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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第 2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社內公告 

►屏東產地生產之蔬果無病毒疑慮，請社員無需過度恐慌！一起攜手與生產者走過疫情逆境！ 

近期網路、新聞頻傳「Delta 入侵，枋山芒果遭遇退訂潮」、「最近吃芒果要小心 Delta 病毒」等

未經證實的訊息，造成屏東枋山果農在芒果出貨上受到影響，為此，主婦聯盟合作社引用 NGO 團

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調查報告說明。查核中心採訪台灣和國際學者有關蔬菜、水果，是否可

能從產地、賣場等運輸鏈成為傳播途徑議題時，專家均指出，國際現有的流行病學探討中，此途徑

的風險極低，民眾無需擔憂。專家提醒，民眾只要把握清潔雙手、清消外包裝、用清水清潔蔬菜和

水果等防疫原則，就能有效切斷病毒的傳播鏈。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特聘教授施信如接受查核中心採訪表示，從流行病學來說，目前

沒有一個人是因為接觸蔬菜、水果或其他食品而確診。也就是說，民眾因為接觸蔬果而感染的可能

性非常低，民眾不需要擔心枋山地區的疫情會透過芒果來傳播。施信如補充，芒果等水果都是透過

室溫運送，病毒在數小時後也無法存活。而目前農友的芒果配送到主婦聯盟合作社站所至少三天，

更不可能傳播。 

此外，合作社農友果園所在地非報導中的染疫風險區的村落，也無人員被匡列或確診，且農友及現

場工作人員在疫情期間全程作業皆有戴口罩，進出皆會酒精消毒，全場禁止飲食，場域皆會進行不

定時消毒。盡自身最大努力進行防疫工作。新聞過度渲染關係造成恐慌之際，懇請社員理性防疫，

無需過度恐慌，秉持合作社支持生產者之初心。 

 

►站所服務時間、班個配、當日配服務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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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如下： 

一、 7/1(四)起，新竹、台中、台南三分社站所服務時間恢復為平日到晚間 8 點，假日到傍晚 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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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北與北南二分社雙北所屬站所，平日、假日服務時間到傍晚 6 點之調整措施，延長至

7/12(一)。 

三、6/28(一)起開放班個配與當日配「冷凍品」、「常溫乾貨」訂購，生鮮日配冷藏品仍暫不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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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社站所暫停試吃(喝、用)活動、社員相關活動採線上方式辦理、所有社員實體活動暫停等防

疫舉措皆延至 7/12(一)。 

五、因應疫情下之運輸調度，離島航班及船運班次銳減，運送作業以當地民生物資為先，以致無法

確切掌握包裹到貨狀況及時間。為維持配送服務品質，離島配送服務暫不恢復。 

※各項社員端之回收物品作業，仍維持暫停回收。造成社員不便，敬請見諒。 

►極端天候下蔬菜供應規格調整說明： 

以往在蔬菜供應量充足的季節, 若有規格較大的蔬菜, 多以規格化定重的方式上架 (即超過特定的重

量之蔬菜, 改以棵/顆/粒/條定重來計價), 以利社員利用, 但因近期受高溫與強降雨等極端天候的影

響, 田間蔬菜供應量極不穩定, 故會依實際情況暫時取消定重計價之規格作業。 

備註：曾評估讓較大規格之甘藍以分切方式供應, 但因其水分含量偏高與近期高溫等因素，使得保存

期限相對較短，故分切品之供應仍會依實際情況調整評估, 還請社員理解。 

 

新品上架 

►岩生馥桂-半雞(小)-信義(岩生築見)，800g，435 元，7/12 起，全社限量供應 

►岩生馥桂-半雞(大)-信義(岩生築見)，1kg，540 元，7/12 起，北北、北南分社限量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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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米-150g-建寶，150 元，7/12 起，全社供應 

目前架上供應的蝦米為 L 尺寸的規格，此新品供應為 M 尺寸的規格。生產者與固定配合的漁船，將

彭佳嶼海域所捕獲的蝦子，經熱風乾燥後製成蝦米，過程中無染色，不添加防腐劑。 

 

產品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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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產量多供應足，全社供應中，請多利用! 

農友鄭欽永生產的愛文芒果(安全優) 113 元/台斤、蜜桃紅芒果(安全優) 113 元/台斤；農友張景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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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農民黨一號芒果(健康優)5 斤一盒，一盒 380 元；農友王榮彬生產的愛文芒果(健康優)5 斤一盒

一盒 615 元。芒果旺季，產量多供應穩定，請社員多多利用。  

 

產品優惠 

►新鮮白木耳(環保級)隆谷-200g/包，原價 98 元，全社優惠價 90 元，9 折身分再享優惠，優惠期

間 7/1~8/31。 

新鮮白木耳又稱平民的燕窩，隆谷新鮮白木耳(環保級)生產於隆谷台中苑裡廠，全程採環控無農藥無

化肥栽種，口感嫩 Q 帶有淡淡的花香。栽培時不使用化學農藥，無汙染疑慮。栽培時依照環保級允

用資材生產。收穫成品經自主管理審查，確認無任何農藥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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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部農友李昭貴和黃保儒的鳳梨產期已結束，接續有東

部農友李萬枝、陳芝齊、嘉義農友陳映延以及台南東山生產合作社接續供應。 

【供應品項】 

紅寶石鳳梨(健康優)李萬枝-台斤，售價:50 元/斤 

土鳳梨(健康優)李萬枝-台斤，售價:50 元/斤 

甜蜜蜜鳳梨(健康優)李萬枝-台斤，售價:50 元/斤 

 

金鑽鳳梨(健康優)李萬枝-台斤，售價:53 元/斤 

金鑽鳳梨 S(友善優)陳芝齊-顆，售價:105 元/顆 

金鑽鳳梨 M(友善優)陳芝齊-顆，售價:125 元/顆                         (金鑽鳳梨) 

金鑽鳳梨 L(友善優)陳芝齊-顆，售價:135 元/顆 

 

金香鳳梨 XS(健康優)東山合作社-顆，售價:46 元/顆 

金香鳳梨 S(健康優)東山合作社-顆，售價:55 元/顆 

金香鳳梨 M(健康優)東山合作社-顆，售價:65 元/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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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鳳梨 L(健康優)東山合作社-顆，售價:75 元/顆 

 

 

金鑽鳳梨 S(安全優)陳映延-顆，售價:71 元 

金鑽鳳梨 M(安全優)陳映延-顆，售價:86 元 

金鑽鳳梨 L(安全優)陳映延-顆，售價:1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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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運輸過程中蔬果品質狀況或許還會有變化，還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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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優)吳龍寅-500g/盒，售價:120 元/盒 

 

►新社古東喜盒裝葡萄供應中！  

【農友介紹】 

古東喜為新社御品果園的主人，十年前從事人壽保險業務，今日已是一位栽種面積一公頃的專業葡萄

農民，今年為了有效做到減藥栽培，更是新增了溫室田區。當問起為何會

返鄉從農？只淡淡的回答一句：「因為喜歡農村，覺得應該回來，就回來

了。」承接著父母親經營的葡萄園，剛開始那幾年還是實施慣行農法，但

也思考著是否能夠讓每一口香甜的葡萄吃得更心安，於是參加了中興大學

教授與農民共同成立的台灣安全高品質農業推廣協會，也從中與農民們學

習如何減農藥栽培。 

幾年後著手開始分區試驗，不再大量使用化學肥料並改用有機肥料外，也從數

十支農藥減少到目前合乎合作社安全級水果類標準，在一般葡萄檢驗出數十支

農藥屬正常的狀況下，古東喜掌握三大關鍵，以做到農藥殘留不超過四種農藥。

其一為草生栽培，豐富的草相涵養土壤水分，使得葡萄結果期更穩定；其二為

掌握葉果比，當光照、積溫充足時才能轉換糖分、轉色成渾厚的紫黑色；其三

為施藥濃度較薄、施藥次數減少，部分改用非農藥防治資材─波爾多液、亞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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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等等。不過，葡萄自套袋到採收期至少要兩個月以上，即便很有經驗的古東喜也曾遇到最難克服的

問題─葡萄晚腐病，當果實糖度開始增加、果皮轉色時期就容易發生，已經套好袋的狀態下是連噴藥

都無法防治的，所以即將到來的梅雨季就是關鍵期！更加考驗著堅持減農藥栽培管理的風險，農友努

力在安全、高品質中，也兼顧生計問題中取得平衡，懇請社員多多支持利用。 

【供應品項】 

●巨峰葡萄(安全優)古東喜-2.5kg 一盒，售價：750 元/盒 

 

►梨山西瓜李限量供應中！ 

西瓜李，到底是西瓜還是李？是像西瓜的李子，這麼大？或者是像李子的西瓜，這麼小？其實，都不

是，西瓜李是因為李子的顏色像西瓜，色澤紅潤飽滿，吃起來水分多且香甜，果皮口感較一般李子不

酸，整顆都很甜。因為種植在海拔一千二百至二千公尺的高山上，日夜溫差大，果實成長期較長，甜

度可以充分累積在果實內，品嚐起來風味佳而不酸。當果實成熟時，一顆顆像紅寶石掛在樹梢上，璀

燦奪目。而合作社的西瓜李主要都由梨山上的農友供應，多隱身於與蘋果樹或是梨樹園中，目前供應

的農友為胡燕倫及喻嘉璧： 

胡燕倫 20 多年前原在婚紗公司擔任主攝，早出晚歸，工時長，婚後得照顧小孩，便把工作辭了。小

時候住桃園眷村，莫名地對山上的果園感到好奇，聽說在果園工作可以吃很多水果，因此她心底一直

埋著想去山裡的衝動，於是在 921 大地震後，她與先生與大姑一起到梨山生活，身為一個母親，她

希望能幫孩子們找到乾淨的食物，也幻想著他們的成長過程能有自然相伴。真的來到梨山，才發現山

居生活不如想像中閒適。一開始不知怎麼管理果園，也不識品種，只能抽空查書、到別人的果園打工

學習。前 3 年都是慘賠，投入的資金也都沒回收，戶頭存款所剩不多，連小孩都擔心付不出學費，好

險終於在三年後才開始小有盈餘，到了第 6 年後，果園生態漸漸平衡，開始停用益蟲害蟲皆滅的廣效

性殺蟲劑。身為女性要在陌生的梨山上從農生活非常不易，胡燕倫憑藉著身為母親的韌性以及對於山

林的嚮往克服了種種困難，將心血化作美麗果實與社員分享她在山上創業養育家庭的經歷！ 

喻嘉璧的父親也是中橫公路的墾荒國軍之一，當時，選了梨山這區

來耕作，現在這塊地，是喻大哥的父親用一輩子的生命與青春換來

的。政府發給戰士授田證，每人取約七、八分地耕作，與一般的原

住民保留地不相同，喻大哥在二十年前回到山上接手這份產業，所

以對台灣近代高山農業經濟，喻大哥再熟悉也不過。由於果園處在

高山水源保護區，所以在喻大哥夫婦的心中，能少用農藥就不使用

，能不噴除草劑就不要噴除草劑。這塊地已經十年沒使用過除草劑

了，當我們一腳踩在鬆軟的土地上，有機質的含量，讓人似乎感覺忘記是踩在土地上，觸感像地毯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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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軟，可見喻大哥對於土地的用心。喻嘉璧與合作社合作超過 5 年，主要種植西瓜李、蜜蘋果為主

。每年七至八月為西瓜李產季，十一至十二月則是蜜蘋果採收時節。今年西瓜李以健康級供應，每盒

六百公克裝。若採收期間一切順利，今年的產量預計有五千斤，從七月份起陸續出貨，預計供應至八

月初，請社員把握這小小西瓜李的香甜滋味喔！ 

【供應品項】 

西瓜李(安全優)胡燕倫-1 斤/盒，售價：130 元/盒 

西瓜李(健康優)喻嘉璧-1 斤/盒，售價：135 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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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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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乾旱導致大果極

少，中果較多，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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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芒果熟度越高，炭疽病就會在果皮上留有黑斑，上述情況皆不影響果肉食用

品質，還請社員多多體諒~產季已經接近尾聲，預計供應到 7 月初，請社員把握最後機會喔！ 

 

►吃梨吧！有陽光味的當季梨的豐水梨打頭陣上架囉！ 

梨，是台灣夏季常見的水果之一，每年大致從七月開始直到年底，陸續能嘗到不同品種的梨，各有不

同口感及香氣，咬下清透多汁的梨，除了回味無窮，也期待它帶來的風土之味！而 7 月初打頭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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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較稀少的豐水梨，合作社豐水梨來自東勢及苗栗的高接豐水梨，豐水梨為日本品種，由農友購買

日本進口接穗(嫁接時上部的枝/芽稱為接穗)，豐水梨外皮偏黃、有細小斑點，雖然個頭沒有新興梨大，

但肉質細緻且水份多又甜，帶有蜜香味，而今年因為全台乾旱缺水，影響果實膨大，因此今年規格較

往年小，而果粒大小對甜度不影響，品質均佳，也耐冰儲，可帶回家慢慢享受!目前架上供應散裝的

生產者為苗栗的農友鍾國順，而後還會有東勢農友孫昌楙的盒裝豐水梨，可到站所利用或是填寫預

留。 

【供應品項】 

豐水梨特大(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30 元/斤 

豐水梨(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28 元/斤 

豐水梨特小(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03 元/斤 

豐水梨 360g±7%(健康優)孫昌楙-10 顆/盒，售價：950 元/盒 

豐水梨 420g±7%(健康優)孫昌楙-8 顆/盒，售價：1030 元/盒 

豐水梨 485g±7%(健康優)孫昌楙-8 顆/盒，售價：1150 元/盒 

 

恢復供應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價格 上架時間 數量 供應分社 說明 

阿里山金萱茶

(春茶) 
150g 洪紹勛 480 2021/7/5 限量 全社 

大家來品春茗!今年雨

水比去年更少，溫差一

樣大，茶樹生長變慢，

但品質與往年一樣好，

喜愛利用的社員，請多

多支持的春茶。 

阿里山烏龍茶

(春茶) 
150g 洪紹勛 700 2021/7/5 限量 全社 

 

供應缺貨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缺貨狀況說明 預計恢復時間 

虱目魚肚-150G 150g 
邱經堯 等捕撈新一批產季的虱目魚 7 月中 

虱目魚肚-250G/2 片 250g 

虱目魚丸(無添加磷酸鹽) 300g 
正鑫 

目前新產季指定原料虱目魚背肉

缺貨，須等有原料後可恢復供應 
7 月底至 8 月中 

虱目魚漿 200g 

原味沙拉醬 300g  恩德發有 產品標籤改版中 8 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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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產品狀況說明 

►舊包裝之有機綜合菇之請置於冷藏保存 

舊包裝之有機綜合菇(效期至 2021.10.05)因使用的包材較透氣，遇到較溼熱的天氣時，菇會較容易吸

收水份造成偏軟的狀況，請社員將產品置於冰箱保存並儘快利用；新包裝的因包材已提升密封性，故

置於常溫保存即可。 

►喜願麵粉系列舊包裝上之研磨製粉字樣補丁覆貼 

喜願麵粉系列，因喜願二林製粉廠已完成建置，目前喜願麵粉系列將 6/1 更改為廠內自行磨粉。因舊

有包裝未完全使用完畢，生產者將會把研磨製粉字樣補丁覆貼，待新的包裝袋後更改新的包裝。 

►農友陳晉恭生產之長秈糙米(宜蘭)3kg、長秈白米(宜蘭)3kg 臨時使用透明公版包材 

疫情關係，合作社米的需求量增加，導致包材使用量大增，且包材廠無法及時印刷包材，因該品項為

民生必需品，為避免缺貨，故臨時使用透明的公版包材，內容物品質不變，請社員多加利用。 

 

價格異動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舊價格 新價格 異動時間 供應分社 異動原因 

白玉巧克

力條糕 
240g 手天品 190 210 2021/7/5 

全社 

因原物料包材人工成本增

加，生產者不得已需調整進

價。 

金桔條糕 250g 手天品 190 210 2021/7/5 

抹茶紅豆

條糕 
250g 手天品 190 210 2021/7/5 

芝麻條糕 240g 手天品 190 210 2021/7/5 

鳳梨酥 4 入 手天品 145 156 2021/7/5 

濃情巧克

力蛋糕 

6 吋

430g 
手天品 480 520 2021/7/5 

酸奶乳酪

蛋糕 

6 吋

440g 
手天品 450 490 2021/7/5 

澎湖野生

透抽 
600g 湧升 410 425 2021/6/28 全社 

因原料成本增加生產者調

漲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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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野生

中卷 
500g 湧升 270 290 2021/6/28 

日紅小葉

種紅茶包 

12

入 
洪紹勛 180 185 2021/7/5 

生抽壺底

醬油 

420

ml 
陳源和 275 310 2021/7/5 

紅肉李果

醬---180g 

180g 有限責任

台北市智

立勞動合

作社 

110 115 202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