴盪在耳

邊的美聲，清耳悅心。嘉義阿里山的高山茶，處於山林

之間，自然的滋養獨特的環境是台灣阿里山才有的高山

茶，原生的在地，才能有原真的風味。

葉文成茶業有限公司

21山嵐樂章禮盒

建議售價∣2,200 元／組

◎整組：2罐 ◎尺寸：9.5×9.5×6.5cm／罐
150g／罐×2，共計300g／組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281 0099
地 址│嘉義市中興路216號
網 址│www.21teahouse.com
eMail│wencheng335@hotmail.com.tw

阿里山高山茶成長於北迴歸線旁的高山群峰中，終年雲

霧籠罩；水氣充足，平均日照強而短且日夜溫差大；葉

片養成豐潤淳厚；兒茶素、果膠質含量高，滋味甘爽醇

厚、香氣清純幽雅、保留獨有的山嵐風味，是臺灣第一

優質好茶。

天然莊企業社

阿里山茶禮盒-
清香烏龍／高山紅烏龍

建議售價∣清香烏龍 850 元／盒

               高山紅烏龍 950 元／盒

◎整組：2入 ◎尺寸：禮盒20×5.5×14cm
75g／小盒，共計15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937927133 
地 址│嘉義市東區保建街36-5號6F2
網 址│www.naturaltea.com.tw
eMail│tuan1218@gmail.com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特色伴手

五穀混搭綠茶新風味，細細品味

穀茶美味，綻放淡淡綠茶香，柔

潤口感，為下午茶中最佳伴點。

吾穀茶糧

樸實糙米飲-
客家擂茶

建議售價∣200 元／包

◎整組：1包
◎尺寸：240g／包

建議售價∣800 元／盒

◎整組：抹茶奶綠＋黃金燕麥可可＋黑豆穀茶各×1
◎尺寸：抹茶280g／罐、可可280g／罐、豆穀6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496 9976 
地 址│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66號
網 址│www.siidcha.com

吾穀沖泡禮盒
可任選不同口味吾穀飲，優雅別緻的精美包裝獲2013IF

設計大獎)，為伴手禮中最獨特優質禮品。大地穀香滋味

符合現代輕食養身概念，最能展現送禮者真摯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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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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

林金生香

媽祖祈福款

建議售價∣899 元／盒

◎整組：魩仔魚×2＋杏仁丁香魚×1＋杏仁櫻花蝦
×1◎尺寸：魩仔魚175g／罐、丁香魚110g／罐、
櫻花蝦10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3-990 7998 
地 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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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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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溪和海饌禮盒

建議售價∣狀元糕／什穀餅 300 元／盒

               鳳梨酥／太陽餅 280 元／盒

◎整組：紫色-狀元糕8入、黃色-鳳梨酥8入、橘色-
太陽餅8入、粉色-什穀餅6入
◎尺寸：32×14.5×7.5cm／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383 3757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二段7號
網 址│www.1866.com.tw
eMail│www.1866@gmail.com

自種金鑽鳳梨與麥芽糖手工熬

煮成餡料，搭配純米製成的香

酥外皮，呈現臺灣型狀，榮獲

臺灣百大伴手禮。

旺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鳳梨酥
阿里山木盒

建議售價∣230 元／盒

◎整組：6入
◎尺寸： 45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277 7806 
地 址│嘉義市嘉北街12巷20號7樓之1
網 址│www.site.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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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泰蜜餞【寶島四季紅】系列，使用寶島豐富的鮮果

產物，便是美味的關鍵，放肆味覺旅行，隨手輕鬆吃

進好滋味。

順泰蜜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寶島四季紅

建議售價∣120 元／包

◎整組：1包(紅酒梅、蘋果蜜李、鳳梨醋梅、酵素
梅、紹興酒梅，任選1) ◎尺寸：250g／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853 4399 
地 址│彰化縣大村鄉美港村中山路一段141巷2號
網 址│www.shun-tai.com
eMail│pruen888@ms24.hinet.net

取材自嘉義梅山的甘梅粉，採古法製作，細細研磨出

這酸甜的味道。甘梅口味是我們一開始就設定的口味之

一，只是哪裡的梅粉才是我們所要的？經過了多次反覆

的配比及調味，這間超過三十年歷史的嘉義梅山餅舖所

生產的甘梅粉所搭配出的風味最為甘甜。

旺旺地瓜園有限公司

薄暮田原薯條-
甘梅

建議售價∣129 元／包

◎整組：1包(甘梅、胡椒、海鹽、原味，任選1)
◎尺寸：100g／包，11×11×13cm／包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408 0745 
地 址│新北市金山區重和里六股林口74號
網 址│www.before-sunset.com.tw
eMail│service@before-sunset.com.tw

空氣中彌漫著誘人醇香，濃郁滋味瞬間綻放，雙倍厚度

Double享受，讓你不嘴饞也難！經SGS檢驗無防腐劑不

含反式脂肪～幸福×滿足＝無限感動～

阮的肉干有限公司

厚燒肉干

建議售價∣250 元／包

◎整組：1包
◎尺寸：195g／包，包裝28×2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800 775 557 
地 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B1
網 址│www.beefpro.com.tw
eMail│email@beefpro.com.tw

蘋果蜜李

鳳梨醋梅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特色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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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餡讓消費者能吃到高纖維顆粒的臺灣水果，更以傳統

精湛的手工麵皮包裹，襯托出內餡 Q中帶勁的口感。

高雄打狗餅舖

打狗四入禮盒 

建議售價∣600 元／組

◎整組：6入／盒，4盒／組(金桔、蔓越莓、鳳梨
桂圓、果仁、巧克ㄌˋ香蕉)口味任選
◎尺寸：30g±5g／入ˋ外包裝33.5×26×6.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7711909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35號
網 址│www.kaohsiung-cake.com.tw
eMail│takao.cake@yahoo.com.tw

特選臺灣金桔加入手工餅乾內，臺灣阿薩姆紅茶入千層

使用天然食材所製成，香氣獨特產品通過SGS國際認證。

品菓國際企業

桔香手工餅乾＋
阿薩姆千層
二入禮盒

餅皮口感香酥味純，內餡採用臺灣鳳梨最佳產地－臺南

關廟鳳梨，高纖低糖，味道甜中帶酸，爽口不膩。

旺來食品有限公司

旺菠蘿鳳梨酥

建議售價∣280 元／盒

◎整組：原味×6入＋咖啡×1入＋抹茶×1入
◎尺寸：40g±8g／入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 04-2376 7518 
地 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56號
網 址│www.oneprocake.com
eMail│onepro168@gmail.com

建議售價∣399 元／盒

◎整組：桔香＋阿薩姆各×1盒
◎尺寸：桔香190g／盒、阿薩姆150g／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479 0733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精誠南路1138-1之2號
網 址│www.ordereasy.com.tw
eMail│ service@ordereasy.com.tw

香醇咖啡鳳梨酥旺菠蘿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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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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食品

白玉蘿蔔禮盒

建議售價∣320 元／組

◎整組：1瓶＋1包米
◎尺寸：9×24×10cm，1,053g／組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629 6448 
地 址│高雄市阿蓮區復安里復安172號
網 址│www.mingteh.com.tw
eMail│service@mingteh.com.tw

誠舖(www.jinpo.com.tw)是一個收集臺灣職人手作商品的

網路品牌，以老臺灣風格，結合古書直列式編排出誠舖

的概念，並參考古早茶葉用摺紙包裝方式，包材少、單

色印刷、堅持使用環保可分解材質，強調手工包裝呈現

手感，紙材同報紙於運送時有吸震防濕功能，確保商品

配送安全品質。

姚紹惠

誠舖邱媽油蔥

建議售價∣299 元／組

◎整組：1罐
◎尺寸：6.5×6.5×11cm，285ml／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976 285 798
地 址│臺南市南區大同路二段154號11樓之2
網 址│www.jinpo.com.tw
eMail│studioyao.info@gmail.com

岡山名產辣豆瓣醬搭配羊肉一直是選近馳名的岡山名產

料理組合，志斌採用非基因改造黃豆且完全不添加防腐

劑及人工色素，讓人享用岡山美食之餘更吃得安心。

志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志斌辣豆瓣醬

建議售價∣30 元／40元／80 元／罐

◎整組：1罐 ◎尺寸：130g、230g、460g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628 1191 
地 址│高雄市崗山區嘉華路27-1號
網 址│www.facebook.com/chinbinsauce
eMail│c6281191@yahoo.com.tw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特色伴手



30

珍芳突破傳統，烏魚子不再只切片食用，經過多年研發

將珍貴的烏魚子與干貝結合，研發出烏魚子干貝XO醬，

讓烏魚子從「特定節日才吃的到」這個觀念中跳脫出

來，料理只要加入烏魚子干貝XO醬就能簡單的將美味提

升，採用真空鎖蓋技術包裝，鎖住鮮度與美味，XO醬是

大廚的秘密武器，有了它人人都可以當大廚。

互得惠企業有限公司

珍芳烏魚子
干貝XO醬

建議售價∣400 元／瓶

◎整組：1瓶 ◎尺寸：180g±5%／瓶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7-822 7488 
地 址│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96巷81弄13號
網 址│www.a-ten588.com.tw
eMail│aten.aten588@msa.hinet.net

先祖洪芋頭向福建漳州老鄉，習得麵食烹飪，其肉燥佐

料所採用的，是豬肉後腿肉，加上道地的臺灣紅頭蔥爆

炒，與獨門配料經長時間慢火精燉，使整鍋肉燥香味四

溢，原本因要度過打漁淡季而作的副業，一作就是一百

多個年頭，為感念先祖的奮鬥，我們就用「帆船牌」作

為肉燥罐頭上的標誌。

一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帆船牌肉燥罐頭

建議售價∣150 元／罐

◎整組：1罐 ◎尺寸：36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3393 13257 
地 址│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9-1號
網 址│www.noodle1895.com
eMail│noodle1895@gmail.com

特選宜蘭無農藥金棗，以冰糖連同果皮下去熬煮，另一

款糖霜金棗則再裹上糖霜，使用全天然食材產品通過

SGS國際認證。

品菓國際企業

臺灣爆漿
水晶／糖霜金棗

建議售價∣220 元／罐

◎整組：1罐(水晶／糖霜) ◎尺寸：250g／罐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479 0733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精誠南路1138-1之2號
網 址│www.ordereasy.com.tw
eMail│ service@ordereasy.com.tw

水晶金棗

糖霜金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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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鹿二仙膠是以鹿角為君，龜板為臣，此二味含有豐富的

膠質，對關節軟骨的修復有功效，可來補骨骼「鈣」的不

足。另以枸杞滋陽，人參補元氣。鹿角在現代醫學研究得

知成份含有豐富的膠質、碳酸鈣、磷酸鈣可幫助骨骼的成

長；龜板是入腎的藥物，腎主骨，腎虛會筋骨不健，引起

腰腳瘦弱走路無力，加龜板有滋補腎陰之效。全程在密閉

式不銹鋼筒中熬煉製成，還加四物湯與四君子湯的藥材。

膠塊濃縮到水分剩下2%左右，儲存於常溫中不會發霉。

立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龜鹿二仙膠膠塊

建議售價∣9,000 元／盒（半斤4,800元，一斤9,000元）

◎整組：30塊 ◎尺寸：20g／塊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6-233 7068 
地 址│臺南市永康區環工路29號
網 址│www.herbalmed.com.tw
eMail│LKFT@herbalme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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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Y林三益

蝶艷‧舞妝
彩妝刷具盒

建議售價∣2,400 元／個

◎整組：甜蜜桃／耀眼橘／知性紫
◎尺寸：4.5×4.3cm (不含外盒)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556 6433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58號
網 址│www.lamsamyick.com
eMail│customer@lamsamyick.com

以臺灣當地財神廟宇文化為發想，歷經兩年的設計研

發，武財神搭配東北西南財神，合稱五路財神，創意

製作，目前銷量最佳的8吋禮盒，送禮的最佳選擇。

興隆紡織廠

五路財神8吋禮盒

建議售價∣1,335 元／組

◎整組：1入 ◎尺寸：24×24×15.3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622 0559 
地 址│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84-1號
網 址│www.sltowel.com.tw
eMail│sl-textile@umail.hinet.ne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創意生活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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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炭工房

自在分享壺

建議售價∣3,980 元／組

◎整組：壺×1＋杯×2
◎尺寸：壺105×125×80mm，杯53×65m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3-876 3488
地 址│花蓮縣鳳林鎮正義路15號
網 址│www.facebook.com/zantan.workshop
eMail│u763488.fl@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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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山房事業有限公司

清新柑橘皂

建議售價∣160 元／個

◎整組：1個 ◎尺寸：100g／個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8671 8822 
地 址│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79號
網 址│www.teasoap.com.tw
eMail│teasoap@gmail.com

搖搖象以結構技術和瓦楞紙的物理條件設計出高承載

重又安全的紙玩具，購買決策者多數為不喜歡自行組

裝的女性，克服大型物件成品宅配運送的困難，成功

打造紙製搖搖象。

榮星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搖搖象

溜溜象是大象溜滑梯，在網路市場掀起一陣旋風，受

到大眾的喜愛，讓環保安全的紙玩具融入家庭之中，

是悠紙生活館將餘料變黃金之重大轉機。

溜溜象-
粉紅/粉藍

建議售價∣3,980 元／組

◎整組：1入 ◎尺寸：155×49×78cm

建議售價∣1,380 元／組

◎整組：1入 ◎尺寸：
82.5×25×60.6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5-598 9049 
地 址│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390號
網 址│www.ccpaper.com.tw
eMail│ccpape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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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瑋國際有限公司

品竹花器組

建議售價∣2,000 元／組

◎整組：大＋小各1入
◎尺寸：大-6.1×6.1×21.5cm、
小-6.6×6.6×16.8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787 8866 
地 址│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10號
網 址│www.gew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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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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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擬「銅」展演時間性質。

張自立

銅享

建議售價∣52,000 元／組

◎整組：茶壺×1＋茶海×1＋茶杯×2
◎尺寸：茶壺12×10×12cm；茶海12(加手把)
×8×8cm；茶杯7×7×4.2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679 3112 
地 址│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101巷4弄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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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芯綠能有限公司

長頸鹿母子燈

建議售價∣16,800 元／母燈

               12,800 元／子燈

◎整組：1入 
◎尺寸：母燈46×8×3.5cm、子燈34×8×3.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9-231 5268 
地 址│南投縣南投市營北路319號
網 址│www.chuang-hsin.com
eMail│jioufentea@hotmail.com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文化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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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茶是客家人傳統美德，招呼客人時以碗當杯雙手奉上

茶水，呈現客家人「好客」天性與飲者充滿感謝和敬意

之心。古早碗對蓋，上為壺下為杯，古早碗器型代表勤

儉、樸實的特質，青花紋飾由簡單素雅中展現出客家質

樸的精神意象，也是台客藍時尚極簡風格的代表。

世代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奉茶壺組

建議售價∣2,380 元／組

◎整組：壼×1＋杯×2 
◎尺寸：壺9.5×9.5×14cm、杯9.5×9.5×6.5 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552 1338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67號
網 址│www.hakka-bl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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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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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睛設計有限公司

一心二葉沏茶組

建議售價∣2,200 元／組

◎整組：壼×1＋杯×2
◎尺寸：壺-9.5×9.5×14cm、杯-9.5 ×9.×6.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552 1338 
地 址│臺北市大同區甘州街50-1號
網 址│www.ddoott.co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3-530 2176 
地 址│新竹市華江街106巷14號
網 址│www.pcstore.com.tw/msglass
eMail│msglass@ms95.ur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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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銘昇玻璃藝品社

磨砂蝴蝶蘭

建議售價∣5,500 元／組

◎整組：23×14×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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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是一項多工繁複的工藝，從原木切割乾燥、木胎車

工成型、經數道研磨修整到塗裝成品，採用漆器手工蒔

繪唐草圖樣，使整體造型完美呈現。帶有古典的美意，

勾勒出的線條由唐草圖飾的柔線條襯托出漆器多工之

美。瓶身有紅黑兩色當底，是為漆器工藝中代表性的色

彩，以金色描繪於其上，精緻典雅。

樺泰實業有限公司

唐草漆器花瓶

建議售價∣3,800 元／個

◎整組：1入 ◎尺寸：29×12×11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4-256 1186
地 址│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文昌街378巷16號
eMail│wushuf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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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討喜的表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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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池玻璃實業有限公司

同心羊

建議售價∣3,730 元／組

◎整組：大＋小各×1
◎尺寸：大-17.5×8.5×20cm、小-13.5×7.5×15cm

建議售價∣2,000 元／組

◎整組：1入 ◎尺寸：14×11.5×17.5cm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3-538 9165
地 址│新竹市牛埔路176號
網 址│www.hcspg.com.tw
eMail│spglass9@ms34.hinet.net

店家資訊  Information
電 話│02-2496 9056
地 址│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42號
網 址│www.jioufen-teahouse.com.tw
eMail│jioufentea@hotmail.com

2008年榮獲陶瓷新品評鑑美感創意獎，以早年「礦工

燈」本體的兩段式造型為基礎，用白瓷土突顯俐落的線

條，精巧壺把延伸設計防止壼蓋滑落。

九份茶坊

礦工燈茶具組



OTOP地方特色產品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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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臺灣地方特

色產品館，藉由風景區的遊客人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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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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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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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9-285 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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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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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權 通 路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營 業 時 間

淡水亞太飯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 3 巷 1 號 02-2625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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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343 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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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343 5429 05:30-21:00

五南文化廣場臺大店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02-2368 3380
週日 - 週四 10:00-22:00
週五 - 週六 10:00-22:30

財團法人台灣手工業
推廣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 號 02-2393 3655 09:00-18:00

亞熱帶 中正紀念堂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1 號 02-3343 5429 06:00-18:00

新東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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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83 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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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83 4696 08:00-23:00

新東陽
台灣特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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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WAY 旁 )

03-393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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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83 3133 08:00-23:00

義美 台灣銘品館
桃園縣大園鄉航站南路 9 號

第二航廈 3 樓
03-398 2156 08:00-23:00

海景世界 中壢服務區
桃園縣中壢市內定里內定二街

998 之 3 號
03-463 0780 全年無休

海景世界 湖口服務區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 12 鄰

榮光路 158 號
南站 03-696 0781
北站 03-696 0761

全年無休

新東陽 關西服務區
新竹縣關西鎮東安里 11 鄰

上三屯 14 號
03-587 6600 全年無休

新東陽 清水服務區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 7 鄰
東山路 143 號及 145 號

04-2620 1378 全年無休

授  權  通  路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營 業 時 間

南仁湖泰安服務區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里雲頭路 3-3 號
南站 04-2557 2100
北站 04-2557 4301 

全年無休

中南海酒店 臺中市北屯區敦化路 450 號 04-3500 9888 全年無休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6 號 04-2226 0330 9:30-22:00

果子文創 吃果子拜樹頭 臺中市中興一巷 6 號 2F 04-2327 0853
週一 - 週四 11:00-2130
週五 - 週日 10:00-22:30

元亨利貞購物中心
(5 樓台灣館 )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 500 號 04-2528 9080 10:00-22:00

新東陽 南投服務區
南投市振興里南鄉路 250 巷

142 弄 6 號
049-220 5941 全年無休

南仁湖西螺服務區 ( 南站 ) 雲林縣西螺鎮振興里 1 號 05-586 7711 全年無休

海景世界古坑服務區 雲林縣古坑鄉崁 村五鄰新興 100 號 05-582 0092 全年無休

旺豆食品 嘉義航空站 嘉義縣水上鄉榮典路 1 號 05-277 7806 06:30-19:30

檜意森活村 嘉義市林森東路 1 號 05-276 1601
戶外空間 /24 小時

室內展館 /10:00-18:00

南仁湖東山服務區
臺南市東山區科里里枋子林

74 之 6 號
06-623 1158 全年無休

台灣鹽博物館 臺南市七股區鹽埕里 69 號 06-780 0990
週一 - 週四 9:00-17:00
週五 - 週日 9:00-17:30

大樂購物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463 號 07-392 6900
B1F 週一 - 週日 10:00-22:00
1F 週一 - 週五 10:00-23:00
週六日及例假日 09:00-23:00

香蕉碼頭特色商品館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23 號 07-561 2258 10:00-22:00

五南文化廣場高雄店 高雄市中山一路 262 號 07-2351960 09:3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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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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P產品類別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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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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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臺灣地方特色資訊

OTOP地方特色網 www.otop.tw

OTOP地方特色產品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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