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2 月第 2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新品上架》 
►善糧白肉雞雞腳 80 元/16 支－2/17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生產者為江森，低密度飼養，提供雞隻優質的成長環境，全程不用藥、餵食非基改配方飼料，肉質鮮

嫩、風味佳！  

►新鮮香菇(友善級)陳耀松 75 元/300g－2/12 起全社供應  

生產者陳耀松自製香菇包，安排台中新社產銷班 4 位班員的農場種植，全程以無農藥、無化肥方式栽

種，新鮮香菇經過處理，可整株使用，味道鮮美，適合各種烹調。 

►野生熟凍沙公 240 元/260g－2/10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生產者為大成長城，生長自純淨的印尼紅樹林濕地，當地立法僅撈捕公蟹，讓自然資源永續。天然野

生捕撈後，經前置處理採 CAS 冷凍技術保存，簡單蒸煮覆熱即可立即享用。 

►Tony's Chocolonely 黑巧克力 70% 179 元/180g－2/10 起全社供應 

生產者為鄰鄉良食，生產過程零剝削、零奴隸，致力改變橫跨世界的血汗產業鏈。可可和砂糖成份來

自公平貿易，成分天然，無人工添加物，完全呈現黑巧克力的濃純微苦滋味。 

►Tony's Chocolonely 杏仁海鹽黑巧克力 51% 179 元/180g－2/10 起全社供應 

生產者為鄰鄉良食，生產過程零剝削、零奴隸，致力改變橫跨世界的血汗產業鏈。可可和砂糖成份來

自公平貿易，成分天然，無人工添加物，加入杏仁和海鹽，口味上更有層次。 

 

《產品推薦》 

►茂谷柑 25A 以上(安全優)詹錦章 550 元/5 斤/盒 

生產者詹錦章的果園不用除草劑，草生栽培協助涵養水分、留住肥料和有機質，也減少大雨沖刷土壤

表層流失，造就品質更優良的茂谷柑。茂谷柑是所有柑橘類中最晚產出的種類，喜歡吃柑橘類的社員

可以把握最後機會，補充滿滿的維他命 C！ 

 

《產品公告》 
►社內香蕉農友張茂軒及黃淑女田區自主管理等級升級說明 
根據合作社自主管理辦法審查後，自 2020 年 2 月起，農友張茂軒及黃淑女所供應的香蕉自主管理等

級，自「健康級」變更為「友善級」，歡迎社員多多利用，給予農友支持及鼓勵！ 

►元榆牧場產品增加雞肉屠宰日期標示 
應新法規宣導，元榆牧場之黑羽土雞全隻(公)、黑羽土雞剁塊(不分公母)、黑羽土雞腿(去骨)三項產品，

自 2020 年 1 月起新生產的產品將於包裝上增加標示雞肉【屠宰日期】，即為生產日期，特此說明。 

 

《產品價格異動》 

品項 原價 新價 起始日期 

香蕉(友善優)張茂軒-台斤 55/斤 57/斤 
即日起 

因農友耕種田區自主管理等級已升級，故價格異動。 

 

 



 

《優惠中品項》下列表格內品項，原 9 折身分社員不再重複優惠。 

品項 原價 優惠價 日期 

茄汁拌醬(微辣) 100g*5 包/500g 175 140 即日起 
至 3/20 止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故進行優惠出清。 

公平貿易有機綠豆 500g 195 166 

即日起 
至利用完為止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 

有機棉短袖 T 恤(我是合作人) 140cm 420 199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故進行優惠出清。 

※班個配訂單截止日在優惠期間內即享有優惠，以各班員單筆訂單計算。 
 

《優惠中品項》以下表格內品項，原 9 折身分社員可再享折扣優惠。 

品項 原價 優惠價 日期 

鴻喜菇(環保級)隆谷 180g 41 36 

即日起 

至 2/29 止 

金針菇(環保級)隆谷 200g 24 17 

生產者主動提供冬季優惠，歡迎社員多加利用。 

新鮮白木耳(環保級)隆谷 200g 92 85 

生產者主動提供優惠，歡迎社員多多利用。 

白肉雞雞腳 16 支 94 75 即日起 

至 5/3 止 因產品即將更換為新規格，故將現有舊規格進行優惠，歡迎社員多加利用。 

 

《供應量不足產品說明》 
►有機番茄醬 270ml、有機蕃茄汁 295ml-弘景 
因人事異動，近期可能供貨不及，預計 3 月後恢復供應。 

►有機老茶樹紅茶 50kg-東邦 
因產品更改有機認證字號，需進行更動作業，近期可能供貨不及，預計 3 月後恢復供應。 

 

《暫停供應》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起始日期 

冷凍馬鈴薯丁 300g 嘉鹿 

即日起 

因 2019 年加工的產品已利用完畢，待現有庫存售罄後暫停供應。 

冷凍烤地瓜 600g 康可力 

因 2019 年加工的產品已利用完畢，待現有庫存售罄後暫停供應，預計 4 月恢復供應。 

台灣米漢堡(洋蔥牛肉) 960g/6 入 喜生 

為季節性供應產品，因配合原料產季，近期將暫停供應，預計 3 月恢復供應。 

 

 



《停止供應品項》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起始日期 

仿兩件連身服(藍色) 80cm 知蓮 
即日起 

因生產者已停止生產，故停止供應。 

冷凍地瓜塊 700g 

谷統 

即日起 

冷凍烤地瓜 700g 

冷凍地瓜薯條 700g 

冷凍馬鈴薯丁 300g 

冷凍馬鈴薯塊 300g 

三角薯餅 700g 

因生產者已停止加工，故停止供應。 

台灣米漢堡(塔香雞) 960 公克/6 入 喜生 

因產品已更名為台灣米漢堡(三杯雞)，故該產品停止供應。 

冷凍芋頭塊(林義職) 600g 嘉鹿 

因產品目前供應為嘉鹿契作的芋頭，故此產品停止供應。 

冷凍毛豆仁(看天田) 300g 嘉鹿 

因生產者已供應自有包裝產品，故此產品停止供應。 

鹹香炸醬 400g/5 包 呈康 

因利用狀況不佳，經評估後停止供應。 

乾海麒麟 100g 名記 

因生產者停止生產該產品，故停止供應。 

一口杏仁酥 200g 上下游 

生產者即將改以新規格供應，故停止供應。 

 

  



產品退費說明》 
►甘油容量不足退費說明 
自 2019 年 12 月起，改由生產者瑪諾蘭迦供應的甘油，產品標示容量為 60ml，因作業人員定量填充

設定數值錯誤導致充填量不足，將內容量誤填充為 40ml。生產者對此作業疏失深感抱歉，日後加強

作業確認與改善，並且退還差價給予 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8 日期間曾利用過該產品的社

員。 

▉退費期間：2 月 10 日(一)~2 月 29 日(六)止。 

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8 日期間曾利用「甘油」的社員，若收到合作社通知，請於退費期

間至原利用站所辦理退費，班配社員將於 2 月份貨款扣除，線上訂購的社員待買菜金系統上線後，金

額轉至線上訂購扣抵。 

 
►「乾庄稼人吳秀乾農園梅干菜」檢驗結果異常之退費說明 
合作社於 1 月份例行性架上產品抽驗中，批次效期 2020 年 11 月 15 日的「乾庄稼人吳秀乾農園梅干

菜」檢驗出農藥加保扶，經 1 次初次檢驗與 2 次複驗，皆超出衛福部公告之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0.1ppm，不符合國家標準，故立即將產品全數下架並停止供應該產品。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日)～2020 年 1 月 13 日(一)期間曾利用「乾庄稼人吳秀乾農園梅干菜」的社員，

若收到合作社通知，請於退費期間至原利用站所辦理退費，班配社員將於 2 月份貨款扣除，線上訂購

的社員待買菜金系統上線後，金額轉至線上訂購扣抵。 

▉退費期間：2 月 10 日(一)～2 月 29 日(六)止。 

※已食用的社員也請不用擔心，根據農委會防疫檢驗局數據指出，加保扶每天每人每公斤體重，可容

許攝入量為 0.002mg，以體重 60 公斤的成人來算，每天可容許攝入量為 0.12mg。本次架上「乾庄

稼人吳秀乾農園梅干菜」所驗出加保扶平均值為 0.85ppm(=0.00085mg)，若一天食用 50g 梅干菜，

相當於攝入加保扶 0.04mg，仍低於每天可容許攝入量。 

資料來源：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驗局的農藥安全資訊資料庫平台之毒理數據資料，Joint FAO/WHO 

Meeting on Pesticide Residues (JMPR) 報告書的加保扶 ADI 值為 0.002mg/kg.bw。 
 
►葡萄乾退還差價說明 
由於生產者價格進行異動，未能及時將價格說明通知刊登於生活者 e 週報，將退還差價給予 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8 日期間內曾利用該產品的社員。 

▉退費期間：2 月 10 日(一)-2 月 29 日(六) 

2019 年 12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8 日期間曾利用「葡萄乾」的社員，若收到合作社通知，請於退費

期間至原利用站所辦理退費，班配社員將於 2 月份貨款扣除，線上訂購的社員待買菜金系統上線後，

金額轉至線上訂購扣抵。 


	《新品上架》
	《產品推薦》
	►茂谷柑25A以上(安全優)詹錦章 550元/5斤/盒
	生產者詹錦章的果園不用除草劑，草生栽培協助涵養水分、留住肥料和有機質，也減少大雨沖刷土壤表層流失，造就品質更優良的茂谷柑。茂谷柑是所有柑橘類中最晚產出的種類，喜歡吃柑橘類的社員可以把握最後機會，補充滿滿的維他命C！
	《產品公告》
	《產品價格異動》
	《停止供應品項》
	產品退費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