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虱目魚魚鬆禮盒
魚鬆（150公克）3包

嘉義區漁會
訂購電話:05-3471866 蕭明娟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HBn7Qm

一魚三食禮盒 3800元
烏魚鬆（200公克)2罐
烏魚子xo醬(170公克)2罐
烏魚子(4兩)2片 

鑫溶水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2201277轉245

https://goo.gl/Lr2FmT
鑫溶水產新鮮最用心粉絲專頁:

砂鍋魚頭禮盒 459
新鮮草魚頭及配菜（1800公克）/盒

烏魚子單片禮盒 800
5兩烏魚子 

鯛魚片盒裝組合

一口吃烏魚子

799

550

鯛魚片2公斤（每片150公克至200公克）/盒

150公克/盒

東晟水產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427475

5.5度藥膳紹興醉蝦

蝦酥禮盒

一包400公克/共3包
(蝦子300公克;湯汁100公克) 

10小包 

蝦覓世界 0919626929 
訂購電話:05-3426823
訂購網頁:https://goo.gl/hU37Uf 

https://goo.gl/vAS7Ss

蝦覓世界粉絲專頁:

390元

元元

元

元

715元

550元

(原價:855元)

@sagi

鴻業海洋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430895
訂購網址:https://goo.gl/E4xKhF

年年有餘篇

年年有餘篇

free
免運 單點滿5000元

free
免運 單點滿5000元

free
免運 5盒以上

free
免運 5盒以上

嘉義區漁會
訂購電話:05-3471866 蕭明娟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HBn7Qm

鴻業海洋冷凍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430895
訂購網址:https://goo.gl/E4xKhF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鑫溶水產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2201277轉245

https://goo.gl/Lr2FmT
鑫溶水產新鮮最用心粉絲專頁:

http://www.cyfae.org.tw/EC/ProductList.php
https://zh-tw.facebook.com/shinrong
https://www.shamiworld.com/
https://www.facebook.com/shrimp.home/
http://www.superbigshrimp.com.tw/
http://www.cyfae.org.tw/EC/ProductList.php
http://www.superbigshrimp.com.tw/
https://zh-tw.facebook.com/shinrong


虱目魚禮盒

正鑫水產加工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430179 

林家冠軍烏魚子 1200元
烏魚子（150公克/片)
2片裝附禮盒提袋

祥鱻魚業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905-576-333
訂購網頁:https://goo.gl/mNYLTg

https://goo.gl/nnr9K6FB網址:

年節禮盒 2000

邱家兄弟生態無毒水產
訂購電話:0955735225潘小姐
訂購網頁:
https://goo.gl/rfQd99

林家烏魚子醬

幸福元鰻禮盒

好運連年組合

1800

2200

日式蒲燒鰻
（250公克+-5%/尾）4尾

年年有餘組合

發發發迎豬豬套餐

昕鮮漁場  
訂購電話:
購物網頁:https://goo.gl/gpQa7R

FB網址:https://goo.gl/NaJN1q
昕鮮漁場粉絲專頁:

520元

元

元

元

1150元

2380元

(原價:1250元)

虱目魚丸1包(600公克).虱目魚卷1包(600公克)
虱目魚麵(120公克)3包虱目魚背鰭條(300公克)2包

烏魚子醬（115公克/罐)
2罐裝附禮盒提袋

1380元

林家烏魚子粉絲專頁: 0905576333

(原價:2300元) 白蝦(300公克)2包
 鱸魚排(200公克)1片. 金鯧魚(250公克)2尾
 午仔魚(400公克)2包. 虱目魚肚 (80公克)4片

日式蒲燒鰻1包(250公克/尾)
活菌蝦1包(600公克)
去刺益菌虱目魚1尾(600公克)

0982260701.0909901088

(原價:2200元)

FUN心鮮蝦
訂購電話:0952068112蔡長材
訂購網頁:https://goo.gl/6Am9ss

https://goo.gl/A8pPM6FB網址:

搜尋FUN心鮮蝦，放心鮮呷粉絲專頁:

1.霸王等級白蝦(7-9尾/300公克)2盒
2.陽光日曬烏魚子(4.5-4.9兩)1片
3.整尾去刺虱目魚(600-650公克)1尾
4.帶肉花枝丸(600公克)1包
5.手工虱目魚丸 (600公克)1包
6.福氣飛魚卵香腸(約12條/600公克)1包
7.厚切鮭魚片(350-400公克)1片
8.厚切大比目魚(400-450公克)1片

1.日式蒲燒鰻1包(250公克/尾)
2.醉蝦1份(400公克) 
3.活菌蝦1包(600公克)
4.透抽1份(500公克)
5.頂級手工花枝丸1包(600公克)
6.去刺益菌虱目魚1尾(600公克)

(原價:2420元)

年年有餘篇

全國十大優質烏魚子雙料冠軍

2018海宴水產精品入圍

2017十大神農獎

祥鱻魚業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905-576-333
訂購網頁:https://goo.gl/mNYLTg

https://goo.gl/nnr9K6FB網址:
林家烏魚子粉絲專頁: 0905576333

昕鮮漁場  
訂購電話:
購物網頁:https://goo.gl/gpQa7R

FB網址:https://goo.gl/NaJN1q
昕鮮漁場粉絲專頁:

0982260701.0909901088

昕鮮漁場  
訂購電話:
購物網頁:https://goo.gl/gpQa7R

FB網址:https://goo.gl/NaJN1q
昕鮮漁場粉絲專頁:

0982260701.0909901088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E6%9E%97%E5%AE%B6%E7%83%8F%E9%AD%9A%E5%AD%90-1163170443697597/
http://mashup.com.tw/chiubrothers
http://www.ezfreshmart.com.tw/ecommerce/
https://www.facebook.com/9898go/
http://mashup.com.tw/funshinshrimp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funshinshrimp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0905576333.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E6%9E%97%E5%AE%B6%E7%83%8F%E9%AD%9A%E5%AD%90-1163170443697597/
http://www.ezfreshmart.com.tw/ecommerce/
https://www.facebook.com/9898go/
http://www.ezfreshmart.com.tw/ecommerce/
https://www.facebook.com/9898go/


新春茶湯會

阿里山高山茶-金萱茶 800
金萱茶(150公克)2罐/盒
大阿里山茶區之茶葉，茶湯呈蜜綠色，
韻味帶有花果香、醇和帶甜。

元

嘉義縣農會
訂購電話：05-2360311~23黃宏昌.陳星慧
訂購網頁：https://goo.gl/csS6tF

aa0932832183

阿里山高山茶-烏龍茶1000
烏龍茶(150公克)2罐/盒
海拔1,000~1,500公尺茶區之茶葉，
外觀緊結度高且油潤光澤，最佳伴手禮。

元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阿里山高山茶立體茶包 180
12小包(2.5公克/包)/盒
海拔1,000~1,500公尺茶區之茶葉，
外觀緊結度高且油潤光澤，最佳伴手禮。

元 雲端上的甘露 1100
烏龍茶(150公克)2罐/盒
附提袋禮盒

梅山鄉農會
訂購電話：0911699637 簡永益
購物網頁：https://goo.gl/E3425R

元
入選台灣名茶形象包裝

1200
比賽茶(150公克)2罐/盒

中埔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532201轉801.807.808
          劉淑玲.陳綉幸.陳素貞
訂購網頁：https://goo.gl/s5RaJL

元 800
金萱茶(150公克)2罐/盒
附提袋禮盒

元阿里山高山茶-梅山茶區
入選梅山九禮

2018優良獎比賽茶

230
12小包/盒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元有機糙米茶

有機米加工烘焙、富含膳食纖維

130
12小包/盒

元有機香胚米茶

紫晶香胚米，含天然活性花青素

新春茶湯會

梅山鄉農會
訂購電話：0911699637 簡永益
訂購網頁：https://goo.gl/E3425R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嘉義縣農會
訂購電話：05-2360311~23黃宏昌.陳星慧
訂購網頁：https://goo.gl/csS6tF

aa0932832183

嘉義縣農會
訂購電話：05-2360311~23黃宏昌.陳星慧
訂購網頁：https://goo.gl/csS6tF

aa0932832183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http://www.cyfa.org.tw/home.asp
http://www.msfa.com.tw/main.asp?bodysel=S1
http://www.1689.org.tw/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msfa.com.tw/main.asp?bodysel=S1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cyfa.org.tw/home.asp
http://www.cyfa.org.tw/home.asp


六畜興旺篇

六畜興旺篇

無豆粉純雞肉酥(150公克)2罐/附禮盒

御正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621606 黃惠汝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XJQq0x

https://goo.gl/aYYWER

599元無豆粉純雞肉酥禮盒組

御正童仔雞粉絲專頁:

3包(250公克/包) 附保冷袋
599元無磷酸鹽雞肉丸

原味牛肉乾(100公克)2包.辣味牛肉乾(100公克)1包
黑胡椒牛肉乾(100公克)1包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703289 黃小姐.詹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cA5eUH

599元
60毫升16入

4320元

茶鵝1隻. 51鵝肉丸1包，QQ鵝蛋2顆

1200元
生鮮土鵝1隻(3公斤+-300公克)

600元生鮮土鵝

原味肉鬆1罐.海台肉鬆1罐

保證責任台灣省肉品運銷合作社
訂購電話:05-3790108
訂購網頁:https://goo.gl/8YiwCR

590元 3192元開運年菜旺旺來

1100元

牛肉乾禮盒 台灣黃牛滴牛肉精

燻茶鵝禮盒

嘉文生技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2652747 
訂購網頁:https://goo.gl/pXeTsR

https://goo.gl/jgpbp1
嘉文生技-產鵝的專家粉絲專頁:

@prc7553w

純質肉鬆禮盒

CAS產銷履歷冷凍肉品禮盒

梅花火鍋肉片1包.五花火鍋肉片1包
小戰斧1包 . 小腩排2包

(單項:399元)

崇文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海鮮主義官網
訂購網頁:https://goo.gl/1zzNbK

春

輸入促銷代碼VIP20199

1. 佛跳牆(2000公克)

2. 海鮮煲(2000公克)

3. 人參土雞(2000公克)

4. 人蔘烏骨雞(2000公克)

5. 鹿茸烏骨雞(2200公克)

6. 黃金蟲草燉雞(2200公克)

7. 桃木燻雞(1200公克)

8. 櫻花蝦米糕(1000公克)

折優惠

100%純雞肉

無防腐劑  

無色素

十大神農

十大神農

御正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621606 黃惠汝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XJQq0x

https://goo.gl/aYYWER
御正童仔雞粉絲專頁:

鈜景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3703289 黃小姐.詹小姐
訂購網頁:https://goo.gl/cA5eUH

嘉文生技有限公司
訂購電話:05-2652747 
訂購網頁:https://goo.gl/pXeTsR

https://goo.gl/jgpbp1
嘉文生技-產鵝的專家粉絲專頁:

@prc7553w

保證責任台灣省肉品運銷合作社
訂購電話:05-3790108
訂購網頁:https://goo.gl/8YiwCR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http://www.yuchengfood.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yuchengfood/
https://www.drbeef.com.tw/
tp://www.naturalmeat.com.tw/
https://www.chiawen.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hiawengoose/
https://www.i-wens.com/
http://www.yuchengfood.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yuchengfood/
https://www.drbeef.com.tw/
https://www.chiawen.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hiawengoose/
tp://www.naturalmeat.com.tw/


蛋捲禮盒 220
蛋捲(1入6支)4入/盒

元

蓮藕粉Q版 400
蓮藕粉450公克

水上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682010轉39賴郁娟
購物網頁：https://goo.gl/cwhTJJ

元
買10送1 

橙市戀人巧克力 420
250

大盒12片

小盒6片

元

蓮藕粉2入禮盒 780
蓮藕粉2包

水上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682010轉39賴郁娟
購物網頁：https://goo.gl/cwhTJJ

元
買5大盒送IQ版 

元

大盒

小盒

竹崎地區農會
訂購電話：05-2612120轉264
訂購時間：08:00~16:30（周一至周五）
非上班時間:0937359716柳主任

鹽香花生 130500公克+-10%

元

百香果吸凍禮盒 260元

六腳鄉農會
訂購電話:05-3806000 呂淑子
非上班時間0919863360 黃主任

蒜味花生

280

500公克+-10%

元

120元

90元

free
免運

25包以上
(可組合搭配)

百香果營養豐富，氣味特別芳香，可散發出香蕉、
鳳梨、檸檬、石榴等眾多水果的香味而被舉為「
百香果」，又有「果汁之王」的美稱。

吸凍6入

黑木耳蒟蒻提盒

350元黑木耳蒟蒻禮盒

五香、黑胡椒、麻辣100g

天然的蒟蒻加上中埔鄉的特產黑木耳，做成含豐富
膳食纖維、天然有嚼勁、具有飽足感，現代人最愛
的養生零食。

五香(80公克)1罐

麻辣(80公克)1罐

黑胡椒(80公克)1罐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黑仁花生 500公克+-10%

140
150

柿餅禮盒

柿果子脆片
120公克

12粒
附禮盒提袋

番路鄉農會
訂購專線:05-2591360 張妙娟
傳真:05-2594263
訂購網頁:ttps://goo.gl/FX8RXM

新春濃情好禮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臺灣農漁會百大精品

嘉義縣農會
訂購電話：05-2360311~23黃宏昌.陳星慧
訂購網頁：https://goo.gl/csS6tF

aa0932832183

中埔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532201轉801.807.808
          劉淑玲.陳綉幸.陳素貞
訂購網頁：https://goo.gl/s5RaJL

中埔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532201轉801.807.808
          劉淑玲.陳綉幸.陳素貞
訂購網頁：https://goo.gl/s5RaJL

中埔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532201轉801.807.808
          劉淑玲.陳綉幸.陳素貞
訂購網頁：https://goo.gl/s5RaJL

番路鄉農會
訂購專線:05-2591360 張妙娟
傳真:05-2594263
訂購網頁:ttps://goo.gl/FX8RXM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http://www.waterfa.org.tw/main.asp?body_sel=S1
http://www.waterfa.org.tw/main.asp?body_sel=S1
http://www.fanlu.org.tw/index.asp?BodySel=S1
http://www.cyfa.org.tw/home.asp
http://www.1689.org.tw/
http://www.1689.org.tw/
http://www.1689.org.tw/
http://www.fanlu.org.tw/index.asp?BodySel=S1


豐禾日粒有機米禮盒550元
有機白米1公斤.有機糙米1公斤

檜木筷子2雙

『囍』有機米禮盒 550元
有機白米1公斤.有機糙米1公斤

檜木筷子2雙

紅豆湯禮盒 225元

精選國產高雄6號及7號為品種，由本會與所輔導
雜糧產銷班契作生產，粒粒飽滿口感極佳.

朴子市農會
訂購電話：05-3794145 推廣部李小姐
購物網頁：http://shop.polon.org.tw/

150元黑木耳干
150g250公克/12入

玉女小蕃茄 550元 600元洋香瓜
600公克/4入/盒
手提禮盒

1株1果洋香瓜2顆
手提禮盒

溫室果物溫室果物

茂谷柑禮盒 420元 450元蜜棗
25A:16粒.  27A:14粒
手提禮盒

5A(3斤)
手提禮盒520元

25A

27A

5A

竹崎地區農會
訂購電話：05-2612120轉264
訂購時間：08:00~16:30（周一至周五）
非上班時間:0937359716柳主任

竹崎地區農會
訂購電話：05-2612120轉264
訂購時間：08:00~16:30（周一至周五）
非上班時間:0937359716柳主任

有機醬油 250元

新港鄉農會
訂購電話：05-3741624 陳主任
非上班時間:0919-860599何主任

400毫升/1入

朴子市農會
訂購電話：05-3794145 推廣部李小姐
購物網頁：http://shop.polon.org.tw/

黑娘媽系列組合禮依搭配組合計價

黑豆蔭油(400ml)300元.黑豆釀蔭油膏(420g)300元

黑豆茶(單包20入)200元.黑豆糙米香(120g)80元

熟化100%純黑豆粉(每包500g)200元

新春濃情好禮

free
免運

滿2000
(可組合搭配)

free
免運

滿2000
(可組合搭配)

白米糙米可自由組合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太保市農會
訂購電話：0800-050-371 涂英珍
訂購網頁：https://goo.gl/4cUJyv
粉絲專頁：https://goo.gl/xydCB6

中埔鄉農會
訂購電話：05-2532201轉801.807.808
          劉淑玲.陳綉幸.陳素貞
訂購網頁：https://goo.gl/s5RaJL

可直接連結訂購網頁

http://shop.polon.org.tw/
http://shop.polon.org.tw/
http://shop.polon.org.tw/
http://shop.polon.org.tw/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taipo.org.tw/main.asp?Body=SHOP
https://www.facebook.com/taipo.org
http://www.1689.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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