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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七碗》 全福團圓組
市價 2980元  特價2750元

上品佛跳牆 2000g、干貝米糕 700g、五彩糖醋鯧魚 800g、雙
蔘紅棗燉雞湯 2400g、花雕醉鮮蝦 12 隻、紅燒蹄膀 800g

《快樂大廚》 食全食美
圍爐海陸如意 12件年菜組
市價 5800元  特價2600元

人參香菇燉全雞（1800g/ 包）、開運佛跳牆 (1000g/ 包 )、干貝櫻
花蝦米糕（600g/ 盒）、醬燒虎掌杏鮑菇（500g/ 包）、蠔油鮑魚
（400g/ 包）、乾燒紹興蝦 (290g/ 包 , 約 12-14 隻 )、醬燒紅茄燉
子排（450g/ 包）、極品花雕雞（580g/ 包）、紅燒獅子頭（700g/
包 /6 顆）、栗子燒雞（500g 包）、富貴魚翅羹 (800g/ 包）、金銀
財寶釀甜湯（1000g/ 包）。贈五彩糖醋香酥白鯧魚 (160 公克 ±10)

《快樂大廚》 
八星報喜團團圓圓 8件年菜組
市價 5000元  特價1888元

人參香菇燉全雞（1800g/ 包）、開運佛跳牆 (1000g/ 包 )、干貝櫻花
蝦米糕（600g/ 盒）、乾燒紹興蝦 (290g/ 包 , 約 12-14 隻 )、極品花
雕雞（580g/ 包）、無錫排骨（700g/ 包）、醬燒虎掌杏鮑菇（500g/
包）、金銀財寶釀甜湯（1000g/ 包）、贈金門高梁牛肉爐 (1000g/ 包 )

2021新春年菜加菜組
市價 6110元  特價4888元

福氣臨門三拼盤 ( 內含：珍味海瓜子 200g、酸辣雲茸 200g、
沉香杏鮑菇 200g)、野生活凍鮮嫩龍蝦 (100g)x10、私房東坡
肉 (600g)、冰釀醉蝦 (250g)、肥嫩石斑魚 (600g)、祖傳雙鮮米
糕 (800g)、吉利豬肋排 (600g)、富貴燻雞 (850g)、元氣富貴肉
(600g)、酸菜白肉鍋 ( 內含：國產嚴選魷魚圈 300g、國產嚴選
五花火鍋肉片 500g、黃金魚蛋 100g、國產優質貢丸 300g、黃
金排骨酥 300g、魚豆腐 300g、酸菜白肉鍋湯底 x2，不附湯鍋 )

2021豪華海陸年菜加菜組
市價 6875元  特價5500元

派對三小福拼盤 ( 酸辣海瓜子 200g、紅燒熟小卷 120g、香滷富
貴蹄 600g)、肥嫩石斑魚 600g、福祿福掌 600g、酒香花雕醉蝦
250g、香酥德國豬腳 800g、蚵仔寮黃金油飯 800g、脆皮小羔
羊排 600g、琵琶燻雞 850g、海鮮塔食材 ( 鮮凍小章魚 240g、
魚豆腐 300g、國產嚴選排骨酥 300g、玫瑰花魚捲 500g、野生
活凍鮮龍蝦 100gx10、國產嚴選五花火鍋肉片 500g、酸菜白肉
鍋湯底 x2)、海鮮塔湯鍋 ( 湯鍋 x1+ 蒸籠 x1+ 鍋蓋 x1)

2021豪華海陸年菜天鍋組
市價 6110元  特價4888元

野 生 活 凍 鮮 龍 蝦 100gx10、日本 帆 立 貝 500g、紐 西 蘭 淡 菜
800g、熟凍帝王蟹腳 500g、嚴選活凍大草蝦 12 入 350g、玫瑰花
魚捲 500g、極鮮花枝丸 300g、鮮凍小章魚 240g、魚豆腐 300g、
國產嚴選排骨酥 300g、國產優質貢丸 300g、國產嚴選五花火鍋
肉片 500g、頂級松阪豬 200g、日式爆漿龍蝦沙拉球 190g、酸菜
白肉鍋湯底 x2、海鮮塔湯鍋 ( 湯鍋 x1+ 蒸籠 x2+ 鍋蓋 x1)

《呷七碗》富貴吉祥組
市價 1680元  特價1480元

上品佛跳牆 2000g、干貝米糕 700g、蔗香燻雞 1200g

金牛賀春套餐
市價 8015元  特價6998元

億品佛跳牆 2600g、上海醃篤鮮 2000g、醬燒魚 800g、油爆
蝦 600g、冰糖醬鴨 ( 切片 )500g、蔥燒烏參花膠雙拼 500g、
富貴雙方 12 份、青椒鑲肉 300gx2、蔥燒子排 600g、雪菜百
頁 300gx2、紅燒烤麩 300gx2、櫻花蝦米糕 1200g、冰糖蓮藕
300g、綜合心太軟 300g。加贈：造型甜包 10 入 ( 隨機出貨）+
五更腸旺 1200g

牛來運轉套餐
市價 4515元  特價3998元

億品佛跳牆 2600g、酸菜白肉鍋 1200g、富貴雙方 12 份、醬燒
鱸魚 800g、福菜扣肉 550g、雪菜百頁 300g、紅燒烤麩 300g、
京都排骨 300g、雲南三絲 300g、櫻花蝦米糕 600g 、冰糖蓮藕
300g、銀耳紅棗甜湯 1200g，加贈造型甜包 6 入 ( 隨機出貨）

《華誠》開春大吉財壽雙全
市價 4500元  特價3600元

櫻花蝦蒲燒米糕 1000g、人蔘烏骨雞湯 2000g、芙蓉海鮮羹
1200g、藥膳鮮蝦 15 尾 500g、紅燒獅子頭 800g、太極佛跳牆
2200g、萬巒腿庫 600g、香薑樹子海上鮮 600g、紅燒泰式燴鴨
掌 500g、酸菜白肉鍋 1100g(10 人份 )

《晶鈺》迎春吉祥如意饗宴
市價 3950元  特價3400元

福祿雙蔘燉雞湯 2600g、如意年年有餘 1000g、黃金團圓米糕
1000g. 貴妃醉鮮蝦 800g. 福氣招財元寶 800g、皇品御膳佛跳牆
2200g. 富貴栗子燒雞 800g. 紫米紅豆湯 1000g(8 道菜 )

《呈康》富貴吉祥宴
市價 4200元  特價2980元

客家大封肉700g( 固形物 500g)、古早味西魯肉1000g(固形物 360g)、
無錫肉排骨 500g( 固形物 320g)、上湯濃醇雞湯 ( 雞腿肉 )2000g( 固
形物 700g)、糖醋鮮魚 800g( 固形物 450g)、紹興燒雞 600g( 固形物
385g)、如意團圓米糕 800g、八寶甜湯 1200g( 固形物 540g)。

《呈康》金玉滿堂宴
市價 4800元  特價3500元

女兒紅燒雞 600g(固形物 385g)、古早味西魯肉1000g(固形物 360g)、
團圓大封肉 700g( 固形物 500g)、鮮蝦粉絲煲 650g( 固形物 430g)、何
首烏燉雞湯 ( 雞腿肉 )2000g( 固形物 700g)、紅燒鱸魚 600g( 固形物
500g)、上湯佛跳牆 1200( 固形物 600g)、富貴花生豬腳 500g( 固形物
400g)、如意團圓米糕 800g、八寶甜湯 1200g( 固形物 540g)。

《晶鈺》珍饌富貴鴻福宴
市價 5000元  特價3999元

福祿雙蔘燉雞湯 2600g、如意年年有餘 1000g、黃金團圓米糕
1000g、節節晉升富貴蹄膀 1500g、霸王醬燒軟骨排 800g、貴
妃醉鮮蝦 800g、福氣招財元寶 800g、皇品御膳佛跳牆 2200g、
富貴栗子燒雞 800g、紫米紅豆湯 1000g(10 道菜 )

《優然》鴻運吉祥年菜組 (素食年菜 )

市價 3800元  特價3000元

大清蒸鱈魚400gx2入、養生三杯雞375g、御師傅鮑魚230gx2
入、花開富貴1050g、御師傅養生湯500g、御師傅養生猴菇湯
700g、蜜汁芝麻燒370g、御品寶盅1.5kg、圓滿三豐扣720g、
湘江素紅燒250g、御師傅猴菇300g、T8銀耳湯1kgx2入 (12道菜 ) 

《華誠》12道牛轉乾坤慶團圓
市價 5000元  特價4200元

櫻花蝦蒲燒米糕 1000g、 人蔘烏骨雞湯 2000g、芙蓉海鮮羹
1200g、藥膳鮮蝦 15 尾 500g、紅燒獅子頭 800g、太極佛跳牆
2200g、萬巒腿庫 600g. 香薑樹子海上鮮 600g、紅燒泰式燴鴨掌
500g、酸菜白肉鍋 1100g、麻油松阪豬 450g、銀耳蓮子甜湯 1500g

《紅頂》牛來運轉吉祥團圓福年菜
市價 4000元  特價3200元

酥 炸 三喜 拼 盤 ( 鮮 蝦 捲 200g、芋 香 雞 捲 150g、海味 花 枝 捲
200g)、烤鴨切盤 600g、經典佛跳牆 1500g、清蒸海上鮮 700g、東
坡肉 700g+ 荷葉夾 32g/10 個、酒香醉蝦 500g、鹿茸冬蟲烏骨雞
2200g、荷香紅藜滬式菜飯 800g、雪蓮子銀耳甜湯 1300g(10 人份 )

《大甲王記》五福呈祥年菜組
市價 3000元  特價2300元

頂 級 御 膳 佛 跳 牆 2200g( 固 形 物 990g)、 干 貝 櫻 花 蝦 米 糕
1000g、 雙 蔘 燉 雞 2500g( 固 形 物 860g)、 蒜 香 河 粉 鮮 蝦
900g( 固形物 550g)、古早味大封肉 850g( 固形物 600g)。
〔附盛裝器皿 PP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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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王記》豐盛團圓年菜組
市價 4500元  特價3500元

御 品 佛 跳 牆 2000g( 固 形 物 835g)、雙 蔘 燉 雞 2500g( 固 形 物
850g)、干貝海鮮羮 2000g( 固形物 666g)、香燻雞腿 10 支 ( 固形物
700g)、富貴大豐 1000g( 固形物 800g)、干貝櫻花蝦米糕 1000g、糖
醋鱸魚 600g( 固形物 400g)、陳年紹興醉蝦 650g( 固形物 265g)、
甘栗芋香煲 800( 固形物 600g)。〔附盛裝器皿 PP 盒〕

《七里香》暖呼呼火鍋組 (10人份 )
市價 2500元  特價2200元

豬骨湯底、美味豚火鍋肉片 500g、梅花豬火鍋肉片 500g、上等
鮮蝦 16 隻、綜合火鍋料 10 人份、黃金甜玉米 2 支、凍豆腐 1 
盒、小貢丸 10 入、生鮮番茄 1 顆、冷凍芋頭 1 份、麻吉燒 10
入、炸豆皮 1 份、鵪鶉蛋 1 份、冷凍魚餃 10 入、冷凍燕餃 10 
入、生鮮杏包菇 1 盒、時令鮮蔬菜 10 人份、冬粉或科學麵 3 入、
免洗餐具組全套、沙茶醬 1 瓶、附沾醬 ( 蔥蒜辣椒醬油 )1 份。

《懷舊》懷古珍藏招財宴 (10人份 )
市價 4999元  特價3988元

御品花雕醉鮮蝦 600g、酒香雪花牛腱心 300g、櫻花蝦芋香米糕
800g、三杯雞腿鮑魚菇 500g、極品傳香滷豬腳 900g、芋香金沙
獅子頭 700g、干貝扁魚翠玉煲 1100g、御品煸薑麻油雞 900g、黃
金鴻運佛跳牆2200g、桂圓銀耳雪蓮湯1200g (全數使用台灣豬肉)

《懷舊》五彩繽紛鑽石宴 (10人份 )
市價 5360元  特價4288元

窖藏紹興醉雞腿 600g、櫻花蝦黃金米糕 800g、珍香紅燒燉軟骨
600g、私房秘製花雕雞 550g、義式戰斧豬排 500g、香草豬蔥香
豬腳 1000g、竹筍蒜香赤肉羹 800g、翠玉砂鍋鮭魚頭 2000g、黃
金鴻運佛跳牆2200g、桂圓銀耳雪蓮湯1200g (全數使用台灣豬肉 )

《懷舊》頂級金饌富貴宴 (10人份 )
市價 6200元  特價4988元

窖藏紹興醉雞腿 600g、酒香雪花牛腱心 300g、御品花雕醉鮮蝦
600g、櫻花蝦黃金米糕 800g、黃金煙燻甘蔗雞 1800g、黃金鱸魚海
上鮮 700g、黃金紅燒羊肉爐 1300g、櫻花蝦開陽翠玉煲 1100g、黃
金鴻運佛跳牆 2200g、桂圓銀耳雪蓮湯1200g  ( 全數使用台灣豬肉 )

《種籽社會》
十全十美好運年菜 (10人份 )
市價 4680元  特價3680元

窖藏紹興醉雞腿 600g、酒香雪花牛腱心 300g、御品花雕醉鮮蝦
600g、櫻花蝦黃金米糕 800g、黃金煙燻甘蔗雞 1800g、黃金鱸魚海
上鮮 700g、黃金紅燒羊肉爐 1300g、櫻花蝦開陽翠玉煲 1100g、黃
金鴻運佛跳牆 2200g、雪蓮子銀耳甜湯1200g  ( 全數使用台灣豬肉 )

金玉滿堂套餐組 (10人份 )
市價 3600元  特價3350元

皇品佛跳牆 / 內容量 :2000 公克 / 固形量 :600 公克，人篸風味雞 /
內容量 :2200 公克 / 固形量 :800 公克，皇品海鮮羹 / 內容量 :2000
公克 / 固形量 :600 公克，五彩米糕 / 淨重 :1000 公克，蝦仁元貝風 /
淨重 :600 公克，紅燒蹄膀 / 淨重 :800 公克，虎掌黃金薯 / 淨重 :1000
公克，陳紹醉蝦 / 內容量 :400 公克 / 固形量 :190 公克，調味螺旋貝
/ 內容量 :600 公克 / 固形量 :350 公克，螺旋冰捲 / 淨重 :420 公克

《元記》八方雲集喜福宴
市價 3800元  特價3000元

總舖師佛跳牆 1800g、巴西蘑菇黃金土雞 2000g、碳烤豬肋排
600g、紹興活醉蝦 600g、富貴海鮮魚翅羮 1800g、櫻花蝦米糕
1000g、糖醋魚 600g、白玉獅子頭 600g。〔附盛裝器皿 PP 盒〕

《元記》金牛報喜迎春宴
市價 5000元  特價3900元

總舖師佛跳牆 1800g、猴頭菇鹿野土雞 2000g、羔羊小排 10 支、
蠔汁鮑魚娃娃菜 600g、泰式涼拌海鮮 ( 即食 )700g、浙江富貴
雙方 10 片 / 盒、沙鍋魚肉火鍋 ( 鱈魚 )2000g、黃金烏魚子米糕
1000g、清蒸海上鮮 800g、甜蜜情人果 600g、黑金包子 10 入。
〔附盛裝器皿 PP 盒〕

《紅豆食府》
富貴吉祥年菜 8件組
市價 3400元  特價2670元

團圓大封肉 700g( 固形物 500g)+ 一品女兒紅燒雞 600g( 固形物
385g)+ 御皇上湯佛跳牆 750g( 固形物 390g)+ 如意團圓米糕 800g+
八寶甜湯 1000g( 固形物 480g)+ 蠔油鮮蝦粉絲煲 650g( 固形物
430g)+ 御品無錫肉排骨 500g( 固形物 320g)+ 吉祥麻油猴頭菇
1200g( 固形物 400g)。保存期限：冷凍 1 年

《藍海饌》迎春納福年菜 5件組
市價 2700元  特價2350元

珍品佛跳牆 2000g+ 海鮮魚翅煲 2000g+ 筍絲元膀 1000g+ 剁椒
蒸鮮魚 700g( 固形物 :500g)+ 櫻花蝦米糕 1000g。
保存期限：冷凍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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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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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慈心有機驗證，整顆有機黃豆釀造，
無化學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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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和 辰紀 辰紀

辰將 永軒堂 永軒堂

正雄永軒堂 永軒堂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辰將

金蘭

金蘭 金蘭 金蘭



幸福安心好禮  SGS 認証
迎春團聚最佳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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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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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至 2/1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金蘭錦繡禮盒
市價 550元  特價500元  尺寸：43.5x8.8x30.5cm 
無 添 加 原 味 醬 油 500mlx1、 五 穀 醬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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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錦芳米糕禮盒 ( 單入 )

市價 450元  特價420元  ( 任選一種 )

錦芳雙米糕禮盒組 ( 兩入 )

市價 620元  特價600元 ( 任選兩種 )

櫻花蝦、蒲燒魚、富貴甜寶
禮盒尺寸 : 21x29x21 cm( 手提精美保冷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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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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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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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9 個月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9盒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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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8 個月  10 盒以上出貨

幫助憨兒，愛心行動

19盒送1盒

《紅豆食府》團圓伴手禮禮盒
市價 530元  特價388元        
原味牛軋糖 150gx2+ 娃娃酥心糖 150gx1
禮盒尺寸：41.5x19.5x5.8cm  保存期限：未開封 2 個月

《愛不囉嗦》鴻福四喜禮盒
市價 560元  特價480元

市價 7840元  特價6300元         
土鳳梨酥48gx2個、蔓越莓酥48gx2個、美饌果仁180gx1罐、
鮮一杯聯名濾掛咖 x3 包。禮盒尺寸：36 x 17 x 8 cm，手提盒

《手信坊》
滴滴噠心蛋捲 /原味禮盒
市價 360元  特價320元

原味 x8g±1g，30 入，保存期限：180 天，( 附紙袋 )
外盒尺寸：17.5x17.5x10.5(cm)

《手信坊》五榖巧克力杏仁棒禮盒
市價 360元  特價320元

口味：白巧克力 x10+ 黑巧克力 x10，20 入 / 盒
保存期限：6 個月，( 附紙袋 )  外盒尺寸：36x22.5x11cm

芝麻肉鬆酥
市價 540元  特價513元 芝麻肉鬆酥  12 入

禮盒尺寸：30.3×23.0×7 cm

《雪之戀》和風綜合口味大福禮盒
市價 300元  特價260元

花 生：210g(6 粒 x35g)、 黑 糖：210g(6 粒 x35g)、 綠 茶：
210g(6 粒 x35g)、芋頭：210g(6 粒 x35g) 保存期限：9 個月，
( 附紙袋 )  外盒尺寸：40x27x4(cm)    

《愛不囉嗦》愛啟程手感餅乾
市價 540元  特價460元

市價 7020元  特價5586元         
魔幻巧豆 70gx1 罐、香草奶酥 60gx1 罐、蔓越莓雪球 85gx1
罐、起司奶酥 60gx1 罐、可可雪球 85gx1 罐、黑醋栗馬林
糖 20gx1 罐 禮盒尺寸：29.6 × 23.2 × 7.7 cm，手提盒

11盒送1盒
11盒送1盒

14盒送 1盒
13盒送 1盒

11盒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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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1 年

9盒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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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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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價370元        
綜合堅果 160g+ 三色葡萄乾 160g/ 盒
禮盒尺寸：23.8x6.5x25.6cm  保存期限：未開封 8 個月

9盒送1盒

20盒送 1盒

《炮仔聲》平安手工麵線提盒
市價 250元  特價199元        
300g+-5%/ 盒。保存期限 : 未開封 3 個月
禮盒尺寸：13x3.5x24cm  (3 盒以上出貨 )

《藍海饌》
海鮮干貝 XO醬禮盒 (提盒 )
市價 450元  特價350元        
辣味 + 原味各一罐，220g±10%。保存期限：未開封 2 年。
禮盒尺寸：114.5 x 10.3 x 7.3 cm

《紅藜阿祖》紅藜金如意禮盒
市價 499元  特價399元        
紅藜法式紅豆牛奶糕 (100g)+ 紅藜蔓越莓綜合堅果塔 (5P)+
紅藜土豆小口酥 (100g) 。保存期限：未開封 3 個月
禮盒尺寸：33x10x24cm

《清水茶香》綠豆后禮盒
市價 470元  特價399元        
13gX5 個 X3 種口味 X1 盒。保存期限：未開封 2 個月
禮盒尺寸：25x6x5.5cm

14盒送1盒 3盒8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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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期限：未開封 20~45 天

19盒送1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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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呈

錦芳

宏呈 宏呈

辰紀

唐氏症基金會 唐氏症基金會

家庭億得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金蘭

家庭億得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家庭億得



財神到金銀財寶滾滾來， 財神在手最吸
金，不黏牙的牛軋糖，旺來旺旺來的 - 金
獎鳳梨酥，心想好事常發生的花生牛軋，
2021跟著財神喜迎金銀財寶

精巧多樣西式糕點制入法國庇里牛斯
山溫泉鹽，喜迎招牌 4 年糖，豐富的
產品組合，獨特雅緻的濃濃春節團圓味

11/23至 2/1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手信坊》曲奇餅乾禮盒
市價 290元  特價250元

10g±1g，22 入，保存期限：6 個月，
( 附紙袋 )  外盒尺寸：15x15x6.3cm

《小誓圓》樂禮盒
市價 688元  特價653元

巧克力小脆餅 4 入、杏仁奶酥餅 3 入、粉紅優
格 5 入、楓糖燕麥 1 包、黑巧燕麥 1 包、醇蜜
小點 5 入、大巧力奶酥餅 3 入、南瓜小脆餅 4
入南棗核桃糕 10 入、杏仁牛奶巧克力牛軋糖
15 入、杏仁角酥12 入、芝麻花生牛軋糖15 入。
禮盒尺寸：26.0×26.0×13.5 cm

鴻旺大財神
市價 375元  特價350元

杏仁牛軋巧克力牛軋糖 5 入、芝麻花生牛
軋糖 5 入、金獎鳳梨酥 6 入
禮盒尺寸：12.3×10.2×23.1 cm

《雪之戀》大鳳梨酥禮盒
市價 300元  特價225元

鳳梨酥 10 入 x50g/ 盒，保存期限：9 個月，
( 附紙袋 )  外盒尺寸：33x17.5x5cm

盈財禮盒
市價 640元  特價540元

龍眼花蜜蜂蜜蛋糕、小團圓、玉祿、四季果
露、柿子燒、元寶燒、格莉朵脆餅。
禮盒尺寸：30x26x7 cm，有效期限 :17 天

天光蜂蜜蛋糕禮盒
市價 320元  特價275元

金鑽鳳梨 6 片入 x1、龍眼花蜜 6 片入 x1
禮盒尺寸：17x19x7.5cm，有效期限 :17 天

招牌蜂蜜蛋糕
市價 280元  特價247元

原味 / 鳳梨 / 茗茶 / 巧克力 / 起司 ( 擇一 )
禮盒尺寸：10x27.5x6.5cm，有效期限 :17 天

麻將烙印蜂蜜蛋糕
市價 380元  特價340元

禮盒尺寸：22x16x7.5cm，有效期限 :17 天

BROWN & FRIENDS 
熊美年輪蛋糕
市價 380元  特價340元

禮盒尺寸：直徑 18xH7cm，有效期限 :17 天

BROWN & FRIENDS 
叢林夥伴蛋糕
市價 300元  特價260元

巧克力蔓越莓 / 蜂蜜檸檬 ( 擇一 )
禮盒尺寸：直徑 18xH7cm，有效期限 :17 天

LINE FRIENDS
繽紛趣禮盒
市價 500元  特價460元

禮盒尺寸：直徑 18xH7cm，有效期限 :17 天

比得兔恬靜獻禮
市價 560元 特價490元

禮盒尺寸：29.5x24x7.5cm，有效期限 :17 天

台灣黑米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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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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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奇華肉鬆鳳凰捲禮盒
市價 600元  特價540元  
肉鬆鳳凰捲 360 公克  禮盒尺寸：24×17.5×12 ㎝

蛋捲禮盒
市價 460元 特價440元 340g 
A 款：原味蛋捲、B 款：芝麻蛋捲、
C 款：咖啡蛋捲  禮盒尺寸：17.5×17.5×10.3cm

奇華餅藝禮盒 (A 款 )

市價 560元 特價532元 
Q 罐蛋黃鳳梨金酥 x1 罐、小核桃酥 x2 包、
巧克力菊花酥 x1 包、水果利格酥 x1 包
禮盒規格：23.5 ㎝ x23.5 ㎝ x7 ㎝

詩情畫意手工餅乾禮盒
市價 539元 特價429元 
手工餅乾 36 包 ( 蔓越莓西餅 6 包、紅麴燕麥
餅 6 包、雜糧燕麥 6 包、咖啡杏仁餅 6 包、巧
克力豆餅 6 包、抹茶燕麥餅 6 包 ) 共計 22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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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禮美
好運舞獅雪花餅禮盒
市價250元 特價199元 雪花餅 180g

富貴年年-五福臨門禮盒
市價 500元  特價399元  
黑白棒 200gx1包、生仁糖 295gx1包、糯米棗
150gx1包、花生球140gx1包、娃娃酥 240gx1包

花開富貴禮盒
市價 600元  特價450元  
雪莓 Q 餅 3 包共計 45g、手工 餅乾 9 包共
計 50g、大禹嶺高山茶 3gx4 包、手工牛軋糖
120gx1包、黑白棒 125gx1包、娃娃酥 120gx1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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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喜RORO》
低糖南棗核桃糕禮盒     
市價480元  特價430元     
500g/ 盒 ( 全素，不使用蔗糖 )，提袋尺寸
29.7x23.7x8cm，禮盒尺寸 27.3x9.5x7.2cm

《喜RORO》綜合禮盒A   
市價450元  特價399元     
核 桃 糕 250g+ 腰 果 塔 5 入。 提 袋 尺 寸
29.7x23.7x8cm，禮盒尺寸 26x17x6cm

《喜RORO》綜合禮盒B
市價480元  特價430元     
腰果塔 5 入 + 夏威夷豆綜合堅果塔 5 入。
提袋尺寸 29.7x23.7x8cm
禮盒尺寸 26x17x6cm

《喜RORO》
經典綜合禮盒A
市價595元  特價535元     
核桃糕 200g+ 腰果塔 5 入 + 夏威夷豆綜合
堅果塔 5 入。提袋尺寸 35x38.5x8cm
禮盒尺寸 26x26x6.5 cm

《喜RORO》
經典綜合禮盒B
市價595元  特價535元     
核桃糕 200g+ 松子核桃糕 200g+ 黑芝麻糕
200g。提袋尺寸 35x38.5x8cm
禮盒尺寸 26x26x6.5 cm

《喜RORO》低糖花旗蔘
南棗核桃糕禮盒     
市價450元  特價399元     
400g/ 盒 ( 全素，不使用蔗糖 )，提袋尺寸
29.7x23.7x8cm，禮盒尺寸 27.3x9.5x7.2cm

《喜 RORO》低糖松子 
南棗核桃糕禮盒    
市價550元  特價495元     
400g/ 盒 ( 全素，不使用蔗糖 )，提袋尺寸
29.7x23.7x8cm，禮盒尺寸 27.3x9.5x7.2cm

《喜RORO》
低糖黑芝麻糕禮盒   
市價300元  特價270元     
500g/ 盒 ( 全素，不使用蔗糖 )，提袋尺寸
29.7x23.7x8cm，禮盒尺寸 27.3x9.5x7.2cm

特級(帶皮)鹽味腰果
市價 430元  特價355元  
450g，無提袋

越南特級新鮮腰果，直送來台。專業
手工篩選分級，粒粒飽滿。小量精緻
輕烘焙而成，非油炸。不含防腐劑，
無人工香料。

17盒送1盒

17盒送1盒

15盒送1盒

15盒送1盒 19盒送1盒 19盒送1盒

17盒送1盒

17盒送1盒

龍眼花蜜蜂蜜蛋糕、小團圓、玉祿、四
季果露、柿子燒、元寶燒、格莉朵脆餅

台灣蜂蜜蛋糕領導品牌，不使用發粉及
膨鬆劑等添加物，口感緊實，最好吃、
最對味，兩種口味一次滿足

經典龍眼花蜜蜂蜜蛋糕，烙印上麻將圖
案，好吃又有趣，讓您好牌拿不完 發
到無法擋

BROWN & FRIENDS 經典角色這次將由
熊美獨當一面，熊妹化身一圈一圈的年
輪蛋糕，好似那美好年代的黑膠唱片。

BROWN & FRIENDS 叢林夥伴
讓小夥伴帶你到熱帶雨林一同探險

超萌熊大、兔兔、熊妹大集合，內附
三款可愛小鐵盒，三種口味蜂蜜蛋糕，

美味收藏一次滿足。

比得兔精緻手提禮盒
內含各式招牌小西點，品項豐富多元

龍眼花蜜蜂蜜蛋糕，從原物料開始嚴
格把關，嚴選頂級龍眼蜜、新鮮雞蛋，
不使用發粉及膨鬆劑等添加物，甜香經

典讓味蕾享受最真的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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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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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至 2/1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多吉師》冷壓初榨
100%純黑 /白麻油禮盒   
市價 680元  特價480元     
內容物 : 冷壓初榨 100% 純黑麻油 500mlx1、
冷壓初榨 100% 純白麻油 500mlx1，
禮盒尺寸：28x16.5x6.5cm

市價 800元  特價680元     
內容物 : 冷壓初榨 100% 純苦茶油 500mlx1
禮盒尺寸：28.5x8.2x8.2cm

《伊莎貝爾》
法頌藍帶好事成雙  
市價 350元  特價325元  E禮盒    
寶藍 ( 法點酥 - 阿薩姆 10 入 + 咖啡切片 6
入 ) 桃紅 ( 法點酥 - 奶油 10 入 + 奶香芝麻 6
入，禮盒尺寸：20.1x26.2x10.5+ 銀蔥繩 31 cm                                                                                                                                     
顏色隨機出貨

《伊莎貝爾》初衷小圓   
市價 300元  特價290元     
原味法香酥 28 片
禮盒尺寸：直徑 15.5x5.5cm

《伊莎貝爾》
南法風情禮盒   
市價 520元  特價358元     
手製 - 錫蘭紅茶 x6+ 香榭薄餅 - 巧杏角 x8+
貝迪特 + 巧克藍莓 x4+ 卡雷特 - 咖啡 x4+
白蘭地葡萄三明治 x4+ 星采酥 - 鳳梨 x2+
法點酥 - 雙色芝麻 x6+ 星采酥 - 藍莓 x2
禮盒尺寸 :37.5cmx29.5cmx16.3cm

《廣和蓁》
舞動春宴牛軋糖禮盒  
市價 450元  特價350元  500g
口味 : 原味花生、巧克力花生、抹茶花生                                                  
禮盒尺寸 :15x15x12.5cm

《廣和蓁》
喜福迎春牛軋糖禮盒  
市價 550元  特價450元  500g
口味 : 原味杏仁、拿鐵杏仁、玫瑰蔓越莓杏
仁、芝麻杏仁、南棗核桃糕
禮盒尺寸 :15x15x14.5cm

《童莘水果》
雲林特級黃金茂谷柑
市價 569元  特價500元  
黃金茂谷柑 5 台斤 (24 顆 )  

市價 680元  特價600元  
黃金茂谷柑 5 台斤 (16 顆 ) 
禮盒尺寸 :30x18x22cm

《童莘水果》
屏東特級（大顆）牛奶蜜棗
市價 680元  特價620元  
屏東牛奶蜜棗約 (12-18 顆 )  

市價 560元  特價480元  
屏東牛奶蜜棗約 (21-32 顆 )
禮盒尺寸 :31.5x18.7x24.5cm

《正純》蜜境龍眼蜜禮盒
市價 650元  特價450元  
純龍眼蜜 700 公克
禮盒尺寸 :17.8x17.8x20.1 公分

《伊莎貝爾》
綜合星采酥禮盒 B   
市價 420元  特價290元     
杏仁芒果塔 x6、星采酥 ( 鳳梨 x6+ 藍莓 x3)                                                            
禮盒尺寸 :38.7cmx17.5cmx5.2cm

《伊莎貝爾》
綜合星采酥禮盒 C   
市價 380元  特價265元     
星采酥 ( 鳳梨 x8+ 藍莓 x9)
禮盒尺寸 :38.7cmx17.5cmx5.2cm

市價 230元  特價198元     
牛奶杏仁牛軋糖 250g
禮盒尺寸 :12.3cmx8.3cmx23.5cm

《伊莎貝爾》
來貘薄餅夾心禮盒   
市價 399元  特價390元     
香榭薄餅 ( 巧克戀人 10 入 / 起士戀人 10 入 )
禮盒尺寸：21.8x24.5x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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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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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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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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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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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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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糖》
冬蟲夏草烏骨雞禮盒
市價 500元 特價420元

冬蟲夏草烏骨雞 2.2kg ( 冷凍品 )

《台糖》
人蔘四物烏骨雞禮盒
市價 500元 特價420元

人蔘四物烏骨雞 2.2kg ( 冷凍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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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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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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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x16.7x8.5cm

《美加摩根》
綜合堅果禮盒
市價 750元  特價680元  
薄鹽開心果 360g+ 高級綜合堅果 454g
尺寸 : 40x26x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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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x16.7x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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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x16.4x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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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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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吉師》
冷壓初榨
100%
純苦茶油
禮盒   

《伊莎貝爾》
諾爵特
牛軋糖

過年最應景的開心果及堅果，無添加鹽、
油、糖及加工物。嚴選上等腰果仁、杏仁
核、南瓜子、開心果。滿足全家人的健康。

※ 出貨日 2020/12/7~2021/1/20、不接受指
定到貨日期，以實際採收狀況為主

※ 禮盒圖僅供參考，以實際收到禮盒為主

※ 出貨日 2020/12/7~2021/1/29、不接受指
定到貨日期，以實際採收狀況為主

※ 禮盒圖僅供參考，以實際收到禮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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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社群口耳相傳來台必買伴手禮 最夯團購美食

11/23至 2/1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超比》肉鬆餅禮盒
市價 320元  特價250元  
30gx8 入。禮盒尺寸：22x21.5x5.5cm

《有幾園》雙囍精彩禮盒
市價 430元  特價320元  
美味綜合堅果仁 300g+ 紅寶石葡萄乾 380g
禮盒尺寸：24.5x18x10.3cm

《有幾園》
蜜意果優禮盒 (A) 
市價 500元  特價380元  
養生綜合堅果仁 300g+ 美麗果蔓越莓乾
230g。 禮盒尺寸：24.5x18x10.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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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價 880元  特價725元  
500ml，禮盒尺寸：10x10x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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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公》
水滴型蛋捲綜合禮盒
市價 259元  特價205元  
原味 10 包入 + 鹹蛋黃 5 包入。
禮盒尺寸：38x28x5cm

《三叔公》雪花餅禮盒
市價 120元  特價98元  
120g。禮盒尺寸：26.5x19x4.5cm

《三叔公》
水滴型蛋捲手提禮盒
市價 250元  特價195元  
192g ( 原味 / 鹹蛋黃，任選一種口味 )
禮盒尺寸：20x18.5x10cm

《一之軒》
甜心牛軋餅禮盒
市價 210元  特價180元  
14 入 / 盒。最低出貨量 12 盒
禮盒尺寸：21.3x18.2x6.5cm

《三叔公》
牛軋糖蘇打餅禮盒
市價 120元  特價98元  
126g。禮盒尺寸：26.5x19x4.5cm

《一之軒》水滴蛋捲禮盒
市價 560元  特價400元  
160 公克 ±4.5%x2 入
禮盒尺寸：18x15.5x18.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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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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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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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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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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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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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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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漢酵素》
有機鳳梨
輕酵飲禮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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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潭花生糖第一品牌，粒粒飽滿的花
生，入口甜而不膩

最低出貨量 12 盒
最低出貨量 10 盒

最低出貨量 10 盒
最低出貨量 8盒

《龍情》厚奶脆果禮盒
市價 350元  特價335元  
花生酥、腰果酥、南瓜子酥 22gx 各 5 入
禮盒尺寸 : 33x23.5x5cm

飽滿的堅果內餡，拌上薄薄的麥芽，搭
配糙米米果，最後裹上雪白色的牛奶巧
克力，完美比例搭配，讓人一口接一口。

九利臻台中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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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餡用鮮奶調製而成，淡淡的奶香味，不
甜不膩，入口即化的口感，讓您口齒流連
忘返，讓太陽餅的美味能不斷的傳承下
去，並挑起每位饕客們敏感的味覺神經

《九個太陽》
牛奶小太陽禮盒
市價 250元  特價220元  
牛奶小太陽餅x10入  尺寸 : 26.5x40.3x6cm

《Smile99》
藜麥好棒禮盒
市價 380元  特價339元

藜麥棒 15gx30 入  禮盒尺寸：28x6x21cm

《Hello Kitty》巧臻酥禮盒
市價 450元  特價430元

迷你桃酥 6gx15 包 , 鹹蛋奶酥 12gx12 包
禮盒尺寸 : 27.5x15x17.5cm

《Smile99》
藜麥鮮蔬粥禮盒
市價 380元  特價360元

香椿海帶芽風味 30gx9 包入、麻油薑風味 
30gx9 包入，禮盒尺寸：30x12x21cm

《老楊》饕饗嘉禮大禮盒
市價 380元  特價360元

鹹蛋黃餅 100g、黑芝麻餅 100g、鹽味奶油
酥餅 100g、咖啡餅 100g、碳焙鐵觀音奶茶
27.5gx5 包，禮盒尺寸 : 40x26x6.5CM

牛勤力耕好存糧
市價 1080元  特價980元

養生綜合果乾、堅果餅乾、雙活菌三堅奇果
、開運好點 - 鳳萊糕 ( 夏威夷豆 )
、開運好點 - 紅棗夾核桃，5 入 / 盒
禮盒尺寸：30x37x8cm

迎春納福
市價 590元  特價530元

雙活菌青堤子、雙活菌什錦堅果，2 罐 / 盒
禮盒尺寸：24x20x8cm

御饌禮盒
市價 460元  特價420元

雙活菌南棗核桃糕、鳳萊糕、紅棗夾核桃、
牛軋糖 ( 抹茶、咖啡、蔓越莓 )，6 款 / 盒
禮盒尺寸：32.5x16x3cm

《美加摩根》
海苔脆片禮盒
市價 590元  特價530元

五穀堅果、杏仁、黑糖腰果、紫米杏仁  
35gX 各 2 包，禮盒尺寸 : 40x26x6.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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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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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全營養食物，嚴選台灣優質白米，
獨門冷凍乾燥蔬菜製程。純素、無味
精、無防腐劑、無人工色素，健康豐
富滿滿，口感飽足

皮質手提包外觀，自用送禮兩相宜非
油炸脆片，不燥熱、不油膩、健康營
養全面升級。原料更採冷藏進櫃及倉
內溫控保鮮，品質滿分。

嚴選材料，巧進柔製麵糰，層出不窮的好
口感，讓人念念不忘的香酥滋味，經典與
創新的餅乾口味交織；配上iTQi 美食風味
絕佳獎的茶包共同譜出絕妙的美食饗宴 ,
搭配應景的設計更是過年送禮首選組合。

20盒送 1盒

含有機綜合蔬果酵素液

20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20盒送 1盒

12 13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九利臻

可夫萊 可夫萊 可夫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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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和

旭和

旭和

旭和

九利臻



11/23至 2/10   本區商品歡迎上網或至各福利站、軍中營站訂購

《立義》金喜禮盒
市價190元  特價152元  
花生軟糖 30gx12 包入 
禮盒尺寸 :24.5x19.5x4.5cm

《立義》心金饌禮盒
市價460元  特價368元  
花生軟糖 30gx20 包入 + 金飄香軟糖 50gx6
包入。 禮盒尺寸：41x31x6.5cm

《真宴坊》
干貝熬滴雞精禮盒
市價 1380元  特價888元  
60mlx10 瓶入  禮盒尺寸：31x5x22cm

《紅布朗》
綜合堅果璀璨禮盒
市價 805元  特價590元  
藍莓乾 150g、輕烘焙聰明堅果 170g、綜合
堅果 200g。禮盒尺寸：27x9x1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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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品名》卡滋燒禮盒
市價 400元  特價325元  
450gx2 包入，禮盒尺寸：28.7x16.5x18.5cm

《一品名》
花開富貴手工煎餅禮盒
市價 300元  特價220元  
480g±3% ( 花生 x8、海苔 x8、芝麻 x8)。
禮盒尺寸：31x5.5x27.2cm

《日珍香》
堅果塔 &瓦片禮盒
市價 435元  特價388元 (A)
堅果塔 6 入 + 南瓜子杏仁瓦片 10 入
禮盒尺寸：20x29x6cm

市價 560元  特價499元 (B)
堅果塔 10 入 + 南瓜子杏仁瓦片 8 入
禮盒尺寸：30x33x6cm

《裕品馨》太陽餅禮盒
市價 250元  特價188元 
50gx8 入 ( 口味：金沙 / 花生，任選其一口味 )
禮盒尺寸：26x11.3x12.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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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文》旗開得勝禮盒
市價 330元  特價288元  
古早味旗魚鬆 220g+ 波霸鱈魚條 120g。
禮盒尺寸：33.5x7.5x23.5cm

《丸文》休閒茶點大禮盒
市價 398元  特價358元  
黑胡椒鱈魚切片 100g+ 麻辣鱈魚切片 100g+
塔香鱈魚切片 100g+ 飛捲片 60g+ 黑胡椒豆
干 200g。 禮盒尺寸： 41x27.5x8cm

《丸文》魚多多大禮盒
市價 890元  特價695元  
銀養旗魚鬆 170g+ 鮭魚酥 150g+ 鮪魚酥
150g+ 虱目魚酥 150g+ 鱈魚酥 150g。
禮盒尺寸： 41x27.5x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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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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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的魔術師》豆腐乳 
市價 380元  特價300元  
原味鳳梨 / 辣味鳳梨 / 香蕉鳳梨豆腐乳
600g 任選 2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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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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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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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的魔術師》
花釀吟禮盒
市價 600元  特價479元

花釀 / 玫瑰冰釀 / 鮮桔茶 / 蔓越莓 400ml
任選 3 入  禮盒尺寸：25x12x28cm

《糖的魔術師》
精選肉乾禮盒 (A)(B)
紹興 / 蜜汁 / 黑胡椒 / 泰式檸檬 / 蒜味 / 川味
椒麻 / 三星蔥 / 飛魚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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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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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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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欣》煎餅禮盒
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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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泰醬油》
誠泰級雙入醬油禮盒
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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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價 600元  特價468元  
3 入  禮盒尺寸：30x15x20cm

市價 1120元  特價888元  
6 入  禮盒尺寸：30x20x20cm
頂級干貝海鮮 XO 醬 240g + 魚子醬 240g+
剝皮辣椒 38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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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盒以上出貨

B
A

14 15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將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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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和 旭和旭和 永軒堂 永軒堂

永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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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獨享精美好禮   12/10起，消費滿2000元送2021年水果月曆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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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20 21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感謝您一整年   消費滿500元抽處慶驚喜大禮包

買一送一

全效洗衣精
強淨柔軟 3500g  原價 159元

89
特價

毛寶除蟎抗菌
冷洗精 1000g

原價 129元

99
特價

小蘇打洗碗精
無香精 2000g
原價 175元

119
特價

毛寶香滿室
中性地板清潔劑
2000g  海洋微風 /檀木馨香
/北海道薰衣草 原價 139元

99
特價

毛寶洗衣精
2000g  補充包  除霉防蟎
PM2.5抗菌 /天然植物性
原價 129元

毛寶洗碗精
原效 /天然椰子油
3000g  原價 199元

79
特價

149
特價

22 23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嬌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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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護髮染髮霜
1號深穩深黑 /3A自然黑 /3號自然黑 /
4號栗黑色 /5號自然深栗 /6號栗褐色
/7號深褐色 /8號葡萄酒紅 /11號金棕栗
40g×2  原價 200元

159
特價

萌髮洗髮精
400g  柔順滋潤 /柔順控油型 /
清爽抗屑型  原價 380元

189
特價

566洗髮乳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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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鴿衣物柔軟精
防蟎幸福花香 /薰衣草清香 /
富士櫻清香 1800g  原價 69元

59
特價

566
香水能量洗髮露
戀愛加氛型 /自信加氛型 /
幸運加氛型 /白麝香 510g  
原價 190元

149
特價

98
特價

泡舒洗潔精 2800g 
綠茶 /檸檬 原價 204元

168
特價

白帥帥抗菌
洗衣精補充包
1650g  超淨亮 /鮮彩豔色 /
超效能 /橘油  原價 62元

49
特價

白鴿天然濃縮
抗菌洗衣精補充包
香氛迷人小蒼蘭 /防蟎天然尤加利
/柔順 /防霉柔順天然香蜂草 /天然
肉桂防蟎 /棉花籽護纖原價 115元

88
特價

全植媽媽洗衣液體皂
橙花香 /檀香 1800g  原價 188元

159
特價

T.KI蜂膠漱口水
620ml  原價 169元

買
送1

84.5

平均一件

白人抗敏酸痛牙膏 
150g  原價 118元 

白人牙膏蘆的皓
226g  原價 49元 特價 41元

35
平均一件

105
3     件

白人漱口水
550cc  原價 139元

白人
軟毛
牙刷 
1支

129
特價

109
特價

10
售價

5折
2第     件

白人蜂膠牙膏
130g  原價 88元

66
平均一件

24 25

高鐵5折乘車票兌換券   消費滿500元抽台北—左營5折兌換券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美國聖美多葡萄乾
500g 原價 144元 

發酵葡萄 /紫葡萄
120g 原價 95元 

135
特價

美國聖美多葡萄乾
340g  原價 96元

85
特價

崇德發麥汁系列 330ml×6
黑麥汁易開罐 /檸檬黑麥汁 /純麥汁 /
黑麥汁  原價 174/179元

139
特價

47.5

平均一件

95
2件合購

49
特價

高岡屋
極品岩燒海苔 /味付海苔
5gx3包入 /2.5gX3入 原價 60元 /53元

26 27

貴賓獨享精美好禮   12/10起，消費滿2000元送2021年水果月曆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盛香珍吉祥大三元禮盒 950g
開心果 300g焦糖瓜子 400g南瓜子 250g 盛香珍雙餡曲奇趣禮盒 330g

盛香珍禮讚堅果禮盒 425g 盛香珍歐式午茶禮盒 580g

盛香珍手製煎餅綜合禮盒
570g  花生、綠藻 五福臨門下酒菜禮盒 735g

盛香珍濃厚捲心酥禮盒
510g 鹹蛋黃風味

開心果禮桶 460g

盛香珍糕餅舖酥餅總匯禮盒 520g

盛香珍綜合纖果桶 580g

469
售價

369
售價

259
售價

239
售價

269
售價 239

售價

399
售價

369
售價

279
售價

279
售價

28 29

尋找最後的振興券   持振興券消費，好禮２選１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30 31

感謝您一整年   消費滿500元抽處慶驚喜大禮包



11/23至 12/31   本區商品歡迎至各福利站選購

利護樂成人褲型紙尿褲 
S 24片 /M 22片 /L 20片 /LL 18片 原價 439元

羅紋三角褲 
Y220 M/L/XL 
原價 129元

羅紋
平口褲 
BV744 M/L/XL 
原價 149元

YG多緞帶素面浴巾
70X140cm/A086-F 原價 349元

TELITA毛巾 3入 33x68cm 
粉彩竹炭條紋 /嚴選無染 /咖啡紗條紋 
原價 119元

維他命E果酸沐浴乳
2000ml  蘋果香  原價 233元

奈森克林高拉力牙線棒
400支入  無味 /薄荷  原價 75元

奈森克林棉花棒
400支  粗軸 /螺旋  原價 49元

白雪防蟎洗衣精
4000g  原價 166元

愛芬然環保洗碗精
730g  萊姆  原價 139元

白雪亮透環保洗碗精
1000ml  原價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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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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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熊
洗碗精
820g  
原價 43元

安親成人紙尿褲
M-L16片 /L-XL13片  原價 220元

洗髮精 16.9oz   茶樹精油 /炫色護色 /
深層清潔 /受損修護   原價 148元

洗髮精 /沐浴乳 33.8oz  茶樹精油 /
炫色護色 /深層清潔 /柑橘清潔   原價 278元

免沖護髮素 
16.9oz原價 288元

YG絲光緞素面浴巾 
70X140cm/A085-F 原價 319元

天生好米 4-5kg 
山田一等米 /山田芋香二等米  原價 419元 皇家穀堡 2.5kg/2kg 

御用台東米 /國色天香   原價 259/265元 

中興米 3kg 無洗米 /
外銷日本之米  原價 224/283元

萬家香
大吟釀醬油
1000ml  原價 79元

福壽大豆沙拉油
3L  原價 183元 

福壽
頂級香油
543ml  原價 105元

福壽
100%
純芥花油
1.5L  原價 159元

福壽蒜味香油
220ml 原價 159元

奧利塔
精緻橄欖油
1L 原價 349元
特價 325元

奧利塔
玄米油 
1L  原價 339元
特價 299元

奧利塔
葵花油
1L  原價 259元
特價 219元

白博士抗菌洗手乳
500g  原價 69元

葛莉思犬罐牛肉口味 
400g  原價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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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 CARE貓食
鮭魚明蝦 /鱈魚干貝 3.5kg  原價 2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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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玉山有機紅藜麥十穀米
1000g  原價 265元

三好米 3.4kg 
15° C壽司米 /台灣香米  原價 198/219元

三好特級壽司精米 
5㎏  原價 239元

金蘭無添加原味醬油
500ml  原價 127元

奧利塔
葡萄籽油 500ml 
原價 259元  特價 179元

數量有限 送
完

為
止任      1件送    

 乳液或
嬰兒油乙瓶

618
2     件

569
2     件

388
2     件

109/12/18-110/01/07109/12/4-109/12/17 109/12/18-110/01/07

339
2     件

5折
2第     件

66
特價

379
特價

99
特價

109
特價

199
特價

99
特價

139
特價

69
特價

45
特價

109
特價

99
特價

65
特價

49
特價

39
特價

38
特價

195
特價

34
特價

216
平均一件

268
2任     件

134
平均一件

179
特價

189
特價

239
特價

299
特價

129
特價

219
特價

189
特價

219
特價

149
特價

169
特價

63
特價

132
特價

89
特價

99
特價

89
特價

109
特價

169.5

平均一件

284.5

平均一件

309
平均一件

194
平均一件

32 33

高鐵5折乘車票兌換券   消費滿500元抽台北—左營5折兌換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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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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紅豆 600g  原價 103元

有機黑芝麻粉 200g原價 165元 有機杏仁粉 200g原價 209元 

光泉 1857ml  鮮豆漿 /薏仁糙米漿 原價 65元 

萬家香
香菇素蠔油
1000ml  原價 74元

萬家香
零添加
純釀醬油
450ml
原價 119元

牛頭牌沙茶醬 127g 原價 50元

中華黃金豆腐 385g 原價 29元

金蘭
特級醬油
1000ml  原價 89元  
特價 69元

精釀造
甘醇油膏
590ml  原價 49元
特價 45元

四季
釀造醬油
870ml  原價 63元
 特價 59元

金蘭雪花釀 
甜酒釀 500g 原價 102元  特價 86元

金蘭
自然甘甜
精釀醬油
1500ml
原價 99元

金蘭剝皮辣椒
450g  原價 89元

拉麵道日式拉麵
94-101g×4入  味噌風味 /
豚骨風味 原價 72元

淬釀醬油露
500ml  原價 109元
特價 99元

桂冠火鍋 PARTY
416g  原價 148元

薄鹽醬油
590ml  原價 68元
特價 65元

金蘭
甘露醬油
500ml
原價 63元
特價 56元

鼓舌醬油
590ml 原價 85元 
特價 79元

摩卡
特賞咖啡 156g 

顆粒狀   原價 246元

維他麥營養麥片 30gx12-25入  
南瓜 /牛蒡 /人蔘枸杞 /金黃地瓜 /黑豆穀麥飲 
原價 123/155/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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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瑞爾 FUNKY MIX 
水果星球 /珍珠奶茶風味 160g  原價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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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入  原價 110-121元

樂事經濟包洋芋片 160g 
原味 /雞汁味 /海苔壽司味 /奶焗香蔥味 /黑胡椒
湖鹽口味 /義式香草湖鹽口味 原價 54元

三效固
敏捷食品錠 
120錠  原價 3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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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玉山高纖燕麥片
大黑麥片 /大燕麥片 800g  原價 132元

100%有機高纖大燕麥片 
750g 原價 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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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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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麵 40gx5 原價 35元

萬家香
特級烏醋
調理食醋
595ml  原價 31元  
特價 29元

萬家香
壺底油膏
700g  
原價 75元 特價 69元

萬家香
純佳釀
淡口醬油
450ml  原價 119元

129
2     件

109
2     件

85
2     件

165
2     件

5折
2第     件

125
2     件

106
2     件

152
2     件

55
2     件

99
2     件

買
送1

19
特價

59
特價

199
特價

199
特價

85
特價

49
特價

999
特價

36
特價

32
特價

89
特價

79
特價

74
特價

899
特價

369
特價

95
特價

109
特價

152
特價

59
特價

61
特價

48
特價

26
特價

32
特價

88
特價

64.5

平均一件

54.5

平均一件

42.5

平均一件

82.5

平均一件

89
特價

85
特價

70
特價

139
特價

74
平均一件

27.5

平均一件

49.5

平均一件

53
平均一件

76
平均一件

198
特價

105
特價

62.5

平均一件

59.5

平均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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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獨享精美好禮   12/10起，消費滿2000元送2021年水果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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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止 酒 駕 
喝 酒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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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關廟意麵 1000g 原價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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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蘇打粉環保萬用去汙粉
2.4kg 制菌 -茶樹 /防蟎 -尤加利 

加倍潔小蘇打洗衣粉 4.5kg
原價 149/162/249元 特價 139元

肯尼士洗潔精
1000cc  柑橘 /檸檬 原價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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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皇家
典藏高粱酒
58度 750ml  
原價 550元

皂福無香精洗衣皂精
補充包 2000g  原價 139元 特價 136元

皂福冷壓橘油肥皂精
補充包 1500g  原價 129元  特價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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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立潔檀香小蘇打
濃縮洗衣粉 1kg  原價 259元

智利 18/
智利安娜卡納
鳥人葡萄酒 750ml

梅洛 /卡本內蘇維翁
原價 399元 特價 349元

蜂王香皂
北海道薰衣草精油美膚皂 /普羅旺斯玫瑰
精油按摩皂 /蘆薈植物潤膚皂 80g×6入  
原價 72元

蜂王香皂 80g×6 入 
黑砂糖 /天然無患子 /絲瓜白玉 原價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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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好米 -履歷鷺巡
芋香米 /一等白米 /一等糙米
2kg-2.2kg  原價 299元  特價 298元 

三好糙米 1.5kg  胚芽糙米 /
長秈糙米  原價 179元  特價 168元

歐典生機養生黑木耳
290ml  原價 42元 特價 35元

惠家香
100%
苦茶油
250ml  
原價 399元

三好履歷特級台梗米
2.2kg  原價 259元 特價 249元

LAC 蔬果酵素精華
3公克 x40包 原價 950元

LAC Full-Cal 優鎂鈣
2.5公克 x30包 原價 1140元 德恩奈假牙清潔錠 36片裝

德恩奈美白牙膏 125g

鷹王護手洗衣皂
3入裝 (600g)  原價 99元

鷹王抗菌洗衣精 3200ml
蘆薈 /酵素 /薰衣草  原價 179元

可立潔
萬能去污達人 /2X去霉達人 /活氧酵素
去漬達人 500g  原價 119元

皇家穀堡台東米
1.5kg  原價 169元

惠家香
南瓜籽油
250ml  
原價 699元

惠家香
台灣極品
亞麻仁油
250ml  原價 399元 
特價 389元  

雲南白藥牙膏
100g  薄荷  原價 168元

楓康一滴淨
蘆薈多酚食品用洗碗精
1000g 檸檬 /柑橘 原價 1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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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食堂
麻油蒜香麵線 /干貝 XO醬乾拌麵 /油蔥
椒麻乾拌麵 108g/116g x4入  原價 145元

味全高鮮 -蔬果本味
調味料 320g  原價 84元  特價 79元

日本海帶芽
100g  原價 77元

鷹王
檸檬 /柑橘
洗碗精
1000ml  原價 99元  

5折
2任第     件

89
2任     件

148
2     件

238
2     件

338
2任     件

買
送1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任選

145
2     件

5折
2第     件

買
送1
任選

900
3任     件

108
2任     件

129
2任     件

5折
2第     件 5折

2第     件

5折
2第     件

買
送1
任選

54
2     件

5折
2第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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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選

買
送1
任選 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買
送1

298
2任     件

買
送1
任選

149
平均一件

50
平均一件

74
平均一件

119
平均一件

169
平均一件

149
平均一件

72.5

平均一件

72.5

平均一件

72.5

平均一件

68
平均一件

49.5

平均一件

99.5

平均一件

144
平均一件

57.5

平均一件

49.5

平均一件

300
平均一件

44.5

平均一件

禁 止 酒 駕 
喝酒不開車 安全有保障

54
平均一件

64.5

平均一件

90
平均一件

187.5

平均一件

82.5

平均一件

149
平均一件

84
平均一件

27
平均一件

299
平均一件

124.5

平均一件

475
平均一件

570
平均一件

178
售價

138
售價

49.5

平均一件

89.5

平均一件

59.5

平均一件

129.5

平均一件

84.5

平均一件

349.5

平均一件

194.5

平均一件

84
平均一件

469
特價

36 37

尋找最後的振興券   持振興券消費，好禮２選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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