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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架 

►蔥香天婦羅， g， 元，

►雞肉天婦羅， g， 元，

生產者為振鈁，不添加人工色素 防腐劑

的使用，炒菜 煮火鍋皆宜  

►玫瑰花茶， g， 元，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生產者為大花農場楊添得，嚴選

成 g 乾燥玫瑰花瓣 ，玫瑰多酚含量豐富

可混合飲品，創造不同的體驗  

►茉莉花茶， g， 元，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生產者為花壇農會，產地花壇鄉，是台灣本土茉莉花的最大產地

可與烏龍或綠茶 紅茶一起泡製，

►脆花瓜 明德 ， g， 元，

生產者為明德，使用合作社指定小黃瓜製作

亦可用於料理時調味使用  

►生態鱸魚精， ， 元，

生產者鰻鄉，採用金目鱸魚製作，密度每 地僅放養

以飼料投餵鱸魚 以鱸魚排泄物滋養藻水

式 同類型產品中蛋白質與總胺基酸含量最高

料使用  

►益全香米 宜蘭 g， 元 中元節優惠價

生產者為陳晉恭，與稻鴨米生產者陳晉恭契作的香米

稻鴨共生的古早智慧，讓小鴨在 中翻土除蟲

期時可能會歸還 地，不適合圍網，

符合實際狀況，此款品名 稻鴨白米調整為益全香米

 

產品推廣 

► 酪梨轉色 健康優 羅金增 台斤，

有著滑潤口感的酪梨，也是優質的脂肪

輕壓頭尾若有 Q 彈感，就表示可以吃囉

►仕安白米 g， 元 

以友善環境方式種植無毒米，生產者邀請

益，以 一包米的力量 成為共老

年 月第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起全社限量供應 

起全社限量供應 

防腐劑，採用合作社指定農友的青蔥與指定的雞肉

起全社限量供應 

月到 月採收，半開吐香前之玫瑰花烘乾製成

玫瑰多酚含量豐富，花茶香氣與色澤令人驚艷 使用上可選擇單獨沖泡

起全社限量供應 

是台灣本土茉莉花的最大產地，本品篩選完整含苞的大花乾燥而成

，搭配屬於自 的香茶滋味  

起全社供應 

使用合作社指定小黃瓜製作，過程不添加防腐劑 人工鮮味劑

起全社供應 

密度每 地僅放養 尾，降低疾病風險

以鱸魚排泄物滋養藻水 以藻水餵食蜉蝣 以蜉蝣飼養魚蝦

同類型產品中蛋白質與總胺基酸含量最高 製作魚精的剩餘魚肉回收重製

中元節優惠價 元 ， 起全社供應 

與稻鴨米生產者陳晉恭契作的香米，水稻種植過程中有少部 區域放養鴨子

讓小鴨在 中翻土除蟲，排泄物則是天然肥料 因部 區是承租地

，加上鴨子可移動的範圍有限，因此無法全部放養或放牧鴨子

此款品名 稻鴨白米調整為益全香米，請社員持續支持利用

， 元 台斤 

也是優質的脂肪，且不需烹調即可食用，直接吃或打果汁

就表示可以吃囉！近期酪梨產量充足，歡迎社員趁當季來品嚐

生產者邀請仕安社區居民參與包裝 倉儲與銷售

成為共老 共好 共創的社區典範，歡迎社員多加支持與

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與指定的雞肉，並減少添加物

半開吐香前之玫瑰花烘乾製成 公斤鮮花製

使用上可選擇單獨沖泡，亦

本品篩選完整含苞的大花乾燥而成，

人工鮮味劑，可直接當配菜食用，

降低疾病風險 半 環式養殖模式：

以蜉蝣飼養魚蝦；追求零浪費的養殖模

製作魚精的剩餘魚肉回收重製，作為虱目魚與白蝦飼

水稻種植過程中有少部 區域放養鴨子，運用

因部 區是承租地，租約到

因此無法全部放養或放牧鴨子 為

請社員持續支持利用  

果汁 拌沙拉都非常美味，

趁當季來品嚐  

倉儲與銷售，並將利潤捐贈社區公

多加支持與利用  



 

恢 供應 

以下品項 起供應  

►鮮乳坊蛋捲禮盒， g， 元

生產者為慕渴，使用合作社指定原料

安心 使用純鮮乳不加水，並加厚製作

►香米 屏東 ， g， 元 

生產者為沈福來，香米採用一期水稻一期紅豆的水旱輪作

留檢測，將恢 供應，歡迎社員支持

►長秈白米 宜蘭 ， g， 元 中元優惠價

►長秈糙米 宜蘭 ， g， 元 中元優惠價

生產者陳晉恭為，水稻種植過程中有少部 區域放養鴨子

翻土除蟲，排泄物則是天然肥料 但因部 區是承租地

加上鴨子可移動的範圍有限，因此無法全部放養或放牧鴨子

 

優惠中品項下列表格內品項，

品項 

紅薏仁沖調粉 g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

黑胡椒蒜味黑豆 g 

義式香草黑豆 g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

 

優惠中品項以下表格內品項，

品項 

吳郭魚片 g 

帶皮吳郭魚片 g 

吳郭魚下巴 g 

生產者為回饋社員，主動提供優惠價

愛玉子 桃源  g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

※班個配訂單截止日在優惠期間內即享有優惠

價格異動  
品項 規格 

柳松菇 環保級  g 包

為季節性調整價格  

 

  

元，限量供應 

使用合作社指定原料 後壁雞蛋和豐樂鮮乳，來源清楚，並且無添加人工香料

並加厚製作，每支 公克，口感更厚實 口味更醇香

採用一期水稻一期紅豆的水旱輪作，今年一期作的香米採收囉

支持利用  

中元優惠價 元  

中元優惠價 元  

水稻種植過程中有少部 區域放養鴨子，運用稻鴨共生的古早智慧

但因部 區是承租地，租約到期時可能會歸還 地

因此無法全部放養或放牧鴨子，請社員持續支持利用

，原 折身 社員不再重複優惠  

原價 優惠價

 

 

 

 

 

，原 折身 社員可再享折扣優惠  

原價 優惠價

 

 

 

主動提供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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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 舊價格 新價格 

包 隆谷   

並且無添加人工香料，吃的

口味更醇香  

今年一期作的香米採收囉，也通過農藥殘

運用稻鴨共生的古早智慧，讓小鴨在 中

租約到期時可能會歸還 地，不適合圍網，

請社員持續支持利用  

優惠價 日期 

 即日起至  

 即日起至 
利用完為止  

 

優惠價 日期 

 

即日起至   

 

 即日起至  

上架時間 

起至  



 

供應量不足說明 
►手工蔗糖 g 台灣味 

因生產者原料 無庫存，預計

 

暫停供應 
►紅糯糙米 健康級  g 光豐 

因生產者 無庫存，預計 年

 

停止供應 
►台灣傳統全麥麵茶 g 喜願行 

►益全香米 宜蘭 g 陳晉恭 

待三倉庫存用罄，即停止供應  

►虱目魚背肉 不  克 包

►保溫購物袋 厚登 

因利用狀況不佳，產品將下架，待三倉庫存用罄即

 

產品品質說明 
► 台東林俊儀友善級大目釋迦外觀說明

農友採自然農法栽種，在病蟲害的防治上能

夠使用的資材有限，因此大目釋迦較容易受

到害蟲影響，使得部 外皮出現黑斑

影響品質和存放天數，還請社員放心

大目釋迦的口感 Q 綿具獨特香氣，

富 甜度十足 風味佳，歡迎社員來品嚐

年 月產季時再行採收製作  

月恢 供應，待庫存用罄即暫停供應  

 

鰻鄉 邱經堯  

待三倉庫存用罄即停止供應  

台東林俊儀友善級大目釋迦外觀說明 

在病蟲害的防治上能

因此大目釋迦較容易受

黑斑，但不

還請社員放心  

，營養豐

歡迎社員來品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