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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Fun 十大好禮票選活動  

排名 區域 單位名稱 單位介紹 產品名稱 產品簡要說明 產品圖片 

1 

中彰投區

就業服務

中心 

台灣茭白

筍推廣協

會 

為推廣家鄉美味的夢想而成立，

協會成員發揮獨特創意，研發出

茭白筍泡菜、美人心泡菜（又叫

金針筍或碧玉筍）、百香美人等

產品，讓原本平淡無奇的農產品

搖身一變成為特色伴手禮。調配

獨門醬汁，每一道都是經典美

味，以茭白筍發揚埔里在地文

化，用創新延續在地人的真情味。 

好茭情美人腿泡菜

禮盒 

茭白筍富含高纖維、低熱量、維

生素 A、C、B1、B2、鈣、磷、鉀、

鐵、鋅等營養成分，採現割現做

並截取筊白筍最精華的部份，獨

家泡菜醬汁精心手工製作，微酸

微辣的口感，是會讓人驚艷的埔

里特色美食。 

 

2 

雲嘉南區

就業服務

中心 

雲林縣口

湖鄉金湖

休閒農業

發展協會 

以雲林縣農漁村的地方發展，「運

用資源、活化產業」的休閒農業

發展策略，整合口湖鄉當地農漁

業特產品、景觀資源、生態資源、

文化資源等資源做規劃與串聯，

在生產、生活、生態三生共榮的

理念下，發展【休閒觀光】【生

態教育】【產業體驗】等三級、

四級產業帶來消費人潮，藉而增

加一、 二級產業產品的價值，帶

動雲林縣沿海休閒旅遊發展，以

滿足雲林縣觀光旅遊需求。 

烏魚子禮盒 

以本產養殖生產加工之烏魚子，

利用雲林沿海東北季風及陽光曝

曬，加上層層繁複加工技術，製

作出屬於口湖海味片片綿密的黃

金烏魚子。 

內容烏魚子四片(每片四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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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基宜花

金馬區就

業服務中

心 

新北市淡

水區漁會 

淡水小鎮自古即為「魚藏豐富」

之魚鄉，淡水區漁會於 2004年創

立自有品牌─「淡水魚藏」，「魚

藏」正取其「豐富」的意涵。「淡

水魚藏」陸續成立魚藏咖啡館、

漁市咖啡館、魚藏文化館、文化

體驗館及魚藏小棧，細心地為遊

客提供了農特產品展售、旅遊服

務、體驗活動、在地魚食、藝文

咖啡及古早味冰品等豐富的服

務，多元化的經營，呈現出不同

的風貌，而唯一不變的是「淡水

魚藏」對服務及產品品質的堅持。 

魚藏干貝醬\櫻花蝦

醬 

從選材到製作、包裝全手工製作

每批產品皆送 SGS 檢驗，安全無

虞。鮮醬可作為調味料，不僅可

用於蔬菜、海鮮、炒飯等各式食

材，亦可作為餐前或下酒小菜佐

料之用。 

 

4 

桃竹苗區

就業服務

中心 

新竹市北

區康樂社

區發展協

會 

康樂社區發展協會為非營利的社

會團體，抱持促進社區發展，互

助團結合諧，康樂社區舊名為槺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區就業服

務中心榔庄是一個以務農為主的

農業社區，民國 88年本里著手環

境美化綠地工作，里內有很多自

然文物，是發展為觀光景地的最

佳資源，近年在林里長帶領經營

下社區有路口意象、康樂公園、

農村文物館、亮彩琉璃牆、古蹟

有二次大戰遺跡碉堡、彈孔牆、

豆腐乳 

本商品遵循古法，以純手工方式

製造，特別選在端午節前後陽光

最強時節曝曬豆腐，達到殺菌之

功效，並嚴選台灣紅標米酒泡

製，香味濃郁獨特，分辣味跟原

味兩種，值得您一再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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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古井、民間團體或公家機關

有意走訪可規畫一日遊，是很好

的尋幽探訪地(可搭配麻糬、米苔

目 DIY)。 

5 

高屏澎東

區就業服

務中心 

社團法人

屏東縣地

磨兒文化

產業藝術

協會 

計劃主要執行為帝摩兒部落區域

（共 10 個村）的『地方特色與觀

光休閒產業整合行銷』，分為：

『地方特色商品推廣行銷』、『串

聯觀光休閒產業』兩個主題方

向。以『服務』、『推廣』、『經

營』培力養成，串聯產業與區域

觀光的整合行銷計畫，以蓬勃活

化服務產業活動。透過政府部門

資源與民間團體力量，相輔相

成，創建『魅力原鄉』的遠景，

共同將原鄉魅力推展、實現，以

活絡經濟與就業！本協會認為，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門村（地磨

兒部落）未來若能將其發展朝向

『原住民工藝文化村』的概念發

想，勢必將成為全台灣第一個以

原住民工藝文為概念，垂直發展

成為以工藝為產業的上下游關係

的產業價值鏈，橫向聯繫部落旅

遊、部落餐飲、部落生態等水平

汗水淚珠咖啡(耳

掛) 

協會位於屏東縣三地門，榮獲屏

東伴手禮殊榮的德文咖啡即為部

落產品，早從日治時代起部落就

以種咖啡起家；這幾年品嚐咖啡

的人數逐年遞增，連帶使得德文

咖啡成為搶手貨，不但投入種植

的人多，當地「黑咖啡」甚至一

度與黑鮪魚、黑珍珠齊名，稱為

「屏東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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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價值結合的產業觀光價值體

系！ 

6 

雲嘉南區

就業服務

中心 

財團法人

船仔頭藝

術村文教

基金會 

船仔頭是朴子溪畔的桃花源，位

在東石、朴子、六腳三鄉市交界，

鄉親經過十餘年自發性推動農村

社造，以『休閒藝術村』重新定

位。船仔頭雞犬相聞，訪客可以

搭牛車漫遊鄉間、可乘筏遊賞朴

子溪、可以休閒體驗划龍舟、獨

木舟，可以騎單車在朴子溪堤頂

自行車道上飽覽自然田園風光，

在船仔頭市民農園聆聽田園交響

曲，晚上在完全無車馬喧的質樸

農家夜宿，這種放慢步調的悠閒

生活，是緊張忙碌的現代人轉換

生活的新體驗。 

東石杏鮑菇鮮蚵捲 

以嘉鄉東石二大農漁特產─ 牛

奶蚵與杏鮑菇，經由多元就業中

高齡就業人員不斷研發美味可口

在地特色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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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桃竹苗區

就業服務

中心區 

苗栗縣火

炎山苑裡

沖積扇平

原生態人

文發展協

會 

本社區一直以農業為主，風貌樸

實、寧靜少有污染，但工作機會

不多，故人口外流嚴重。近年水

泥工程入侵鄉村，使  深具特色

的地方風貌與優美生態日漸凋

零。 加上本區段正進行農地重

劃，破壞恐持續加劇，於是社區

居民在對土地的  情感下，自發

性發起組織。協會自居民自發性

籌組以來，透過政府社區總體營

造機制不斷的培訓和研習，都深

刻領悟  到，再造社區活力及永

續經營，首重人的營造與共識的

凝聚。 

稻鴨庄鴨耕米拌手

禮-精緻桐花禮盒 

選用台梗九號、稻鴨庄一號良質

米品種，在稻鴨共育生態養成下

的鴨耕米，烹煮出來的米飯將讓

您吃得到來自大地的自然清香。 

 

8 

高屏澎東

區就業服

務中心 

臺灣八八

水災小林

村重建發

展協會 

這裡是台灣八八水災小林村重建

發展協會~這裡記錄了咱小林人

的家園重建之路..非常歡迎路過

的你,一起來分享我們的一切!!

有你們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覺

得我們並不孤單! 

法式手工果醬 

來自日光小林的幸福甜點，求教

於傅培梅基金會的老師前來指

導，手工果醬採用新鮮水果純手

工製作，社區內的媽媽要用充滿

陽光的幸福滋味，讓大家感受小

林村重獲新生。陸續開發出許多

不同的口味，如：覆盆子、奇異

果柑橘果醬、百香果口味的果

醬，都是別具特色且熱賣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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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桃竹苗區

就業服務

中心區 

苗栗縣火

炎山苑裡

沖積扇平

原生態人

文發展協

會 

本社區一直以農業為主，風貌樸

實、寧靜少有污染，但工作機會

不多，故人口外流嚴重。近年水

泥工程入侵鄉村，使  深具特色

的地方風貌與優美生態日漸凋

零。 加上本區段正進行農地重

劃，破壞恐持續加劇，於是社區

居民在對土地的  情感下，自發

性發起組織。協會自居民自發性

籌組以來，透過政府社區總體營

造機制不斷的培訓和研習，都深

刻領悟  到，再造社區活力及永

續經營，首重人的營造與共識的

凝聚。 

嗎哪頂級草莓酒 

挑選馬那邦高山高冷草莓＋法國

冰酒發酵技術＋純釀製低酒精濃

度(11度)適合男女老少、聚餐、

團圓，增添情趣。a規格:無糖 b

規格：15度糖，每瓶 375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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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彰投區

就業服務

中心區 

單位名稱: 

社團法人

南投縣中

寮鄉龍眼

林福利協

會 

自 921地震以來，大部分的社區

居民皆積極配合政府各種計畫、

或工程方案，將自己私人土地無

償提供出來供地方建設社區各種

公共設施。目前社區內已逐漸呈

現特殊風貌的休憩園區，居民皆

寄望以各個景點與相關休憩產業

點來帶動地方性的經濟活絡，社

區居民的努力希望能獲得支持並

得以持續推展。 

該會工作四大主軸：1.老人送餐

服務（含老人日托居家服務）2.

貧困兒童救助 3.社區學園（社會

教育）4. 產業振興（傳統產業轉

型及推展休閒農業等）。 

古早三合院禮盒 

中寮龍眼林在 921 地震前多數為

三合院房舍，而後全數震垮，以

飲水思源的概念設計三合院禮

盒，內裝龍眼林農民所種植之龍

眼，經加工以古法烘焙成獨具風

味之炭焙龍眼乾。三合院內裝半

斤龍眼肉，盒身可觀賞〃收藏〃

並可當存錢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