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5 月第 4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新品上架  
►玉米粒罐頭(頂裕)，200g/罐，40 元，5/31 起全社限量供應 
使用契作之生鮮玉米為原料，經殺菁、急速冷凍保鮮方式加工製成，保留玉米粒自然甜美的原味，適

合拌生菜沙拉、與蔬菜或肉類拌炒，煮玉米濃湯也很適合。※如未食用完畢者，請將剩餘玉米粒倒入

碗盤或保鮮盒中冷藏保存，並請儘速食用完畢。 
►熬黑蒜石斑魚精，60ml，160 元，5/31 起全社供應 
由生產者黃芬香飼養的石斑魚，取其頭尾，加入薑、蒜與數種中藥材熬煮而成。不添加味精與防腐劑，

味道濃醇甘美。 
►黃肉李(環保優)部落易購-台斤，約 600g/袋，5/22 起限量不定期供應 
黃肉李市面上較為少見，產季在 5 月中-6 月中，其果型與紅肉李相似，但因果皮和果肉為黃綠色稱

黃肉李，其果粒較大，果肉肥厚多汁，香氣較清淡，但甜度較高，外皮和紅肉李一樣會有些酸澀，可

以去皮食用。 李子屬更年性水果，常溫放置還會後熟，想吃較軟甜的社員可放置到軟熟再食用。 
►油蔥醬，235g，145 元，5/17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生產者為好品味生技食品，使用合作社指定紅蔥頭、非基改芥花油，生產過程不添加防腐劑。 
 
 社內公告  
►各分社站所服務時間異動 
 雙北各站所自 5 月 20 日(週四)起至 6 月 8 日(週二)，提前於 18:00 結束服務。 
 新竹、台中、台南各站所自 5 月 25 日(週二)起至 6 月 8 日(週二)，提前於 18:00 結束服務。 
 龍潭站週六維持 17:00 結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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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水雞翅 3 支/320g 115 95 5/3 起至 
利用完為止 

肌膚隔離霜 30g 450 315 4/19 起至 9/13 

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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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椹醋(加糖)-即飲式 300ml 55 52 
5/31 起至 6/12 

百香果醋(加糖)-即飲式 300ml 55 52 

滷豬腳筋-200g 175 158 5/31 起至 6/26 

生產者主動提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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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刺山藥丁 400g 135 122 
5/24 起至 
利用完為止 

辣椒醬(風味手釀)165g 65 59 5/17 起至 6/20 

生產者回饋社員支持及促使產銷供需平衡。 

花生仁 600g 230 219 5/10 起至 6/13 

產品因磅秤校準誤差因素，包裝重量淨重低於 600g，雖誤差值符合包裝食品之重量標準範圍，且

經反應後已即刻進行磅秤校正改善。生產者對此失誤表示歉意，願於 5/10-6/13 期間提供 95 折優

惠供社員利用，請社員體諒，並多多支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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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異動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舊價格 新價格 異動時間 

紅花大果苦茶油 500ml 金椿茶油工坊有限公司 840 905 
5/24 起 

本土小麥一口杏仁酥 180g 上下游文化工場有限公司 112 105 

生產者調整進價 
  
 規格異動  
 

品項 生產者 舊規格 新規格 異動時間 

小洋菇(友善級) 楊翔喻 200g 350g 5/24 起 

農友因近期天候影響洋菇規格較小，故改以小洋菇規格出貨，但因 200 公克盒裝較難排列，故改
以 350 公克盒裝出貨，洋菇恢復供應後即暫停。 

  
 供應狀況  
►黑芝麻麥芽軟糖，240g，疫情結束之前將陸續少量或不足量供應 
生產者為主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疫情影響，員工無法正常排班，出貨將暫延或不足量。 
►有機素蠔油，210ml，疫情結束之前將陸續少量或不足量供應 
生產者為喜樂之泉股份有限公司，因疫情影響，出貨量備增庫存量不足，生產者已趕製備貨中。 
►洋菇(友善級)，200g，待天候穩定後恢復洋菇的供應 
生產者為楊翔喻，近期受天候影響，洋菇普遍較小顆，與農友協調後會用小洋菇 350 公克盒裝替代

洋菇出，價格一樣為 93 元。 
  
 停止供應  
►小鳥搖鈴(粉格裝飾)，即日起停止供應。生產者為知蓮實業有限公司，品項已停產。 
►小鳥搖鈴(灰格裝飾)，即日起停止供應。生產者為知蓮實業有限公司，品項已停產。 
►卍寶寶襪(7-9 公分)，即日起停止供應。生產者為知蓮實業有限公司，品項已停產。 
   



 

 產品品質說明  
►無糖豆漿調整品名說明 
生產者名記豆腐所供應的「無糖豆漿」，因應法規新制糖含量、甜度的標示，近期將產品品稱更名為

「豆漿(無加糖)」，其原料、配方皆未變動，特此說明。 
►澄澈眼部雙精華產品說明 
眼部雙精華的成分為 100%天然來源，可安心使用於眼部肌膚。接獲社員反應使用後眼部感覺有刺刺

的狀況發生，有可能因使用者眼部肌膚較乾燥，或者時常搓揉眼部，造成眼部周遭肌膚產生隱藏小小

的傷口，而雙精華的高濃度活性成分組成成分較小，滲透到肌膚的速度比較快一些，肌膚比較敏感或

較乾燥的使用者就會有刺刺癢癢的感受。若只是短暫刺癢感，代表肌膚需一些時間適應。建議可以先

做好眼部保濕，可使用保濕精華液或者精華露混合精華油後，透過其他保養品延緩眼部雙精華的滲透

速度，可以有效的改善。但若刺癢感持續不減，則為個人肌膚過敏反應，建議停止使用。 
►喜願麥香蘇打餅乾成分說明 
下一批麥香蘇打餅乾所使用的本土小麥麵粉，研磨廠由聯華改為喜願行自己研磨，原料成分不變。 
►好品味油蔥醬產品及價格調整說明 

1. 前生產者《鄭記》因生產管理安排變動，不做代工，轉由新生產者《好品味》代工。本產品主要

原料為農友郭明賢契作之紅葱頭與非基改芥花油。 
2. 因生產程序差異，不同生產者處置原料後的製成率不同，造成產品內容量出現落差：《好品味》內

容量均值 65g，較《鄭記》油蔥醬內容量 80g 略少。 
3. 《好品味》紅蔥頭以片狀裁切，《鄭記》為顆粒，外觀呈現之份量感亦有差異。 
4. 油蔥醬製程繁複，合作社規定《好品味》不重複油炸，以確保油脂品質，生產需平均分攤原料以

及油脂比例來進行填充，農產加工品採人工充填，每罐仍會有誤差值，在實際量測 3, 4 月生產批次

產品，油蔥重量 61.8-81g，重量占比 26.4~29.2%，屬正常範圍，內容量(扣包材)實秤 233~245.4g，
標示 235g 符合【包裝食品裝量檢驗法】之規定。 

5. 因油葱比差異，經重新計算價格，售價由原本的 165 元調降為 145 元。 
 
農產品因天候、批次狀態皆有變化，合作社會更努力做好加工製程中的溝通與控管，也請社員持續支

持在地友善耕作之農產品。 
 
 當季水果  
►鳳梨足量穩定供應中！ 
大家是否還記得 2 個多月前的鳳梨外銷斷頭困境，當下國內許多企業和民間大力發揮自身力量支持利

用台灣鳳梨，成為農民最堅強的後盾，而國內和社內鳳梨也正式進入產季，此時鳳梨比起 2 個月前更

需要社員的支持利用，因產量逐漸來到高峰，少了媒體的推播，市面上的利用力度不如以往，希望社

員可以在正值產季當下多多支持本土鳳梨！ 

 
 
 
  
 



 

 當季水果  
►董昱劭愛文芒果開放上架，歡迎社員搶先利用～ 
在枋山落山風下吹拂的愛文芒果已成熟散發出濃郁果香，歡迎社員搶先預留！  
【農友介紹】 
生產者董昱劭家的枋山觀光農園位處山坡地，富含礫

石土，雨水及土壤含水量偏少，芒果成長速度較慢，

果形比臺南、枋寮等地的品種小，但也讓口感和甜度

更好。身為農家第三代的董昱劭為了讓家鄉 產業能夠

永續發展，開始扭轉當地的耕作習慣，採安全用藥，

不使用除草劑和催花催熟劑，肥料以有機肥為主，讓

果實自然熟成，在果樹結果時適當的留葉讓植株狀況

更加健康。今年農友給予優惠價格，回饋社員，還請

社員多多支持。  
【供應品項】 
 愛文芒果大果（安全優）董昱劭-5 台斤/盒（約 5-7 顆），售價：695 元  
 愛文芒果中果（安全優）董昱劭-5 台斤/盒（約 8-12 顆），售價：520 元  
社員可先至站所預留，待實際出貨後再通知，預計出貨時間約莫為 5 月下旬。今年因為全台乾旱，

芒果花因為花薊馬危害嚴重，早生的花幾乎都被危害，所以採收期會往後延至 5 月底，要請社員耐心

等待。此外，因為乾旱導致小果時期的薊馬也是較往年嚴重，所以外皮會有些被薊馬危害過的微小乾

疤，無法像往年外皮乾淨無暇，但完全不影響食用品質，需請社員多多體諒~ 

 

 當季水果  
►苗栗卓蘭范姊的香甜日系網紋洋香瓜上架囉！ 
【農友介紹】 
范玉芳原先任職於工業水質檢測實驗室，婚後隨丈夫一起經

營種植聖誕紅的事業。以前時常旅行，特別喜愛日本，種了

洋香瓜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耗在溫室裡了。會進入瓜果產

業，是源自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教授蔡東篡的建議，

范玉芳說 :「那時候老師幫我看聖誕紅的病，說我們這裡溫

差大，種洋香瓜品質會很好。」聖誕紅生長期在秋冬兩季，

每年有半年的工作空窗，蔡東篡的建議讓她躍躍欲試，於是

買了日本洋香瓜品系中最嬌貴、最難照顧的品種「阿露斯」。阿露斯大家都說很難種，有人種了七年

都不曾成功，而范姊憑藉著多年努力才逐漸有了成果，多年來她堅持採直立式栽培、單蔓整枝、一蔓

一果的方式栽種，且堅持人工授粉，一朵一朵用毛筆替花朵均勻授粉並嚴格控管水份，都只為了種出

品質優良的網紋洋香瓜，儘管產量有限，但范姊多年來始終如一，還請社員多多支持利用如此用心的

生產者！  
 
 



 

 
※洋香瓜在裂網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水分控制，網紋才會裂得均勻

漂亮。右圖瓜果約為壘球大小，約 1 個半月後成熟可採收。 
 
【供應品項】 
 阿露斯綠肉網紋洋香瓜小(健康優)范玉芳-顆，售價：198 元  
 阿露斯綠肉網紋洋香瓜中(健康優)范玉芳-顆，售價：265 元  
 阿露斯綠肉網紋洋香瓜大(健康優)范玉芳-顆 ，售價：325 元  
 阿露斯綠肉網紋洋香瓜(健康優)范玉芳-2 入/盒，售價：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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