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第 3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新品上架  

►燕鯧輪切，300g，185 元，4/26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由生產者黃芬香飼養於海水文蛤池裡的工作魚（養殖池裡的清道夫），低密度飼養、且無土味！輪切

更適合一般家庭使用。 

►有機黑糯米，1kg，180 元，4/26 起全社供應 

1、黑糯糙米俗稱紫米，是糯米亦是香米，比起白米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帶有天然的濃郁米香，口

感軟 Q，可與白米混合煮成米飯或稀飯。  

2、採用優良水稻品種，利用綠肥作物為肥料，生長環境純淨無污染，稻殼採用低溫儲藏，可確保米

質長久如新。 
  
 價格異動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舊價格 新價格 異動時間 

無添加貢丸 300g 

振鈁 

120 135 

04/19 起司包 300g 130 140 

蝦仁起司火鍋料 300g 130 140 

生產者因原料與人事成本增加，為維持正常營運，須調整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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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膚隔離霜 30g 450 315 4/19 起至 9/13 

鮮乳坊豐樂鮮乳 936ml /瓶 112 105 3/1 起至 4/30 

鼓勵社員多多利用。 

原味鮮乳冰淇淋(四方) 600g 290 232 

2020/11/9 起至

2021/6/4 

巧克力鮮乳冰淇淋(四方) 600g 290 232 

原味鮮乳冰淇淋(四方) 64g 45 36 

巧克力鮮乳冰淇淋(四方) 64g 45 36 

季節性品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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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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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椹原汁(加糖) 600ml 300 280 

4/12 起至 5/1 

桑椹原汁(無加糖) 600ml 360 335 

桑椹果粒醬 300g 215 200 

小排肉 600g 220 198 

貢丸 300g 115 104 

豬血糕 290g 65 59 

生產者主動提供社員優惠，鼓勵社員利用。 

有機綜合菇 40g 140 95 3/15 起至 4/24 

因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利用。 

 

 產品品質說明  

►近期蒜頭、蒜米品質與保存說明 

1.有社員反應 4 月份以前購買的蒜頭蒜米品質狀況不佳，有黑心發霉等狀況，主要原因是該批次為前

一年採收，生產者雖用加溫儲藏的方式可以較往年拉長供應時間到過年後，但因儲藏較久品質仍會有

下降的狀況，後續會再與農友討論如何兼顧拉長供應期與品質提升之作法。目前 4 月新批次的蒜頭蒜

米已供應，品質相對較佳，請社員可以放心利用。 
 
2.少部分的社員反應新批次的蒜頭，一包內可能會有幾顆剝開呈褐色壞掉的狀況，農友回覆是因合作

社的蒜頭停藥較長較容易得到細菌性軟腐病，後續包裝人員會再加強篩選改善，請社員見諒。  
 
3.蒜頭蒜米買回家後應置於通風乾燥陰涼處，並儘快利用完畢，尤其是蒜米因沒有蒜頭外層的皮，因

此更容易失水失重。社員可以買回後先將蒜頭、蒜米剝皮蔭乾後，用料理機打成蒜末後加油置於冰箱，

可保存一個月，炒菜時爆香很好用；亦可將蒜頭剝皮後，以整顆蒜粒或打成蒜末後放入夾鍊袋中作冷

凍保存。 

 

 

 

 

 

 

 

 

 

 



 

 當季水果  

►厚工栽培水果頭，新社「枇杷」來報到！ 

【農友介紹】 
 
農友：徐俊明／台中－新社 

農友徐俊明的枇杷園位於海拔 500 至 800 公尺間的台

中新社。徐家的枇杷園承襲自父親，小時候徐俊明便

常在農園裡打滾，每週末還得協助農事，直到 32 歲那

年才正式回鄉接手；原本使用慣行農法，2004 年徐俊

明生了一場大病後，有了不一樣的體悟，於是改以友

善耕種方式，不使用農藥、除草劑，從一開始賠本做

白工，到如今枇杷園生意盎然，過程雖然艱辛，但在

徐家人的心裡種出健康作物，遠比什麼都重要。如今，

徐俊明的兒子徐崇儒與媳婦也一起加入枇杷園的農事

行列，讓友善一代傳一代！ 
 
枇杷怎麼吃？  

將枇杷連皮輕輕沖洗後，剝枇杷要從果臍處剝起，如

同剝香蕉一般，一片片地剝下來，不但輕鬆好剝又漂

亮，而且一點也不沾手喔！剝皮後的枇杷要趕快食用，

以免果肉因接觸空氣而產生氧化。 除鮮食外，枇杷果

肉也可製成罐頭、釀酒，甚至可將枇杷去皮、去仁，加入冰糖熬煮食用。 
  
我們的枇杷農友採用草生栽培，注重生物多樣化的栽培理念，即使辛苦，仍堅持與萬物共處、守護土

地，邀請大家以共同購買支持這條友善道路！  
 
【保存說明】 

成熟的枇杷建議即早食用完畢。約 8-9 分熟成時採收，建議帶回家的枇杷可先置於常溫 2 天，再以 8

℃-12℃冷藏，可保存 5-7 天。冷藏時建議外盒包覆報紙，避免直接接觸冰箱冷空氣，以免表皮褐變

脫水。 
 
【供應品項】 

枇杷(環保優)徐俊明-375g/盒，售價：215 元 

 

 

 

 

 

 

 

 



 

當季水果  

►皮薄多汁茂谷柑現正供應中！ 
 
【農友介紹】 

生產者詹錦章說，照顧果樹就像照顧孩子一般，對果樹好、它會回報的。有些農友栽種果樹，只要收

成好、果實好看，猛噴藥防病害，卻忘了要收成好，就得回歸養土的基本功。他用花生粕、芝麻粕、

豆粕等，增加果園的有機質和微量元素，使果園土壤深黑、鬆軟，難怪詹錦章會自豪說：「我的土是

活的。」此外，他的果園不用除草劑，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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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主張把樹體養好了，果樹的水分管理、氮磷鉀營養控制得宜，果實自然長得好。 

茂谷柑最怕裂果，成熟時也怕日曬，所幸他的果園地處兩山間的峽谷區，不會造成太陽直曬，也就毋

須在果實上噴塗碳酸鈣；再者，一般採摘下的柑橘，為維持好看賣相、延長保存時間，須浸泡藥水處

理，他秉持自然原則，僅以專業冷藏技術保存鮮度，讓人吃進去的不只是美味，更是自然的真味！ 
 
【產品說明】 

茂谷柑由寬皮柑、甜橙雜交選育而成，果皮薄、油胞小，扁平身形堅實飽滿，吃來柔軟多汁、渣少、

甜度高，其果酸增添果糖豐富的層次感，每口風味濃郁，一箱約 12~16 顆左右。柑橘類常溫放置即

可，最佳賞味期約 5 天。 

【供應品項】 

茂谷柑 21A(安全優)詹錦章-台斤，售價：60 元/斤 

茂谷柑 23A(安全優)詹錦章-台斤，售價：75 元/斤 

茂谷柑 25A(安全優)詹錦章，約 910g±10%/袋，售價：137 元/袋 (約 5-6 顆)，數量充足可多多利用！ 

茂谷柑 27A(安全優)詹錦章-台斤，售價：105/斤 

 

當季水果  

►草莓旺季來囉！嘗一口與草莓共度的甜蜜時光！ 
 
草莓正紅，多位草莓農友迎來產量的高峰，歡迎社員多多利用這春日裡的鮮甜好滋味。 
 
大家最喜愛的草莓品種豐香草莓環境適應性較低，加上我們農友多由友善及無農藥方式耕作，目前已

逐年降低栽種量，多以香水草莓為主要栽種品種，香水草莓帶有獨特香氣、酸甜適中、順口不甜膩；

同時也供應蘋果草莓及蜜香草莓，蘋果草莓酸度較高，適合做甜品糕點，而近期也有農友將新興品種

戀香草莓成功生產，其風味甜度較其他草莓品種高，但產量有限，喜歡嘗鮮的社員可別錯過！ 
 
草莓嬌嫩又易有病蟲害，有機和友善耕作的草莓非常困難，農友都是扛著維持生計的壓力投入有機和

友善耕作的草莓生產，為了就是讓社員可以吃到無農藥安全的美味草莓。歡迎社員到站所利用！ 
 
Q1.為什麼草莓表皮有一點點白白的呢?  

每年的一、二月即是草莓季的開始，一直到五月結束最後的花期。最近的天氣，不斷考驗著堅持不用

農藥防治的農友們，因桃竹苗地區鋒面陸續報到，時晴時雨、氣候多變，草莓極可能陸續感染白粉病

，若社員近期發現草莓表面上有類似白色發黴，但摸下去是硬的，只要經過清洗或削掉後一樣可以享

用美味的草莓，農友在選果理貨時已兢兢業業地欲呈現最好的品質，請共同支持堅持友善栽培的農友

，讓我們吃得安心！  



 

Q２.為什麼草莓總是底部會爛掉呢? 難道是農友刻意隱藏?  

農友並非故意將有異常面朝下，而是草莓本身因為皮非常薄，外表保護力較差，屬於較嬌嫩的水果,

常常容易因一小點肉眼不易查覺的雨水殘留就引發後續因運輸過程中而發生儲藏性病害，而我們草莓

因為生產全程沒有使用藥劑因此染病機率更是高，容易發生在底部的原因，乃是因為底部海綿本身本

就易吸收濕氣所以與草莓接觸面濕度較高加上底部受到碰撞時就易發病，絕非故意反放放置不好的貨

進去，因為這樣做農友不只要負擔退款還白白浪費了運費也賠上商譽，更是得不償失。 若社員無法

接受到貨時得情況必需進行退費，農友也是概括承受，也還請社員體諒。 
  
 當季水果  

►摩天嶺謝家興的優質安全級桶柑現正供應中！ 

【農友介紹】 
 
農友謝家興的丸興果園位在摩天嶺，田區除了

甜柿外還有種植品質優良的桶柑，約民國 60

年時摩天嶺因為得天獨厚的氣候關係，多為種

植桶柑，其特色因海拔屬中低海拔，溫度偏冷，

桶柑熟成較慢，也剛好與平地桶柑產期錯開，

且當平地桶柑產季到晚期時，摩天嶺的產季正

開始能夠新鮮供應，而摩天嶺因為氣候關係，

果實和來年的花同時存在果樹上(如右圖)，因

養分競爭的關係，掛果時間就會較短，產季往

往只有 1 個月至 1 個半月左右，此外摩天嶺 9

月-2 月時雨水較少，也讓此階段需水性較低的

柑橘類能夠結出良好甜度高的果實，但無奈價

格不高一直是桶柑農民的痛處，因此自 76 年

後摩天嶺才又逐漸轉作甜柿。而因應氣候變遷

的影響，摩天嶺氣候不如以往冷涼，因此甜柿

的生長越來越差，因此 8 年前農友選擇將已砍

除的桶柑園恢復，希望以多樣性經營的方式來

抵抗氣候變遷，讓在摩天嶺農業經營的日子更

加永續，農友堅持果實採收前 2 個月即開始追

蹤果實的糖度並適時給予液肥，讓果實的糖度

足夠，而因為海拔較高，蟲害的防治較可以減

低農藥施用的時間，雖然山上濕度高病菌較難防治，但農友選擇用低殘留性的藥劑來達到減藥和品質

的平衡，此外，理貨時農友會篩選二次，不同於一般柑橘用圓周分級，農友的篩選第一次由機器幫忙

以重量分級，第二次人工篩選看果皮是否漂亮或是有傷口軟爛等問題，希望的就是提供不只安全且優

質的桶柑給社員，請社員多多支持利用。 
 
 



 

【供應品項】 

桶柑 23A(安全優)謝家興-10 斤/箱，售價：520 元/箱  

桶柑 25A(安全優)謝家興-10 斤/箱，售價：740 元/箱 

桶柑 27A(安全優)謝家興-10 斤/箱，售價：900 元/箱 

 
 
 新農友介紹  
 

►青農阮皓郁留守家鄉投入友善農業，靠自己得力量改變當地產業！ 社員可多支持利用！ 

【農友介紹】 

農友阮皓郁為 8 年級的青年農友，投入農業約有 5 年多的

時間，原先是運動員的他在當完兵後面臨該踏入什麼職場的

抉擇，雖然家中並非務農，但媽媽在農業機構任職多年，學

習了許多有機香蕉種植及催熟技術的知識，加上屆齡退休，

因此給他回家務農的建議，母子兩一起踏入有機香蕉種植的

領域，兒子負責田間管理，而媽媽則負責後端的催熟及出貨

作業，經過多年努力漸漸得抓到田間管理訣竅，也能夠有產

量與通路配合。農友不太用資材做病蟲防治，管理方式較粗

放，以面積換取產量，只使用有機肥蓖麻粕供應氮肥，棕梠

灰補充鉀肥，且用來套香蕉的果袋則是使用布袋取代紙袋，

可回收利用。屏東九如當地有許多老農家中有檳榔園，農友

將其承租下來種植香蕉不只能夠延續香蕉產業，也能夠讓當

地檳榔產業轉型。 
 
【供應品項】 

香蕉(環保優)阮皓郁-500g 以上/袋，售價：50/包 (約 500-600g，3-4 支) 
  
 新農友介紹  

►蔬菜新農友-郭明源 

【農友介紹】 

郭明源與施麗芬夫婦居住於雲林縣口湖鄉，成龍

溼地附近，家族原先從事板模業，直到父親買了

一塊地，但因土地鹽化無人願意承租故自行投入

農業，開啟了從農之路。 
  
【產地介紹】 

秉持著單純不想聞到農藥味道的想法，起初耕作

已堅持不用農藥與化肥。目前耕作面積約 3.5 公

頃，分布在成龍、水林等區，全區取得和諧有機

驗證，主要種植地瓜、水稻、黃豆、黑豆與綠豆

等，目前預計合作的品項為地瓜。 



 

 新農友介紹  

►蔬菜新農友-丁萬富 

【農友介紹】 

丁萬富耕地於雲林縣虎尾鄉，創社初期曾交貨給合作社，之

後因為將土地租賃給張朝陽耕作，故退出合作社供應鏈。近

年張朝陽因年紀大較無體力管理，就將田區還給丁萬富，農

友表示可配合種一些作物。 
 
近年因秋行軍蟲危害，導致玉米減產，農友種植會先以玉米

類為主，以維持社內供應 
   
 新農友介紹  

►從傳產會計轉行當女農夫的張瀞月友善種植芭樂上架中！ 
 
【農友介紹】 

張瀞月，高雄大社人，原先在製造業擔任會計，其父親於大

社經營一塊約 2 分左右的芭樂園，因協助販售自家的芭樂給

親友，開始在意自家的芭樂是用什麼方式種植，為確保親友

購買芭樂的安全性及疼惜長期務農的年邁父親，因此於 105

年決定放棄辦公室的工作投入農業，為說服父親不要再使用

農藥，因此決定將田區的種植工作一間扛起，從幾棵芭樂樹

開始改變耕作方式至今全園皆已全部為友善耕作。田間非必

要通常不用任何資材防治，病蟲害嚴重時用強力水注將蟲害

洗掉，與合作社農友楊安和購買樹枝落葉推肥並學習近似自

然農法的耕作方式，但因農友田區是建地無法申請認證，苦

無銷售通路，只能降低產量以販售親友為主，希望可以找到

穩定的通路後將田區產能提升，讓友善種植方式耕作的芭樂

園可以永續經營。張瀞月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從拿計算機到拿圓鍬這一路的轉變不易，靠自己不斷的

摸索，有一年的芭樂園甚至被捲葉蟲危害到半年沒有收成，身體也常常會累到有狀況，但她轉念想她

得到的是與以往人生不同的經驗且和親人的關係也更加親近，田間的日常雖然辛苦，但可以領略四季

的變化，體悟自然的法則，這些領悟讓她在這條不太平坦的道路上堅忍前行，雖然產量有限，若社員

有機會在架上看到農友的芭樂害請多多支持利用！  
  
【產品說明】 

大社和燕巢一樣因土壤富含礦物及微量元素等特性，使得芭

樂風味更佳有別於其他地區，風味更佳出色，甜度更高。 
 
【供應品項】 

珍珠芭樂(友善優)張瀞月-台斤，售價：79 元/斤 

 



 

社內公告  

►五一勞動連續假期服務時間調整公告 

五一勞動節連續假期合作社站所、線上訂購、社員服務與訂單作業時間異動如下： 
 
一、服務時間調整 

 4/30(五) 5/1(六) 5/2(日) 

站所 服務至 18:00 暫停服務 

線上訂購 可下單 

社員服務 暫停服務(※三重站暫停服務) 

 

二、站所籃菜訂單時間調整 

4/29(四)中午 12:00 前預定，於 5/1(六)、5/3(一)、5/4(二)取貨。 

4/29(四)中午 12:00 後~5/3(一)預定，於 5/5(三)後取貨 

 

三、線上訂購到貨時間 

 24 小時可訂購，請社員多加利用。 

 連假期間到貨日如下: 

訂購日期 4/26(一) 4/27(二) 

冷凍到貨日期 4/29(四) 4/30(五) 

非冷凍到貨日期 4/30(五) 5/1(六) 

 

四、【當日配】配送時間調整 

4/30(五)、5/1(六)晚上配送時段(19:00~20:00)暫停服務。 

 

五、班配服務 

4/29(四)17:00 前完成下單，將於 5/5(三)、5/6(四)到貨。 

※到貨日期請以訂單組回覆日期為準。 

 下單專線：02-29996122 訂單組分機 736、739 

 傳真：02-29959736 

 Email：gncooptp@hucc-coop.tw 

六、宅急便配送注意事項 

連續假期宅配正常配送，下單社員請保持連絡電話暢通，以利配送順利。 

※到貨進度查詢方式如下： 

1. 線上訂購：官網訂單明細點選託運單號，即可連結至宅急便網站查詢配送進度（注意：已出貨訂

單才可查詢）。 

2. 班配訂單：請來信 gncooptp@hucc-coop.tw 查詢。 

 

 

http://gncooptp@hucc-coop.tw/
http://gncooptp@hucc-coop.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