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載一口幸福有魚的深海寶典
屏東必買漁村伴手禮 PINGTUNG MUST BUY
榮獲台灣百大•屏東十大•台灣燈會推薦手信•台灣文博會屏東館代表店家

將「鮪魚、有魚」的東港海味，以 CAS 認證蛋液、鹹甜美味的一口鮪魚鬆蛋捲開啟了「FUN 鬆品味課」的東
港漁村食魚文化。深藍外盒猶如深海寶典，呼應
魚鬆 EU 歐盟認證工廠的水準，裝入限定帆布袋，
獻上一口幸福有魚的東港海味！

[ 傳承三代 • 飄香國際 • 在地深耕 ]
簡單自然是我們對商品堅持 , 這一口一口的鮪
魚鬆蛋捲已飄香國際至荷蘭、法國等國家，也
是旅人來屏東東港 MUST BUY 必買伴手。

有魚學堂禮盒 • 一口鮪魚鬆蛋捲　 24 入 / 組　$680

東港味益 - 鬆品專賣店
屏東縣東港鎭新生三路 129號
08-8335930

東港味益 東港味益

Goods
Pingtung

2020
2019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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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食療，
就是從大自然、
從自己培育的植物中孕育而生。
有一群人流著汗水，頂著寒風
總是帶著喜悅與感恩之心
穩穩地做，慢慢地耕耘
愛這片土地，保護這片土地，珍愛這片土地。

大花農場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九東路 118號
08-7396588

大花農場 大花農場

以大花農場特有【玫瑰花多酚】嚴選生乳製成奶油，及小農
當天新鮮配送安全健康雞蛋，原物料皆層層把關。手工製
成無防腐劑、香精、不含人工色素，玫瑰香氣洋溢，滿滿
健康食的安心，每一支都是手工製作厚實且口感酥脆。 

玫瑰多酚蛋捲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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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盒內含 16 片薄片巧克力，
共 4 種口味：
65%、75%、85%、100%
選用屏東栽種的可可果，精心挑選飽
和適中的可可原豆，進行 40 小時以
上的精磨，以純黑巧克力概念製作，
保留其特殊風味。

綜合薄片純黑巧克力禮盒　$880

小雨果巧克力の店
屏東縣里港鄉鐵店村
鐵店路 26 之 2號
0988-523861

小雨果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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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油伯
六堆釀興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竹田鄉履豐村豐振路 2-8號
08-7711116

豆油伯 豆油伯

亞太 A.A 無添加獎
亞太 A.A Taste 風味獎
Monde Selection 世界品質評鑑大獎
iTQi 風味絕佳獎

屏東竹田在地 47 年的品牌
嚴選台灣無農藥殘留且非基因改造
以原豆純釀醬油，無添加化學人工物質
保留豆香原味，醬油香氣甘醇富餘韻
不只是台灣在地，更是享譽國際的好滋味

金美好醬油：
無添加糖台灣黑豆醬油。適合長時間料理
金美滿醬油：
無添加糖台灣黃豆醬油。適合短時間烹調、料理
春源醬油：
精選台灣黑豆純釀製成。適合滷煮、紅燒料理，風味醇厚

【好圓滿】醬油組　$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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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食甜點帶來的幸福感完美加分
展現蓮霧鮮果的香甜好吃滋味

果露：熟成的蓮霧果香與綿密的糖漿交織出濃郁香甜
　　　的鮮果露。
果粒醬：嚴選自透紅佳人的蓮霧珍品，依循甜蜜的黃
　　　　金比例與 100% 鮮果調和而成。

透紅時光禮盒 A 　果露 ×1+ 果粒醬 ×1 $500

佳冬鄉農會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和路 64號
08-8660012

佳冬鄉農會 佳冬鄉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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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粒胡麻都吸著滿滿的陽光能量

純正胡麻榨取，種植期為三個月，
完全不使用農藥，胡麻與花草共
生， 100% 無添加物。

恆春胡麻油　600ml $730

恆春鎮農會
屏東縣恆春鎭山腳里
恆南路 11巷 2弄 2號
08-8892087 #790

恆春鎭農會 恆春鎭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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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東港，放眼世界

與屏東市不賣書的書店「讀者城市」
聯名推出春米財來禮盒，結合「正
鰹魚鬆」、「旗魚米果」，象徵堅守
功成、春燕回歸，期待百業復興，
人人都能魚米豐收。

春米財來閱饗宴禮盒　1 盒 $500

東大興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東港鎭中正路 165號
08-8322861

東大興 東大興

利用旗魚、櫻花蝦、鮪魚，在地化特色食材
製作屏東特色優良產品，遠銷到智利與紐西蘭
HACCP 食品安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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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簡單，越不簡單

柴火烘烤新鮮台南嚴選黑芝麻，
古法冷壓純胡麻油，水冷研磨純黑芝麻醬，
台東自然農法花生仁水冷研磨純花生醬。

金弘台灣醬醬好禮油　3 件入 $990 

金弘麻油花生行
屏東縣潮州鎭光華路 54號
08-7885352

金弘麻油花生行 金弘麻油花生行

五十年古法柴燒芝麻、花生製品，
冷壓食用油，水冷研磨純醬，
堅持無添加、保留原始風味，
傳承三代的好味道，提供給您原食的美味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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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農村在地「釀造文化」手作工法與品質
推廣在地天然原料，農田直達餐桌的安心

以 100% 花草，純手作工法釀造、長時間發酵，完全呈現
桂花、紫蘇淸香淡雅。

桂花粹釀 / 紫蘇粹釀　 180ml/ 瓶 $400 大埔農業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高樹鄉大埔村和興路 66號
08-7960808

大埔合作社

ISO 22000 及 HACCP 安全合格驗證

大埔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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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們是果靑，
一群賣水果乾的靑年。

酸甜水果塔　10 入 / 盒 $549

利用自身所長，協助農村多元發展
懷抱夢想的人總是能夠找到機會堅持做自己

與萬丹在地小農合作，自家烘焙技術製作梅子牛番茄乾、
愛文芒果乾、情人果乾，從水果到塔皮共需要 10 道烘焙
工法，完美比例吃起來不會膩，酸酸甜甜超好吃！

咬咬果
屏東縣萬丹鄉上蚶路 586號
08-7072555

咬咬果

17



追求鰻魚極致的料理工藝
老品牌與職人匠心的集合體 嚴選日本種鰻，藴藏在職人厚底工夫之下，

看似簡單卻是將複雜的事做到熟練、反覆至
專精的成果。

職人五工法鰻魚禮盒　單盒 $950

屏榮坊
屏東縣屏東市工業環路 4號
08-7228866

屏榮坊 屏榮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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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丹椒朋友 2 入禮盒　$300

雪Ｑ餅 - 芒果、情人果、牛番茄　$230
水果乾 - 芒果、情人果、牛番茄　$199
水果乾雪Ｑ餅綜合禮盒　$599

萬丹椒朋友
屏東縣萬丹鄉上蚶路 586號
08-7072555

萬丹椒朋友 萬丹椒朋友

挑戰自我，秉持高品質的理念
通過食品 HACCP 及 ISO22000 雙認證
100% 台灣農產製成的健康食品禮盒

近 30 載的研發與經營
鮮而美專注如何提升農產品的價値

剝皮辣椒、剝皮脆泡菜、香麻
辣醬可任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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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延香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竹圍村福壽路 563號
(內埔工業區 ) 08-7787111

新延香

結合小米、樹豆、辣椒，經麴菌的酵素
發酵作用，自然熟成發酵，酯類及胺基
酸所產生的芳香物質，形成特有的自然
回甘微辣香醇風味，爽脆食感，微辣的
甘醇。

綠莎醬　$2502000 年榮獲「千禧金牌獎」
2010 年榮獲「屏東名品」
2012 年榮獲「六堆精品」
2012 年榮獲「台灣百大特色產品」
2019 屏東十大伴手禮暨好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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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耕耘 紮實飽滿
獨家低溫炒製技術，防止紅豆植化素破壞，
完整保留紅豆營養成份，提升紅豆香氣，結
合花旗蔘，自然回甘的口感，茶中之極品。
更可入湯入菜，變成美味料理或湯品。

萬丹鄉農會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一段 25號
08-7772007#108

萬丹鄉農會 萬丹鄉農會

萬丹紅豆粒粒飽滿、色澤亮麗
散發出如陽光般黃金光澤
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萬丹紅豆的與眾不同

SGS 食品級多重農藥檢驗合格
ISO22000 認證及 HACCP 標準食品安全管理

萬丹紅蔘茶　10 入 / 盒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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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寶黑豬肉棧
屏東縣內埔鄉和興村和興路 194號
08-7799000

東寶黑豬肉棧

『東寶黑豬肉棧』
米其林餐廳指定使用
台灣本土黑豬第一品牌！

自然方式培育台灣本土六
堆 黑 豬， 長 達 15 個 月 的
飼養期，自然熟成，不含
瘦肉精、防腐劑，不添加
豆粉，無過敏源問題。

以現代化肉品專賣店為定位，
擁有低溫分切室，眞空包裝肉品，急速冷凍設備
打造超越傳統豬肉攤的形象。
100% 不添加豆粉、不添加味精。

東寶黑豬肉鬆禮盒 
3 罐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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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三元野生茶事業
屏東縣三地門鄉民族路 100-4 號
0901-109669、08-7967093

觀三元野生茶 百合圓子　37.5g $750

茶葉產自屏東三地門，響應 104 國有林野生茶採收計劃，
一年一季摘採台灣本土古茶樹，並在茶工藝中精進，保留春天季風味，
口感細緻，甘甜收尾，泡出大山的特殊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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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養殖，新鮮看的見

88 津甘蝦
屏東市和生路一段 745號
08-7061881

88津甘蝦 88津甘蝦

88 津甘蝦【特大】 $680
2盒 /斤，一斤約 30尾

88 津甘蝦【大】 $580
2盒 /斤，一斤約 40尾

堅持養殖及包裝全程不使用禁藥或政府許可用藥！ 88 津甘蝦眞正「零用藥」、「零檢出」。讓每一個接觸的
顧客，飮食安全、身體快樂 ~ 找回自然純淨的感動。歡迎您一起來嚐嚐 MIT 屏東在地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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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漁嚴選益生菌滋養，
在地生產優質鱸魚產品

峰漁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長治鄉園西一路 3號（農科）
08-7620107

峰漁 峰漁

含有豐富膠質、DHA、蛋白質，不添加防腐劑及化學添加物
只為提供給您安全安心的優質產品

屏東縣十大伴手禮
菌沛尖吻鱸魚排、好漁夫鱸魚水餃、精燉鱸魚高湯
連年榮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評選之銀髮友善食品

【峰漁】菌沛嚐鱻優惠組 ( 含運 )　$850
菌沛尖吻鱸魚排 ×1、菌沛純眞鱸魚丸 ×1
好漁夫鱸魚水餃 ×1、精燉鱸魚高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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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茶佐原片　 25g/ 包 $100
梅子檸檬乾　　 50g/ 包 $100

檸檬醋　　　　 400ml   $250
檸檬茶佐原片　 罐裝　  $250

萃檸檬商號
屏東縣竹田鄉鳳明村鳳平路二巷 18號
08-7887218、0933-622350

萃檸檬商號 萃檸檬商號

吃進檸檬天然原味
自家果園栽種的優質檸檬
手作健康又美味的檸檬果乾

• 2017 屏東十大伴手禮
• 竹田產銷十六班班長許其勝產銷履歷屏科大檢驗通過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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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泉 18 年甕藏花雕酒　2 公升 / 盒 $1700

TTL 臺灣菸酒 ( 股 ) 公司
屏東觀光酒廠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建國路 34號
08-7781640

屏東觀光酒廠 屏東觀光酒廠

禁
止
酒
駕       

未
滿

　 

歲
禁
止
飮
酒

18

台酒紅麴豬腳禮盒　$450
紅高粱酒
2 公升 / 盒
$1600

玉山咖啡香甜酒　$99 咖啡酒香霜淇淋　$40

台酒花雕蹄膀禮盒　$450

連續於 2017、2018 及 2019 年，三年榮獲世界菸酒評鑑會
(MONDE SELECTION) 優良酒類品質金牌獎，並因此獲得
大會頒發優良酒類最高品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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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藏手工奶酪
屏東縣潮州鎭光華路 1-7號
08-7894641、0916-683311

臻藏手工奶酪

一對年輕夫妻為給孩子細心呵護
辭掉原本工作返回自己的家鄉創業
用愛研發出鮮奶製作多種口味的鮮奶酪

與屏東在地牧場合作，現取牛奶不經均質化
處理，快速冷卻法，封住牛奶最佳味道，殺
菌最徹底又天然。不加水、防腐劑、香料，
奶酪口感滑順細緻，濃濃的奶香味。

鮮奶酪 - 6 入 / 盒　  $200
12 入 / 盒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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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佳綠能生技有限公司
鱻活一號
屏東縣林邊鄉成功路 1號
08-8755208

力佳綠能 鱻活一號

運用綠能科技　重視生態永續友善環境　
無藥殘的生態飼養工法　讓人難以忘懷的極緻鮮滋味

萃取低脂肪、高蛋白上等食
魚－龍虎石斑。富含高濃度
膠 原 蛋 白、DHA、EPA、
牛磺酸，高蛋白質低普林，
利用精緻純化技術，去除雜
質與腥味，水解成小分子胜
肽及胺基酸，讓營養更易吸
收，特別推薦給術後調養、
樂齡保健、孕期調理等需要
補充身體營養者。

養殖精神
• 綠能科技養殖
• 重視生態永續友善環境
• 遵守安全無藥殘養殖規範

• 獨特生態飼養工法
• 榮獲農委會優良魚苗養殖場肯定
• 榮獲菁創獎殊榮
• 連續獲得五屆海宴水產精品獎

鱻活ㄧ號石斑魚精粹禮盒　
60ml×9 包 / 盒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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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果原產自祕魯 
富含 OMEGA369
營養度堪稱植物界魚油
生飮、拌靑菜和沙拉皆適宜

完全無毒栽培，精純健康
歡迎來驛站 DIY 現榨體驗

大路關文化驛站
屏東縣高樹鄉廣福村
12鄰中央路 56號
08-7958088、0920356117

大路關

鮮榨、天然健康 養生上選

第一道初榨油─印加果油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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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媽媽愛孩子的心
烘焙出天然健康的手工點心

使用台灣種植的水蜜桃和草莓，不添加色素香料製
成果乾，包入麵糰中製做烘焙出無添加的吐司。

小恩家手作
屏東市崇朝一路 196號
0909-973838

小恩家手作

使用台灣小麥好好無
添加麵粉，台灣在地
無添加無調整鮮奶，
法國 Aop 認證發酵奶
油、台灣在地無添加
果乾、台灣製無漂白
無色素三溫糖。

湯種鮮奶水蜜桃草莓吐司　$285

31



利用科技結合傳統，同時兼顧美味健康與環保
達到從牧場到餐桌，從泥巴到嘴巴的飮食型態 密閉水濂式畜舍，打造乾淨舒適的優良飼養環境，嚴選

家香豬後腿肉，用醬汁浸泡再炒焙，甜甜鹹鹹，口感酥
香，無添加豆粉、防腐劑、色素、味精。

中央畜產有限公司
屏東縣麟洛鄉新田村民族路 437號
08-7217729

中央畜產 中央畜產

原味豬肉酥 / 海苔豬肉酥　3 入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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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地萬物之生機與靈性
是為天菊命名由來

天菊農場
屏東縣高樹鄉慈新路三段 51號
08-7960711

天菊農場 天菊農場

自然農法天菊花　$600
20g±9% 約 400 朵菊花 玻璃瓶罐裝
不施化肥並以人工除草。採收時落地不回收，日曬及常溫
烘乾以維持最美花色，推薦給長期於電腦或書桌前的朋友。堅持全程有機栽培，為環境永續與消費者們的健

康安心盡一份心力。以一顆俯仰無愧於天地的心，
孕育香味雋永的杭菊花，獻至所有愛花人手中。

33



親自挑選及購買食材
堅持不添加化學物質
給客人最好的美味！

上層如絲綢般的檸香凝乳；中層是柔軟的韓式柚香
奶醬搭上跳舞的陳皮果肉；底層以酥香脆甜杏仁塔
皮，結合成這朵美麗盛放的花。

日東茶食
屏東市自由路 337-1 號
08-7361525

日東茶食

使用在地特產「屏東香檬」及「九
如檸檬」，香氣十足、富含營養
價値，酷似金桔的屏東香檬更
是外銷日本的水果。

東雨甜品─「檸好，屏東」系列香檬檬塔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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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產協會水產事業獎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漁民
中華民國水產種苗協會之金魚獎

全台首創吃的到魚肉的魚極棒，採用純淨大
千魚，每尾僅只能取用體重的 30% 做為魚極
棒的原料，不摻雜硼砂及化學原料，新鮮、
美味、自然。

台灣紅魚生技有限公司
屏東縣新埤鄉建新路 7號
0982-618811

創立 50 年的公司，擁有嚴格的產銷履歷；中
央畜產會檢驗重金屬、藥物殘留、荷爾蒙最
優標準；德國杜夫萊茵實驗室對生菌數的嚴
格檢驗；首創城堡式食物鏈養殖法更成為現
代生態工法養殖之先驅。

大千魚極棒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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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認證的優良肉品

特別採用屠宰 24 小時內的豬溫體，豬後腿中脂肪含量少的特定部位製作，不添加味精、豆
粉、人工添加物，保有肉絲完整纖維。

台灣農畜產
屏東市建國路 480號
08-7520525 #245

台灣農畜產

超過半世紀的努力經營
秉持誠懇務實的態度
和勇於創新的精神
以品質第一
消費者口味為導向

台畜經典肉酥兩入手提禮盒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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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源頭、創業推手

手作黑糖漿：香濃黑糖滋味，帶點焦糖風味。
咖啡凍：採用純咖啡粉製作，淡淡的咖啡香
氣，QQ 口感，越嚼越順口。
抹茶凍：採用日本原裝進口抹茶粉，不添加
人工色素，夏日甜點最佳選擇。

四海食品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 180-5 號
08-7622000

四海食品 四海食品

茶凍禮盒組　3 入 $288

提供開店規劃、菜單設計、經營管理、技術導入、客製商品等
餐飮一條龍服務，成為屏東每個餐飮創業者最佳的創業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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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三入，三種口味：原
味、蒜味、黑胡椒

畜穀農產專注於台灣原生
種黑豬的「育種」與「保種」，
純化根源。嚴選黑豬後腿
肉，營養豐富的杏仁片，
再以特殊技法烘製而成，
絕妙口感，健康又安心的
最佳伴手禮。

平埔黑豬
屏東市仁德路 43巷 6號
0907-323237

平埔黑豬

用科技數據記錄豬隻成長，讓傳產升級
每兩週抽取豬隻血液，送往學術單位檢驗
把關源頭，堅守消費者的健康第一線

杏仁香脆肉紙　$630

平埔黑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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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相思，是有味道的…
經過淸洗、切絲、梅汁醃製、烘烤等多道工序，
檸檬與梅子融合在一起的多層次口感，
前味有梅香，細細品嚼後則是檸檬皮的淸香，
就像想念的滋味，或濃或淡，念念不忘。

老實農場
屏東縣內埔鄉竹圍村
永豐巷 19號
0800-006234

老實農場

珍惜大地的一樹一果，從汁到皮絕不浪費，
用天然水果製品代替生活中過多化學添加的工業品，
不過度包裝，讓健康無負擔，土地的負擔少一點，
成為融入每日生活、伸手可得的必需品。

檸檬香絲　$120

39



財政部優質酒品認證酒廠
中興大學有機驗證酒廠

原住民通常在豐收祭典上使用小米酒
象徵紀念祖靈，敬畏天地的含意
嚐起來微甜，口感柔和風味非常特別

禾宏生技酒廠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和平新路 95-1號
08-7703169

禾宏生技 禾宏生技

品質及安全是首要的要求，
每年均通過 SGS 及政府部門的檢測，
產品嚴格品管。

古樓小米酒　$300

禁止酒駕
未滿 18 歲禁止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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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於希臘 eudora，
意為可愛的贈禮

尤朵拉創意手作
屏東縣萬巒鄉萬金村萬興路 2-33號
0926-126307

尤朵拉創意手作

來自屏東萬金村的尤朵拉，堅
持手作嚴選食材，創意融合，
用幸福之手製作出甜蜜滋味，
傳遞溫暖拉近你我距離。

由法式手工餅乾「雪球」製作而成的鳯梨酥，
口味有酸甜香檬、迷人可可，包裹核桃及手
工鳯梨內餡，灑上糖霜，多層次豐富口感，
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雪球鳯梨酥　8 入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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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屏東一甲子
在地好味道

兆鴻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市民生路 126號
08-7217967
08-7372199 兆鴻食品

挑選優質的屏東在地健康豬隻，每
日老師傅純手工新鮮炒焙，入口香
酥即化的肉酥是引以為傲的招牌商
品，特別將肉酥與酥脆餅皮結合，
鹹香微甜的香酥口感，來個味蕾新
感動。

信封捲禮盒　$320
經典手作信封捲：每日手炒肉酥搭配酥脆餅皮，經典不敗組合。
歸來牛蒡信封捲：歸來優質牛蒡加上素食者所需的大豆蛋白纖維，酥脆
加倍，齒頰留香。
濃情巧克力信封捲：每日手炒肉酥搭配濃郁的巧克力，意外的絕妙滋味。

3 個食材元素不同卻都結合屏東在地好味道，從農特產品結合畜牧肉品
加工，讓從未來過屏東的朋友們能夠體驗屏東濃濃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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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芋頭最美好的味道

李董偶貴手作美食坊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
建平路 82號
0963-168857

李董偶貴

李董手工製作各式芋頭相關美食，都是當日出攤前現做，我們嚴選在地的
新鮮食材，採用簡單的料理方式，就是為了呈現芋頭自然的美味。身為芋
頭控的您，千萬不要再錯過喔！

芋言又紫 ( 芋頭紫米糕 )　

芋泥球　4 入 / 牛皮紙盒 $100

４塊 / 牛皮紙盒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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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烘焙之形 詮釋大地食材之味
以蜂蜜糖漬刨絲檸檬，果皮油份的香氣在蜜中
化開，拌入磅蛋糕麵糊中，芬芳四溢誘人。選
用善待土地所產出的檸檬，果皮含無數細小的
粒狀油胞，是製作檸檬蛋糕時的香氣油份。

沐穀曲製菓有限公司
屏東市民生東路 18號
08-7210425、08-7210426

純淨無垢的食物旅程
由心出發，以種淨因
集萬善農作入味，傳遞滋養共好
食譜是一首首耐人尋味的廚房之歌

法式檸檬果子　8 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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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一杯淸香好茶

10 包 / 盒，總重 33g，羅勒薄荷茶 ×4 包、羅勒香橘茶 ×2 包、
羅勒枸杞茶 ×2 包、羅勒蘋果茶 ×2 包
聖蘿勒，植株帶有淡雅淸香，可使人精神集中、心情愉悅、
紓解壓力，製成茶包沖泡，氣味芬芳、順口好喝，不含咖啡因，
飯後或睡前喝都合適。

佳合農產
屏東縣萬丹鄉竹林村
大學路 230號
08-7761151 佳合農產

專業生產有機蔬果的農場
使用植物性肥料
不使用化學肥料及農藥

樸作良食 聖羅勒茶　10 入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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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創新 永遠領鮮

口味可選蘋果 / 藍莓 / 百香果

麻油猴頭菇 ×2 包＋剝皮辣椒猴頭菇 ×2 包＋薑母鴨風味杏鮑菇 ×2 包
宮廷養生菇系列堅持使用最好的食材  ，嚐來讓人暖心又暖胃，讓
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

叁騏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
興中一巷 27 號
08-7797770

叁騏食品 叁騏食品

為消費者嚴格把關食品品質
善盡企業的責任
讓消費者吃到的每一口
都是新鮮又安心

37 纖果飮 - 水果調理醋禮盒
2 瓶 / 盒 $650

宮廷養生菇系列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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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精品，盡在漁霸

東港漁霸商行
屏東縣東港鎭船頭里
船頭路 26-96 號
0905-225582

東港漁霸 東港漁霸

東港最上選的漁獲如精品般呈現
每一口都是新鮮，
每一份都是尊榮

雙子星馥郁禮盒　$1950

珍鱻烏金禮盒　$1600 雙醬拱月馥郁禮盒　$1600榮華烏金禮盒　$1580

繁星馥郁禮盒　$620

富貴烏金禮盒　$1480

一口烏魚子　3 兩 $700 一口油魚子　4 兩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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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愛文香氣，
精緻美味的口感只有咬過才能體會！

採用屏東枋山鄉新鮮愛文芒果，經過 24 小時
烘烤，不添加人工色素、香料及防腐劑，保
留原始愛文芒果滋味。

枋山地區農會
屏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德隆路 25-1號
08-8771111#220

枋山地區農會 枋山地區農會

果然好味禮盒　100g×3 入 $399

愛文芒果乾　150g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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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糖罐裝 $200 
 微糖袋裝 $150 枋寮地區農會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建興路 355號
08-8713031

枋寮農會 枋寮農會

枋寮農產主要以愛文芒果為主，利用次級
品研發多元化加工產品、創造產業副加價
値，提供居民就業機會，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

枋寮當季新鮮愛文芒果加工烘乾
無添加糖、色素、防腐劑
保持芒果獨特風味、香甜 Q 彈、最佳休閒食品

愛文芒果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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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來酥的發想來自一個突然來臨的風災，鳳梨田淹水，損
失了 4 萬多顆鳳梨，在不斷學習與改良，外皮酥內餡綿密，
純金鑽鳳梨餡，不添加人工香料或防腐劑，吃得到鳳梨纖
維及原始好味道。

幸福食間有限公司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
沿山公路一段 116號
08-7916331

幸福食間 幸福食間

延續善導書院協助弱勢、友善耕作的基本精
神，而設立「幸福食間有限公司」，為在地投
入及連結更多資源，結合在地小農成立銷售
平台，加強數位網絡利用及宣傳行銷機會，
促進在地產業升級及繁榮地方經濟。

團圓禮盒　旺來酥 10 入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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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豐富營養價値及酵素
是現代人養身保健的首選
100% 有機天然材料
無添加香料、防腐劑
HACCP&ISO22000 國際品保規範

保證責任屏東縣大力蔘
農特產品生產合作社
屏東市和生路一段 112號
08-7212727

大力蔘 大力蔘 大力蔘

採用國產 100% 有機牛蒡及木耳，慢火熬煮成渾厚
扎實口感的飮品，隨開即飮的便利性，是目前市面
唯一取得有機驗證標章的牛蒡飮品。

有機牛蒡根燉耳禮盒　6 入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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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來杯天然健康飮品，
把香檬加進水裡就對了！

永信蔬果運銷合作社
屏東縣麟洛鄉新田村
民族路 408 號
08-7221602

永信蔬果 永信蔬果

與農民契作，保障農民權益
整顆香檬果粒榨取 ~100% 原汁
無添加任何化學藥劑

A．台灣香檬原汁 100%　2 瓶 $500

Ｂ．香檬爆米花　1 包 $100

整粒香檬果粒榨取，口感略酸，帶皮榨汁保
留香檬的營養及精華，略帶苦味，原汁加水
或紅茶可調配成健康調飮。

台灣香檬學名扁實檸檬，台灣原生種柑橘
類，含許多機能性成分：川陳皮素、橘皮苷、
橘皮素、辛弗林等抗氧化的成分。

顚覆你的想像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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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出好食材，
種出部落小農好生活！

內含四種部落農特產：紅藜、黑藜，小米及樹豆

2013 年一群義林部落中老年人成立小農團隊，回到原鄉土
地從「農」開始作為生活重心，除種植排灣族傳統食材，也
種植一般農產 ( 蔬菜雜糧 )，堅持友善耕種、守護原鄉、地
產地銷的理念。2017 年成立實體店面「部落蔬店」，作為部
落農產直販所在地。

四大天王　$500

部落蔬店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 1鄰
義新路 10巷 1號
08-7850647

部落蔬店 部落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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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好 Easy
50% 洋蔥原汁，等於約攝取一顆小球洋蔥的份量，無添加人工色素、
香料及糖。
採用恆春半島落山風地區的洋蔥與屏東北大武山的頂級紅薑黃，加入
當歸、黃耆、甘草等中藥材製作調和，天然洋蔥原汁萃取，眞材實料
的活力配方，十分芳醇淸爽的自然飮品風味。

屏東縣農會
屏東市瑞民路 6號 3樓
08-7223805 #334 #335

屏東縣農會 屏東縣農會

日常健康 • 滋補強身
每一口都能感受細緻獨特的平衡口感

薑黃洋蔥飮 - 12 入 / 盒　$480
36 入 / 箱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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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樹當地家喩戶曉的人氣伴手禮

鹹香脆口的香蔥餅乾，搭配獨家
配方的牛軋糖內餡，酥脆中帶著
香濃不黏牙的口感，咬下後甜甜
鹹鹹奶香味在嘴裡化開，一口接
一口的好滋味。

美美手工餅乾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 21-2 號
08-7964333

美美手工餅乾

烘焙經驗豐富的老闆娘 - 許美美手工製作
為保持新鮮品質，目前僅以預訂接單方式販售

香蔥夾心餅乾　盒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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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在地好農、
一步一腳印的友善溝通

扎實的百分百純芒果果肉，配上雪糕般綿密細緻的口感，
讓你每咬下一口，都是滿滿的幸福滋味。

選用屏東枋山芒果產銷班種植的安全認證優質芒果，以特殊
工法，低溫烘乾 20 小時，讓果乾外表擁有些微嚼勁，咬下
去卻是軟 Q 感，完全無添加，原汁原味，讓你愛不釋手！

以產銷合作模式與農民合作，為消費者把關
產銷履歷優質品質、CAS 認證
有機蔬果、無化學藥物 / 農藥殘留

微笑冰棒 - 枋山愛文芒果冰棒　8 入 / 盒 $560

愛文芒果黃金條 6+1 黃金禮包　$900

愛文芒果黃金條　
80g/ 包 $150

一支吃了會微笑的冰棒

美夢成真 GCI
在地好物市集
屏東市大連路 24-14 號
08-7373692、0981-505855

美夢成眞 GCI 美夢成眞 G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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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魚脂肪以不飽和脂肪酸為主，對於體弱、運動員、哺乳
母親有很大的營養補給。以花膠、巴西蘑菇為湯底，再用
老母雞熬製高湯增加營養。加熱即食，方便快速。

栗煬國際有限公司
屏東市大春路
177 巷 109弄 30號
0928-744133

栗煬國際

台灣唯一外銷日本甲魚的廠商
以友善環境與動物福利飼養甲魚。
開發與世代接軌產品，即食料理包、健康食品、
生態孵化盒、寵物零食 等

甲魚巴西蘑菇 vs 甲魚花膠美妍雞湯煲　4 件 $1500

ISO22000
HACCP 國際認證
甲魚產銷履歷
屏東在地水產標章溯源管理
海宴水產精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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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滿手工堅持的美味

御仙塘商店
屏東縣新園鄉共和村光復路 136號
0926-695688

白木耳、洛神仙楂烏梅　10 瓶 / 禮盒 $500
養生紅棗蓮子白木耳湯，既養生健康又富有飽足感，加入手工炒糖，素
食者亦可以享用。洛神仙楂烏梅，能解膩止渴，使用天然花果熬煮製成，
酸酸甜甜，天然健康。

御仙塘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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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在地養蜂 70 年

嚴選屏東台九線深山採收的野生白蜜，獨特香氣和豐富高單位的
活性營養，値得細細品味。

陳家蜂蜜
屏東縣枋山鄉枋山村
中山路三段 50-1 號 1樓
08-8761089

陳家蜂蜜 陳家蜂蜜

堅持採收最優質蜂產品：蜂蜜、蜂膠、蜂王乳、花粉、蜂蜜醋
全國蜂蜜評鑑比賽常勝軍
民國 92 年全國十大傑出農民中華民國神農獎

深山白蜜　2 入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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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安心，樸實的心意

屏東萬丹鄉出產之「高雄九號」特選紅豆，自
然香甜的薏仁，及富含營養價値的養生糙米
( 玄米 ) 等三種天然穀物，低溫焙炒，無糖、
低熱量、零添加。

特選靑仁黑豆、薏仁等四種天然穀物，低溫
焙炒，天然製成的手工好茶，無糖、低熱量、
零添加。

喜作物天然零添加飲品
屏東縣南州鄉人和路 63號
08-8644479

喜作物 喜作物

串聯在地小農當季食材
嚴選台灣各地優質的職人作物
歡喜做自己認同
安心上桌的產物

紅豆薏仁糙米茶　12 入 (12g) $329

黑豆煎茶　12 入 (10g)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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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股生命力來自於「村長姬松茸」
獨家「全環控植物工房」唯一可全年度量產！ 與世界級菇蕈松露、松茸齊名的「村長姬松茸」，為

100% 子實體利用低溫冷凍乾燥破壁技術，小分子使
身體好吸收，不含菌絲體，確保完整的營養價値！

• 麥角固醇 
• 維生素  
• 礦物質

• 多醣體 
• 不飽和脂肪酸 
• 蛋白質 ( 含多種必須胺基酸 )  

村長姬松茸
屏東縣崁頂鄉港東村
平和南路 124號
08-8633653、
0960-262610 村長姬松茸

重金屬檢驗合格、檢驗無黃麴毒素

姬松茸 100％子實體粉末膠囊
2 盒入 (30 粒 / 盒 )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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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甘醇味美、濃郁回甘，
是能夠安心使用的調味料。

採用傳統製造工法及嚴選非基改黃
豆，經過長時間製作出優質的醬油。

完全無添加防腐劑、味精及人工色
素，符合 SGS 品質檢驗標準

萬津醬園
屏東縣竹田鄉竹南
村潮州路 84號
08-7893950

萬津醬園

萬津好伴醬油　400ml $220

眨眼調合烏醋　200ml $80
純釀好伴醬油　200ml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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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用心，食得安心，
堅持健康食材的眞實呈現！

葉多手作烘培坊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
義興路 16-1 號
0977-163256

葉多手作烘培 葉多手作烘培

鳳黃飛舞禮盒　$398 - 鳳梨酥 ×5、薑黃餅 ×8

鳳莓一口酥　13 個 / 袋  $200 
綠豆椪　　　6 粒 / 盒   $318 
堅果塔禮盒　8 個 / 盒   $358 

鳳梨酥：採用屏東金鑽鳳梨，熬煮近六小時而成，親手製作的鳳梨
餡，每一口都能吃到含有纖維酸甜好滋味。
薑黃餅：薑黃來自竹田小農無毒友善耕種，搭上蔓越莓的酸甜降低
薑黃特殊的氣味，讓害怕薑黃的人也能愛上這台灣造型的薑黃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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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農科的私房點心
使用進口原料，黃金蛋奶比例
麵體經高溫整壓富彈性與韌性
焠煉出層層鮮酥、緻密酥脆香濃蛋捲

手工蛋捲 - 罐裝 /10 支入　$150
盒裝 /20 支入　$300

農科手工蛋捲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
農科路 23 號 1樓之 6號
08-7626690

農科手工蛋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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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手作的溫度，
烘烤出夢想的自然甜點

嚴選屏東農民生產之可可豆、可可粉、鹹鴨蛋
黃，搭配 70% 迦納可可、法國發酵奶油與天然
代糖。以最新減醣飮食概念設計，並額外添加燕
麥纖維，為具有鹹蛋黃奶酥風味之減醣布朗尼。
常溫 / 低溫皆可保存。

獨家開發無砂糖 / 無澱粉 / 低碳 / 低醣 / 高蛋白 / 高纖 低
醣生酮麵包，使用天然糖醇，無抗性澱粉，口感接近傳
統麵包，糖友可食。

夢想甜點工坊
屏東市田中一橫巷 36號
0978-621709

夢想甜點工坊

嚴選在地無毒農作，屏東在地生產
自然純粹，無人工化學香精與添加物的手作美味。

屏東可可奶黃布朗尼
 2020 常溫伴手禮最佳選擇 

無澱粉低醣夢想吐司

6 入裝 $420 
8 入裝 $560
長條彌月禮盒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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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心釀造 含甘醇香
嚴選滿州鄉台灣原生種非基因改造有機黑豆、選用澳洲
cheetham 海鹽、有機蔗糖，堅持傳統手工釀造製法，絕不
添加調味料、防腐劑、安定劑、焦糖色素、甘草、紅麴色素、
酒精、酵母抽出物等食品添加劑。

滿州鄉農會生鮮超市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 34號
08-8801117

滿州農會超市 滿州農會超市

滿州黑豆喝山泉水及老天爺下雨長大
自發芽起便在落山風與強烈曝曬中成長茁壯
無農藥種植，適合養生主義者

4 入原釀醬油禮盒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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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蔥營養價値高可謂蔬菜之王
豐富膳食纖維含鈣量極高

馬告帶有薑及檸檬香茅和胡椒等層次的氣味
呈現，能去腥解膩提味，可以泡茶泡咖啡，
燉煮滷醃各式烹調都有特別發揮。

蓮香拾億社
屏東縣潮州鎭漢口街 231巷 7號
0916-226090

馬告刺蔥禮盒　$48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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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客家米製糕點
無添加任何色素，天然好食

鄭記客家美食坊
屏東縣內埔鄉興南村昌宏路 81-1號
0937-681227

鄭記客家美食

步步糕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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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多種中藥材的獨門漢方辣椒醬
讓人感到暖心與美味 屏東在地小農種植的辣椒，搭配獨門漢方調料提升風味

的層次感，先麻後辣，後以辣椒本身的甜香在口齒回甘。
大眾辣：喜歡淺嚐微辣香氣又不敢吃過辣者。
EX 加強版：推薦嗜辣的老饕們食用。

更多臻滋味冷凍調理包請至官網

臻滋味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 13巷 4弄 37號
0976-366290

臻滋味 臻滋味

採用屏東在地小農辣椒，搭配獨門漢方調料提升風味層
次感，先麻後辣，呈現辣椒本身香甜在口齒間回甘。

臻滋味 - 漢方辣椒醬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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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宮中的甲魚
也是大眾孰悉的鱉
唯一不變，是豐富的營養價値

龍丞甲魚主題館
屏東市中正路 463-1號
08-7370868

龍丞生技 龍丞生技

養生藥膳鱉爐　6 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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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木耳健力藻本飮 (200ml)/6 入
海木耳纖藻餅 (2 片 / 包 ) / 6 包
不同的時機，不變的關愛，
帶來營養好元氣，味蕾滿足。

翹船長企業社
屏東縣東港鎭
光復路一段 218號
08-8330550 翹船長

海木耳採用自然海洋農法養殖，為此不需任何施肥
堅持天然、健康、養生的原則
開啟一系列的海木耳相關商品

海木耳健力藻本飮禮盒　$820

71



親自照顧的羊咩咩
手工製作的商品
滿滿的喜氣洋洋！

A．羊奶手工饅頭　8 入 $150
B．羊乳片　　　　單罐 $180
C．羊奶手工皂　　6 入 $600

囍羊羊牧場
屏東縣萬巒鄉新置村
中興路 29-2 號
08-7834824 囍羊羊牧場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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