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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第 3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社內公告 

►站所服務時間、班個配、當日配服務調整 

鑑於疫情日趨緩和，配合政府滾動式修正防疫措施，調整如下： 

一、北北與北南二分社雙北所屬站所，7/13(二)起服務時間恢復為平日到晚間 8 點，假日到傍晚 6

點。 

二、7/13(二)起開放班個配與當日配開放全溫層品項訂購，雙北地區當日配恢復夜間時段配送，歡

迎社員多加利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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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措皆延至 7/26(一)。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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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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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推廣 

►芒果產量多供應足，全社供應中，請多利用! 

農友張景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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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酪梨產季開跑，供應穩定，請社員多多利用! 

農友謝素娥生產的轉色品種本土酪梨(環保優)，一台斤 88 元，供應穩定，請社員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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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惠 

►隆谷新鮮白木耳(環保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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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隆谷因應炎炎夏季，提供新鮮白木耳優惠鼓勵社員多多利用。新鮮白木耳又稱平民的燕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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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煮甜湯與燉

補。 

►看天田冷凍有機毛豆莢-500g/包，原價 145 元，全社優惠價 123 元，9 折身分再享優惠，優惠期

間 7/12~9/4。 

採有機農法種植毛豆，僅以食鹽調味，吃得到毛豆的自然鮮甜。採收後送到專業加工廠製作後以外銷

等級篩選，確保供應的毛豆品質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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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芝齊以及台南東山生產合作社接續供應。 

【農友介紹】 

生產者：李萬枝 │ 產地：台東鹿野 │ 栽種方式：減農藥、零檢出、低化肥 

栽種鳳梨已有 20 多年的李萬枝，27 歲自嘉義農專畢業後，更以熱誠的心種植安心作物；種苗完全自

行繁殖，採行分區輪作，以保持地力、維持生產品質。他也致力蝴蝶生態保育，用心對待自然萬物。

該農友生產的紅寶石鳳梨極其稀少，外界少見，其特色有冠芽不全為綠色，稍帶橘黃，耐熱。香氣、

酸氣、甜味層次豐富。 

生產者：陳芝齊 ｜ 產地：台東鹿野 ｜ 栽種方式：無農藥、無化肥、無除草劑、不催花 

農友陳芝齊的金鑽鳳梨來自台東鹿野，受有機農業的理念薰陶，以無農藥、無化肥、無除草劑的方式

栽種，堅持不用人工催花，選擇讓鳳梨花自然生長，且不使用化學肥料影響鳳梨甜度，使得每一顆金

鑽鳳梨的果肉細緻、酸甜適中，帶有濃郁天然香氣！陳芝齊創立的腳大嫂農園，因環境保護得宜使得

田區生態豐富，更於 2019 年獲得綠色保育產品認證。友善土地與生物的金鑽鳳梨，歡迎社員支持

利用，給與青農陳芝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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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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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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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香鳳梨 L(健康優)東山合作社-顆，售價:75 元/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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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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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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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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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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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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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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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今年因為寒流來得晚，導致花苞凍傷，結果率降低，加上果實成長採收期氣候不穩，導致多

數豐水梨採收後有過熟的狀況，經過理貨後挑除過熟、除蟲咬傷、撞傷等因素，可以裝成盒裝出貨的

數量大減至少 7 成以上，因此供應量有限，請社員把握機會並多多利用架上小包裝的袋裝豐水梨。 

 

供應狀況 

品項 規格 生產者 供應狀況說明 預計恢復時間 

回家李果乾 120g 上下游 
缺貨中，今年天候欠佳，李子也

比較晚熟,，所以延遲供貨。 
7 月底 

破布子 375g 味榮 
缺貨中，因為產季及熟成期的關

係，目前預計缺貨到 8 月中。 
8 月底 

原味沙拉醬 300g  
恩德發有

限公司 
暫停供應，產品標籤改版中。 8 月底 

 

產品狀況說明 

►黃郁翔海水白蝦(台南)/海水白蝦仁更換包裝說明 

即日起黃郁翔海水白蝦(台南)/海水白蝦仁更換包裝形式，由原本的真空袋更改為回收編號５之ＰＰ材

質底盒與封膜，其產品原料與規格皆未調整，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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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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分社 異動原因 

海水白蝦

仁 
150g 黃郁翔 155 160 2021/7/12 全社 

生產者成本增加，並同步更

換可回收塑膠盒，故提價格

異動。 

梅花捲肉

片 (中央畜

牧場) 

300g 

中 央 畜

牧場 

155 180 2021/7/19 

全社 

生產者反映原物料、包材及

人力成本調漲，故進售價同

步調漲。 

豬小排骨

(中央畜牧

場) 

300g 150 160 2021/7/19 

帶皮五花

肉條 (中央

畜牧場) 

600g 255 305 2021/7/19 

里肌豬排

(中央畜牧

場) 

300g 145 165 2021/7/19 

沙朗梅花

烤肉片 (中

央畜牧場) 

300g 155 180 2021/7/19 

霜降豬肉 -

僧帽肌 (中

央 畜 牧

場)-300g 

300g 200 215 2021/7/19 

調合油 (新

配方) 
3L 

主惠 

495 545 2021/7/19 

全社 

生產者反映原物料、包材及

人力成本調漲，故進售價同

步調漲。 調合油 
570

ml 
120 135 20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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