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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第 5 週｜產品供應現況資訊 

 

社內公告 

►社內修正防疫措施公告： 

鑑於疫情日趨緩和，配合政府防疫降級修正防疫措施，調整如下： 

一、自 7/27 起開放站所可視需求進行實體會議與活動辦理，並依下列指引辦理： 

1、人數符合室內 50 人以下規定。 

2、成員全程載口罩、實名制、量體溫。 

3、維持室內 1.5 公尺社交距離、座位採梅花座安排。 

4、除必要之飲水，現場不可進食，若為料理課程，請分配帶回家食用。 

因應疫情，仍鼓勵多多運用線上進行相關活動辦理，維護你我健康! 

二、7/27 日起各項社員端之回收物品作業，恢復進行回收。 

三、全社站所暫停試吃(喝、用)至政府防疫調整再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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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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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預購產品滿意度調查開始了： 

感謝社員對於本次預購活動支持，產品滿意度調查開始囉。邀請參與預購的

社員，填寫線上問卷，告訴我們您食用或使用後的感受及建議，我們將蒐集

大家寶貴的建議，做為來年調整的方向！ 

填寫時間：即日起～8/1，請用手機掃右側 QR-Code，即可線上填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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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架 

►草莓雪酪-舞茶實業，350g，245 元，8/2 起，全社限量供應 

由新生產者舞茶實業製作，使用合作社的草莓、台灣二砂及隆谷的白木耳製作而成，原料單純，無添

加人工色素及添加物，每一口都可以品嘗到天然的草莓風味。限量 1500 杯。 

►馥聚公平貿易咖哩粉-辣味/甜味，20g/包，70 元，7/26 起，全社供應 

產地為斯里蘭卡，通過美國/歐洲公平貿易認證，咖哩粉因為不含芶芡的澱粉，所以可以跟任何食材

拌炒，變化較多，可煮咖哩炒飯、炒麵、咖哩魚，香氣及味道比用咖哩塊的效果好喔。PODIE 公司

在斯里蘭卡成立於 1974 年, 至今已經歷 40 個年頭，總部設在 Negombo，位於斯里蘭卡的首都「可

倫坡」，是農民及生產者團體所屬的組織，也是斯里蘭卡從事公平貿易的先驅之一，更是世界公平貿

易組織（WFTO）的成員。 PODIE 除了提供市場產品外，還提供小規模生產者援助，發展其基礎設

施，以提高生產力和質量，以適應國際市場。 

►馥聚公平貿易黑胡椒粒，50g/瓶，255 元，7/26 起，全社供應 

產地斯里蘭卡，通過美國/歐洲公平貿易認證，黑胡椒的辣味比白胡椒強烈，香中帶辣，且不能高溫

油炸，適合在菜餚或湯品起鍋時添加，若與食物同煮時，時間不宜太長以避免香氣揮發。 

 

產品推廣 

►芒果旺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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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一號芒果(健康優)5 斤一盒，一盒 380 元。 

農友王榮彬生產的金煌芒果(健康優)，一台斤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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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友羅金增生產的轉色/不轉色品種本土酪梨(健康優)，一台斤 83 元。 

農友鄭旺枝生產的轉色/不轉色品種本土酪梨(環保優)，一台斤 110 元。 

本土酪梨產季開跑，供應穩定，請社員多多利用。 

►本土高山水蜜桃產量供應穩定，請社員多多利用! 

農友廖文扶生產的高山上海水蜜桃(安全優)： 

高山上海水蜜桃-大 5 顆/盒(每顆約 8 兩以上)- 1,050 元 

高山上海水蜜桃-5 顆/盒(每顆約 7~8 兩)- 940 元 

高山上海水蜜桃-6 顆/盒(每顆約 6~7 兩)- 870 元 

高山上海水蜜桃-8 顆/盒(每顆約 5~6 兩)- 78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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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上海水蜜桃-10 顆/盒(每顆約 4~5 兩)- 645 元 

農友張源益生產的高山水蜜桃(安全優)： 

高山水蜜桃-5 顆/盒(每顆約 6.5 兩~8 兩)- 930 元 

高山水蜜桃-6 顆/盒(每顆約 5.3 兩~6.5 兩)- 860 元 

高山水蜜桃-8 顆/盒(每顆約 4~5.3 兩)- 660 元 

高山水蜜桃-10 顆/盒(每顆約 3~4 兩)- 540 元 

**本土高山水蜜桃產量供應穩定，減藥栽培實屬不易，且水蜜桃其產量和品質易受氣候影響，每次採

收供應都是農友和社員的福利，可把握有限的產期和數量，多多利用！本土水蜜桃因為採收熟度較高

，運輸過程中容易會有輕微碰傷，但大多不影響內部品質，請社員理解。 

產品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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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友邱經堯生產之虱目魚背肉-600G，原價 75 元，全社優惠價 67 元，9 折身分再享優惠，優惠

期間 7/26-批次效期利用完為止。 

邱經堯採合乎生態原則的低密度人工飼養，將養殖池創造出一個生態系，生物多樣共生混養，透過自

然的力量去達成平衡。 

 

恢復供應 

►集昌青草茶包-10 入/60g，155 元，7/26 全社恢復供應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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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東山生產合作社接續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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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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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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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東山生產合作社 │ 產地：台南東山 │ 栽種方式：減農藥、零檢出、低化肥 

金香鳳梨為國際上流行的 MD2 品種由農友再自行選育栽種，其香氣濃厚，肉質細嫩，冬夏季皆可栽

種，而此鳳梨為東山生產合作社中的社員之一李建志先生管理栽培，他畢業於嘉義大學森林系，為「東

宅農產」的主人，也是 2016 年百大青農的得主。因父親早期主要參與台灣鳳梨育種與採後處理，經

評估後選擇金香鳳梨作為主要種植主力，種植面積約 3 公頃，歷經 5 年以上的管理試驗後，在該作

物品種特性、品質與產量上的掌握已有初步穩定的成績。 

【東山合作社供應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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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古東喜盒裝葡萄供應中！  

【農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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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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下旬緊接著秋蜜梨開始供應，其特色果皮黃

褐色中帶點綠，如豐水梨般爽脆的多汁，甜度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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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孫昌楙經過理貨後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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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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供應已結束，請社

員多多利用架上其他農友小包裝的水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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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蜜梨特大(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28 元/斤 

秋蜜梨(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26 元/斤 

秋蜜梨特小(健康優)鍾國順-台斤，售價：103 元/斤 

 

►台東太麻里的友善級的大目釋迦現正供應中! 

【農友介紹】 

生產者李俊儀，為青農返鄉，原本在台北打拼多年後返鄉繼承位於太麻里的釋迦園。因認同田間的生

態多樣性，因此將家中田區陸續由慣行改成友善農法，農友田間的草相之多，釋迦樹則隱身其中，我

問農友為什麼不把草除一除以免隱藏太多病蟲？農友說他希望他的田間生態是豐富的，要留有草才能

讓一些昆蟲棲息，因此農友甚至後來只改用水槍和空氣槍，在套袋前驅趕害蟲並快速套袋，要一邊噴

一邊套，如果一個不注意，螞蟻介殼蟲就會馬上又爬到果實上了，因此為了自己心中的堅持，農友不

惜費工又費時，其果園在 2015 年榮獲行政院農委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評鑑亞軍。因釋迦不用化學藥

物防治，無法避免因介殼蟲危害，使釋迦外皮變黑、外觀 有白色粉狀物，無法像慣行釋迦乾淨青綠，

友善級釋迦雖然外觀不漂亮，但營養價值、安全性高，希望社員可以多給這位青年農友鼓勵，多多利

用! 

【供應品項】 

大目釋迦(友善優)李俊儀-（4-7 顆）5 斤/禮盒，售價：800 元 

大目釋迦(友善優)李俊儀-台斤，售價：150 元 

【建議保存方式】 

(1)釋迦未軟熟前： 

常溫保存：取出箱(袋)中，放置陰涼乾燥處，夏天溫度較高，約

1~3 天會軟熟，軟熟後儘快食用完畢。 

(2)釋迦軟熟後： 

冷藏保存：軟熟後可直接冰到冰箱約 2~3 天食用完畢。 

冷凍保存：軟熟後果肉挖出冷凍保存可放置約 2 個星期，冰冰涼涼吃正好適合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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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小提醒】 

(1)沒有軟熟的釋迦放入冰箱會影響後熟的狀況就無法食用，千萬要注意！ 

(2)冷藏過的釋迦外皮容易變色，只要常溫先放置軟熟都不會影響釋迦品質。 

 

►溽暑夏日，正是色澤艷紅的紅龍果豐產之時！ 

源自中美洲的火龍果，別名紅龍果，在台灣主要以紅皮紅肉、紅皮白肉兩大品系做經濟栽培，夏季時，

約每 15 天就有一批花苞，可連續開 10 批花以上，加上產期分散且長，是風險分擔的連續採收型果

物。而目前合作社供應是以紅皮紅肉紅龍果為主，其果實與果皮含有豐富果膠、維生素 E 及特殊的甜

菜色素(betalains)，具抗氧化、抗自由基作用，最好的食用方法是「果肉連內皮一起吃」，更營養、

口感更脆、更有甜味喔，非常適合夏天解渴唷。合作社配合農友有東山生產合作社的健康級紅龍果，

環保級農友則有陳自榮、劉荐鴻、黃敏開始穩定供應，大家可以利用整個夏季逐一品嘗不同農友的紅

龍果滋味！ 

【農友介紹】 

今年 53 歲的陳自榮工作以修車保養廠為主，從農一直是他的興趣。10 多年前，以種植水稻開始了他

的農夫人生，由於用農藥用到怕，民國 101 年開始轉作紅龍果，並實施有機、草生栽培，甚至在農

場裡養起雞、鵝，以自然共生概念讓雞除害蟲、鵝除雜草，這些農場小幫手也讓紅龍果健康生長、果

實甜美，不時還有斑鳩在紅龍果植株上築巢產蛋呢！目前農場主要種植有紅龍果與小面積的芭樂，由

陳自榮夫妻兩人共同經營，談及辛苦之處，他表示，除草與套袋最費工，由於割草機太靠近時會傷害

植株本身，所以每一株紅龍果都得以人工方式除草，有時雨季一多除草次數也得增加，一天下來更是

腰痠背痛。陳自榮說：農民只要老天爺賞臉，產量好，所有的辛苦就都過去了。 

●產地：嘉義鹿草 

●品種：紅龍果(紅肉)－富貴紅、大紅 

●特色：不點燈催花、無農藥、無化肥，草生栽培 

【供應品項】 

紅龍果(環保優)陳自榮-台斤，80 元/斤 

紅龍果特大(環保優)陳自榮-顆，90 元/顆 

紅龍果特大(環保優)陳自榮-2 顆/袋，76 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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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友介紹】 

在台東鹿野土生土長的黃敏，從小跟著媽媽在田裡幫忙，身為農家子弟的她，對於農務一點也不陌生。

黃敏說：「我跟媽媽一樣，很勤勞都停不下來，很愛弄東弄西的。」當孩子大了，她逐漸轉移重心，

把心力放在開心農場裡，悉心照顧果樹，為家人種出好吃又健康的水果。 

黃敏愛玩勇於嘗試的性格，並沒有把耕作當成是辛苦的事，她笑著說：「這裡就是我的開心農場呀！」

目前耕耘的田地是黃敏的公公留下來的，早年種植枇杷。因為家人愛吃紅龍果，於是她一頭栽下去種

植，而且一開始就選擇有機方式管理，且黃敏堅持完熟才採收，熟度夠了，甜度、香氣也會跟著提升。 

●產地：台東鹿野 

●品種：紅龍果（紅肉）－蜜玄龍、石火泉 

●特色：不點燈催花、無農藥、無化肥，草生栽培 

【供應品項】 

紅龍果(環保優)黃敏-台斤，80 元/斤 

架上還有下列其他農友的紅龍果品項同時供應，可以交互利用喔~ 

紅龍果 L(健康優)東山合作社，500-600g/顆，60 元 

紅龍果(環保優)劉荐鴻-台斤，80 元/斤 

 

►一年一度的蓮藕即將上架，歡迎社員多加利用! 

蓮藕品質說明： 

一、蓮藕孔洞內有泥土 

1.蓮藕孔洞內常有泥土，是否代表品質不好? 

答：蓮藕生長於水田泥土底下，孔洞中有淤泥為“正常現

象”，市面上若能買到非常乾淨的蓮藕，多為過度清洗的

結果，反而更需多加注意。 

2.蓮藕產期初期孔洞內為何有土?是否在產期末才比較會有

此種現象？ 

答：蓮藕因生長於泥土中，孔洞中有淤泥為“正常現象”，採收時皆為整根採收，孔洞中是否有

泥土與產期初或產期末無關。 

●右上圖為農友楊家銘採收時情況，剛採起來的蓮藕(右)，表面會帶有

土壤，待出貨前，會再進行清洗，去除表面土壤。孔洞內的泥土在不切

開的清況下是很難去除的，社員在烹煮前先將蓮藕泡在加了醋及鹽的水

中，會較容易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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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蓮藕切開後黑黑的洗不掉/切片後變黑/切開後顏色有點奇怪，不敢食用 

蓮藕發黑現象，主要為蓮藕中含有很多多酚類物質，蓮藕在切開之後與空氣接觸，會使蓮藕氧化變黑，

此為「正常現象」。 

※蓮藕孔洞中若有泥土及切開後變黑，皆為蓮藕正常現象，與品質好壞無關，請社員放心利用。 

※若蓮藕以有發臭、腐爛的情形則不可食用。 

●生產者：楊家銘 

●產地：台南白河 

【供應品項】 

蓮藕(健 A 優)楊家銘，85 元/斤 

 

供應狀況 

►上下游回家李果乾 120g，因等候檢驗缺貨中。預計 8/2 恢復供應。 

►仕安社區合作社生產之仕安白米 2kg，因等候新一季採收缺貨中。預計 12 月中恢復供應。 

成分異動 

►瑪諾蘭迦起司果乾麵包更換原料橘皮來源 

生產者瑪諾蘭迦，自 7/19 起，原料橘皮改使用合作社農友魏裕宸的桶柑，由生產者製作糖漬橘皮，

製程不添加防腐劑、化學香料，麵包包覆著糖漬橘皮、葡萄乾、蔓越莓乾、起司，內層口感豐富。(限

供應台中分社、台南分社) 

規格異動 

►隆谷柳松菇(環保級) 規格異動 

隆谷柳松菇(環保級)舊規格原 300g/包，改為新規格 150g/包，7/24 全社上架。舊規格 300g 柳松菇

最後到站日為 7/23，待利用完畢後，不再進 300g 規格。以下為更新資訊： 

1.柳松菇新規格一包 150g，售價 34 元。 

2.因農友包材即將用完，之後將不再提供 300g 規格之柳松菇。 

3.隆谷柳松菇(環保級)無農藥無化肥栽種。 

4.口感清脆滑嫩，耐久煮，適合煮湯與燉補。 

5.150 公克包裝可一次利用完畢。 

產品品質說明 

►檸檬酸暫時更改粒徑規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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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三福化工，受疫情影響原廠製造將粒徑較大規格的檸檬酸暫停生產，生產者改供應粒徑較小的

規格替代供應，其成份相同，差異在外觀的大小顆，粒徑較小顆溶解較快，待原廠製造恢復正常，原

規格將再恢復供應。自 3/14 起製造~供應調整為顆粒較小的檸檬酸。 

 

中秋預購品項說明 

►日紅高山紅茶將更換新包裝 

2021 中秋預購品項「日紅高山紅茶 300g」，因近期將更換新包裝(原包材為鐵罐)，新包裝以紙盒設

計，預計中秋預購出貨時，該品項已更換新包裝，惟內容物淨重不變，造成混淆，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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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主張生態洗衣精 1800ml 

綠宣生技 

有限公司 

235 245 

2021 

7/26 
全社 

生產者因原料、包材及運

費等成本上升，故需調整

進價。 

綠主張生態衣領精 480ml 135 145 

綠主張生態洗衣粉 1800g 190 200 

生態衣物漂白粉 500g 63 67 

綠主張生態 

多功能清潔劑 
480ml 200 208 

綠主張生態去漬粉 500g 100 105 

綠主張生態洗碗精 480ml 118 123 

香橘乳酪蛋糕 
6 吋

/500g 
瑪諾蘭迦 365 400 

2021 

7/19 
全社 

生產者為瑪諾蘭迦。恢復供

應蛋糕更換原料橘皮來源，

並增加橘泥醬在內餡中，使

用合作社農友魏裕宸桶柑自

製橘泥醬及橘皮，更換原料

同時將「香橙起司蛋糕」舊

品名，調整較符合原料的新

品名「香橘乳酪蛋糕」，內餡

相較舊品的柑橘味道更加濃

郁。成本相較提高，故提價

格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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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腳 1KG 

花肉社 

265 285 

202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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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絲 500g 160 170 

小排丁 500g 265 285 

絞肉(粗) 500g 148 160 

小里肌 400g 165 175 

帶皮五花肉片 500g 210 225 

梅花肉片 500g 300 325 

龍骨 500g 105 110 

大里肌肉片 500g 185 200 

黑胡椒鹹豬肉 300g 178 190 

 

推廣專案 

中元‧主婦經濟學~嚴選好物安心購 

一年之中，總有不是吉慶卻特別願意以情意伴手的時節；從共同購買的初衷，到合作欣選的本質，其

實是要你看見這塊土地的好、這良食把關的堅持。 

推廣期間：2021/8/2(一)~2021/9/4(六) 

薦物心誠  食肉有宜 

品名 規格 原價 優惠價 

絞肉 300g/包 85 77 

豬肉絲 300g/包 90 81 

帶皮五花肉條(中央畜牧場) 600g/包 305 287 

里肌豬排(中央畜牧場) 300g/包 165 150 

黑羽土雞全隻(公)  1900g/隻 745 656 

吉品極品  在地醬香 

本土黑豆瓣醬 460g 143 129 

本土黑豆豉 80g 50 45 

本土黑豆醬油 300ml 233 210 

台灣山茶花籽油(苦茶油)(金椿) 300ml 2,000 1750 

袋袋健康  五穀雜糧 

良質米 3kg 280 260 

茉莉香米 3kg 345 300 

長秈白米(銀川) 3kg 359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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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秈糙米(銀川) 3kg 359 340 

原味寬麵(麵本家) 450g 55 52 

原味細麵(麵本家) 450g 55 52 

有機綜合菇*2 包 40g*2 280 266 

有機銀耳*2 包 40g*2 310 294 

有機乾姬松茸*2 包 35g*2 560 532 

安心嚴選  小食淨飲 

優質葡萄乾(中) 600g 255 200 

動物造型餅乾(海鹽)*12 入 
100g/ 包

*12 
420 399 

紫蘇梅果凍(豐喜)*12 杯 
130g/ 杯

*12 
216 205 

黃梅吸凍(豐喜)*12 杯 
220g/ 杯

*12 
336 325 

有機綜合米穀粒 150g 110 99 

高山茉莉金萱 100g 900 850 

仙楂美人果 ※純產品推薦，無優惠價格 150g 195 
 

黑麥汁 330ml 40 36 

香檬原汁*2 瓶 300ml*2 400 350 

100%胡蘿蔔綜合蔬果汁*6 入 195cc*6 270 252 

主婦挑選  特別推薦 

油蔥醬*2 瓶 235g*2 290 145 

▲虱目魚香絲 50g 90 81 

▲冷凍有機毛豆莢(看天田)  500g 145 123 

▲虱目魚背肉  

有效期限至 2021/10/22，此批次利用

完為止 

600g 75 67 

(1)數量有限，利用完為止，產品數量依各站所備量為準。 

(2)標記▲為原 9 折身分社員可再 9 折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