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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有限責任南投縣鹿谷鄉
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
有限責任南投縣鹿谷鄉
凍頂茶葉生產合作社

凍頂四珍茶 3000/盒  

金黃色的茶湯含在口中，享受烏龍的香氣；吞落

入喉，又有另一種回甘。這樣的好茶，就產於鹿

谷鄉的茶園，好山好水孕育出天地菁華，嚴選採

茶，當然品質保證！合作社推動茶履歷、分級包

裝，打出品牌特色。想喝好茶，就來凍頂茶業生

產合作社！

清心烏龍、金萱、翠玉、四季春各一罐。

電話：(049) 275-2215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正路三段29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8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
農業促進會
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
農業促進會

四季平安禮盒 675/盒

產品有：清香烏龍、焙火烏龍各100g、茶梅1包(300g)、

茶餅乾，品杯2入、或茶海1入；多種產品依價格提供

挑選。

電話：(049) 275-4661

地址：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鳳園路297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930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
汶協會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
汶協會

甜柿禮盒 1200/盒

甜柿禮盒：秋天的大安溪被滿谷的秋芒渲染成一

片雪白的彩帶，此時的山頭也掛滿了黃澄澄的甜

柿，歡迎您來賞秋芒、吃甜柿。

電話：(04) 2591-1550

地址：台中市和平鄉達觀村東崎路一段育英巷17-5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3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4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金牌獎/銀牌獎/優等獎頂級茶禮盒

(金萱、翠玉) 800/盒

金萱翠玉屬於半發酵茶，溫潤的口感最能襯托出

中秋思古幽情!茶湯水色金黃明亮，香氣更是清純

濃郁，味道醇厚喉韻良好的茶水最能去除口感上

的油膩。少有的頂級茶葉，搭配經典茶禮盒，是

自用送禮兩相宜的人氣商品，值得您細細品嘗！

※100%宜蘭在地生產，絕無參雜低價進口茶 

※多重農藥檢測把關，安全無負擔 

※春、冬季限定 

※半發酵，焙火程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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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
汶協會 
社團法人原住民深耕德瑪
汶協會

甜柿禮盒 1200/盒

甜柿禮盒：秋天的大安溪被滿谷的秋芒渲染成一

片雪白的彩帶，此時的山頭也掛滿了黃澄澄的甜

柿，歡迎您來賞秋芒、吃甜柿。

電話：(04) 2591-1550

地址：台中市和平鄉達觀村東崎路一段育英巷17-5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3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4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金牌獎/銀牌獎/優等獎頂級茶禮盒

(金萱、翠玉) 800/盒

金萱翠玉屬於半發酵茶，溫潤的口感最能襯托出

中秋思古幽情!茶湯水色金黃明亮，香氣更是清純

濃郁，味道醇厚喉韻良好的茶水最能去除口感上

的油膩。少有的頂級茶葉，搭配經典茶禮盒，是

自用送禮兩相宜的人氣商品，值得您細細品嘗！

※100%宜蘭在地生產，絕無參雜低價進口茶 

※多重農藥檢測把關，安全無負擔 

※春、冬季限定 

※半發酵，焙火程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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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
生命慈善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漁會新北市淡水區漁會

吻魚櫻花蝦醬 599/盒

本會XO醬系列產品主要成分為淡水本港直送魩仔魚，

從選材到製作、包裝全程手工製作，生產作業流程經

過層層把關，安全衛生無虞，吻魚干貝醬不僅可作為

調味料，亦可作為餐前或下酒小菜佐料之用，與各式

佳餚、中式點心、麵條、粥品相佐更有畫龍點睛之效。

電話：(02) 2805-5000#125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199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10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
生命慈善協會

諾麗果茶包 240/包

含有天然維生素、礦物質、酵素與生物鹼，有益身體

健康，可說是全功能的營養補充品。

電話：(03) 857-4891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7號

網址：http://jobmepp.nasme.org.tw/

      in/pdt_info.aspx?pID=23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天然茶釀+黑豆醬油 320/盒 

採用宜蘭本地種植的百分百黑豆及金萱茶葉，從

栽種到熟成，工序皆嚴密品管。

本地茶農利用6~8月的盛夏農閒之間，自行培養

菌種，再倒入由冬山河源頭的山泉水製作而成的

鹽水中，曝曬過程中吸收了日月精華，熬煮的過

程中加入冰糖與麥芽糖，可提高醬油的香醇，並

加入純淨茶湯，讓您滴滴甘醇口齒留香。

臺灣省漁會臺灣省漁會

玄海御饌海鮮禮盒 1200/盒

台灣省漁會創立玄海御饌品牌，嚴選海中最優質

水產品，並委由嘉義區漁會HACCP與CAS認證工廠

代工，衛生品質安全有保證，多項新鮮漁產品搭

配組合成精緻禮盒（白鯧、草蝦、白蝦、鮭魚、

鱈魚、 軟絲、花枝丸、潮鯛魚、黃魚、鮑魚、

海鮮卷…等），均是經過全程專業處理，急鮮冷

凍到府，讓客戶一次購足所有台灣省漁會新鮮漁

產，送禮自用兩相宜！

電話：(02) 898-53966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9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www.good-tea.org.tw/

      WebMaster/?module=mall&func=

       ProductsDetail&prod_id=43&parent_id=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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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
生命慈善協會

新北市淡水區漁會新北市淡水區漁會

吻魚櫻花蝦醬 599/盒

本會XO醬系列產品主要成分為淡水本港直送魩仔魚，

從選材到製作、包裝全程手工製作，生產作業流程經

過層層把關，安全衛生無虞，吻魚干貝醬不僅可作為

調味料，亦可作為餐前或下酒小菜佐料之用，與各式

佳餚、中式點心、麵條、粥品相佐更有畫龍點睛之效。

電話：(02) 2805-5000#125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觀海路199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10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
生命慈善協會

諾麗果茶包 240/包

含有天然維生素、礦物質、酵素與生物鹼，有益身體

健康，可說是全功能的營養補充品。

電話：(03) 857-4891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7號

網址：http://jobmepp.nasme.org.tw/

      in/pdt_info.aspx?pID=23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天然茶釀+黑豆醬油 320/盒 

採用宜蘭本地種植的百分百黑豆及金萱茶葉，從

栽種到熟成，工序皆嚴密品管。

本地茶農利用6~8月的盛夏農閒之間，自行培養

菌種，再倒入由冬山河源頭的山泉水製作而成的

鹽水中，曝曬過程中吸收了日月精華，熬煮的過

程中加入冰糖與麥芽糖，可提高醬油的香醇，並

加入純淨茶湯，讓您滴滴甘醇口齒留香。

臺灣省漁會臺灣省漁會

玄海御饌海鮮禮盒 1200/盒

台灣省漁會創立玄海御饌品牌，嚴選海中最優質

水產品，並委由嘉義區漁會HACCP與CAS認證工廠

代工，衛生品質安全有保證，多項新鮮漁產品搭

配組合成精緻禮盒（白鯧、草蝦、白蝦、鮭魚、

鱈魚、 軟絲、花枝丸、潮鯛魚、黃魚、鮑魚、

海鮮卷…等），均是經過全程專業處理，急鮮冷

凍到府，讓客戶一次購足所有台灣省漁會新鮮漁

產，送禮自用兩相宜！

電話：(02) 898-53966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9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www.good-tea.org.tw/

      WebMaster/?module=mall&func=

       ProductsDetail&prod_id=43&parent_id=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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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福利
協會
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福利
協會

養生桂圓茶禮盒 500/盒

養生桂圓成分：枸杞．新鮮桂圓．青杞．黑砂糖．水 

人蔘桂圓成分：枸杞．新鮮桂圓．人蔘．黑砂糖．水

食用方法：

請以６至８倍白開水稀釋之，於早晚餐後飲用(冰涼

後飲用，風味更加)。

商品規格:

養生桂圓（830±10g）*1+人蔘桂圓（830±10g）*1

未開封放置陰涼、乾燥處，可保存2~3年。

開封後，請儘早食用，品嚐最佳美味。

電話：(049) 260-1297

地址：南投縣中寮鄉龍安村龍南路100之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05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

烏魚子禮盒 1000/盒  

以自產自銷製作烏魚子為主要產品，業者曾鴻胤先生秉

持多年養殖水產經驗，從鰻魚養殖至發展烏魚養殖的過

程裡，用心經營水產養殖之外，因烏魚養殖產業的興起

及烏魚子市場的需求，因此於民國70年代即精心研究烏

魚子的加工方式，歷年來不斷的研究加工技術，利用本

地特有的東北季風與充足的陽光曝曬，每一片烏魚子皆

採自本地養殖之烏魚，經過層層加工程序，經其所製作

之烏魚子，綿密緊實且採低鹽製作，因此深獲消費大眾

青睞，每年在台北年貨大街~迪化街皆創造亮麗的銷售

佳績。

電話：(05) 7894978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村崇文路二段402巷5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5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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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責任屏東縣金桔生產
合作社
保證責任屏東縣金桔生產
合作社

金桔檸檬醋 500/盒  

金桔小典故：屏東縣九如鄉最早種植金桔的黃老太太，

以73歲高齡，每天都還去園裡採收金桔，這已成為她精

神上的寄託。﹝金桔﹞國語的諧音有點像在唸台語的﹝

金錢﹞，每剪一顆就感覺在剪錢。想到這點，黃老太太

一點也不覺得辛苦，對金桔的情感更是難以言語！金桔

是春節期間最受歡迎的觀賞植物，金代表黃金，桔代表

吉利，大吉大利的金桔是最具年味的植物，表示四季吉

祥，還有鎮宅避邪之意。圓滾滾的﹝金桔﹞還含有豐富

的維生素B、C、鈣、磷、鐵、蛋白質、醣類。金桔更富

含黃酮素、花青素。在這炎炎的夏日，或是在寒冷的冬

天，泡上一杯熱或冷的金桔茶，可潤喉、解渴、更是養

顏美容的飲品！

電話：(08) 739-6050

地址：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新庄路112-7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60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保證責任屏東縣金桔生產
合作社
保證責任屏東縣金桔生產
合作社

桔桔好禮 300/盒

桔桔好禮：(康桔金桔膏、康桔桔圓好滋味(沾醬)

桔香傳千里、樂在我心裡。

金代表黃金、桔代表吉利，大吉大利。

有甜有鹹，歲末年歡年節送禮、自用兩相宜！

電話：(08) 739-6050

地址：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新庄路112-7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11

康桔桔圓好滋味(沾醬) 
規格：240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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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福利
協會
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福利
協會

二合一蜂蜜禮盒 360/盒

內含龍眼乾一包、龍眼密一瓶，送禮大方、又可

做愛心是最右義意的伴手禮。

電話：(049) 260-1297

地址：南投縣中寮鄉龍安村龍南路100之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9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
小兒麻痺關懷協會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
小兒麻痺關懷協會

蕎麥麵禮盒 460/盒 

◎蕎麥麵為遵循傳統日曬法處理、製作過程無添加任何

添加物，保留麵條原本風味及營養，吃出健康好滋味。

蕎麥麵，自古由中國大陸傳到日本，並延續至今，成為

日本人所喜愛的大眾麵食之一，且在日本過年時，晚輩

都要準備蕎麥麵給長輩食用，除了敬老尊賢外，也有吉

祥祈福之意。

本會所研發的蕎麥麵吃起來口感較硬，卻越嚼越香，想

感受麵條在嘴裡彈牙是什麼感覺嗎?那您一定不能錯過

本會的手工蕎麥麵！

電話：(04) 8963820#127

地址：彰化縣芳苑鄉工區一路13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7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社區發展
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農經發
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農經發
展協會

農の禮 990/盒

採用原木做成的禮盒，既簡單又大方，內容物多樣，適

合送禮、自用。

規格：400g×2入(紫饌米/養生米)、小米酒、紫蘇梅

      or桑椹果醬

電話：(03) 870-4996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2段8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0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社區發展
協會

忘憂野菊花番茶 750/罐

好茶--忘憂野菊花番茶簡介

本產品是客委會在眾多商品中精挑細選..輔導上市的

客家特色產品...值得您的信賴內容物為花蓮赤柯山

獨特稀有的小野菊花..搭配養身聖品佳葉龍茶喝一杯

好茶宛如置身山林野外..淡淡的清香牽引著您的味蕾

工作需要源源不段的元氣..何不來一杯好茶休息需要

恬靜的睡眠--來一杯好茶..為了讓您方便我們將複方

產品作成茶包為了維持原汁原味我們使用棉布袋..值

得您一喝再喝--您一定會愛上它

電話：(03) 885-1377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高寮17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7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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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玉里鎮高寮社區發展
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農經發
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灣原住民農經發
展協會

農の禮 990/盒

採用原木做成的禮盒，既簡單又大方，內容物多樣，適

合送禮、自用。

規格：400g×2入(紫饌米/養生米)、小米酒、紫蘇梅

      or桑椹果醬

電話：(03) 870-4996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2段8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0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社區發展
協會

忘憂野菊花番茶 750/罐

好茶--忘憂野菊花番茶簡介

本產品是客委會在眾多商品中精挑細選..輔導上市的

客家特色產品...值得您的信賴內容物為花蓮赤柯山

獨特稀有的小野菊花..搭配養身聖品佳葉龍茶喝一杯

好茶宛如置身山林野外..淡淡的清香牽引著您的味蕾

工作需要源源不段的元氣..何不來一杯好茶休息需要

恬靜的睡眠--來一杯好茶..為了讓您方便我們將複方

產品作成茶包為了維持原汁原味我們使用棉布袋..值

得您一喝再喝--您一定會愛上它

電話：(03) 885-1377

地址：花蓮縣玉里鎮高寮17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7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11



1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南投縣日月潭活盆地
休閒農業區促進會
南投縣日月潭活盆地
休閒農業區促進會

金銀花養生茶 300/盒

金銀花茶~採用日月潭銃櫃金銀花專區，台灣本土

製造，品質保證，現代的食物有太多的食品問題，

包含種植及管理等等..生活中充滿太多的毒素..

常飲用金銀花茶，可以促進新陳代謝、養顏美容~
讓您更健康喔~~
台灣生產，取自日月潭銃櫃金銀花專區，品質值

得您信賴…讓日月潭生活圈的好山、好水、好靈

氣，帶給您好的生活…　

沖泡方式：每包沖泡熱開水350~500cc，沖泡3~5
分鐘即可飲用，依個人喜好，可重覆回沖，沖泡

時間越長，味道越濃。

電話：(049) 286-1789

地址：南投縣頭社村平和巷4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03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3) 866-4977

地址：花蓮市軒轅路2號之2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90

花蓮水果山苦瓜禮盒 360/盒

響應花蓮縣政府的無毒農業政策，積極打造健康

有機無毒蔬果及藥草的生產基地，希望所有遊客

及消費者能到花蓮來做客，享用花蓮無毒健康的

食物，讓您能玩的開心、吃的放心，更能吃出健

康。

花蓮縣藥用植物協會花蓮縣藥用植物協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
發展協會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
發展協會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
發展協會

福菜 120/罐 

福菜和鹹菜一樣，既可煮湯，也可炒作，選

購福菜時，以淡黃色澤者品質較佳。福菜在

曬製過程中，難免沾有泥沙，在沖洗時要將

它抓開，仔細洗淨。用福菜炒水蕨、熅筍乾

或熅豬肚，都是客家的傳統吃法，和典型的

客家菜。

福菜也叫覆菜，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醃菜之

一。由於公館鄉的芥菜不僅產量多，而且品

質優良，配合世代相傳的覆菜醃製技術，從

民國六十八年起即大量生產覆菜，公館鄉曾

幾何時，早成了台灣最主要的傳統福菜加工

區。

電話：(037)256-605

地址：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8鄰10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71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
發展協會

苦茶油(山茶油) 1200/盒

阿里山山美部落氣候四季如春夏，有利於苦茶仔的健康成長

且香氣四溢、油汁不膩。苦茶油係由生長在深山曠野的油茶

樹採子精製而成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油脂，所以被視為

養生及美容養顏的聖品。自開花結果到採收，需時長達三百

天以上，是所有油料作物中受大自然孕育，吸收日月精華最

久的果實，所以又號稱「天綠果」。

電話：(05) 258-6994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三鄰5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2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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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
發展協會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
發展協會
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
發展協會

福菜 120/罐 

福菜和鹹菜一樣，既可煮湯，也可炒作，選

購福菜時，以淡黃色澤者品質較佳。福菜在

曬製過程中，難免沾有泥沙，在沖洗時要將

它抓開，仔細洗淨。用福菜炒水蕨、熅筍乾

或熅豬肚，都是客家的傳統吃法，和典型的

客家菜。

福菜也叫覆菜，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醃菜之

一。由於公館鄉的芥菜不僅產量多，而且品

質優良，配合世代相傳的覆菜醃製技術，從

民國六十八年起即大量生產覆菜，公館鄉曾

幾何時，早成了台灣最主要的傳統福菜加工

區。

電話：(037)256-605

地址：苗栗縣頭屋鄉獅潭村8鄰10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71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社區
發展協會

苦茶油(山茶油) 1200/盒

阿里山山美部落氣候四季如春夏，有利於苦茶仔的健康成長

且香氣四溢、油汁不膩。苦茶油係由生長在深山曠野的油茶

樹採子精製而成的，是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油脂，所以被視為

養生及美容養顏的聖品。自開花結果到採收，需時長達三百

天以上，是所有油料作物中受大自然孕育，吸收日月精華最

久的果實，所以又號稱「天綠果」。

電話：(05) 258-6994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三鄰5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2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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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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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生命
慈善協會
 手工甜點禮盒　200/盒

全由單親媽媽手工製作,原料皆使用高級的
材料,甜份不高,完全可以吃出巧克力的原味,對於
注重外表的現代人,完全不用害怕身材變形的問
題。禮盒的樣式,最適合送禮,對於過年即將到來,
送巧克力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電話：03-85748891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7號

網址：http://blog.yam.com/caring24/
category/358244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生命
慈善協會

 芙蓉提拉米蘇　400/個
(8吋)純植物鮮奶新鮮豆腐

素食著都可食用、不怕胖

香濃獨特口味

堅持純手工特製，給您美味新饗宴

電話：03-85748891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7號

網址：http://blog.yam.com/caring24/
category/358244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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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礁溪鄉林美社區發展
協會

 金棗酥禮盒　250/盒
林美金棗由於土壤與氣候的適合，產出的

金棗飽滿多汁，早年金棗一直以蜜餞的方式加

工，近年來由於其外觀討喜，且國人逐漸接受

酸味，使得金棗逐漸成為新一代的健康食品。

社區發揮金棗獨特芬芳的香氣，研發金棗酥，

每一口都有金棗獨特的風味，讓吃過的人都被

這獨特的風味吸引。

另外，尚有金棗喉糖、金棗冰及金棗茶等

產品歡迎來電洽購。

電話：03-9889041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66-1號 

網址：http://jobmepp.nasme.org.tw/in/pdt_info.
aspx?pID=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關愛生命
慈善協會

 元本山茶花海苔禮盒　395/盒
元本山Hello Kitty茶花海苔禮盒，自然、健

康，清爽無負擔（全素）。本產品由三麗鷗股

份有限公司授權限臺灣地區販售。

電話：03-85748891

地址：花蓮市中山路717號

網址：http://blog.yam.com/caring24/
category/358244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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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集賢庇護工場)

 黑芝麻旺來酥禮盒　280/盒

【主要內容】黑芝麻旺來酥　(24入/1組)

酥綿外皮、撲鼻奶香，入口時濃郁的黑芝

麻香，咀嚼後清新的鳳梨果香，Love Nature黑

芝麻旺來酥的香氣三重奏，要挑戰你味蕾的最

高感受度！

電話：02-82833142 分機219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19號3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15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集賢庇護工場)

 健康堅果果醬　170/盒

第一款「甜言」，裡面有蜂蜜黑芝麻醬、

堅果醬、佃煮沙茶醬；第二款叫「蜜語」，裡

面有蜂蜜黑芝麻醬、抹茶南瓜子醬、芝麻醬，

兩款合起來叫「甜言蜜語」。他們都是由新鮮

天然的堅果，調製而成的獨家配方，各三種口

味，用精緻的小瓶組成小禮盒，外型小巧而且

討喜，最適合喜歡嘗試多樣口味的人。

電話：02-82833142 分機219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19號3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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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鹿港鎮南勢社區發展
協會

 手工餅乾禮盒　320/盒
純手工自製，絕不添加防腐劑及色素。

(四種口味：杏仁、南瓜子、核桃、抹茶蔓越

莓)。

電話：04-7716408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頭南里南勢巷臨57-2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32

財團法人育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辦理(集賢庇護工場)

 花漾年華禮盒　454/盒

天然洋芋卷、全麥巧菓、全麥海苔燒、糙

米薏仁酥、麥麩捲、迷迭香地瓜薄燒

花漾年華，顧名思義，代表少女如花般的

容顏以及自然散發的年輕光采，為了展現這樣

的美感，我們特別設計高雅、時尚的提袋，內

裝多種營養美味、天然無添加物的餅乾，讓這

款禮盒無論是內容或外在，皆如花漾年華的少

女一般，令人驚喜。除此之外，這款禮盒的設

計也呼應了今年最夯的話題，那就是「台北花

博」，相信這款禮盒也會像「台北花博」一樣

吸引人，成為今年年節禮盒最亮眼的選擇。

電話：02-82833142 分機219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19號3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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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基隆市智障者家長
協會

 彌月長條糕-原味乳酪　120/條

新推出的彌月禮盒系列產品，售價120

元 ， 本 會 於 民 國 9 2 年 開 設 「 憨 喜 園 美 食

坊」，民國98年於基隆火車站及日湖百貨內

成立「熊米屋愛心烘培坊」門市，本會將藉

由孩子們的努力及擘劃正確的營運方針，在

短期目標；成立庇護性就業工場，在遠期目

的；建造一所憨兒老化安置家園。

社團法人基隆市智障者家長
協會

 提拉米蘇　900/個

新推出的生日蛋糕系列產品，

8吋每盒650

10吋每盒750

12吋每盒900

電話：02-24220310

地址：基隆市孝三路99巷7號1樓

網址：http://taimotion.web66.com.tw/ch/
CH2/2690/NMD/293368.html

電話：02-24220310

地址：基隆市孝三路99巷7號1樓

網址：http://taimotion.web66.com.tw/ch/
CH2/2690/NMD/2933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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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設新竹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餅乾禮盒　180/盒

由喜憨兒手工餅乾組成的各式禮盒，採用

上等原料純手工製作，不添加人工色素及防腐

劑，低糖、低脂的健康點心，溫和濃郁的豐富

口感，代表著著憨兒的努力及感謝，替您傳達

最真誠的問候與祝福。

電話：03-6563071

地址：竹北市光明六路259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364

財團法人桃園縣私立觀音愛
心家園

 美式乳酪蛋糕　130/個

香嫩滑口的乳酪，軟綿入口，即刻融化，

超值好滋味，令人無法抗拒。

電話：04-4833820

地址：桃園縣觀音鄉成功路一段250巷2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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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竹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喜憨兒』耶誕造型蛋糕 899/個

喜憨兒百年聖誕大驚喜，首度推出限量造

型蛋糕，全程冷凍宅配免運費送到家，

邀您與家人朋友同度喜樂與盼望的幸福時

刻。

香吉士清爽的味道，調和著濃郁的奶油香

氣，柳橙內餡微酸，層次柔順豐富，一如新鮮

水果的清新自然。粉紅色的巧克力鍛帶以延伸

和曲度創造豐盛美感，再以甜美翻糖完整包覆

蛋糕體，彷若聖誕夜裡充滿的璀燦燈火，在團

圓的幸福中，分享這份讓心情也甜蜜的精緻小

點。

電話：03-6563071

地址：竹北市光明六路259號

網址：http://www.careus.org.tw/careushop/
M09936524.htm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竹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喜憨兒』檸檬派  500/個

冰涼酸甜的檸檬派讓夏天停留在舌尖的味

蕾上，是姐妹淘美好的下午茶點心 

電話：03-6563071

地址：竹北市光明六路259號

網址：http://www.careus.org.tw/careushop/
M09936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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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竹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喜憨兒』中國風雙層喜餅 
     -我們的完美愛情  650/盒

六款手工餅乾，在特選食材醇厚與輕甜攪

拌中，細火烘焙出的鬆脆口感不一而足，富貴

華麗的搭配，是一款滿載新人幸福氣息的優雅

禮盒。

喜憨兒鳳梨酥與抺茶酥為烘焙熱銷單品，

特選奶油香醇不油膩，金黃色澤果肉與質樸的

純粹甜美巧妙融入其中，搭配經典茶包乙組，

誠為贈禮的不敗組合。

電話：03-6563071

地址：竹北市光明六路259號

網址：http://www.careus.org.tw/careushop/
M09936524.htm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
會附設新竹縣私立喜憨兒中心

 時尚塗鴨隨行杯午茶組  399/盒

喜憨兒時尚塗鴉隨行杯一式三款，有小

豬、花兒、小鳥、彩虹、大房子... 

邀請您一同品嘗美味的手工餅乾，並且感

受憨兒們心中那熱鬧繽紛的異想世界。

電話：03-6563071

地址：竹北市光明六路259號

網址：http://www.careus.org.tw/careushop/
M099365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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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
協會

 戀戀七彩幸福手鍊  請來電洽詢

幸福就是能牽著你的手走過一生一世。走

在一起是緣分，一起在走是幸福!愛情中的最高

境界-相濡以沫.白頭偕老!

傳說中戀戀七彩手鍊是為了下輩子能在相

遇．．．

擁有約定今生與下半生的證明！！！！！

電話：03-8612290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5鄰民治37號

網址：http://038612290.web66.com.tw/ 

花蓮縣秀林鄉秀林社區發展
協會

 原藝桌椅  (一桌二椅)$8,000

從空無一物到充滿巧思的家具擺飾，

唯一的信念,就是相信，

夥伴們一釘一鎚全手作，

打造了想像未及的空間，

雖然無法與專業人士的成品比擬，

但在我們心中,都是最美，

在新家裏,每一物每一景，

都是用心的結晶,大家一起辛苦的作品，

當您到花蓮感受慢活風情,不妨到家裡來，

留下您的足跡，

感受我們的用心。

電話：03-8612290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秀林村5鄰民治37號

網址：http://038612290.web66.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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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協會

 柴魚萬用包  350/一隻

賴老師原本是設計「眼鏡包」，後來利用

拼布技巧，讓柴魚包也能有多樣顏色及用途。

電話：03-8760905

地址：花蓮縣鳳林鎮中華路164號

網址：http://fldocfun.web66.com.tw/ch/
CH123/123854/UPT/577257.html

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精緻手工縫製，白口金包包
  ＊南洋風咖啡款   350/個

☆顏色☆ 藍色 

☆尺寸☆ 袋身高5公分、寬10公分、底寬6.5

   公分 

☆材質☆ 日本進口布、白金口金 

電話：02-26209975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1、3號

網址：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
b67697041?u=Y96718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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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手工縫製，白口金包包＊南
   洋風藍色款    1200/個

☆顏色☆ 藍色 ☆尺寸☆ 

[袋身高9.5公分、寬20公分、底寬8公分] 

材質：白金口金平接扣頭/二內袋˙可調式手提

背袋 

電話：02-26209975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1、3號

網址：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
b67428169?u=Y9671831430

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手提鍊魚口包＊精緻手工縫製， 
   白口金包包＊自然風采花花款
   900/個 

☆尺寸☆

 [袋身高9公分、寬13公分、底寬5.5公分] 

☆材質☆

白金口金、手提鍊、一隔層˙一內袋˙可拆式

保護墊、日本進口布 

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展業協會

電話：02-26209975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1、3號

網址：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
b67428169?u=Y967183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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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
協會

 紅色xo手提包　1800/個

目前銷售的產品有幸運手鍊、幸運腳鏈、

手機吊飾、泰雅娃娃吊飾、耳環、大小零錢

包、iphone包、手機袋、數位相機袋、多功能鑰

匙袋、束口包、名片夾、大小側背包、頭飾、

腰帶、提包、口金包、波士頓包、書包、背

包、便當袋、眼鏡袋、護照夾、西裝背心、琉

璃吊飾、琉璃手鍊、皮雕背包、皮手環、壁掛

飾品、桌巾、背心傳統服飾........等等,提供客製

服務。

新北市烏來區原住民編織
協會

 數位相機包　350/個

泰雅手工織布，製作出隨手用品，特殊的

織紋、顏色，不擔心會撞包！

看膩了皮革及塑膠產品？

請試試不同質感及觸感的手工藝品，提升

您的獨特氣質~

內裡加厚內襯保護您的相機或3C產品！

電話：02-26617801

地址：新北市烏來鄉烏來村瀑布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561

電話：02-26617801

地址：新北市烏來鄉烏來村瀑布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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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心禮盒    500/盒
盒裝19.5*19.5*4.5(cm)/心型皂7*6*3.5 

各115g±10%

春去春又來，春暖花又開。對小貝殼的每位自

閉兒而言，多少日子裡，我們接受別人對我們

的愛，讓小貝殼的每一位孩子逐步成長、逐漸

茁壯。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全部的努力、一整顆執著

的心，來推出「愛心大禮盒」獻給全天下每一

位支持我們的朋友。用自閉兒的力量，用他們

的力量細細將愛灌入每一顆花心手工皂裡，傳

遞給你，也將這樣滿足的幸福送到各位手裡。

電話：02-25953954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93、195號1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606

屏東縣牡丹鄉原住民觀光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寵愛滋潤禮盒   750/盒

堅持利用無汙染的植物，配合不同季節作

為不同原料，結合橄欖油，可可脂等天然植物

油，加上台灣的四大名泉之一：旭海溫泉。

　　 這是利用大地的溫度作為火侯，以天

然的落山風來煽火，38%的旭海溫泉熬煮出天

地草本精華，再以心作為度量衡，手工切出一

塊又一塊馥郁、脫俗的香皂。

臺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附設
小貝殼工作坊

電話：08-8831188

地址：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6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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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口湖鄉傳統文化發
展協會

 粉紅洋房時鐘　660/個

沐藝鄉擁有三十年歷史，製造歐美風格家

飾品。近年轉型為休閒觀光工廠，以DIY材料包

及彩繪活動為主。在推廣木工DIY以來，DIY材

料包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除觀光木藝推廣之

外，亦有許多學校團體訂購，是讓孩子們認識

木工、體驗木工的絕佳途徑之一。其DIY材料包

中不但包含木藝零件，讓孩子可以方便組裝，

更包含了各色顏料及配色方式，讓民眾在組裝

完成後可以依自己的喜好上色。透過謝厝木藝

DIY材料包，弘聖藝不但讓木藝更普及，更在彩

繪藝術中融入了色彩教學，使藝術、木工徹底

結合，民眾透過木工DIY材料包對藝術及木工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

電話：05-7893727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謝厝村水尾67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670

雲林縣口湖鄉傳統文化發
展協會

 原木雙鵝示愛　850/個

沐藝鄉擁有三十年歷史，製造歐美風格家

飾品。近年轉型為休閒觀光工廠，以DIY材料包

及彩繪活動為主。在推廣木工DIY以來，DIY材

料包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除觀光木藝推廣之

外，亦有許多學校團體訂購，是讓孩子們認識

木工、體驗木工的絕佳途徑之一。其DIY材料包

中不但包含木藝零件，讓孩子可以方便組裝，

更包含了各色顏料及配色方式，讓民眾在組裝

完成後可以依自己的喜好上色。透過謝厝木藝

DIY材料包，弘聖藝不但讓木藝更普及，更在彩

繪藝術中融入了色彩教學，使藝術、木工徹底

結合，民眾透過木工DIY材料包對藝術及木工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

電話：05-7893727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謝厝村水尾67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67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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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傳家碗(禮盒)    1520/盒
漆木碗導熱慢、不燙手、不易破、可用三代，

是陶瓷沒有的特色，漆器是古代皇室貴族的貢

品，提升您的生活美學，復刻重現，足以傳

家。

電話：04-25280213

地址：臺中縣豐原市東洲路1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788

社團法人屏東縣竹田鄉社
區營造協會

 手工藍衫包包　80/個

以客家藍衫改良的藍衫包染料取自天然材

料為主，不含螢光劑不傷皮膚，濃濃的原鄉情

懷，格調高雅，獨一無二的設計，讓您成為眾

所矚目的焦點

電話：08-7712376

地址：屏東縣竹田鄉頭崙村三崗路6-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017

  臺中市仁社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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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三星鄉月眉社區發展
協會

 大襟提袋   320/個

◎尺寸：寬35cm 高26cm

◎功能：肩背、手提

◎底部寬： 7cm

◎袋口：上方為拉鍊式袋口

◎提把：長28cm

◎內袋：方口袋

電話：03-9895220

地址：宜蘭縣三星鄉月眉村三星路4段318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617

財團法人笨港媽祖文教基
金會

 藝陣獅偶面紙套　350/個

獅偶面紙套是今年最新設計的商品，有多

種顏色可供選擇、可愛又特別，獅子在傳統的

民俗中具有避邪的含意；此次把傳統的獅子造

型做成獨特又有創意的面紙盒，外型亮麗又搶

眼，放在房間、客廳、車子裡面都很好看，外

型又很討喜，值得您好好收藏。

電話：05-7824959

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民生路2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94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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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記事簿+卡夾    1200/個
協會成立玩皮高手手工藝工場，主要生

產牛皮飾品，含鑰匙圈、吊飾、皮帶、皮包…

等，歡迎教學與公民營單位訂購。

電話：06-7955700

地址：臺南市西港鄉慶安路237-1號

網址：http://www.sggo.org/shop/product_info.
php?id=91&pid=36

花蓮縣光復鄉撒巴勒奧文
化產業發展協會

 月桃編織　1000/個

在沒有彈簧床的時代，月桃編織的月桃蓆

是每個家裡必備的用品。

月桃蓆編織的過程是先摘下整捆的月桃，

把它曬乾，再以銳利的小刀將莖切成一片片

的，然後再慢慢編織起來，一張一坪大的月桃

蓆大約需要三天的時間。

月桃蓆有冬暖夏涼的功用，也是阿美族人

一項特殊的工藝品。除了月桃蓆之外，月桃還

能編成細緻的籃子、嬰兒的搖籃、放置物品的

袋子等等。月桃的莖可以編織，葉子可以來用

來作阿拜，花又可以欣賞；月桃真是阿美族人

不可缺少的東西。

電話：03-8332937

地址：花蓮縣光復鄉武昌街56巷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315

  臺南市復健青年勵進會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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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區文南社區發展協
會

 小丑造型布娃娃   350/個

從布娃娃樣品打版、內體組裝、車縫衣

服、鈕扣到完成品，一手包裝完成。透過社區

媽媽手工布娃娃與社區產業聯合促銷，強化原

有的產銷通路，為社區傳統的服飾產業開創另

一片天地，再創社區活力。

電話：03-9895220

地址：宜蘭縣三星鄉月眉村三星路4段318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1617

臺灣原民文化暨養生休閒
產業發展協進會

 天然絲瓜去角質皂　150/個

天然絲瓜可溫和除去老化角質，改善粗

糙肌膚。成份中含有天然絲瓜絡、柔膚素、醣

酯、純植物透明皂。無患子、薰衣 

草香、柑菊香三種。適量塗抹於全身，在

以清水洗淨。

電話：03-8339555

地址：花蓮縣花蓮市南京街6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
aspx?forewordID=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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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化鄉北平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南化鄉北平社區
發展協會 

微風山谷民宿  價錢請來電洽詢

新完工之二龍民宿為三層樓原木民宿，整棟梁柱

係利用98年八八水災漂流木、上等原木搭建，外

觀壯觀雄偉，造型特殊別有風味，內部典雅舒適，

隔間材料係採用豪華遊艇內部優等隔間材，

共有6間四人客房、含會議室約有兩百坪空間，

約可容納40人住宿，適合親子旅遊、公司開會研

習、團體住宿。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
發展協會 

鹿耳社區漁村風情之旅 價錢請來電洽詢 

鹿耳社區，是臺南市的後花園，是一個充滿原始風

貌的漁村部落，也是一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地方。

綠色隧道、鹽田生態區、日式宿舍聚落群、鹿耳門

天后宮，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的軌跡。

電話：(06) 284-2696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北汕尾二路800巷9弄49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8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6) 577-4168

地址：臺南市南化區北平里88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1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嘉義縣板陶窯文化發展
協會 
嘉義縣板陶窯文化發展
協會 

交趾剪黏藝術體驗行程 價錢請來電洽詢 

板陶窯工藝園區導覽:板陶窯百年工藝-剪黏、交

趾工藝導覽

搭乘海賊號-藝遊交趾剪黏藝術村(參觀藝術介入

社區空間)

葉子陶板彩繪DI(若要換其他DIY項目需補差價。)

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
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
協會

小鎮夢想之旅 500/名

行程特色說明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近來主要推行植物染，目的在

讓中華傳統技藝歷史、文化得以延續，減少化學染

料之使用，強化環境保護、生態教育之義意，在藉

由體驗實作DIY的親自參與，展現出各位與身俱來

之藝術與創作能力。

行程內容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鳳林小鎮簡介、植物染介紹、

植物染DIY）à鳳林鎮客家文物館à校長夢工廠à

一村菸樓文化聚落à客家風味餐

電話：(03) 876-0905

地址：花蓮縣鳳林鎮成功街6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8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5) 781-0832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42-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5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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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化鄉北平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南化鄉北平社區
發展協會 

微風山谷民宿  價錢請來電洽詢

新完工之二龍民宿為三層樓原木民宿，整棟梁柱

係利用98年八八水災漂流木、上等原木搭建，外

觀壯觀雄偉，造型特殊別有風味，內部典雅舒適，

隔間材料係採用豪華遊艇內部優等隔間材，

共有6間四人客房、含會議室約有兩百坪空間，

約可容納40人住宿，適合親子旅遊、公司開會研

習、團體住宿。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安南區鹿耳社區
發展協會 

鹿耳社區漁村風情之旅 價錢請來電洽詢 

鹿耳社區，是臺南市的後花園，是一個充滿原始風

貌的漁村部落，也是一個充滿歷史、文化的地方。

綠色隧道、鹽田生態區、日式宿舍聚落群、鹿耳門

天后宮，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的軌跡。

電話：(06) 284-2696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北汕尾二路800巷9弄49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8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6) 577-4168

地址：臺南市南化區北平里88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1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嘉義縣板陶窯文化發展
協會 
嘉義縣板陶窯文化發展
協會 

交趾剪黏藝術體驗行程 價錢請來電洽詢 

板陶窯工藝園區導覽:板陶窯百年工藝-剪黏、交

趾工藝導覽

搭乘海賊號-藝遊交趾剪黏藝術村(參觀藝術介入

社區空間)

葉子陶板彩繪DI(若要換其他DIY項目需補差價。)

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
協會
花蓮縣鳳林鎮文史工作
協會

小鎮夢想之旅 500/名

行程特色說明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近來主要推行植物染，目的在

讓中華傳統技藝歷史、文化得以延續，減少化學染

料之使用，強化環境保護、生態教育之義意，在藉

由體驗實作DIY的親自參與，展現出各位與身俱來

之藝術與創作能力。

行程內容 

花手巾植物染工坊（鳳林小鎮簡介、植物染介紹、

植物染DIY）à鳳林鎮客家文物館à校長夢工廠à

一村菸樓文化聚落à客家風味餐

電話：(03) 876-0905

地址：花蓮縣鳳林鎮成功街6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87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5) 781-0832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42-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5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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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責任臺北縣泰山鄉
社區合作社
保證責任臺北縣泰山鄉
社區合作社

探訪微型工藝之美 1000/名

美寧工坊簡報+影片(約40分鐘)

美寧工坊導覽(約40分鐘)

專人導覽解說，約1個半小時

※行程皆可做客製化調整

※代訂便當、製作DIY費用需外加

保證責任臺北縣泰山鄉社區
合作社
保證責任臺北縣泰山鄉社區
合作社 

憶當年(戀戀娃娃風華) 1000/名 

專人導覽解說，大約3小時

＊路線一 娃娃文化館→美寧工坊→辭修公園

＊路線二 下泰山巖→溝仔墘老街→百年古井→美寧工坊

         →辭修公園

＊路線三 明志書院→辭修公園→美寧工坊

＊路線四 頂泰山巖→明志書院→美寧工坊

電話：(02) 2900-1221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10-7號1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5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2) 2900-1221

地址：新北市泰山區辭修路10-7號1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4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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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臺南市月津文史發展協會

鹽水古鎮文化之旅導覽--半日遊 1000/名

【半日遊行程規劃】

◎台灣詩路（台灣第一條文學步道）

◎武廟（享譽國際之鹽水蜂炮的發源地、Ｓ型鐵剪

  刀壁鎖、全國最古老關公神像）

◎聚波亭（古城河道文化遺址、縣級古蹟、聚波漁

  火、土地公長鬍鬚奇蹟）

◎戀戀後街（月津古今風華照片展、藝旦風華）

◎八角樓（台灣閣樓宅第的經典之作）

◎橋南老街（興隆水月、糯米橋墩、台灣南部古道、

  古鎮巡禮

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
協會 
花蓮縣奇美部落文化發展
協會 

奇美部落漫走慢遊 700/名

夏天 哪裡去

來奇美部落就對了啦!!

讓你今年的夏天記憶

充滿"原汁原味

半天行程讓您體驗不一樣的漫活生活。

電話：(03) 899-1220

地址：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村5鄰2-1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78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6) 652-9756

地址：台南縣鹽水鎮中山路2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831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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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 
雲林縣口湖鄉金湖休閒
農業發展協會 

雲林西海岸鮮滋味 (魚鄉風情畫) 套裝行程

價錢請來電洽詢

「金湖休閒農業區」融合地方產業特色、文化生

活、人文特質等資源，發展出極富特色的農漁村

風情。

乘膠筏現採海味芽、馬蹄蛤手工藝品DIY、火烤

烏魚子、海岸斜陽、蚵田美景~~

一日遊、二日遊、三日遊套裝行程

第一天~~產業之旅

第二天~~人文、生態之旅

第三天~~人文藝術之旅

花蓮縣秀林鄉三棧社區發展
協會 
花蓮縣秀林鄉三棧社區發展
協會 

黃金峽谷一日遊 2000/名 

國內深具名氣的溯溪聖地之一，沿途巨石嶙峋，又

有『小太魯閣』之美名，當燦爛的陽光照射在峽谷

的山壁上，輝映出黃金般的光彩，不禁讚嘆造物之

神奇；路程必須經過三座深潭才能一窺其面貌，當

攜手共進攀上峽谷終點，當下的喜悅是永生難忘。

電話：(03) 269-9916

地址：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15鄰三棧98-2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39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5) 789-4978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口湖村崇文路二段402巷5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0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嘉義縣頂菜園發展協會  嘉義縣頂菜園發展協會 

壯遊台灣古笨港精彩一條路 500/名 

壯遊台灣嘉義縣新港點(00/08/14)古笨港精彩一

條路，尋找歷史痕跡北港老街，斗笠彩繪DIY，一

同走入小時候的回憶，體驗早期農村生活，版畫

印刷體驗製作，見證古笨港的興衰，憑弔百年黃

金鐵道，創台灣之最彎道最彎、跨越河道最長、

當時最賺錢的鐵道，探索古笨港出土古文物等活

動。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社區
發展協會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社區
發展協會

深度之旅一日遊-羅馬假期：泰雅文化琴舞和鳴 1000/名

【深度之旅一日遊】

為方便安排導覽人員及準備材料，需提前先預約，30-40人

成行羅馬假期：泰雅文化琴舞和鳴

電話：(03) 382-1461

地址：桃園縣復興鄉長興村15鄰16-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878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5) 781-0313

地址：嘉義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12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5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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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頂菜園發展協會  嘉義縣頂菜園發展協會 

壯遊台灣古笨港精彩一條路 500/名 

壯遊台灣嘉義縣新港點(00/08/14)古笨港精彩一

條路，尋找歷史痕跡北港老街，斗笠彩繪DIY，一

同走入小時候的回憶，體驗早期農村生活，版畫

印刷體驗製作，見證古笨港的興衰，憑弔百年黃

金鐵道，創台灣之最彎道最彎、跨越河道最長、

當時最賺錢的鐵道，探索古笨港出土古文物等活

動。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社區
發展協會
桃園縣復興鄉長興社區
發展協會

深度之旅一日遊-羅馬假期：泰雅文化琴舞和鳴 1000/名

【深度之旅一日遊】

為方便安排導覽人員及準備材料，需提前先預約，30-40人

成行羅馬假期：泰雅文化琴舞和鳴

電話：(03) 382-1461

地址：桃園縣復興鄉長興村15鄰16-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878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5) 781-0313

地址：嘉義新港鄉共和村頂菜園12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52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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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產業
促進會 
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產業
促進會

套裝遊程推廣(觀光三輪車導覽)  

價錢請來電洽詢

景點線：

泮宮（起點）→山林事務所→武德殿→林百貨→

勸業銀行→臺南合同廳舍→臺灣文學館→臺南警察署

→嘉南大圳組合→臺南孔廟（終點）

美食線：

孔廟魅力商圈 美食名店（行程約60分每人收費100元）

● 乘客有華南產物公共意外險

臺南市龍崎鄉龍興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龍崎鄉龍興社區
發展協會 

龍興農村深度旅遊 價錢請來電洽詢 

抵達活動中心-體驗民俗才藝-竹編工房-台灣四句聯-

前往園區生態之旅-欣賞湖光山色-享用在地風味餐-

編古織今DIY-鄉土童玩真有趣-賦歸

電話：(06) 594-7270

地址：臺南市龍崎區龍船村苦苓湖1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6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933-672-037

地址：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4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0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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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產業
促進會 
臺南市孔廟文化園區產業
促進會

套裝遊程推廣(觀光三輪車導覽)  

價錢請來電洽詢

景點線：

泮宮（起點）→山林事務所→武德殿→林百貨→

勸業銀行→臺南合同廳舍→臺灣文學館→臺南警察署

→嘉南大圳組合→臺南孔廟（終點）

美食線：

孔廟魅力商圈 美食名店（行程約60分每人收費100元）

● 乘客有華南產物公共意外險

臺南市龍崎鄉龍興社區
發展協會 
臺南市龍崎鄉龍興社區
發展協會 

龍興農村深度旅遊 價錢請來電洽詢 

抵達活動中心-體驗民俗才藝-竹編工房-台灣四句聯-

前往園區生態之旅-欣賞湖光山色-享用在地風味餐-

編古織今DIY-鄉土童玩真有趣-賦歸

電話：(06) 594-7270

地址：臺南市龍崎區龍船村苦苓湖10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060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933-672-037

地址：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43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609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
望美社區合作社
有限責任南投縣信義鄉
望美社區合作社
望鄉部落套裝行程 價錢請來電洽詢 

想體驗原住民的生活看看好山好水請您來深

刻體會部落中的生活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49) 270-2320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3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93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臺灣田野學習協會臺灣田野學習協會

電話：(02) 2665-116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格頭村碇格路二段2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325

藍金歲月-傳統工藝體驗  650/名

十九世紀初期，是台灣藍染的重要極盛時期。深坑、石碇、坪林等地

在清朝嘉慶、道光年間，來台開墾之初，也是以大菁做為農家經濟作

物。在這寧靜的小山村中，藍草(大青)佈滿林間小道，訴說著百年來

石碇地區產業的興衰史，走訪一趟二格山自然中心，從認識大菁到製

作藍染作品，過程中細細探索先民生活的點點滴滴，並體會生活與藝

術結合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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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田野學習協會 臺灣田野學習協會 

森動樂遊-悠遊大自然 500/名

人們長時間在都市生活，在不斷追求生活便利

及富裕的同時，卻也忽略掉我們身邊的環境，

漸漸地我們不再去了解環境，跟自然的距離也

愈來愈遠，但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份子，人們

應該重新找到與自然相處的平衡點，如此環境

才能永續的存活下去，「悠遊大自然」活動希

望能藉由生態活動的探索，讓我們能發現大自

然之美，再重新與大自然作朋友。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自己烘焙一份茶＂製茶體驗 4500/名

宜蘭冬山鄉中山村茶園集合

製茶體驗流程

採茶趣、茶園採茶

日光萎凋or室內萎凋

午餐自行訂餐或代訂、

殺菁、揉捻、乾燥

仁山植物園走走、撿茶枝、

將我們的茶葉分裝帶回家。

在茶農的協助下採青、萎凋、殺菁、柔捻、乾燥，

完成一份自己的包種綠茶，體驗完整製茶流程。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55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2) 2665-116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格頭村碇格路二段2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32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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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田野學習協會 臺灣田野學習協會 

森動樂遊-悠遊大自然 500/名

人們長時間在都市生活，在不斷追求生活便利

及富裕的同時，卻也忽略掉我們身邊的環境，

漸漸地我們不再去了解環境，跟自然的距離也

愈來愈遠，但人本來就是自然的一份子，人們

應該重新找到與自然相處的平衡點，如此環境

才能永續的存活下去，「悠遊大自然」活動希

望能藉由生態活動的探索，讓我們能發現大自

然之美，再重新與大自然作朋友。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保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
合作社

自己烘焙一份茶＂製茶體驗 4500/名

宜蘭冬山鄉中山村茶園集合

製茶體驗流程

採茶趣、茶園採茶

日光萎凋or室內萎凋

午餐自行訂餐或代訂、

殺菁、揉捻、乾燥

仁山植物園走走、撿茶枝、

將我們的茶葉分裝帶回家。

在茶農的協助下採青、萎凋、殺菁、柔捻、乾燥，

完成一份自己的包種綠茶，體驗完整製茶流程。

電話：(03) 958-6359   

地址：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新寮路267號2樓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255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2) 2665-1166

地址：新北市石碇區格頭村碇格路二段24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32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

桃園縣大溪鎮農村休閒
發展協會
桃園縣大溪鎮農村休閒
發展協會

義和農村生活園區‧農村生活體驗‧各式

童玩體驗DIY 價錢請來電洽詢   

＊DIY 教學包含環保風車、超炫草刀、爬動蠶寶寶

＊童玩體驗包含水火箭、竹槍、水槍體驗，農村童

  玩包含打陀螺、踩高蹺、滾鐵圈

＊參加體驗活動需多帶一套換穿衣物

  

桃園縣復興鄉觀光導覽協會 桃園縣復興鄉觀光導覽協會 

風味美食料理：價錢請來電洽詢    

來到原住民部落遊玩，不論是各項體驗或者是品嚐

的美食，絕對是相當的道地，料理也更具風味，像

是擣小米麻糬、BBQ及各式風味美食等，絕對是會

讓人再品嚐之後讚不絕口。

電話：0955-944-256

地址：桃園縣復興鄉羅浮村3鄰16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874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電話：(03) 387-7568

地址：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3段655-1號

網址：http://gofun.evta.gov.tw/

       productview.aspx?forewordID=1876

服務洽詢服務洽詢

泰雅織布博物館：    

位於桃園縣復興鄉羅浮村的泰雅織布工藝博物館，

在館內展示有泰雅織布文化與各式各樣的藝品，讓

遊客對於泰雅文化也能更加的瞭解，也是遊程安排

裡不錯的特色景點。

雙橋美麗景致：    

雙橋即為羅浮橋與復興橋，由於大漢溪溪流經羅浮

地區的視野非常開闊，加上橋梁的設計優美，而成

為遊客最喜歡的拍照攝影景點，夜晚因為還有彩色

燈光景致更加的美麗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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