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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吉祥年菜套餐
原價2500元  特價2099元

鹿茸杞蔘烏骨雞 2200g、糯米珍珠捲850g、合味醉鮮蝦 
750g(15 隻 ) 萬巒豬腳 700g、合味海鮮羹 2000g、客家鹹豬
肉400g。

呈康 -金雞報喜幸福宴
原價3298元  特價2350元

杭州東坡肉480g、香煎海上鮮500g、蒲燒雞腿米糕 ( 米
糕1100g/ 包，雞肉200g/ 包 )、無錫肉排骨500g、瑤柱
百菇鮮雞湯1500g、干貝紅燒獅子頭750g、蘇杭蔥油淋
雞 ( 雞肉 700g，油包 60g)、帕馬森起司蛋糕 504g/ 模。
【10 人份】

金雞報喜年菜套餐
原價3888元  特價2888元

黃金蟲草養生雞 2200g、三杯雞米糕750g、合味醉鮮蝦 
750g(15 隻 ) 、萬巒豬腳 700g、團圓佛跳牆  2000g、蔥燒肋
排900g、富貴多寶魚880g、南瓜玉露300g。

呈康 -鳳凰呈祥招財宴
原價3988元  特價2800元

糖醋排骨1000g、菩提齋2000g、香煎海上鮮500g、蒲燒雞
腿米糕 ( 米糕 1100g/ 包，雞肉 200g/ 包 )、栗子燒雞600g、
佛跳牆2000g、無錫肉排骨500g、人蔘紅棗雞湯1600g、干
貝紅燒獅子頭750g、原味輕乳酪蛋糕 504g/ 模。【10 人份】

紅頂 -雞鳴喜報豐富宴
原價4600元  特價3200元

拼盤 ( 古早味香腸 300g、龍蝦沙拉 250g)、極品珍饌佛跳牆
3000g、栗子煲虎掌500g、清蒸海上鮮1000g、御膳養氣藥
膳雞湯2000g、東坡圓蹄1000g 、魚翅羹1200g、荷葉米糕
900g、去骨雞腿卷1000g、桂圓銀耳蓮子湯1300g【10人份】

紅頂 -金雞歡啼盛世宴
原價4980元  特價3500元

拼盤 ( 去骨雞腿卷400g、枸杞魷魚300g)、極品珍饌佛跳牆
3000g、栗子煲虎掌500g、清蒸海上鮮1000g、御膳養氣藥
膳雞湯2000g、萬巒豬腳1300g、魚翅羹1200g、八寶芋泥
500g、荷葉臘味米糕900g、紹興醉蝦500g

大甲王記 -
金雞賀歲開運宴
原價3800元  特價3000元

佛跳牆2200g、干貝海鮮羹2000g、糖醋黃金鱸740g、醉棗
燉冬雞2500g、櫻花紫芋米糕950g、富貴大豐1000g、凍
頂樟茶鴨拼凍頂樟茶雞 ( 切盤 )600g、紅燒虎掌600g。【10
人份】

大甲王記 -
金雞迎春喜福宴
原價4450元  特價3500元
頂級御膳佛跳牆2200g、干貝海鮮羹2000g、糖醋黃金鱸
740g、醉棗燉冬雞2500g、櫻花紫芋米糕950g、富貴大豐
1000g、凍頂樟茶鴨拼凍頂樟茶雞 ( 切盤 )600g、客家小炒
600g、紅燒獅子頭600g、葡式蛋塔10 入。【10 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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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鈺 -金雞報喜招財宴
原價4500元  特價3600元

干貝香雞烏骨雞2500g、古早味蛋黃米糕1000g、御膳極品
佛跳牆2200g、花雕藥膳鮮蝦800g、港式點心雙寶 ( 蝦仁
燒賣+珍珠丸 ) 450g、富貴紅燒圓蹄1400g、台塑羊肉爐
1200g、如意紅燒獅子頭1000g、港式奶皇包300g、小美香
草冰淇淋10 盒。【10 人份】

晶鈺 -迎春幸福八仙饗宴
原價3800元  特價2850元

干貝香雞烏骨雞2500g、古早味蛋黃米糕1000g、御膳極
品佛跳牆2200g、花雕藥膳鮮蝦800g、港式點心雙寶(蝦
仁燒賣+珍珠丸)450g、富貴紅燒圓蹄1400g、如意紅燒
獅子頭1000g、港式奶皇包300g。

晶鈺 -懷古御品鴻福宴
原價4500元  特價3600元

干貝香雞烏骨雞2500g、古早味蛋黃米糕1000g、御膳極
品佛跳牆2200g、頂級澎湖海鮮雙拼 ( 頂級花枝丸+海鮮
卷 )800g、花雕藥膳鮮蝦800g、如意紅燒獅子頭1000g、
港式點心雙寶 ( 蝦仁燒賣+珍珠丸 )450g、富貴紅燒圓蹄
1400g、喜兔包300g、桂圓蓮子銀耳甜湯1300g。【10 人份】

優然 -
鴻運吉祥團圓蔬食年菜組
原價4500元  特價3999元
大清蒸鱈魚400g、御師傅鮑魚230gx2 入、御師傅養生湯
500g、御師傅養生猴菇湯700g、御師傅猴菇 300g、京都排
骨300g、蜜汁芝麻燒370g、核桃叉燒捲550g、時蔬獅子頭
450g、御品寶盅1.5kgx2入、高麗菜捲10入、岩蕈燒100gx3入、
人間味麻薏600g、T8 銀耳湯1kgx2 入

晶鈺 -12道滿堂彩喜來宴
原價5000元  特價4200元

干貝香雞烏骨雞2500g、古早味蛋黃米糕1000g、御膳極
品佛跳牆2200g、頂級澎湖海鮮雙拼(頂級花枝丸+海鮮
卷)800g、花雕藥膳鮮蝦800g、如意紅燒獅子頭1000g、港
式點心雙寶(蝦仁燒賣+珍珠丸)450g、台塑羊肉爐1200g、
萬巒珍味豬腳1200g、港式奶皇包300g、小美香草冰淇淋
10 盒、桂圓蓮子銀耳甜湯1300g。

華誠 -金雞報喜福來宴
原價4500元  特價3600元

櫻花蝦蒲燒米糕1000g、 加味放山雞2000g、魯味拼盤
500g、脆皮腓腸 2 條200g、桂花蜜汁雙方500g、滬味香汁
全鱸魚600g、斑鳩 3 隻540g、藥膳鮮蝦 -20 尾600g、特極
馨香佛跳牆2000g、銀耳蓮子甜湯1500g。【10 人份】

華誠 -12道富貴饗宴
原價5000元  特價4180元

中式傳統米糕1000g、特極馨香佛跳牆2000g、黃金蟲草蓮
子全鴨2300g、古味相傳鴨肉羹1600g、滬味香汁全鱸魚
600g、紅燒獅子頭700g、藥膳鮮蝦 -20 尾600g、傳統香蒜
滷元寶700g、紅燒泰式燴鴨掌500g、桂花蜜汁雙方500g、
東北酸菜白肉鍋1100g、銀耳蓮子甜湯1500g。【10 人份】

華誠 -金雞開喜招財宴
原價4500元  特價3600元

古早味米糕1000g、人蔘仿土雞2000g、芙蓉海鮮羹
1500g、藥膳鮮蝦 -20 尾600g、紅燒獅子頭700g、特極馨
香佛跳牆2000g、傳統腿庫燴筍竿1100g、滬味香汁全鱸魚
600g、紅燒泰式燴鴨掌500g、東北酸菜白肉鍋1100g。
【10 人份】

紅頂 -金鳳迎春福運宴
原價4200元  特價3000元

拼盤 (古早味香腸300g、去骨雞腿卷1000g)、極品珍饌
佛跳牆3000g、無錫排骨500g、清蒸海上鮮1000g、富貴
雙方1000g、海鮮羹1200g、荷葉米糕900g、栗子煲虎掌
500g、奶皇包10 入400g、桂圓銀耳蓮子湯1300g。
【10 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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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品財星團圓宴
原價3480元  特價2980元

御品人蔘燉雞湯2200g、紹興醉蝦350g、煙燻玫瑰雞600g 
御品鮑魚佛跳牆1200g、富貴萬巒豬腳 1000g、御品櫻花蝦
米糕 900g、帆立貝400g、清蒸石斑魚600g、黑胡椒腩排
800g、紅燒獅子頭800g。共 8850g。

元記 -八方雲集喜福宴
原價3680元  特價2900元

紅燒羊肉爐 2000g、糖醋魚 600g、櫻花蝦米糕 600g+ 竹片
米糕 10 片、總舖師佛跳牆 1800g、江浙富貴雙方 10 片、
梅干扣肉 600g+ 窩窩頭 10 入、干貝香菇雞 1800g、翠玉鮮
蝦煲 600g。【10 人份】

懷舊 -飄香懷古招財宴
原價5600元  特價3988元

窖藏紹興醉雞腿 (600g±5%) 紹興冰鎮醉元寶 (800g±5%)
櫻花蝦鮮芋米糕 (800g±5%) 富貴紅燒獅子頭 (650g±5%)
出水芙蓉鱈魚捲 (300g±5%) 鮮炸蒜香糖醋魚 (400g±5%)
金絲魚翅海鮮羹 (1000g±5%) 巴西蘑菇牛蒡雞
(2400g±5%) 翠玉砂鍋鮭魚頭 (2000g±5%) 桂圓銀耳雪蓮
湯 (1200g)。【10-12 人份】

御品滿漢鴻運團圓宴
原價4280元  特價3680元

御品人蔘燉雞湯2200g、紹興醉蝦350g、煙燻玫瑰雞
600g、御品鮑魚佛跳牆1200g、富貴萬巒豬腳 1500g、御品
櫻花蝦米糕900g、煙燻肋排450g、富貴砂鍋魚頭2000g、
紅燒蟳龍魚800g、霸王蟹900g。共 10900g。

元記 -十全十美迎春宴
原價4450元  特價3500元

拼盤 ( 麻辣香腸 300g+ 翅小腿 10 支 + 涼拌海帶結 200g)、
富貴海鮮魚翅羹 1800g、糖醋魚 600g、櫻花蝦米糕 600g+
黑珍珠 10 粒、總舖師佛跳牆 1800g、年年有魚福臨門
500g、羔羊肋排 700g(10 支 )、猴頭菇黃金土雞 1800g、紹
興活鮮蝦 600g、腿庫筍絲封肉 1500g。【10 人份】

懷舊 -頂級金饌富貴宴
原價6500元  特價4988元

窖藏紹興醉雞腿 (600g±5%) 酒香雪花牛腱心 (400g±5%) 御
品花雕醉鮮蝦 (550g±5%) 櫻花蝦干貝米糕 (800g±5%) 黃金
煙燻甘蔗雞 (1600g±5%) 冰糖紅燒富貴蹄 (1300g±5%) 醬赤
山東燒雞 (750g±5%) 味噌鱸魚海上鮮 (600g±5%) 干貝扁魚
翠玉煲 (1100g±5%) 黃金鴻運佛跳牆 (2200g±5%) 桂圓銀耳
雪蓮湯 (1200g±5%)。【10-12 人份】

懷舊 -團圓喜慶鑽石宴
原價5600元  特價3988元

御品花雕醉鮮蝦 (550g±5%) 櫻花蝦干貝米糕 (800g±5%) 三
杯雞腿鮑魚菇 (500g±5%) 極品傳香滷豬腳 (900g±5%) 紅燒
鳳黃獅子頭 (700g±5%) 香酥風味蝦仁捲 (300g±5%) 干貝扁
魚翠玉煲 (1100g±5%) 澎派麻香土雞鍋 (2000g±5%) 黃金鴻
運佛跳牆 (2200g±5%) 桂圓紅棗銀耳湯 (1200g±5%)。
【10-12 人份】

亨美 -開運珍饌金御宴
原價4450元  特價3500元

珍品海宴羹 2000g( 固形物 800g)、蒲燒鰻魚米糕 1000g、
御品佛跳牆 2000g 無附甕 ( 固形物 900g)、酒香醉蝦
700g( 固形物 300g)、人蔘雞湯 2200g( 固形物 1000g)、富
貴筍干元蹄 1300g( 固形物 1000g)、福掌燴烏參 800g( 固形
物 600g)、芋泥鴨肉棗 500g、圓滿如意砂鍋獅子頭 800g、
椰香西米露 1200g( 固形物 600g)。【10 人份】

阿益師 -福祿壽年菜
原價1980元  特價1580元

櫻桃鴨肉油飯 (900g±5%)、海黃水晶球 (1000g±5%)、極品
佛跳牆 (2600g±5%)。【10 人份】

如意團圓套餐組
原價4375元  特價3500元

拼盤500g( 松葉蟹味棒 / 蝴蠂貝 )、台式魚翅羹1200g、櫻花
蝦米糕1000g、泰式白蝦 ( 內容量：500g/ 固形量：300g)、
黃金蟲草炖烏骨雞2000g、藥膳豬心1200g、紅燒豬腳
1500g、川味腸旺煲1500g、竹葉菓子150g、巧克力蛋糕
200g。【10 人份】

阿益師 -鴻運團圓年菜
原價4860元  特價3680元

櫻桃鴨肉油飯 (900g±5%)、蔥燒多寶魚 (700g±5%)、 筍絲
蹄膀 (1200g±5%)、八珍魚翅羹 (2200g±5%)、黑蒜頭養生
雞湯 (2400g±5%)、極品佛跳牆 (2600g±5%)、海黃水晶球
(1000g±5%)、雪燒地瓜 10 粒。【10 人份】

滿福吉祥套餐組
原價6875元  特價5500元

五福大拼盤1200g( 鮑魚角 / 五味龍腸貝 / 油雞 / 沙拉龍蝦 /
調味魚翅花 )、海鮮魚翅羹1000g、樹子海上鮮1200g、鰻
魚米糕1000g、黨蔘紅棗炖雞2000g、筍干腳庫1500g、羊
肉爐1200g、五味虎掌蔘1000g、手工黑糖麻糬200g、葡式
蛋塔150g。【10 人份】

常新 辰紀 辰紀 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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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果物禮盒
原價550元  特價500元     
無籽大葡萄乾 300gx1、頂級蜜棗乾 250gx1、杏仁果
200gx1 每盒 3 罐

健康穀物禮盒
原價350元  特價320元     
600gx3 包 ( 台灣白米 x1 包 + 糙米 x1 包 + 紅豆 x1 包 )

滿溢
花香
手工皂
提盒
原價250元  
特價220元     
75g 手工皂 2 顆
( 香味將隨機出貨 )
40g 手工皂 1 顆

綜合鳳凰捲
原價500元  特價475元 
360g 肉鬆鳳凰捲、芝麻椰絲鳳凰捲

奇華

港式臘味蘿蔔糕
原價470元 特價447元 
1000g ( 保存期限 14 天 )  冷藏配送

鳳梨金酥 (9入 /12入 )
9 入 原價350元  特價333元

12 入 原價450元  特價428元

香脆雞蛋捲
原價400元  特價380元

奇華

奇華

愛盲

愛盲

愛盲

雙星報喜組合年菜
原價1600元  特價1466元     
頂極鮑魚佛跳牆 2850g、櫻花蝦米糕 1000g

嚴選野生烏魚子
原價1800元  特價1260元     
5 兩

合味佳口

合味佳口

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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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食府 -
伴手禮禮盒
原價599元  特價388元  11盒送1盒 
原味牛軋糖 150gx2+ 娃娃酥心糖150gx1

阿聰師 -
貢貢香
烘培芋頭條
原價280元  
特價175元  
200g/ 袋
任選 : 香蔥 / 麻辣 / 海苔 /
芥末 ( 若無備註，口味隨機出貨 )

每兩包附贈一個提袋
滿 24 袋才出貨

第二顆
鈕釦 -
牛軋糖
小禮盒
原價200元  
特價109元

100g/ 盒
任選 : 原味 / 芝麻 /
巧克力 / 芒果 / 鳳梨
( 若無備註，口味隨機出貨 )

滿 10 盒才出貨

育成基金會
憨兒公益 -狀元禮
原價450元  特價299元  9 盒送1盒 
無蛋米蛋捲 7.5gx12 入 + 巧克力捲 11gx12 入 / 盒

第二顆鈕釦 -蔥軋餅禮盒 /
原味蔥軋餅
原價299元  特價229元  20 盒送1盒 
20 入 / 盒

紅藜阿祖 -
紅藜養生小禮盒
原價250元  特價150元  
任選 : 紅藜金磚鹹酥 ( 花生 / 黑芝麻 )/ 一口穌 ( 土豆 / 芋頭 )
( 若無備註，口味隨機出貨 )
紅藜金磚鹹酥 160g/ 盒  紅藜一口穌 120g/ 盒
滿 10 盒才出貨

育成基金會憨兒公益 -
巧克力脆片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299元  9 盒送1盒 
22gx14 入 / 盒

Natural Food-
黑糖雜糧餅禮盒
原價350元  特價299元  5 盒送1盒 
16gx16 入 / 盒

瑞春 -松茸甕底好醬禮盒
原價600元  特價499元  5 盒送1盒 
( 二入裝 / 盒 ) 松茸黑豆醬油 420mlx1+
松茸黑豆油膏 420mlx1/ 盒

蘇州采芝齋綠豆糕
原價180元  特價158元  
24 入  淨重 250g   1/15 前訂購 10 盒送 1 盒 

杰氏優菓 -
茂谷柑禮盒 5台斤
原價750元  特價650元  7 盒送1盒 
12 粒裝 / 盒  出貨區間 :1/6-1/21( 需依實際採收時間為準 )

一籃子 -
健康好米龍眼乾禮盒
原價620元  特價520元  9 盒送1盒   
台南白河健康好米 600g/ 包 x1+ 台南東山龍眼乾
90g/ 包 x1/ 盒

上班這檔事推薦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蘇州采芝齋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台灣訊息

百桂 -活力穀物豆仁水禮盒
原價460元  特價328元 
爆薏仁 75g/ 包、黑糖紅麥 120g/ 包、黑豆仁水 ( 沖泡 )
105g/ 包、紅豆仁水 ( 沖泡 )105g/ 包

101養生堅果館 -
金玉滿堂堅果禮盒
原價650元  特價520元 
十全十美重量 250g( 夏威夷果、腰果、杏仁果、核桃、南瓜
子、葵花子、南杏、蜜汁核桃、加松子、胡桃 )、蔓越莓乾
260g

百桂 -金喜連年禮盒
原價600元  特價468元   20 組以上出貨

養生果仁 160g、椒麻花生 180g、蔓越莓納豆 140g、竹炭
花生 160g

阿甘薯叔 -黃金地瓜燒禮盒
原價420元  特價330元   
57 號黃金地瓜、蛋、牛奶 800g

漢坊 -
御點綜合 8入堅果塔禮盒
原價500元  特價380元  
什錦堅果塔 2 入、夏威夷豆堅果塔 2 入、辣味夏威夷豆堅果
塔 2 入、咖啡胡桃堅果塔 2 入（蛋奶素）

大甲師 -
奶油酥餅禮盒 (9入 )
原價360元  特價288元  
奶油、細砂糖、麵粉，1200g/ 盒

小可艾 -綜合牛軋糖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60元 
蔡家牛軋糖 210g、蔓越莓牛軋糖 185g、杏仁牛軋糖 200g

西井村 -喜福禮盒
原價640元  特價515元 
雞爪凍 150g、雞翅膀 80g、雞胗 70g、翅小腿 80g、鴨翅
105g、泡泡糖 60g、QQ 球 70g、豬腳 550g( 共八包 )

百桂 -嚴選美味堅果禮盒
原價560元  特價418元 
養生果仁 200g、生機堅果 170g、養生綜合堅果 160g

百桂 -原味生機果乾禮盒
原價470元  特價368元 
生機堅果 270g、綜合果乾 290g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永軒堂

網路名店

添加台灣原生種紅藜，健康養生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喝益生菌長大的茂谷柑 支持在地小農

淡淡黑糖 + 天然的穀麥雜糧香 傳承百年技術 + 古法釀造

紀念版袋茶紅茶禮盒
原價580元  特價450元     
2.5gx15 包

紀念版袋茶烏龍茶禮盒
原價580元  特價450元     
2.5gx15 包

花壇鄉農會 花壇鄉農會

※ 內附紙袋 ※

 1/1 至 2/22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 數量有限 請提早訂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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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糖 -珍穀禮盒
原價560元  特價480元 
台糖黑穀堅果 450g、台糖黎麥珍穀 450g

津香 -招財三寶 xo醬禮盒
原價900元  特價666元 
鮑魚干貝 xo 醬 220gx1、干貝蝦醬 220gx1、櫻花蝦 xo 醬
220gx1

櫻桃爺爺 -
春饗禮盒
原價420元  特價335元 
腰果酥 150g、杏仁巧酥 150g

台糖 -頂級橄欖油禮盒
原價720元  特價590元 
頂級橄欖油 750mlx2 入

清淨 -杏仁綜合堅果 +
葡萄乾禮盒
原價480元  特價386元 
歐式香料杏仁綜合堅果 210g、超大無籽葡萄乾 350g

台糖 -
有機
穀粉禮盒
原價640元  特價520元 
有機黑寶穀粉 x2 入、有機燕麥穀粉 x2 入

清淨 -蜜棗乾+
葡萄乾禮盒
原價390元  特價290元 
天然去籽蜜棗乾 230g、超大無籽葡萄乾 350g

正純 -
Honey特級蜂王乳蜜禮盒
原價400元  特價298元 
850g x2 入

清淨 -綜合堅果 +
蔓越莓乾禮盒
原價470元  特價380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天然蔓越莓乾 250g

台糖 -水果醋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95元 
梅子醋 600ml+ 蘋果醋 600ml

津香 -雙喜臨門 xo醬禮盒
原價550元  特價398元 
干貝蝦醬 220gx1、櫻花蝦 xo 醬 220gx1

正純 -
綜合水果醋
原價400元  特價298元 
600mlx2 瓶
 口味：蘋果、蜂蜜、梅子、
檸檬、青木瓜、水蜜桃、
蔓越莓、百香果、任選二種。

清淨 -綜合堅果 +
蜜棗乾禮盒
原價460元  特價360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天然去籽蜜棗乾 230g

台糖 -幸福滋味禮盒
原價530元  特價480元 
紅麴肉酥 200g、葵花油純肉酥 200g

清淨 -延年益壽養生禮盒
原價500元  特價396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x2 入

台糖 -養生薄餅禮盒
原價360元  特價330元 
南瓜纖蔬薄餅 3 入、黑糖穀麥薄餅 3 入、黑五寶薄餅 3 入

清淨 -清秀佳人養生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46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超大無籽葡萄乾 350g

台糖 -杏仁豬肉脆片禮盒
原價840元  特價760元 
原味杏仁豬肉片 90gx2 入、黑胡椒杏仁豬肉片 90gx2 入

台糖 -甜蜜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420元 
黑糖薑母茶 200gx2 入、黑糖 300gx2 入

津香 -招牌極品金三寶
xo醬禮盒
原價1200元  特價888元 
干貝 xo 醬 220gx1、鮑魚干貝 xo 醬 220gx1、干貝蝦醬
220gx1

櫻桃爺爺 -花漾朵朵禮盒B
原價590元  特價450元 
榛果巴芮脆片手工巧克力 50g、夏威夷豆蔓越莓手工巧克力
50g、夏威夷豆開心果手工巧克力 50g、黃金寶石米牛軋糖
100g、南棗核桃糕 100g

台糖 -蜆精禮盒
原價600元  特價437元 
台糖蜆精 8 入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五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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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布朗 -早餐好時光禮盒
原價459元  特價365元 
堅果什錦麥片 500g+ 果乾什錦麥片 500g

京工 -營養大禮盒
原價800元  特價500元 
山藥營養餐 32gx5 包 + 南瓜營養餐 25gx5 包 + 野菜味噌湯
13gx5 包 + 十穀營養餐 33gx5 包 + 杏仁麥片飲 37gx5 包 +
黑芝麻糊 37gx5 包

裕品馨 -杏仁脆片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50元 
250gx2 罐入

裕品馨 -奶油酥餅禮盒
原價180元  特價138元 
50gx8 入

諸羅寶鑑 -
萬萬煎餅
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98元 
【新台幣】草莓牛奶口味x2包、
【美金】原味牛奶口味 x2 包、
【日幣】抹茶口味 x2 包

裕品馨 -鳳梨酥禮盒
原價195元  特價150元 
45gx8 入

好田米 -
首都之禮金圓滿禮盒
原價650元  特價515元 
頂級台梗九號米 1kgx2 包 + 香 Q 台農 71 號米 1kgx1 包

愛荳屋 -
繽紛堅果塔禮盒 (12入 )
原價560元  特價450元 
綜合堅果塔 35g±4gx3+ 楓糖牛奶夏威夷豆塔 35g±4gx3+
巧克力堅果塔 35g±4gx3+ 胡桃塔 35g±4gx3

保證責任花蓮縣龍鳳甲良
質稻米運銷合作社 -
哇好布包米
原價350元  特價275元 
2.4 公斤 ±1.5%( 香米 )

龍鳳甲
運銷
合作社 -
獵人の米
禮盒
原價650元  
特價500元 
養生黑米 450g+
養生紅米 450g+
優質好米 300gx3 入

紅布朗 -金緻樂活禮盒
原價885元  特價699元 
鹽烤腰果仁 170g+ 雙桃果仁 130g+ 頂級生機果仁 200g
( 禮盒尺寸：27x9x18cm)

京工 -暢銷大禮盒
原價800元  特價500元 
山藥營養餐 32x5 包 + 南瓜營養餐 25gx5 包 + 蓮藕杏仁茶
30gx5 包 + 台灣薑母茶 10gx5 包 + 黑芝麻糊 37gx5 包 +
寒天木耳飲 16gx5 包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豬肉乾：精心採用溫體豬後腿肉，超嚴格的製程要求與把關，從
除去筋膜後經過冷凍、切片手工按摩、
還要經過 24 小時以上低溫醃漬，讓 Q 彈的
每一片肉都能吸收到完整醬汁添加天然紅麴
色素作色，肉片呈現紅潤半透明，
入口柔軟溫潤。
海苔肉紙捲：
雙重極致脆度的
完美組合，
營養與美味兼具，
手工細火慢烤，
一口口顛覆
您的感官味蕾，
越吃越涮嘴。

台中老牌 - 經典鳳梨酥香酥的薄餅，香脆可口，濃郁的杏仁香，讓你意猶未
盡，就是這種愛不釋手的好滋味。

香甜多汁的蜜棗，皮薄、果肉爽脆順口且含豐富的維他命，養
顏美容又助消化，最健康的優質水果，多吃有益身體健康。

獨家古法藥膳，特選台灣本地小羔羊，裡面含有 300g 貨真價
實的羊肉！遵循古法慢火精燉八小時，湯頭濃郁甘甜不油膩！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立祥大甲師 -
香酥杏仁脆片禮盒  20 盒送1盒

原價360元  特價320元  40gx6 盒入 

喜福田 -綜合肉紙乾禮盒
原價550元  特價490元  20 盒送1盒 
豬肉乾：蜜汁 / 泰式 90gx2、海苔肉紙捲：原味 / 芥末
50gx2

立祥大甲師 -奶油酥餅禮盒
原價320元  特價299元  20 盒送1盒 
135g/ 包，3 包 / 盒，本禮盒 /3 盒入 

Kitty芝麻蛋捲 -幸福禮盒
原價380元  特價329元  20 盒送1盒 
64gx4 包入

龍情 -情蜜禮盒
原價300元  特價285元  
30gx24 入 香菜、海苔、原味、芝麻

澎富 -精燉養身羊肉爐
原價500元  特價430元  
固形物 300g 淨重 1200g

桐仔果園 -
燕巢特A牛奶蜜棗禮盒
原價800元  特價720元  宅配到府 / 一盒即送

約 18 顆 / 特 A 蜜棗 5 斤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個太陽 –
鳳梨酥10入
/20入禮盒
10 入 原價200元  
特價180元  
20 入 原價400元  
特價360元  
30gx10 入 /20 入

九利臻

聞名全台的奶油酥餅，採用特選奶油配合多種上等原料，遵循
傳統古法細火慢熬的麥芽內餡，口味貼實，馥郁香純，酥軟透
心，值得您細味品嘗。

濃郁的蛋捲搭配養生的芝麻，以堅持不加一滴水的高品質，綿
密清香的口感，創造好口碑。經典的 Hello Kitty 立體造型，限
量生產 , 歷久不衰，是 Kitty 收藏家絕對不可錯過的臻品。

民視『消費高手』、

『美鳳有約』年菜推薦

澎富–
富發佛跳牆
原價670元  
特價570元  
固形物 800g、淨重 1300g

食材用料超澎湃，滿滿
的真材實料，最神奇的
是調理後的蓮藕，帶有
淡淡的芋頭清香，咬下
去整個口感綿密，令人
大呼驚奇！

粒粒飽滿的花生 , 伴以濃濃的花生和麥芽 , 香菜 , 海苔 , 入口甜
而不膩 , 齒頰留香 , 令人久久難以忘懷。龍潭第一，以心獻藝，
台灣名產首選。

正雄

TOPDRY-
金薯C  (4入輕巧盒 )
原價200元  特價180元  20 盒送1盒 
30gx4 入

蔗香土雞禮盒
原價590元  特價480元

約 1800gx1 隻

九利臻

嚴選台農 57 號地瓜，不添加化學成分，香精，合成
調味，保留地瓜營養價值，低鹽，低卡，低鈉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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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大黑松小倆口 -唐仔餅禮盒
原價360元  特價290元  252g( 共 6 包裝 )

有幾園 -繽紛果乾禮盒組C
原價660元  特價500元  
智利金牌黑棗乾 ( 去籽 )250g+ 生機橄欖 ( 去籽 )260g+
紅寶石葡萄乾 380g

八方堂 -鴻運祥禮禮盒
原價350元  特價275元  20 盒送1盒 
雪米 55gx3( 草莓 / 綠茶 / 芒果 )、水果子 80gx3( 草莓 / 橘子
/ 鳳梨 )、草餅 60g( 芝麻 / 紅豆 / 花生 )、玉纖果 65gx3( 黑
糖 / 小麥草風味 / 櫻花風味 )

八方堂 -福氣年糕
(伙房專用 )
原價125元  特價98元   最低訂購量 30 盒  
450g( 原味 / 紅豆 / 黑糖 )

竹葉堂 -紅豆鯛魚燒禮盒
原價150元  特價100元     
300g(5 入 )

竹葉堂-薯QQ禮盒(含提繩)
原價150元  特價100元     
264g±5% 口味：香蕉 / 牛奶 / 紅豆，任選一種

維盛發 -
蕎麥堅果小丸子禮盒
原價400元  特價290元     
70gx6 入 ( 雞汁、蒜香、黑糖、巧克力、芥末、椒鹽 )

大黑松小倆口 -
元首鳳梨酥禮盒
原價400元  特價290元  45g±4%x12 入

有幾園 -濃情蜜意禮盒A
原價480元  特價365元     
養生綜合堅果仁 300g+ 美麗果蔓越莓乾 230g

有幾園 -花漾果乾禮盒組B
原價660元  特價500元     
養生綜合堅果仁 300g+ 美麗果蔓越莓乾 230g+ 紅寶石葡萄
乾 380g

有幾園 -濃情蜜意禮盒D
原價520元  特價390元     
養生綜合堅果仁 300gx2

客錸 -
水果醋
禮盒
原價360元  
特價290元     
600mlx2 入 蘋果 / 蜂蜜 / 梅子 / 水蜜桃，任選二種口味

客錸 -
醋蜜
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60元 
水果醋 600ml+ 龍眼蜜 850g

十全特好 -幸福果醋禮盒
原價350元  特價270元 
600mlx2 入 / 盒 活力檸檬醋、青澀梅果醋、戀愛蘋果醋、
美人桑椹醋 任選二種口味。

陳嫁莊 -
天然禮讚
禮盒C
原價450元  
特價390元     
桑椹原汁 250ml+
桑椹果粒醬 300g

美加摩根 -
溫馨禮讚手提禮盒 (3罐入 )
原價750元  特價599元     
192gx3 入 蜜腰果 : 腰果、天然麥芽糖 / 高級綜合堅果 : 新
鮮腰果、杏仁核、核桃仁 / 整粒蔓越莓乾 : 蔓越莓、蔗糖、
葵花油

美加摩根 -
高級綜堅果
手提禮盒
(2罐入 )
原價500元  特價399元     
192gx2 入 原味腰味：新鮮腰果 / 高級綜合堅果 : 新鮮腰果、
杏仁核、核桃仁

台灣肉乾王 -軒式幸福禮盒
原價435元  特價339元     
蜜汁豬肉乾 140g+ 原味豬肉絲 120g+ 原味杏仁脆肉乾 100g

漾果子 -
漾彩水果牛軋餅禮盒
原價200元  特價150元     
20 入裝

漾果子 -漾彩綜合餅乾禮盒
原價300元  特價225元     
富貴酥 20gx6 入 + 牛軋餅 12 入

台灣肉乾王 -籃祝幸福禮盒
原價745元  特價580元     
蜜汁豬肉乾 140g+ 泰式檸檬辣豬肉乾 120g+ 原味豬肉絲
120g+ 五香牛肉乾 90g+ 原味杏仁脆肉乾 100g

有幾園 - 11 盒送1盒 

有機黑木耳膠原飲禮盒
原價450元  特價350元  290mlx8 瓶入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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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蟹腳
原價1200元  特價999元  600-650g/ 份

招財進寶禮盒組
原價1460元  特價1288元     
5 入 鳳梨堅菓子 + 雙活菌開心果 + 雙活菌南棗核桃糕 + 楓
糖蜜核桃 + 雙活菌芝麻花生牛軋糖

希臘博娜
橄欖油
原價1200元  
特價750元     
500ml   含運費

西班牙
普羅西歐
橄欖油
原價1000元  
特價800元     
500ml

五路財神禮盒組
原價850元  特價688元     
5 入 紅棗夾核桃 + 雙活菌南棗核桃糕 + 鳳萊糕 + 雙活菌芝
麻花生牛軋糖 + 抹茶杏仁牛軋糖

火紅雞禮盒組
原價1210元  特價988元     
3 入 雙活菌開心果 + 楓糖蜜核桃 + 雙活菌蔓越莓

果然優葡蔓禮盒
原價440元  特價366元  10 盒送1盒 
葡萄乾 400gx1 罐、蔓越莓乾 360gx1 罐 

果然優堅葡禮盒
原價560元  特價465元  10 盒送1盒 
綜合堅果 360gx1 罐、葡萄乾 400gx1 罐   

果然優堅無禮盒
原價660元  特價548元  10 盒送1盒 
綜合堅果 360gx1 罐、無花果乾 300gx1 罐   

魚鬆禮盒
原價500元  特價300元        
A 禮盒 ( 烏魚鬆 + 虱目魚鬆 2 罐入 / 盒 每罐 160g)
B 禮盒 ( 紅目鰱 + 旗魚鬆 2 罐入 / 盒 每罐 160g)

無敵
海景
佛跳牆
原價860元  
特價680元     
內容量：2000g、
固型物：850g

鮭魚頭
砂鍋
魚煲
原價860元  

特價680元     
淨重 : 2200g、
固型量 : 650g

櫻花蝦米糕
原價640元  特價590元   淨重：1000g

湘帝雪蛤燕窩禮盒
原價1500元  特價1430元     
150g / 罐 x6 入 / 盒

富貴豬腳
原價725元  特價690元

內容量 :1200g、固型量 :1050g

統一生機 統一生機

統一生機梓官區漁會

梓官區漁會

賀進國際

賀進國際

賀進國際

賀進國際

賀進國際

賀進國際

文火細燉，湯鮮味美，宴客拜拜好方便，傳統工法，
滿足全家人味蕾，不用再辛苦下廚、輕鬆加熱出好菜 !

魚鮮味美湯甘醇，圍爐必備讓你年年都有餘，圍爐團
圓彭湃上桌，新鮮鮭魚絕無土味。

黑蒜
烏骨雞湯

原價860元  
特價680元 
內容量 : 2200g、

固形量 : 1000g

天冷暖胃聖品，團圓圍爐暖胃暖你心，挑選雲林熟成
黑蒜頭，精燉黃金烏骨雞，古法熬製，無添加防腐劑，
健康看的見。

東港特選櫻花蝦，經特殊乾燥，鎖住新鮮海味，米飯
香 Q，夜冷心不冷，經典美食好味道。

雪蛤學名黑龍江林蛙，滿語稱哈士蟆或哈什蟆。出產
於吉林省長白山天池，屬於中國的國寶之一，顆顆香 Q
的雪蛤與口口紮實的燕窩，專業的燉煮，掌握每分營
養，加入鮮奶一起食用，風味更佳 ! 也是古代宮廷御用
珍品。

禮美

禮美

可夫萊 可夫萊

可夫萊

金桔的故鄉 -金桔禮盒
原價360元  特價300元  
陳年金桔 150gx1 包 + 香梅金桔 200gx1 包

常新

巧頓歡樂新年糖餅組合
原價480元  特價399元  
原味杏仁牛軋糖 140g/ 盒南棗核桃糕 140g/ 盒原味方塊酥軋
餅 180g/ 盒附提袋乙只

牛軋糖蘇打餅
原價360元  特價300元  
原味 15 片 + 蔓越莓 15 片

常新

常新

古法烹調、
香而不膩，
皮 Q 彈、肉
軟嫩，口感
豐富，份量
飽滿、過年
宴客面子十
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