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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任選

皇家穀堡台東米
1.5kg  原價 169元

天生好米 1.5kg  
花東生態越光米 /花東產銷履歷生態米 /花東產
銷履歷生態糙米 原價 298元  特價 238元

古早味乾拌麵
116gx4入 XO醬口味 /胡麻醬口味 
原價 189元 特價 145元

享活飲品 335ml
黑木耳 /雙木耳
原價 46元

惠家香
南瓜籽油
250ml  
原價 699元

T.KI蜂膠漱口水
620ml  原價 169元

鷹王檸檬 /
柑橘洗碗精
1000ml  原價 99元  

皂福無香精洗衣皂精
補充包 2000g  原價 139元

輕時代超濃縮洗衣片
96g  24片  原價 199元  特價 109元

皂福冷壓橘油肥皂精
補充包 1500g  原價 129元  特價 109元

天生好米 -花東米 
2.2kg/2.4kg  芋香米 /一等米 /一等糙米
原價 199元

歐典生機 -藜麥黑木耳
290ml  原價 49元  特價 35元

樂事洋芋片
81g-97g系列  原價 36元

萬家香
特級烏醋
調理食醋
595ml  原價 31元  
特價 29元

加倍潔潔白超濃縮洗衣粉
制菌茶樹 /防蟎尤加利小蘇打 2kg  原價 109元

潤波沐浴慕絲
補充包  熱情紅極潤 /嘻哈黑清爽 /俏皮桃嫩白 /
活力綠制菌 700ml  原價 159元  特價 89元

加倍潔洗衣液體小蘇打
瓶裝  抗菌 /去蟎 /淨白 2400mg  原價 149元

小蘇打粉環保萬用去汙粉
2.4kg  原價 249元  特價 139元

添寧復健敢動褲
M-11片 /L-XL-10片  原價 279元  特價 229元

包大人替換式尿片 
乾爽吸收 28片  原價 137元  特價 136元

惠家香
100%
苦茶油
250ml  
原價 399元

惠家香芝麻醬
280g  原價 120元

惠家香
南瓜仁籽 
350g  原價 250元

惠家香熟芝麻
150g  原價 110元

輕時代
方便掛海綿菜瓜布
爐廚專用 /細緻餐具專用  1枚吸盤 +2片菜瓜布
/替換包 3片菜瓜布 原價 69元

雲南白藥牙膏
100g  薄荷  原價 168元

牙周適經典
配方牙膏
100g  原價 188元  
特價 169元

快速護髮染髮霜
2號明栗 /3號淺栗 /4號自然栗 /5號深栗 /
6自然褐 /7號自然黑褐 40gm+40gm
原價 183元 特價 165元 

蜂王香皂
檀香 /蘆薈潤膚皂 /
竹酢 100g×6  原價 102元

三好履歷將太壽司米
2kg  原價 229元 三好花東米 1.5kg  原價 199元

天然米食
履歷糙米 /珍藏壽司米 1.5kg  原價 199元

營養全穀堅果奶
高纖順暢 /葡萄糖胺配方 /葉黃素 /
膠原蛋白 850g  原價 288元

伊的男性洗面乳
清涼按摩 /瞬間控油 /清涼抗痘 /炭微粒
120ml  原價 79元

伊的潔面乳
極淨痘控油 /極緊緻炭活力 /極清涼亮顏
120ml  原價 127元

契約栽培七葉蘭香米 /三和
米 /花東台稉米 2.5kg
原價 251/259元  特價 179元

四季
釀造醬油
870ml  原價 63元
 特價 55元

淬釀醬油露
500ml  原價 109元
特價 99元

味全高鮮 -蔬果本味
調味料 320g  原價 84元  特價 79元

統一碗麵 64g-93g 調合米粉肉燥風味 /
蔥燒牛肉風味 /肉骨茶風味 原價 19元

精釀造
甘醇油膏
590ml  原價 49元
特價 45元

鼓舌醬油
590ml 原價 85元 
特價 79元

5折
2任第     件

54
2     件

55
2     件

68
2任     件

買
送1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5折
2第     件

5折
2第     件 5折

2第     件

5折
2第     件

79
2任     件

178
2     件

148
2     件

238
2     件

299
2     件

299
2任     件

153
2任     件

418
2任     件

258
2     件

買
送1 買

送1

178
2任     件138

2任     件

338
2任     件

105
2     件

5折
2第     件

145
2     件

56
3任     件

85
2     件

155
2     件

349.5

平均一件

84.5

平均一件

149
平均一件

27
平均一件

27.5

平均一件

34
平均一件

84.5

平均一件

119
平均一件

72.5

平均一件

23
平均一件

49.5

平均一件

69.5

平均一件

54.5

平均一件

54.5

平均一件

299
平均一件

90
平均一件

187.5

平均一件

82.5

平均一件

89
平均一件

149.5

平均一件

149.5

平均一件

76.5

平均一件

74
平均一件

119
平均一件

209
平均一件

129
平均一件

99.5

平均一件

99.5

平均一件

144
平均一件

89
平均一件

69
平均一件

169
平均一件

52.5

平均一件

74
平均一件

72.5

平均一件

42.5

平均一件

77.5

平均一件

39.5

平均一件

18.6

平均一件

114.5

平均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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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兌換券輕鬆抽   消費滿500元抽台北—左營 5折乘車票兌換券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親親老爸甜蜜蜜   大兵咖啡88折，膠囊冰淇淋第2支6折

禁 止 酒 駕 
喝 酒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7/23-8/31

金蔘 6年根
高麗蔘芝王
100ml  原價 55元

親親
紫米八寶 /紅豆蓮子 /冰凍燒仙草 /
牛奶花生 /薏仁綠豆 /雪蓮燕麥 320g
原價 21元  特價 19元 Lotte優格冰沙 170ml  原價 47元

喜瑞爾 FUNKY MIX 
水果星球 /珍珠奶茶風味 160g  原價 85元

高岡屋極品半切味付海苔
26g 原價 100元

美國聖美多葡萄乾
500g 原價 144元 

美國聖美多葡萄乾
340g  原價 96元

馬玉山有機紅藜麥十穀米
1000g  原價 265元

馬玉山穀米 1300g/1500g
十二穀 /五穀米  原價 135/142元

中興精米 /鮨壽司米
3kg  原價 206元

花生麵筋 115g×3  原價 66元

皇家穀堡 
2.5kg 胚芽糙米 /糙米  原價 159元

巧食齋素食麵 /
原汁牛肉湯麵
82gx5包  原價 66元

味王小王子麵
（原味）300g  原價 48元

馬玉山 400g/450g 
無糖杏仁粉 /32綜合穀類粉 /黑芝麻紫米堅果
養生飲 /無加糖亞麻籽杏仁粉 /核桃黑芝麻糊
/100%有機純黑芝麻粉 /全天然銀杏銀耳杏仁
粉 原價 259/296/298/336元

馬玉山沖泡類
15-35g×10-14入  原價 110-121元

馬玉山濃湯
奶油蘑菇 /奶香南瓜 /奶油玉米 /高纖
馬鈴薯 11g/15g/25g×3入  原價 43元

馬玉山有機豆乳
360ml  無糖燕麥 /紅藜麥黑豆 /燕麥 /
無加糖紅藜麥黑豆  原價 36元

白蘭氏原味養蔘飲
60ml×18入  原價 1224元

白蘭氏傳統雞精
42gx12  原價 446元

白蘭氏雙認證雞精禮盒
70g×12入  原價 828元

白蘭氏旭沛人蔘蜆精
60ml×15  原價 1020元

金門皇家
典藏高粱酒
58度 750ml  
原價 550元

金蘭
自然甘甜
精釀醬油
1500ml
原價 99元

金蘭無添加原味醬油
500ml  原價 127元

特級
甘醇醬油
2000ml
原價 125元

金蘭蜜汁
烤肉醬
240g  原價 49元

可果美
番茄醬
500g  原價 51元

三好 15°C蓬萊米 /壽司米 
3.4kg  原價 198元

三好特級壽司精米 
5㎏  原價 239元

50
特價

19
特價

39
特價

59
特價

89
特價

135
特價

85
特價

64
特價

62
特價

45
特價

219
特價

129
特價

159
特價

139
特價

萬家香
香菇素蠔油
1000ml  原價 74元

萬家香
壺底油
1000g  原價 85元

萬家香
昆布和風露
450ml  原價 68元

萬家香
純佳釀
糯米醋
450ml  原價 90元

59
特價

60
特價

58
特價

75
特價

福壽大豆沙拉油
3L  原價 183元 

福壽
100%
純芥花油
1.5L  原價 159元

福壽
頂級香油
543ml  原價 105元

福壽蒜味香油
220ml 原價 159元

99
特價

139
特價

89
特價

89
特價

199
特價

85
特價

36
特價

32
特價

895
特價

369
特價

719
特價

769
特價

459
特價

89
特價

109
特價

115
特價

45
特價

49
特價

179
特價

219
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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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奧利塔系列 8/14-9/10

屏大醬油系列 7/23-8/22

109.8/1-8/31
凡購買陽光壽司米 /
陽光糙米任乙包即贈
摸 彩 券 乙 張， 參 與
抽 獎 就 有 機 會 抽 中
象印 10 人份電子鍋
($5490) 乙台

7/23-9/22

馬玉山
經典拿鐵 /炭香奶茶 20gx16
入紅茶 /抹茶 /黑豆 /玄米 原價 136元

馬玉山高纖燕麥片
大黑麥片 /大燕麥片 800g  原價 132元

馬玉山燕麥片 30gx10包入
玉米牛奶 /蘑菇芝士 /黑芝麻牛奶 /原味
焦糖牛奶 /榛果杏仁燕麥 原價 119元

葛莉思犬食 
4kg 牛肉大餐 /雞肉大餐 /羊肉大餐 /
高齡養生配方犬食牛肉 原價 222元

葛莉思犬罐牛肉口味 
400g  原價 39元 

葛莉思 
CAT CARE貓食
鮭魚明蝦 /鱈魚干貝 3.5kg  原價 287元

摩卡現在最好咖啡
10g-18g×25-30包  拿鐵風味二合一 /特調 /拿鐵
四合一 /曼特寧三合一  原價 109元

奧利塔玄米油 
1000ml  原價 339元
 特價 299元

奧利塔頂級葵花油
1000ml  原價 259元  特價 209元

奧利塔精緻橄欖油
1000ml  原價 349元 特價 325元

綠的藥用皂 80g×6 
原效 /消毒殺菌 原價 144元

百齡護牙周到漱口水
綠茶薄荷 500ml+250ml/晶鹽薄荷 500ml/
沁涼薄荷 500ml+250ml   原價 143元

禪之喜悅禪沐浴乳
3000ml  原價 258元

檀香沐浴乳
2000ml一般肌膚用  原價 237元

奈森克林扁線牙線棒
400支  無味 /薄荷  原價 86元

淨好擦萬用清潔巾
80張  原價 45元

適膚克林蓋好抽純水濕巾
80抽  原價 45元

白人牙膏 
226g×2支入  蘆的皓  原價 90元 

興同 ECOGEL易克捷 
10g/15g除蟑餌膠 /除蟻餌膠 /除蟑盒 /
除蟻盒  原價 245元

夜安寧
廣效水蒸煙霧式殺蟲劑
20g  原價 139元

白雪環保洗衣精
4000g  原價 169元

輕時代花香清潔袋
S60張 /M39張 /L24張  
法式薰衣草 /清新檸檬  原價 75元

白雪強效洗衣精
4000g  原價 166元

噴效通用
水性噴霧
殺蟲劑
600ml  原價 95元

白博士抗菌洗手乳
500g  原價 69元

噴效水性
噴霧殺蟲劑  
600ml  原價 63元

卡汶克萊
CKN-95無患子潔淨洗髮乳 /茶樹抗屑
止癢洗髮乳  1000ml  原價 179元

卡汶克萊沐浴乳
茶樹控油潔淨 /極淨抗菌清爽
750ml  原價 149元

卡汶克萊洗面乳系列 120/150ml
美妝美白 /左旋 C嫩白 /抗痘清潔保濕 /淨白清
潔保濕 /男仕柔珠潔淨 /海泥深層潔淨 /MEN'S
零油感竹炭控油 /MEN'S極淨抗痘清爽 /淨涼抗
痘去角質男性專用 原價 89元

有機杏仁粉 200g  原價 209元 

屏大薄鹽
醬油純釀造 
710ml  原價 259元 特價 239元

屏大薄鹽
醬油膏 
300ml  原價 145元

無毒陽光壽司米
1.8kg  原價 199元

無毒陽光糙米
1.8kg  原價 199元

458
2     件

618
2     件 569

2     件
388
2     件

99
特價

79
特價

89
特價

34
特價

189
特價

239
特價

89
特價

229
平均一件

189
特價

189
特價

194
平均一件

169
特價

129
特價

284.5

平均一件

309
平均一件

139
特價

139
特價

209
特價

149
特價

79
特價

39
特價

69
特價

199
特價

159
特價

109
特價

49
特價

89
特價

66
特價

61
特價

85
特價

159
特價

129
特價

69
特價

8 9

向英雄老爸致敬   消費滿500元抽輝葉Vsofa沙發按摩椅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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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兌換券輕鬆抽   消費滿500元抽台北—左營 5折乘車票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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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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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宏常

14 15

向英雄老爸致敬   消費滿500元抽輝葉Vsofa沙發按摩椅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小蘇打洗碗精
1000g甜橙茶氛  原價 99元

小蘇打洗碗精
1000g無香精  原價 89元

66
特價

66
特價

衣領精 清香不刺鼻 
2000g  原價 149元

109
特價

香滿室中性地板
清潔劑補充包
1800g  海洋微風 /檀木馨香
原價 119元

毛寶電鍋
專用清潔
200ml  原價 119元

全效洗衣精
抗菌柔軟 -薰衣草香 /增艷 -
溫暖花果香 3500g   
原價 159元

89
特價

79
特價

79
特價

566美色護髮染髮霜
3號自然亮黑 /5號自然深栗 /8號
葡萄酒紅補充盒  40gx2入  
原價 169元

139
特價

566洗髮乳 /露
去屑專用 /蛋黃素 /洗潤雙效 /
薄荷淨屑 /玫瑰保濕 /咖啡因
控油 800g  原價 123元

泡舒洗潔精
綠茶 /檸檬去味清新
2800g  原價 204元

98
特價

168
特價

178
特價

109
特價

138
特價

白鴿天然濃縮抗菌洗衣精
3500g防蟎 /防霉 /棉花籽護纖 /香氛 
原價 204元

白鴿殺菌漂白素
1000g  原價 123元

澎澎香浴乳 850g
美白玫瑰香氛 /微涼爽膚型 /水嫩清爽型
/亮澤滋潤型 /倍潤保濕型 /漾采緊緻型 /
抑味爽膚型 /肌 Q彈潤型 /珍珠奶浴特潤
型 /珍珠奶浴水潤型  原價 169/173元

澎澎洗面乳
元氣炭控油 /綠茶精
華活力醒膚 /激酷控
油抗痘 /抗都會汙染
/咖啡因 100g  
原價 89元

69
特價

澎澎沐浴乳 850g  
茶樹精華淨化 /元氣炭 /抗都
會污染 /咖啡因 原價 173元

139
特價

泡舒洗潔精
綠茶 /檸檬去味清新
1000g  原價 85元

75
特價

白帥帥抗菌洗衣精
超淨亮 /鮮彩豔色 /超效能 /天然
橘油 3150g  原價 129元

99
特價

聯合利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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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兌換券輕鬆抽   消費滿500元抽台北—左營 5折乘車票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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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百利 1/2
嬌聯 1/2同上期

必群 1/4?
正隆 3/4

任買一送一

18 19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20 21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22 23



7/23至 8/22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24 25

向英雄老爸致敬   消費滿500元抽輝葉Vsofa沙發按摩椅



金蘭

旭和

《躉泰》蛋黃綜合酥禮盒 (12入)
市價450元  特價320 元
蛋黃麻糬酥 55g×3+ 紫晶酥 50g×3+ 芋頭酥 50g×3+ 蛋黃酥 55g×3
禮盒尺寸：30x22.5x5.5cm

金蘭錦繡禮盒
市價550元  特價500元  
無添加原味醬油 500mlx1、便利滷味醬 500mlx1、香菇素蠔油
295mlx1、筍茸 350gmx1、素瓜仔肉 180gmx1、拌麵拌飯醬
180gmx1、蜜汁烤肉醬 240gmx1   禮盒尺寸：43.5x8.8x30.5cm

金蘭富貴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400元  
鼓 舌 醬 油 590mlx1、 飄 香 醬 油 590mlx1、 香 菇 素 蠔 油
295mlx1、桌上瓶醬油 148mlx1、拌麵拌飯醬 180gmx1、甜麵
醬 180gmx1、素瓜仔肉 180gmx1  禮盒尺寸：43.5x8.8x30.5cm

金蘭有機禮盒
市價550元  特價370元  
金蘭有機醬油 295mlx2  禮盒尺寸：13.5x6.5x28cm

金蘭木蘭禮盒
市價380元  特價280元  
金蘭甘露醬油 295mlx1、金蘭油膏 295mlx1、金蘭桌上瓶醬油
148mlx1、金蘭香菇素瓜仔肉 180gmx1、金蘭甜麵醬 180gmx1  
禮盒尺寸：33.8x8x26.5cm

金蘭松露禮盒
市價420元  特價299元  
松露醬油 500mlx1、松露油膏 500mlx1
禮盒尺寸：17.5x10.5x27 cm

錦繡河山春永駐 ˙ 祥和歲月福常臻
金蘭好禮 ˙ 禮真情摯 ˙ 實用大方

天賜平安福祿壽 ˙ 地生金玉富貴春
金蘭好禮 ˙ 禮真情摯 ˙ 實用大方

醬心獨釀，好禮相伴。金蘭 ‧ 集黃豆精華，
盡致釀造木蘭禮 ‧ 禮真情摯 ˙ 實用大方

添加法國黑松露，普通料理華麗變身，
金蘭好禮 ˙ 禮真情摯 ˙ 實用大方

金蘭

金蘭

金蘭

金蘭

通過慈心有機驗證，整顆有機黃豆釀造，
無化學添加物

旭和

旭和旭和

旭和

旭和旭和

《躉泰》中秋雙囍禮盒 (B)
市價305元  特價215 元  
芋頭酥 50gx3+ 躉泰 Q 餅 70gx3  禮盒尺寸：19.5x24x5.5cm

《躉泰》中秋雙饗禮盒 (A)
市價320元  特價225 元  
蛋黃酥 55gx2+ 芋頭酥 50gx2+ 焦糖瑪琪朵 50gx5
禮盒尺寸：19x29x5.5cm

旭和

《躉泰》綠豆椪 
市價40元  特價28元  50g/ 顆【單顆包裝】  整箱出貨 

《躉泰》蛋黃酥

市價4000元  特價2800元 55g/顆 x100入【單顆包裝】

《躉泰》芋頭酥

市價3500元  特價2500元 50g/ 顆 x100 入【單顆包裝】

《躉泰》菠蘿蛋黃酥

市價4500元  特價3000元 55g/顆 x100入【單顆包裝】

《躉泰》芋香流芯酥

市價4500元  特價3000元 50g/ 顆 x100 入【單顆包裝】

旭和

旭和

《躉泰》招牌大綠豆椪

市價70元  特價48元 
90g/ 盒  禮盒尺寸：9.5x9.5x4cm

《躉泰》雙星拱月禮盒

市價390元  特價275元 
菠蘿蛋黃酥 55gx4+ 芋香流芯酥 50gx4
禮盒尺寸：19x29x5.5cm

《躉泰》三味禮盒 (12入)
市價405元  特價288元

蛋黃酥 55gx4+ 地瓜酥 50gx4+ 芋頭酥 50gx4
禮盒尺寸：30x22.5x5.5cm

《躉泰》團圓禮盒 (6入)
市價265元  特價188元

蛋黃酥 55gx2+ 芋頭蕃薯酥 50gx2+ 綠豆椪 50gx2
禮盒尺寸：21x16x5.5cm

《躉泰》月圓禮盒 (9入)
市價350元  特價250元

蛋黃酥 55gx3+ 芋頭蕃薯酥 50gx3+ 綠豆椪 50gx3
禮盒尺寸：24x23x5.5cm

《躉泰》經典禮盒 (4入)
市價195元  特價138元

蛋黃酥 55gx2+ 芋頭酥 50gx2 { 或 } 蛋黃酥 55gx2+ 綠豆椪 50gx2 
【二選一】禮盒尺寸：30.5x7.5x5cm

《躉泰》經典 (2入)
蛋 黃 酥 55gx1+ 芋 頭 酥 50gx1 條 { 或 } 蛋 黃 酥 55gx1+ 綠 豆 椪
50gx1 條【二選一】

市價85/80元  特價60/55元  附 DIY 紙盒 / 無禮盒

躉泰 -通過HACCP、ISO22000驗證，所有產品均由中央廠房自動化控制生產品質，嚴選食材精心烘培 ,多種口味絕不添加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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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囉嗦
鳳芒碧露禮盒

市價420元  特價399元 
鳳芒酥 30 公克 x5 入、綠茶酥 30 公克 x5 入
禮盒尺寸：30x23x5.5cm，附提袋

《第二顆鈕釦》
蔥軋餅禮盒

市價 299元  特價245元 
原味蔥軋餅 20 入 / 盒   禮盒尺寸：15x15x9.4cm

《紅豆食府PU》
小籠包土鳳梨酥禮盒

市價599元  特價388元

30gx8 顆 / 盒  禮盒尺寸：直徑 26x 高 8cm

《阿聰師》
綜合小芋仔禮盒

市價530元  特價390元

阿聰師的小芋仔 x3+ 阿聰師的小芋仔 ( 流心內餡 )x3/ 盒
禮盒尺寸：30cm x 22cm x 6cm  保存期限45天 10 盒以上出貨

11盒送1盒
  6盒2200元
(搭贈方式2擇1)

10盒送1盒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育成基金會》憨兒公益 -狀元禮
市價450元  特價299元      
無蛋米蛋捲 7.5gx24 入  禮盒尺寸：9x9x23cm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9盒送1盒

家庭億得

《育成基金會》幸福滿滿禮盒
市價 550元  特價450元        
薏仁黑芝麻夾心瓦芙 30gx4+ 綜合堅果 160g+ 黑芝麻夾心酥
25gx4  禮盒尺寸：36.5x19.5x6.5cm  10 盒以上出貨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喜憨兒Sefun》愛的禮讚禮盒
市價480元  特價450元      
手工餅乾 x6 包 ( 口味隨機 )  禮盒尺寸：24.3x24x10.2cm

19盒送1盒

19盒送1盒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紅豆食府》伴手禮禮盒
市價 599元  售價388元        
原味牛軋糖 150gx2+ 娃娃酥心糖 150gx1
禮盒尺寸：41.5x19.5x5.8cm

11盒送1盒

家庭億得

《真鍋珈琲》精選綜合蛋捲禮盒     
市價570元  特價399元     
原味蛋捲 (18gx4 支 )x3 包 + 咖啡蛋捲 (18gx4 支 )x2 包
禮盒尺寸：23x14x13cm 附紙袋

9盒送1盒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鎮瀾宮》
大甲媽平安長壽麵禮盒     
市價599元  特價439元   
300g±5%/ 包，3 包 / 盒  禮盒尺寸：27x15x9cm

9盒送1盒

家庭億得

《嘿木耳》
黑糖黑木耳露 6入禮盒     
市價499元  特價399元   
440ml/ 瓶，共 6 瓶  禮盒尺寸：19x11x19cm

7盒送1盒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育成基金會》
憨兒公益 -愛天然禮盒
市價 450元  售價370元        
綜合堅果 160g+ 三色葡萄乾 160g/ 盒
禮盒尺寸：23.8x6.5x25.6cm

9盒送1盒

家庭億得

《龍鳳甲運銷合作社》哇好柚     
市價500元  特價365元   
5 台斤 (6-8 顆)  禮盒尺寸：31.5x15x23cm

市價800元  特價580元   
10 台斤 (11-14 顆)  禮盒尺寸：36x22x23cm

辰將 辰將

《康鼎》廣式小月餅 (單顆包裝)
市價5000元  特價3000元 
55gx100 顆 / 箱 ( 烏豆沙核桃 )

市價 5500元 特價3800元 55gx100 顆 / 箱

( 棗泥核桃 / 白玉蓮蓉 / 黑芝麻果仁 ) 任選一種口味

《廣和蓁》楓賞綜合月餅禮盒 (A)(B)
市價450/250元  特價299/189元 
A：蛋黃酥 65gx6 入、蔓越莓鳳梨酥 45gx4 入
B：蛋黃酥 65gx3 入、蔓越莓鳳梨酥 45gx3 入
禮盒尺寸：27.2x20.3x4.7cm/19.0x12.5x5.8cm

《廣和蓁》蛋黃酥 /蔓越莓鳳梨酥     
市價45/30元  特價35/22元   
蛋黃酥 65g/ 蔓越莓鳳梨酥 45g

烤友社豪華烤肉B餐
市價2500元  特價2300元 
蔗香琵琶雞、特級甜蝦、挪威鯖魚、櫻桃鴨菲力、碳烤豬肋
排、古早味糯米腸、岩燒豬里肌肉、中式特級香腸、冰烤地
瓜、基隆天婦羅、白玉百頁、椒鹽杏鮑菇、季節時蔬、椒香
毛豆莢、手工吐司、用具 + 佐料 1 式

烤友社尊爵烤肉C餐
市價2200元  特價2000元 
雪花培根串、櫻桃鴨菲力、沙嗲雞肉串、挪威鯖魚、古早味
糯米腸、岩燒豬里肌肉、中式特級香腸、香酥一口包、基隆
天婦羅、玉米筍、白玉百頁、冰烤地瓜、椒鹽杏鮑菇、手工
吐司、用具 + 佐料 1 式

烤友社奢華烤肉D餐
市價2700元  特價2500元 
五花牛培根、蒙古涮羊肉、海味大魷魚、蔗香琵琶雞、櫻桃
鴨菲力、挪威鯖魚、古早味糯米腸、岩燒豬里肌肉、中式特
級香腸、基隆天婦羅、冰烤地瓜、白玉百頁、玉米筍、椒鹽
杏鮑菇、季節時蔬、手工吐司、用具 + 佐料 1 式

烤友社嚴選烤肉A餐
市價2000元  特價1800元 
無骨雞腿排、客家鹹豬肉、岩燒豬里肌肉、中式特級香腸、
古早味糯米腸、澎湖花枝丸、台灣薄鹽鯖魚、基隆天婦羅、
白玉百頁、冰烤地瓜、椒鹽杏鮑菇、季節時蔬、香甜玉米、
手工吐司、用具 + 佐料 1 式

《童莘水果》
台南麻豆 35年老欉文旦禮盒
市價550/750元  特價450/680元 
5 台斤 (4-6 顆 )/10 台斤 (9-12 顆 )
禮盒尺寸：31.5x25.5x13cm/46x30.3x12.7cm

綠豆糕
市價200元  特價188元  
24 入  淨重 240g  禮盒尺寸：26 X 11 X 6cm

市價50元  特價47元  6 入  淨重 60g  附手提紙袋

蘇州采之齋

9 月 15 日前訂購
滿十盒：送一盒
滿百盒：八盒送一盒

通過吉園圃驗證 五星級飯店月餅指定代工廠

19盒送1盒

28 29

到貨日 2020/9/8-2020/9/25以實際採收出貨為主
圖片禮盒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貨為主

圖片禮盒僅供參考，請以實際出貨為主

烤友社

烤友社 烤友社 烤友社

唐氏症基金會

五植行

五植行

7/23至 9/3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普明園》麻豆
40年特優老欉文旦禮盒  
市價620元  特價520元

 5 斤 ±5% / 箱  禮盒尺寸：31.5x17.2x20cm

出貨區間 :8/27-9/19，假日不出貨，需依實際採收
為準，收到文旦後請立即打開通風 !!

5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芋頭流心酥創新口味，道地紅豆餡 + 鹹
蛋黃，集老師傅的智慧於一身

榮獲2020年 International Taste Institute
國際風味評鑑所 風味絕佳獎章，綿密
香芋及飽滿的黃金流芯餡，散發獨特的
鹹 . 甜 . 香 . 鬆

鬆軟飽滿的香芋內餡，搭配 Q 彈麻糬
與濃郁的鹹蛋黃泥，獨特口感

《龍情》情意禮盒
市價350元  特價315元  
香菜、海苔、原味、芝麻 30g/24 入
禮盒尺寸：26.5x40.3x6cm

《大甲師》小艿芋禮盒6入
市價360元  特價342元  
小芋仔 65gx6 入  禮盒尺寸：28x22x5cm

《台灣好餅》
大甲芋黃酥禮盒
市價399元  特價355元  
蛋黃酥 55gx3 入、帝王酥 50gx3 入、芋頭
流心酥 50gx3 入  禮盒尺寸：27.8x26x5cm

《大甲師》
珍珠沐芋乳6入/8入
市價300/360元  
特價285/342元 50gx6入/8入  
禮盒尺寸：22x20x5cm/29x19x5cm

《大甲師》
芋頭流芯酥禮盒6入/8入
市價300/390元  
特價285/370元 50gx6入/8入

禮盒尺寸：22x20x5cm/29x19x5cm

《Smile99》
藜麥好棒禮盒
市價380元  特價339元

黑芝麻藜麥棒15gx30 入  尺寸：28x6x21cm

台中老牌 - 經典鳳梨酥

《九個太陽》鳳梨酥禮盒
市價200/400元
特價180/360元

30gx10 入  禮盒尺寸：30x9.4x4.8cm/
30gx20 入  禮盒尺寸：30x18.5x4.5cm

九利臻

九利臻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芒果大膽放入麻糬裡，飽滿的蜜紅豆
餡，讓芒果大福更別有一番風味

九利臻

《麻吉爸》芒果大福禮盒

市價 360元  特價339元  
芒果大福 90gx6 入  尺寸：25x27x11cm

低溫配送

九利臻

45 年老欉柚樹，果肉柔軟、甜度佳、
汁多回甘、耐放

《麻豆御柚園》45年
御用老欉文旦禮盒
市價750元  特價699元   5 斤

市價 1250元 特價1188元 10 斤

禮盒尺寸：30x17x20cm/37x23x20cm

超級食物 - 藜麥，以非油炸、無人工
色素、無香料、無防腐劑，健康天然
的純素養生為訴求，為新興的健康休
閒食品

九利臻

從眾多食材中精挑細選出台灣檳榔心芋
頭、日本海藻糖、紐西蘭特級天然奶
油、港式流芯餡與特製的 Q 彈黑糖珍珠
麻糬，創造視覺、味覺、嗅覺的多重體
驗享受

九利臻

20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龍潭花生糖第一品牌，粒粒飽滿的花
生，入口甜而不膩

九利臻

《裕品馨》吟月6入禮盒
市價280元  特價198元

蛋黃酥 50gx3+ 芋頭酥 50gx3  禮盒尺寸：23x19x6cm

《裕品馨》佳月禮盒(大6入)
市價375元  特價265元 
蛋黃酥 80g×2+ 鴛鴦松子酥 80g×2+ 芝麻 Q 餅 60gx2
禮盒尺寸：29x19.5x6.5cm

《裕品馨》緣月禮盒 (大3入)
市價185元  特價130元  
蛋黃酥 80g×1+ 鴛鴦松子酥 80g×1+ 芝麻 Q 餅 60g
禮盒尺寸：10x28x7cm

《味味屋》美饌珍豬禮盒
市價600元  特價465元  4 入  
招牌厚切蜜汁豬肉乾 120g+ 原味豬肉絲 120g+ 麻辣豬肉
片 120g+ 泰式酸辣檸檬豬肉乾 120g

市價750元  特價580元  5 入  
招牌厚切蜜汁豬肉乾 120g+ 原味豬肉絲 120g+ 麻辣豬肉
片 120g+ 泰式酸辣檸檬豬肉乾 120+ 蒜味肉紙 87g±5%
禮盒尺寸：35.5x6.5x28cm

《味味屋》招牌金豬禮盒
市價310元  特價240元  2 入  
招牌厚切蜜汁豬肉乾 120g+ 原味豬肉絲 120g

市價450元  特價350元  3 入  
招牌厚切蜜汁豬肉乾 120g+ 原味豬肉絲 120g+ 麻辣豬肉
片 120g  禮盒尺寸：26.5x4.5x19.5cm

《裕品馨》楓月9入禮盒     
市價400元  特價283元   
帝王酥 50x3+ 綠豆凸 50gx3+ 蛋黃酥 50gx3
禮盒尺寸：27x15x9cm

《裕品馨》舞月禮盒
市價325元  特價230元   
蛋黃酥 (大)80g+ 鴛鴦松子酥(大)80g+ 芝麻 Q 餅 60g+ 花生
太陽餅 50gx5  禮盒尺寸：29x19.5x6.5cm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裕品馨》萌月綜合酥禮盒
市價465元  特價330 元 
蛋黃酥 50gx3+ 流沙酥 50gx3+ 綠豆凸 50gx3+ 鳳梨酥 45gx3
禮盒尺寸：28x21.5x5cm

經典傳承

市價532元  特價500 元 
冰沙餡餅 原味 4 入、蛋黃酥 烏沙 4 入、綠豆椪 4 入
禮盒尺寸：33.8×27.4×5.7cm

美好時光月禮

市價380元  特價362 元 
和果月餅 醇香奶茶 1 入、迷你鳳梨奶黃酥 2 入
迷你金沙蛋黃酥 2 入、迷你冰沙餡餅 2 入
迷你金沙芝麻酥 2 入  禮盒尺寸：20.3×20.3×6.6cm

漫漫月圓 -迎月
市價760元  特價696 元 
紅桑莓加雷得2入、金獎鳳梨酥3入、和果月餅 醇香奶茶1入、
紅豆牛奶 1 入、冰沙餡餅 原味 2 入、鳳梨奶黃酥 2 入、牛奶
抹茶花餅 2 入蝴蝶千層派 3 入  禮盒尺寸：41.5×27.3×5.9cm

錦繡月圓 -花韻
市價970元  特價868 元 
綠豆椪 2 入、綠豆沙 1 入、鳳梨奶黃酥 2 入、醬燒雙色豆沙
2 入、冰沙餡餅 原味 2 入、蛋黃酥 烏沙 2 入、台式月餅 烏沙
碎蛋、金鳳梨、棗泥各 1 入  禮盒尺寸：39.5×32×5.9cm

郭元益 郭元益 郭元益

郭元益

20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棗糕家》
堅果塔&瓦片禮盒(A/B)
市價420元  特價380元  A 款  
夏威夷豆堅果塔 28gx6 入 + 南瓜子杏仁瓦
片 20gx10 入  禮盒尺寸：20x29x6cm

市價550元  特價490元  B 款  
夏威夷豆堅果塔 28gx10 入 + 南瓜子杏仁瓦
片 20gx8 入  禮盒尺寸：30x33x6cm

辰紀辰紀

20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鹹蛋黃夾心餅禮盒
市價360元  特價299元  
奶油口味 240g+ 黑芝麻花生口味 240g
( 附提袋 ) 

常新

30 31

7/23至 9/3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紅布朗》金緻樂活禮盒
市價710元  特價550元  
3 色葡萄乾 180g、綜合堅果 200g、
八珍堅果 220g  禮盒尺寸：27x9x18cm

《自然時記》
生機果乾禮盒
市價710元  特價550元  
生機綜合堅果 300g、生機蔓越莓 380g、超
大葡萄乾 375g  禮盒尺寸：34.5x11x13cm

《紅布朗》
金色堅果果乾禮盒

市價835元  特價650元  
鹽烤 3 色堅果 170g、鹽烤腰果仁 170g、
藍莓乾 150g  禮盒尺寸：27x9x18cm

辰紀辰紀 辰紀

《鮮而美》
干貝XO醬禮盒 (2入)
市價450元  特價350元  
海鮮干貝醬 270g+ 干貝櫻花蝦醬 270g
禮盒尺寸：29x14.5x7cm

辰紀

          《莫爾》白背
            黑木耳露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48元  
225mlx6 入 /盒 (麥香 / 黑糖 )選其一種口味
禮盒尺寸：17.5x12x18cm



《十全特好》
幸福果醋禮盒
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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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禮盒尺寸：16.5x8x30cm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大黑松小倆口》
元首鳳梨酥禮盒 45g±4%

市價200元  特價150元  
6 入  禮盒尺寸：11.5x33.5x5.7cm

市價400元  特價290元  
12 入  禮盒尺寸：23x33.5x6cm

《有幾園》
蜜意果優禮盒 (A)
市價500元  特價365元

養生綜合堅果仁 300+ 美麗果蔓越莓乾 230g  
禮盒尺寸：28.5x11x18cm

《有幾園》
雙囍精彩禮盒
市價430元  特價308元  
美味綜合堅果仁 300g+ 紅寶石葡萄乾 380g
禮盒尺寸：24x10.5x18cm

《軒記》禮好幸福禮盒
市價500元  特價398元  
蜜汁豬肉乾 140g+ 原味豬肉絲 120g+ 泰式
檸檬豬肉乾 100g  禮盒尺寸：24x8x28cm

《軒記》諸事如意禮盒
市價650元  特價515元  
蜜汁豬肉乾 140g+ 原味豬肉絲 120g+ 泰式
檸檬豬肉乾 100g+ 蔥爆豬肉乾 120g  
禮盒尺寸：32x9.5x24cm

《長青穀典》
小松鼠 8入禮盒E款
市價620元  特價520元  
三色葡萄乾 120gx2、綜合堅果 90gx2、
梅之味葡萄乾 110gx2、醬燒黑豆 85gx2
禮盒尺寸：36.5x7x25cm

《有幾園》
花漾果乾禮盒組 (B)
市價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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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尺寸：32x11.3x15.5cm

水果醋禮盒
市價215元  特價168元

600mlx1 入 ( 水蜜桃 / 蘋果 / 蜂蜜 / 梅子，
任選一種口味 ) 禮盒尺寸：7.8x7.8x29cm

《客錸》
100%
純天然
蜂蜜禮盒
市價400元  
特價315元 
400g  禮盒尺寸：
8.5x9x21.5cm

《客錸》水果醋禮盒

市價 360元 特價290元

600ml×2 入  蘋果 / 蜂蜜 / 梅子 / 水蜜桃
任選二種口味  禮盒尺寸：14.5x7.3x28.8cm

《大漢酵素》
有機黑木耳露禮盒

市價 280元 特價250元

有機黑木耳露 350mlx6 入 / 有機冬蟲夏草菌
絲體黑木耳露 350mlx6 入 ( 選其一款口味 )
禮盒尺寸：20x14x24cm

旭和

旭和

旭和旭和

含有機綜合蔬果酵素液

五星級飯店月餅指定代工廠五星級飯店月餅指定代工廠旭和 旭和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大黑松小倆口》
蝴蝶派 /香杏派
/巧莓戀餅乾禮盒
市價200元  特價150元

11 入 /11 入 /7 入
禮盒尺寸：27.5x12.5x4.5cm

《一之軒》品月禮盒
市價390元  特價360元  
綠豆凸 85gx3+ 咖哩綠豆凸 85gx3  
禮盒尺寸：28x23.5x6cm

《超比》香芋流芯酥禮盒
市價135元  特價99元  
50g±9%x3 入  禮盒尺寸：8x5.5x22cm

《超比》甜蜜禮盒
市價350元  特價255元  
貓型珍珠奶茶酥 40gx4 入 + 芋頭肉鬆餅
30gx4 入  禮盒尺寸：22x21.5x5.5cm

《一之軒》享月禮盒
市價420元  特價390元  
花生脆片 x3 片 + 火山巧克力 x3+ 蛋黃酥
50gx3+ 手工蛋捲 4 支  
禮盒尺寸：31x24.5x6.5cm

《魔菇部落》
黑白木耳露禮盒 
市價400元  特價320元  
290mlx6( 黑木耳養生露 / 有機銀耳露 )
禮盒尺寸：25x13x22cm

《海濤客》
烏鬼洞 6號雙醬禮盒 
市價840元  特價750元  
頂級烏金干貝醬 180g+ 頂級飛魚卵 XO 醬
180g  禮盒尺寸：25x6x15cm

辰將辰將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富達香》金圓滿禮盒  
市價500元  特價375元 
厚蜜汁肉乾條 140g、蒜味豬肉紙 100g、
原味豬肉絲 135g  禮盒尺寸：21x8x27.5cm

《富達香》金富貴禮盒  
市價660元  特價495元 
蜜汁豬肉乾 150g、蒜味肉紙 100g、泰式檸
檬厚蜜汁肉乾條 140g、原味豬肉絲 135g  
禮盒尺寸：32x7x24cm

《富達香》金福氣禮盒  
市價350元  特價260元 
厚蜜汁肉乾條 140g、原味豬肉絲 135g
禮盒尺寸：17x7x27.5cm

《員林大美香》
豬玉滿堂禮盒  
市價500元  特價380元 
炙燒金磚肉干150g、泰式檸檬肉干150g、原
味豬肉絲150g  禮盒尺寸：30x10x24.5cm

《員林
大美香》豬事大吉禮盒  
市價660元  特價500元 
炙燒金磚肉干 150g、泰式檸檬肉干 150g、
原味豬肉絲 150g、蒜香肉紙 100g
禮盒尺寸：32.3x9x25cm

《康鼎》花花好食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65元  
紅豆沙蛋黃酥 55gx3 入 + 招牌綠豆椪
95gx2 入 + 咖哩魯肉綠豆椪 95gx2 入
禮盒尺寸：30.7x23x6.7cm

《康鼎》花宴禮盒
市價580元  特價475元  
廣式蓮蓉蛋黃 110gx1+ 莊園級瀘掛式咖
啡 x4+ 紅豆沙蛋黃酥 55gx3+ 清餡綠豆椪
55gx3+ 巧克力杏片 x4+ 和風芝麻 x4
禮盒尺寸：40x22.9x5.5cm

《美二佳》花開富貴禮盒
市價650元  特價500元  
蛋黃酥x4+ 綠豆椪x2+ 紫芋酥x2+ 乳酪酥
x2+ 金沙酥x2  禮盒尺寸：29.6x27.2x6.3cm

《法藍
四季》花好月圓禮盒
市價520元  特價440元  
紅豆蛋黃酥 50gx3+( 南瓜荷花 ) 紅藜麥紅山
藥五穀雜糧酥 80gx1+( 紅麴荷花 ) 紅玉紅
茶荷花酥 80gx1+( 抹茶荷花 ) 奶油紅豆沙
80gx1+( 竹碳荷花 ) 土鳳梨餡 80gx1
禮盒尺寸：36x35x5.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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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綜合堅果 +
蔓越莓乾禮盒
市價470元  特價380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天然蔓越莓乾 250g
禮盒尺寸：24x10.5x18cm

《清淨》
清秀佳人養生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46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超大無籽葡萄乾 350g
禮盒尺寸：24x10.5x18cm

五植行 五植行五植行

《清淨》
延年益壽養生禮盒
市價500元  特價396元  
天然綜合堅果 310gx2 入
禮盒尺寸：24x10.5x18cm



護肝、抗疲勞認證
衛署健食字第 A00165 號

《台糖》蜆精禮盒
市價 600元 特價437元
台糖蜆精 8 入  禮盒尺寸：29.6x26.4x6cm

《正純》綜合水果醋禮盒
市價400元  特價298元

600 毫升 x2 瓶  口味：蘋果、蜂蜜、梅子、
檸檬、青木瓜、水蜜桃、蔓越莓、百香果
( 任選二種口味 )  禮盒尺寸：17x9x29.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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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貝爾》
月之琴璇雙層B
市價1125元  特價799元  

A 層 : 港式大月 - 北海道蓮蓉雙黃 + 油皮大
月 - 御膳晶沙 + 鳳梨酥 x2+ 法香酥 - 原味奶
油 (5 入 )
B 層：2 入 - 黃金小月 ( 奶黃流沙 )+ 田字 4 入 -
港式小月 (XO 干貝 + 北海道蓮蓉 + 鳳梨椰
果 + 香菇滷肉 )+3 入 - 鮮饌綠豆椪
禮盒尺寸：25x23x14.7cm

《伊莎貝爾》月之曉夢
市價500元  特價355元  

土鳳梨酥 + 手製 - 楓韻巧克 x3+2 入 - 栗子
丹波酥 + 貝迪特 ( 羅勒核果 )x2+2 入 - 清仔
小月 ( 海苔柴魚 + 紅豆蜜栗 )+2 入 - 港式小
月 ( 棗泥核桃 + 酒釀桂圓 )
禮盒尺寸：23.4x30.5x5.2cm

《伊莎貝爾》月之舞泉
市價625元  特價445元  

3 入 - 港式小月 (XO 干貝 + 北海道蓮蓉 +
香菇滷肉 )+ 花漾法點酥 x3+ 香蕉茗果 + 杏
仁芒果塔 x2+3 入 - 蘋果乳酪酥 +3 入 - 鮮饌
綠豆椪  禮盒尺寸：40.3cmx24.2x5.5cm

《伊莎貝爾》月之玲瓏
市價899元  特價638元  

3 入 - 港式小月 (XO 干貝 + 北海道蓮蓉 +
香菇滷肉 )+ 桑堤酥 - 青蘋果 x2+ 法香酥 -
原味奶油 (5 入 )+3 入 - 覆盆子乳酪酥 +2 入 -
烏沙蛋黃酥 +2 入 - 黃金小月 ( 金薯核桃 +
湖鹽起士 )+花漾法點酥x3+香蕉茗果+2入 -
栗子丹波酥 + 貝迪特 ( 羅勒核果 )x2
禮盒尺寸：47cmx31x5.3cm

《伊莎貝爾》月之晶瑩
市價750元  特價532元  

3 入 - 素港式小月 ( 養生山藥 x2+ 地瓜枸杞 )+
土鳳梨酥 + 手製 - 楓韻巧克 x3+ 貝迪特 ( 羅
勒核果 )x2+3 入 - 覆盆子乳酪酥 + 桑堤酥 -
青蘋果 x2+ 法香酥 - 原味奶油 (5 入 )+3 入 -
螺旋酥 ( 抹茶冰沙 )  蛋奶素
禮盒尺寸：53x25.5x5.3cm

《伊莎貝爾》
綜合晶莎酥6入禮盒B
市價520元  特價369元  

御膳晶沙 x6  禮盒尺寸：20.1x25.7x6.2cm

《皇樓》咸福之月
市價500元  特價355元  

鳳黃酥 x2+2 入 - 蘋果乳酪酥 + 手製 - 金橘
x4+2 入 - 丹波小月 ( 栗子 )+2 入 - 港式小月
( 極品干貝 )  禮盒尺寸：25.5x30.5x5.3cm

《皇樓》綜合蛋黃酥
市價690元  特價490元  

60g晶沙肉酥蛋黃酥 x4+60g烏沙蛋黃酥 x8
禮盒尺寸：31x27x5.3cm

《皇樓》綜合綠豆椪
市價420元  特價298元  

90g 奶香綠豆椪 x3+90g 鮮饌綠豆椪 x3
禮盒尺寸：32.7x22.8x5.3cm

《皇樓》永安之月
市價560元  特價398元  

永安之月內容物：2 入 - 丹波小月 ( 栗子 )+2
入 - 滷肉綠豆椪 +2 入 - 港式小月 ( 極品干
貝 )+2 入 - 港式小月 ( 棗泥核桃 )+2 入 - 覆
盆子乳酪酥 +2 入 - 清仔小月 ( 海苔柴魚 +
紅豆蜜栗 )  禮盒尺寸：25.5x30.5x5.3cm

《皇樓》壽昌之月
市價625元  特價445元  

3 入 - 港式小月 (XO 干貝 + 北海道蓮蓉 +
香菇滷肉 )+ 鳳黃酥 x2+ 葡萄桃酥 x3+3 入 -Q
心酥 ( 芋頭麻糬 )+3 入 - 清仔小月 ( 海苔柴
魚 x2+ 紅豆蜜栗 )  
禮盒尺寸：40.3x24.2x5.5cm

《皇樓》凌閣之月(奶蛋素)
市價675元  特價479元  

2 入 - 素港式小月 ( 養生山藥 )+2 入 -Q 心
酥 ( 芋頭麻糬 )+ 蔓越莓鳳梨酥 x2+2 入 - 丹
波小月 ( 栗子 )+ 手製 - 金橘 x4+2 入 - 素港
式小月 (地瓜枸杞 )+2入 -螺旋酥 (抹茶冰沙 )
禮盒尺寸：31.5x31.5x5.2cm

《皇樓》永寧之月 (雙層)
市價1050元  特價746元  

上層：港式大月 ( 京燉肉骨茶 + 鳳梨椰果 )+
巧語果香 x4+ 手製 - 柑橘椰子 x4+3 入 - 鮮
饌綠豆椪
下層：3 入 - 清仔小月 ( 海苔柴魚 x2+ 紅豆
蜜栗 )+2 入 - 烏沙蛋黃酥 +( 蘭舟酥 - 咖哩
x5) 盒 +2 入 - 黃金小月 ( 芝麻流沙 )+3 入 -
蘋果乳酪酥  禮盒尺寸：34x24.5x11cm

《皇樓》景仁之月
市價750元  特價532元  

港式大月 ( 松茸魯肉 + 棗泥桂圓枸杞 )+( 午
後 - 綠茶 x4+ 奶酥 - 玄米茶 x4) 盒 + 葡萄桃
酥 x3+ 鳳黃酥 x2+2 入 - 黃金小月 ( 芝麻流
沙 )+2 入 - 鮮饌綠豆椪
禮盒尺寸：31.5x31.5x5.2cm

《伊莎貝爾》月之煥采
市價560元  特價398元  

田字 4 入 - 清仔小月 ( 海苔柴魚 x2+ 紅豆蜜
栗 )+ 田字 4 入 - 港式小月 (XO 干貝 + 北海
道蓮蓉 + 鳳梨椰果 + 香菇滷肉 )+2 入 - 黃金
小月 ( 原味奶皇 )+2 入 - 酥皮小月 ( 龍鳳酥 )
禮盒尺寸：23.4cmx30.5cmx5.2cm

《伊莎貝爾》
綜合星采酥禮盒B
市價420元  特價298元  

杏仁芒果塔 x6+ 星采酥 ( 鳳梨 x6+ 藍莓 x3)
禮盒尺寸：38.7x17.5x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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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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天然橡木桶熟成 不添加果糖及色素

《潭酵天地》
頂級橡木桶果醋禮盒

市價750元  特價630元  
蘋果醋 500ml、紫美人莓果醋 500ml、洛神
梅醋 500ml 鳳梨白葡萄醋、梅子醋、金桔檸
檬 ( 口味任選二種 )  禮盒尺寸：20x7x36cm

《津香》
雙喜祥開 XO醬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90元  
干貝蝦 XO 醬 220gx1、柔魚蝦醬 220gx1
禮盒尺寸 :21x16.7x8.5

《津香》
雙喜臨門 xo醬禮盒
市價490元  特價430元  
干貝蝦醬 220gx1、櫻花蝦 xo 醬 220gx1
禮盒尺寸：21x16.7x8.5

《津香》
招財三寶 xo醬禮盒
市價990元  特價666元  
鮑魚干貝xo醬 220gx1、干貝蝦 220gx1、櫻
花蝦 xo 醬 220gx1  禮盒尺寸：31x16.4x8.5

《台糖》
特級初榨橄欖油禮盒

市價720元  特價590元  
750mlx2 入  禮盒尺寸：29x21x8cm

《台糖》養生薄餅禮盒
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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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尺寸：24x21x18cm

《台糖》水果醋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95元  

梅子醋 600ml+ 蘋果醋 600ml
禮盒尺寸：31.5x23.5x8cm

《台糖》珍穀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80元  

台糖黑穀堅果 450g、台糖黎麥珍穀 450g
禮盒尺寸：30x22x12cm

《合將》
健康果醋禮盒 (3入組)
市價480元  特價420元  
蘋果醋 500ml、梅子醋 500ml、鳳梨醋
500ml、洛神梅醋 500ml( 任選三種 )
禮盒尺寸：23x7.5x30cm

《台糖》
高山小農經典咖啡禮盒
市價 770元 特價700元

濾掛式咖啡兩盒 10g×12 包 + 半磅咖啡豆
禮盒尺寸：36x6x9cm

《正純》初戀水果醋禮盒
市價220元  特價188元  
550 毫升口味：蘋果醋、蔓越莓醋、玫瑰醋、
水蜜桃醋、藍莓醋、紅石榴醋 ( 任選一種 )                                         
禮盒尺寸：8.5x8.5x30cm

《正純》蜜悅禮盒
市價420元  特價316元  

420 公克正冬蜜 ( 玻璃瓶裝 )                                
禮盒尺寸：19.3x6.8x6.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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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糖》
特級初榨橄欖油 /
純級橄欖油單瓶禮盒
市價370元  特價335元  (任選一種 )  
750ml  禮盒尺寸：29x8.5x8.5cm/
1000ml  禮盒尺寸：29x9x8cm

五植行

五植行

《歐特有機》
每日果實三重奏禮盒
市價480元  特價420元  

梅子葡萄乾50gx4包、綜合純堅果25gx4包、
鹽焗堅果 30gx4 包  禮盒尺寸：38x8x19cm



詳細內容物請上網查詢
http://www.gwsm.gov.tw/

詳細內容物請上網查詢
http://www.gwsm.gov.tw/

《林家麻豆文旦城》
正宗麻豆文旦禮盒

市價 500元 特價388元 5 斤裝  
禮盒尺寸：40x25x35cm  4 盒以上出貨

市價 900元 特價720元 10 斤裝  
禮盒尺寸：55x45x40cm  2 盒以上出貨

《寶珍香》蛋黃酥
市價 150元 特價120元
蛋黃酥 45g x 3 入  禮盒尺寸：21x8x5cm

《寶珍香》綜合酥禮盒
市價 490元 特價389元

綠豆滷肉 3 入、鳳梨酥 3 入、蛋黃酥 3 入  
禮盒尺寸：30x28x10cm

永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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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坊》
御點綜合
8入禮盒
市價 450元

特價420元

漢坊金沙小月 x4 蛋黃酥 x4
禮盒尺寸：30x20x10cm

御點沖繩黑糖
蛋黃酥禮盒
市價 490元 特價460元

8 入  禮盒尺寸：30x20x10cm

《漢坊》
臻饌綜合8入禮盒
市價 480元 特價446元

綠豆椪 x1+ 純綠豆椪 x1+ 鳳梨酥 x2+ 蛋黃
酥 x2+ 金沙小月 x2
禮盒尺寸：30x26x14cm

《漢坊》
臻饌綜合10入禮盒
市價 520元 特價468元

鳳梨酥 x4+ 蛋黃酥 x3+ 金沙小月 x3
禮盒尺寸：30x26x14cm

《漢坊》
臻饌綜合12入禮盒
市價 620元 特價576元

鳳梨酥 x4+ 蛋黃酥 x4+ 金沙小月 x4
禮盒尺寸：30x26x14cm

《寶珍香》幸福A禮盒
市價 680元 特價560元

桂圓蛋糕3 入、伊豆酥3 入、乳酪Q餅2 入、
蔓越莓麥到爆 4 入  禮盒尺寸：41x23x6cm

《寶珍香》幸福B禮盒
市價 680元 特價560元

乳酪 Q 餅 4 入、鴛鴦 3Q 餅 4 入、芝麻核
桃餅 4 入  禮盒尺寸：41x23x6cm

《烤樂美》
經濟烤肉組 (10人份)
市價 2988元 特價2388元

加值烤肉組 (10人份)
市價 3588元 特價2888元

禮盒尺寸：45x35x25cm  另售烤乳豬整組

《烤樂美》
火鍋分享組 (10人份)
市價 2500元 特價1999元

禮盒尺寸：45x35x25cm

《百桂》吉祥如意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50元  
蔓越莓紅麴納豆 170g、美饌果仁 180g、
椒麻花生 210g、有籽葡萄乾 220g
禮盒尺寸：40x15x28cm

《百桂》
OPEN The豆兒禮盒
市價368元  特價288元  
椒麻花生 210g、綜合果乾 220g
禮盒尺寸：22x15x22cm

《久盛農場》
久盛白玉禮盒
市價400元  特價320元  
芋香米、糙米任選 600gx2 入
禮盒尺寸：25x12x25cm

《一來順》
椒麻拌麵禮盒
市價750元  特價599元  
100g x10 包入 ( 椒麻伴麵、椒麻麵線、麻
油麵線三選一 )  禮盒尺寸：35x25x2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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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軒堂

14盒以上出貨 10盒以上出貨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寶珍香》綠豆椪
市價 180元 特價156元

純綠豆椪 90g、綠豆滷肉 90g 任選 2 入  
禮盒尺寸：21x11x6cm

7/23至 9/3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新竹十大伴手禮

《新福源》花生 (顆粒 )
黑芝麻雙醬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80元  
花生醬 ( 顆粒 )350g+ 黑芝麻醬 350g
禮盒尺寸：30x20x25cm

《糖的魔術師》
花釀吟禮盒
市價600元  特價479元

桂花釀 / 玫瑰冰釀 / 洛神花釀 / 鮮桔茶 / 蔓
越莓 / 金棗 400ml 任選 3 入  
禮盒尺寸：25x12x28cm

《華欣》煎餅禮盒
原價290元  特價230元  
10 入  黑豆 x3, 花生 x3, 南瓜子 x2, 芝麻 x2
禮盒尺寸：25x10x18cm

《台塑生技》橄欖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50元  
500g/ 盒，4 種口味橄欖 ( 中藥、甘草、古
早味、紅辣橄欖 ) 禮盒尺寸：32x12x18cm

《台塑生技》
生命之果禮盒
市價426元  特價315元  
282g/ 盒，4 種口味 ( 黑、甘草、古早味、
辣橄欖 ) 禮盒尺寸：22x10x28cm

《哈客愛》
金桐擂茶精緻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80元  A 組

( 綠茶擂茶、紅棗擂茶、杏仁擂茶各 2 包 )+
擂茶杏仁牛軋糖 250g  

市價500元  特價430元  C 組

綠茶擂茶、紅棗擂茶、杏仁擂茶各 4 包
禮盒尺寸：36x18x18cm

《台旺貿易》
綜合牛軋糖禮盒
市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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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尺寸：30x15x20cm

《101堅果館》
藍色風情堅果禮盒
市價480元  特價380元  
五福綜和堅果 240g+ 中東椰棗 200g
禮盒尺寸：30x15x20cm

《101堅果館》
金玉滿堂堅果禮盒
市價650元  特價520元  
十全十美重量 25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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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尺寸：35x15x25cm

《101堅果館》
三陽開泰堅果禮盒
市價988元  特價770元  
十全十美重量 250 克 x3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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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盒尺寸：40x16x20cm

永軒堂永軒堂

《誠泰醬油》
誠泰級雙入醬油禮盒
原價225元  特價180元  
誠泰油膏 420g+ 誠泰清油 420g
禮盒尺寸：20x12x25cm

《誠泰醬油》頂級干貝海
鮮XO醬+魚子醬+剝皮
辣椒3入 /6入禮盒
頂級干貝海鮮 XO 醬 240g + 魚子醬 240g+
剝皮辣椒 380g
原價600元  特價468元  
3 入  禮盒尺寸：30x15x20cm

原價1120元  特價888元  
6 入  禮盒尺寸：30x20x20cm

《山泉蜂蜜》蜂華蜂蜜禮盒
原價699元  特價560元  
蜂巢蜜 320g+ 純攏眼蜜 375g
禮盒尺寸：30x12x25cm

《山泉蜂蜜》健康好禮
原價980元  特價780元  
純龍眼蜜 700g+ 蔓越莓醋 500ml
禮盒尺寸：30x15x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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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軒堂

永軒堂

《糖的魔術師》
精選肉乾禮盒 (A)(B)
紹興 / 蒜味 / 蔥爆 / 泰式檸檬辣味 / 黑胡椒 /
蜜汁 / 川味椒麻 180g

市價600元  特價479元 
任選 3 入(A)  禮盒尺寸：22x12x25cm

市價1200元 特價899元 
任選 6 入(B)  禮盒尺寸：30x20x25cm

B
A 永軒堂

《糖的魔術師》
鮮果釀禮盒
市價 600元 特價459元 
600ml 金棗 / 蔓越莓 / 檸檬酵素 / 蘋果醋 /
梅子醋 / 蜂蜜醋 任選 2 入
禮盒尺寸：22x12x28cm

永軒堂



有效期限 7 天 請來電洽談到貨日

禮美中秋團圓禮盒A款
市價800元 特價599元  
50gx9 入  禮盒尺寸：26.4×23.8×5.6 ㎝

禮美禮美

奇華鳳梨金酥禮盒
市價440元  特價418元  
9 入   禮盒尺寸：21×21×5 ㎝

金鑽綠豆沙禮盒
市價399元  特價199元  
12 個 x15 公克   禮盒尺寸：26×19.5×4.5 ㎝

第 8口鳳梨酥
市價400元  特價380元  
33gx10 入  禮盒尺寸：25.5×9×6 ㎝

市價600元  特價570元  
33gx15 入  禮盒尺寸：24×13.5×6 ㎝

市價800元  特價760元  
33gx20 入  禮盒尺寸：25.5×16×6 ㎝

禮美

台灣黑米禮盒

市價700元 特價550元  
600gx3  禮盒尺寸：42×22.4×6.2cm

禮美跳格子
情人夾心酥盒
市價349元  特價299元  
情人夾情酥 x10 片  淨重 240g 
禮盒尺寸：28.5×18.5×4.8 ㎝

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市價550元  特價523元  
360 公克  禮盒尺寸：24×17.5×12 ㎝

奇華富貴中秋禮盒
市價1235元  特價1087元  
雙黃棗泥月、雙黃蓮蓉月、伍仁金腿月、
蛋黃豆沙月、每種各 1 個，每個 185g
禮盒尺寸：20.8 ㎝ × 20.8 ㎝ × 6 ㎝

奇華迷你至尊禮盒
市價480元  特價422元  
迷你核桃鳳梨月、迷你純淨豆蓉月、迷你
松子棗泥月、迷你松仁蓮蓉月、每種 1 個
每個 56g  禮盒尺寸：14.7×14.7× 4 ㎝

票選第一名蜂蜜蛋糕 ! 可愛 Mini 寶貝
烙印，45 年經典美味創新呈現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禮美

奇華精裝迷你禮盒
市價890元  特價783元  
迷你核桃鳳梨月、迷你純淨豆蓉月、迷你
松子棗泥月、迷你松仁蓮蓉月、每種 1 個
每個 56g  禮盒尺寸：26.6×14.6×6.1 ㎝

一之鄉

一之鄉

一之鄉

一之鄉月夜團聚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80元  
珍珠奶茶玉兔、百香鳳梨椰果玉兔、
月牙芝麻胡桃、瑰麗白柚雪餅
禮盒尺寸：24.5x30.5x7 cm
有效期限：17 天

一之鄉x
LINE FRIENDS 
烙印蛋糕
市價300元  特價229元  
禮盒尺寸：28.5x10.4x7.2cm
有效期限：17 天

一之鄉 x 比得兔
恬靜中秋獻禮
市價560元  特價490元  
比得兔精緻手提禮盒
內含各式招牌小西點，品項豐富多元
禮盒尺寸：29.5x24x7.5cm
有效期限：17 天

《可夫萊》秋月御賞禮盒
市價560元  特價458元  
雙活菌三堅奇果 200g、雙活菌青堤子 200g
禮盒尺寸：24x20x8cm

《可夫萊》嫦娥獻禮禮盒
市價1230元  特價988元  
雙活菌堅果穀粉 50gx10 包、堅果餅乾 150g、
雙活菌什錦堅果 200g、養生綜合果乾 200g
禮盒尺寸：30x37x8cm

《可夫萊》御饌禮盒
市價460元  特價368元  
紅棗夾核桃 x4、鳳萊糕 ( 夏威夷豆 )x6、
抹茶杏仁牛軋糖 x6、咖啡杏仁牛軋糖 x6、
雙活菌蔓越莓杏仁牛軋糖 x6
雙活菌南棗核桃糕 x6、
禮盒尺寸：32x16x3cm

可夫萊 可夫萊

可夫萊

特別加贈點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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