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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第 4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新品上架  

►益全純米大吟釀，500ml，1260 元，全社限量供應中 

合作社 20 週年紀念酒，使用陳晉恭的益全香米製作，精米率 40％，純米發酵，不添加香精、色素，

亦無使用食用酒精勾兌。屬於甘口的生原酒，飲用口感會隨溫度變化而有所改變，建議攝氏 10∼16

度為最佳飲用口感。 

►荔后荔枝大(安全優)蔣世明，約 600g/袋，220 元，限量不定期供應中，產期約 2 週 

荔后荔枝為農友友人所培育的新品種，市面少見，甜度高帶點微酸，甜酸比佳，吃多不甜膩，且入口

咀嚼後口中會帶有淡淡蜜香。果汁多，因此果肉口感較為水嫩滑順。果殼顏色紅艷，果殼鋸齒狀較平

滑，外殼偏厚，較不易被蟲害危害，但剝殼相對需要技巧，因種子焦核現象較不一致，多產小果核種。

花期較晚，因此產季較玉荷包晚約一週。 荔后荔枝的外殼上會有一條溝線，溝線處皮較薄，手指於

溝線處擠壓即可裂核。 

►岩生馥桂-土雞剁塊-信義(岩生築見)，800g，440 元，6/21 起全社限量供應 

岩生築見輔導部落居民投入養雞產業，促進地方創生。飼養期達 11-12 週的桂丁土雞皮薄 Q 彈、肉

色白皙且肉質細緻鮮甜。低密度放養讓雞隻有更充足的活動空間。 

 暫停供應  

►新鮮蓮子-去膜去芯（賴文龍） 

因今年度受到南部缺水停灌以及天候不佳影響，新鮮蓮子貨量嚴重不足，今年度暫停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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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公告  

► 6/28(一)前，班、個配之冷凍/冷藏/生鮮日配品暫停接單 
日前接獲宅急便通報之應疫措施，6/1(二)~6/28 (一)期間，低溫(冷凍/冷藏)產品皆須以保麗龍包裝出

貨並隨貨放置保冷劑，且不擔保到貨品質，又因包裹量大增，無法保證出貨後隔日到貨。考量運材新

制不符合作社對環保盡心之原則，又無法實際顧及配送品質，本社擬自即日起至 6/28 (一)，暫停班、

個配之冷凍/冷藏/生鮮日配品訂購作業，僅維持部分常溫乾貨品項之訂購與配送服務(當日配服務亦

僅提供部分常溫乾貨品項訂購與配送)。惟因應節慶，端午預購品將照常出貨，但無法指定到貨時間。

後續班個配服務，將視宅急便公告與社內物流作業量能機動性調整相應舉措。 

► 6/28(一)前，服務時間與活動時間調整  
鑑於疫情日趨嚴峻，配合政府滾動式修正防疫措施，同時考量產品供應及人力調度等因素，原訂全社

站所因應疫況調整之服務時段及暫停辦理事項延至 6/28，以下詳列： 

(一)即日起，至 6/28(一)，全社站所提前於 18:00 結束服務。 

(二)即日起，至 6/28(一)，全社站所暫停試吃(喝、用)活動。 

(三)即日起，至 6/28(一)，社員相關活動仍採線上方式辦理，所有社員實體活動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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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凍刺山藥丁 400g 135 122 

5/24 起至 

利用完為止 

利用速度趨緩，鼓勵社員多多利用。 

滷豬腳筋 200g 175 158 5/31 起至 6/26 

生產者主動提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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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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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品質說明  

►明德食品甜辣醬標籤調整說明 

生產者明德食品供應之甜辣醬，為將成分標示更為清楚，成分標籤將重新設計，新版成分標籤中，「香

菇抽出物」成分全展開，改為「香菇抽出物(糊精、香菇抽出物)」標示，效期 2023.04.22(含)之後為

新版標籤，另美規之營養標示欄位刪除。 

►茶月豆製品全品項標籤調整視覺設計 

自 6/14 起，茶月豆製品全品項更新標籤設計，首先更換的是木棉豆腐及絹豆腐，其餘產品陸續也會

換上新衣。另外豆漿瓶器因搭配新標示設計，6/11 起更換成不雕花且孔徑較小利於倒出飲用的瓶子，

其產品原料、配方未調整，特此說明。 

 停止供應  

生產者春喬供應之本土花生湯，因利用狀況不佳，評估後經會議決議，待社內庫存利用完畢後即停止

供應。 

 產品推廣  

農友鄭欽永生產的愛文芒果(安全優) 113 元/斤、蜜桃紅芒果(安全優) 113 元/斤，產量多供應穩定，

請社員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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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異動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舊價格 新價格 異動時間 異動原因 

章俊源 

台灣蕃薯粉 
400g  薯寶 76 85 2021/7/5 起 

因廠商生產成本提
高，擬調整進價及管
控通路價盤，故調漲
售價。 

龍眼花蜂蜜 500g 陳明旭 340 350 2021/7/5 起 因更改 LDPE 材質瓶
子成本提高，故調漲
售價。 

善糧濃縮白肉

雞高湯 

500g 漢典 77 82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濃縮善糧黃金

雞高湯 

500g 漢典 80 85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濃縮白肉雞高

湯 

500g 漢典 70 75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濃縮蝦高湯 500g 漢典 80 85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濃縮虱目魚高

湯 

500g 漢典 90 95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鹽水雞翅 3 支/320g  漢典 120 130 2021/7/5 起 因廠商加工原料、工
資、包材與合作社提
供原料調漲進價，故
調漲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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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季水果  

►甜中帶香氣的香水(巴掌)蓮霧來了！ 

【農友介紹】 

楊惇幃大哥產地位在屏東內埔，原先家鄉的蓮霧園因收成不佳又耗工，楊大哥的爸爸想將其廢園改種

成當地經濟產值較高的檳榔園，但在楊惇幃得爭取下才得以保留下來，並交由他管理，他隨即逐步改

程採減藥及草生栽培，而今年園區多數的蓮霧都因為寒流、乾旱、採收期大雨等因素，落果欠收嚴重

，甚至得向政府申請災害補助來渡過，對農友來說今年是他很無奈的一年，好不容易氣候穩定了，等

來一批較有產量的香水蓮霧可以採收，香水蓮霧又稱巴掌蓮霧，果型碩大，因楊大哥喜歡傳統蓮霧甜

中帶香的滋味，很多人吃了他的蓮霧後直呼，「這

才有蓮霧味啊！」清香不死甜的好滋味，還請社員

多多支持，一起陪伴農友走過每個收成不佳的炎夏

寒冬。 

【供應品項】 

香水蓮霧(安全優)楊惇幃 ，售價:143 元/台斤 

 

 當季水果  

►董昱劭愛文芒果開始上架，歡迎社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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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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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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今年缺水，大果

較少數量有限，中果一樣好吃且可穩定供應，社員可以多多利用中果。因減藥栽培加上熟度較高等因

素，芒果表皮會有炭疽黑點，但大多不影響內部品質，請理解且安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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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氣候高溫的關係,今年鳳梨會有裡面已經過熟,但外皮尚

未轉色之現像,可以用指頭彈看看若是聲音較低沉不清脆,就代表已經熟成可以食用,但若有發現果肉

已經過熟發酵無法食用，可再反應告知，出貨時農友和理貨端都有挑選過了，但因為運輸過程中蔬果

品質狀況或許還會有變化,還請理解。 

►捍衛故鄉土地的農運鬥士洪箱姊的西瓜開始供應，炎炎夏日就是要吃西瓜！ 

苗栗後龍鎮多為沙質地其排水佳的特性，非常適合根細淺的西瓜生長，而農友洪箱女士的田區及家就

位在後龍的灣寶里，多年前政府有意將此區徵收設立科學園區，經過洪箱女士帶領里民一起抗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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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將這一塊塊能夠孕育出甜美果實的寶地保留下來，但土地不徵收了，下一步會是劃上另一種休止

符的休耕嗎，這也不是洪箱姊和當地里民想要的，於是他們成立了灣寶共耕隊，將里裡還願意從事農

作的里民都集結起來，共同走上讓田地能夠永續發展的路，也開始轉作無農藥栽培，無農藥和除草劑

的栽培模式，西瓜怕水，颱風和梅雨雖不是每年有，但病蟲害卻是最難防治，如常見的蔓枯病、蔓割

病等，西瓜植株需保持通風，因此修剪西瓜藤蔓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但往往其傷口會滋生病蟲害，因

此農友都在大太陽天下工作，傷口才有紫外線殺菌且使汁液凝固。而不能使用農藥，因此只能使用益

生菌來防治，下雨之前、雨停之後都要噴灑，連續施用效果才會好，供更加繁瑣困難，但農友為了土

地甘之如飴。身為一位以農業作為生計的農民來說，選擇無農藥的栽培的方式不易，身在一個在以利

為本的時代，在龐大的利益誘使下願意守護下一塊塊的寶地更是不易，還請社員多多支持多年來和合

作社一同並肩而行的農友！ ◎甜美人小西瓜果肉甜度高、口感細緻脆爽，體型較一般西瓜小，非常適

合 2-4 人的小家庭，直接吃或打成果汁都十分消暑！ 甜美人小西瓜(健康優)洪箱-台斤 38 元/斤 ◎

華寶西瓜是目前最常見的大西瓜品種，汁多甜度高，肉質鮮紅，果肉細致，炎炎夏日，大口吃瓜！  

【供應品項】 

華寶大西瓜(健康優)洪箱-台斤 38 元/斤 

►台灣葡萄重鎮彰化大村鄉的葡萄足量供應，請社員多多利用！ 

葡萄為溫帶果樹，要在亞熱帶國家栽種本屬不易，技術門檻更高，彰化縣大村鄉是台灣第一個引進巨

峰葡萄栽種的地方，經多年發展葡萄品質穩定，已在台灣市場佔有一席之地，且合作社農友用藥特別

小心，減藥栽培、提早停藥，讓社員食得更安心！ 

【供應品項】 

巨峰葡萄(健康優)賴國鎮-500g/盒，售價:135 元/盒  

巨峰葡萄(安全優)吳龍寅-500g/盒，售價:120 元/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