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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s of Love and Kaohsiung Farm
From�field�to�fork,�discover�the�journey�of�the�seeds�and�foods�of�your�daily�life

⼟地與職⼈共同編織美⾷地圖��發掘無限精彩⾼雄味
型農⾃造．暢銷年鑑



以⾵格致勝��為理想駐⾜家鄉

以專業經營��好商品席捲市場

以產品發聲��打造質感送禮學

以熱情前進��為美好⽣活提案



Honey

Looking

蜂 蜜

蜜蜂與花朵的美麗相遇

在不同時空下集結成蜜

匠心獨具下養蜂與取蜜

好蜜   從此不用再尋覓



寶島花園覓蜜禮盒 荔枝蜜

龍眼蜜&荔枝蜜

百花蜂蜜＆蜂蜜醋 蜂蜜醋龍眼＆玉荷包蜂蜜

666元�(蜂蜜、花粉任1（（（（（2⼊)

時價�(700g)

600元��(350g/瓶，2⼊)
950元(⿓眼、百花、⽟荷包蜂蜜
350g、蜂蜜醋250ml，任2⼊)

750元(600ml)950元(370g/罐，任2⼊)

保存期限�/�常溫、蜂蜜2年、花粉1年 保存期限�/�常溫�2年保存期限�/�常溫�2年 保存期限�/�常溫�3年保存期限�/�常溫�2年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www.honeys.com.tw www.beehappy.com.tw

07-652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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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1-260-199 0929-001-582

蜂巢⽒

⼯廠取得HACCP、ISO22000驗證

滿築蜂蜜屋

mr.honeycomb.w@gmail.com 3847253@gmail.com

來⾃⼤崗⼭的⽯灰岩地質所醞釀的花
蜜，承襲家族五⼗餘載的堅持，藉由
蜂群振翅擾流的特⾊⾃然濃縮巢內花
蜜，卓越的品質獲新加坡航空公司貴
賓室指定為合作品牌。

在內⾨⼭區以遷移⽅式飼養蜜蜂，依
據不同的開花程度將蜂蜜分裝，⾃有
品牌的蜂蜜⾹氣最為充⾜。「滿築蜂
蜜」象徵蜂蜜築滿巢的豐收之意，也
代表贈禮者滿滿的情意。

冬季各種蜜源植物開花期不
⾧，蜜蜂同時採集多種植物
⽽成的花蜜稱之為百花蜜，
⾵味因季節及花種⽽別具新
意。

以通過驗證之⿓眼蜂蜜為原
料，遵循古法釀造，靜置發
酵⼀年以上，無添加酒精及
化學原料，可直接稀釋飲⽤
或搭配⾷材進⾏料理。

⼤崗⼭⽯灰岩地質滋養的⿓
眼林、⼤樹區紅⼟丘陵涵養
的⽟荷包，遇上養蜂職⼈，
每⼀罐蜂蜜都是經典，附有
專屬批號。

蜂巢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誠養蜂農場 滿築蜂蜜咖啡屋

型農 型農 型農吳暄喬 陳政誠 月勝吉

⿓眼/荔枝/百花⼩花蜜130g
茶花/蒲鹽/百花花粉70g



Tea  Coffee

Talking

茶  咖 啡

緩緩沖調療癒身心的咖啡

細細品味內斂低調的茶香

在塵囂紛擾中與自己對話

一杯一刻都讓人感到幸福



原味/ 甜菊/ 春風香茅茶八功夫紅茶  

熟香金萱    

悠韻烏龍   

花韻青茶

蜜韻紅茶   

咖啡豆   

濾泡式咖啡 300元�(15⼊)

700元�(150g�) 420元�(3g/包，20⼊)

420元�(150g�) 450元�(2.5g/包，20⼊)

500元�(半磅)

480元�(2.5g/包，20⼊)

350元�(10g/包，10⼊)

保存期限�/��10�個⽉

保存期限�/�常溫2年、避免陽光直射 保存期限�/��6個⽉保存期限�/�常溫�2年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0982-075-4380932-981-546 0989-558-187 0921-287-501

⼀粒種⼦的⾶翔

發現•⼭茶�FAXIAN��SHAN��CHA 僑⾹咖啡

guloli0203@gmail.com ieop83@yahoo.com.twjan.t.h.f@gmail.com

以無農藥的⾃然農法種植，直接以熱
⽔沖泡飲⽤洋溢著清新⾹氣，當作⾹
料⽤於烹飪讓料理別具⾵味。

來⾃海拔800–1200公尺、春冬雲霧
繚繞的那瑪夏⽟打⼭，⼋⼩時團揉⼯
序保留茶葉的韻味，茶湯濃度⾼、⾹
氣⾜、更回⽢。

來⾃六⿔新發尖⼭的原⽣種⼭茶，採
取友善耕作的⽅式讓茶樹⾃然⽣⾧，
每⼀⼝茶都是台灣在地的滋味。

選⾃海拔介於�800–�900�公尺的阿拉
⽐卡咖咖⾖，專業的烘培技術讓每⼀
⼝咖啡⼊喉都⾹醇、回⽢。

青山茶業 一粒種子的飛翔 僑香咖啡發現•山茶

青⼭茶業
jan.t.h.f

FAXIAN SHAN CHA 

ieop83

型農 型農 型農型農詹宗翰 蔡文英 許帛霖何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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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ice
Fruit Vinegar

Fall in Love

果汁
果醋酵素

用四季閱讀果物的迷人韻味

和水果談場屬於時間的戀愛

釀造   是一門生活上的藝術

傾力追求   完美淬鍊的風味



桑椹/百香果經典禮盒 果醋禮盒 桑椹酵素 酵素禮盒 桑椹果粒果汁

700元�(盒)
原汁(加糖)250ml、果醋(加糖)250ml、
果醬300g�各1⼊

加糖款550元、無加糖款650元�
(250ml/瓶，2⼊)�

700元�(600ml) 680元(55ml，6⼊) 350元�(1100g) 250元�(600g)

保存期限�/�2�年 保存期限�/��3�年 保存期限�/�5�年 保存期限�/�5�年 保存期限�/�1�年

相關驗證�/ 相關驗證�/桑椹原料取得有機驗證 桑椹、檸檬、鳳梨
原料取得有機驗證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www.go-88.comwww.chenfarm.com.tw

07-656-456907-7105865

⼤樹張媽媽休閒農場
@xat.0000189046.jk0

陳稼莊

@vnu6777m
m803005@gmail.comchen.farm@msa.hinet.net

使⽤⾃家農場或台灣本產⾃然農法栽
培的果物，製作成天然⽔果原汁、靜
置酵釀果醋及美味果醬，共有桑椹及
百⾹果兩款系列。

由⾃家農場或台灣本產⾃然農法栽培
的果物發酵釀造或以糙⽶醋為基底的
融萃釀造⽅式，經⾧時間靜置熟成，
共有桑椹、百⾹果、梅⼦、檸檬、鳳
梨、橄欖等⼝味六選⼆，任君搭配。

利⽤益⽣菌將桑椹原汁經過
180天的發酵⽽成，無任何
化學成份，純天然、不加⼀
滴⽔，稀釋五⾄六倍飲⽤⾵
味最佳，溫潤順⼝。

百分百⽔果原汁釀造⽽成，
桑椹、鳳梨⽊⽠、梅⼦、檸
檬、諾麗果、綜合⼝味共六
種⼝味⼀次滿⾜。

將桑椹洗淨⾵乾後，加上紅
砂糖熬煮�8�⼩時⽽成，桑椹
粒粒在⽬，冷飲、熱飲兩相
宜。

大樹張媽媽休閒農場陳稼莊自然農業有限公司

型農型農 張瑛珊陳柏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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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漿 神秘果酵素梅精 神秘果綜合酵素

480元�(600ml)� 3200元�(750ml)�800元�(60g)� 2800元��(250ml/瓶)�

保存期限�/�3�年

保存期限�/�3年

保存期限�/��5�年

保存期限�/��3年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0981-303-617 www.miracle-fruit.com.tw

0910-711-859 ⼀鳴神秘果

hsahoyun8168@gmail.com

採⽤⾃然熟成的⼿摘⿈梅，以代代相
傳的封存技術使其⾃然發酵，無添加
⼈⼯添加物及防腐劑。

將有「天然紅寶⽯」之稱的新鮮神秘
果經12-24個⽉熟成發酵的天然純釀
酵素，加⼊冷⽔稀釋即可飲⽤。

取⽤5–6分熟的青梅果⾁，壓榨成汁
液，經⼩⽕四⼗⼋⼩時不間斷熬煮⽽
成，忠實濃縮青梅本味。

嚴選神秘果加上近百種蔬果經發酵、
萃取、純化等步驟製作⽽成，從天然
蔬果成份補充⾝體養份。

龍山農場 一鳴生技農園

型農 型農李立貴 蕭旦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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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寶來，⿓⼭農場-梅⼦加⼯廠

@jzz5983d



Liquor

Tipsy Time

酒

時空交錯  品味在地釀酒工藝

一飲入魂  品嚐高雄風土滋味

酒  是永不退流行的精神飲品

用這一杯  沉浸在微醺時刻裡

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 ，  安全有保障。



保存期限�/��1年保存期限�/�無限期 保存期限�/�5-10年保存期限�/�2年 保存期限�/�5-10年保存期限�/��1年

07-976-3600 07-976-36000915-900-915
naiji101@gmail.com

ezf.co@msa.hinet.net

益智發酒業股份有限公司寶島第一味 芳境農場

寶島第⼀味-酒釀⽟荷包⾹腸�
⼯廠取得HACCP、ISO9001驗證@sjc9812K

型農型農 型農 巫永龍曾湘樺 許倫肇

御瓶風華啤酒荔  釀 法緹玉荷包酒Takau 桑 梅  酒
蜂蜜甜酒

NAIJI 玉荷包釀

130元�(320ml/瓶)3500元��(600ml) 550元�(400ml)180元�(330ml)

300元�(300ml)

350元�(300ml)250元��(180ml)

以進⼝⿆芽添加⼤樹⽟荷包
、甲仙青梅或⼤崗⼭蜂蜜等
在地物產作為原料釀製⽽成
的三款⽔果釀造酒，⼝感迷
⼈不甜膩，酒精濃度4.5%。

第⼀⽀由⽟荷包⽣產者⾃⼰
釀造與銷售的蒸餾酒，酒精
濃度40%，⼝感醇厚饒富餘
韻，每年限量�2,000�瓶，彌
⾜珍貴。

以⼤樹⽟荷包為原料採⽤蒸
餾⼯藝釀造⽽成，優雅的⽟
荷包⾹氣搭配⼊⼝的⽢甜滋
味，⾜以喚醒與⽣俱來的品
酒天賦，酒精濃度30度。

⽤⾃家栽種的⽜奶⽟荷包，
與⿆芽、啤酒花釀製⽽成的
⽟荷包啤酒，開瓶散發⽟荷
包清⾹，⼝感清甜溫和，層
次分明，酒精濃度5%。

梅酒初⼊⼝⾹氣撲⿐，隨後
引領出梅⼦的酸甜滋味，⼝
感圓潤；蜂蜜甜酒散發來⾃
⿓眼蜂蜜及⽟荷包蜂蜜的原
始⾹氣，⾹甜不膩⼝，兩種
⼝味⼀年四季皆適合。

從⽟荷包蛻變成杯中物，酒
清濃度10%的釀造酒，果⾹
味濃郁，⼊⼝滑順，酸中帶
甜⾵味絕佳。

www.naiji.tw www.easyfancy.com.tw

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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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uherpau-litchi.com

芳境農場



Dried Fruit

Fruits

果 乾

在尋常生活中見識不凡

手作職人封藏果物美味

將四季變成現在進行式

獻給您渾然天成好滋味



好結果禮盒香蕉脆片 金鑽鳳梨乾愛文芒果乾

885元�(5g/包，4⼊；300ml/瓶，1⼊)�100元�(30g) 250元�(100g)240元�(100g)

保存期限�/�果乾18個⽉��果汁2年

保存期限�/��6個⽉ 保存期限�/�6個⽉保存期限�/��6個⽉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www.wgo.com.tw

0975-750-333

0910-711-859弘運吉⾷
@oba7205c hsahyoun8168@gmail.com

橙蜜⾹⼩蕃茄汁搭配⼊⼝即融的太空
⾷物，以零下40度真空冷凍後低溫烘
培再抽⽔，完整保留⽊⽠、⽟荷包、
芒果、鳳梨的營養與⾵味。

厚切旗⼭北蕉，運⽤了零下
50℃冷凍真空乾燥技術製作
⽽成，⾮油炸、無加糖。

⽤兩顆產⾃⼤樹區的⾦鑽鳳
梨製作成1包果乾，保留5%
以上的⽔份與原始⾹氣，Q
彈紮實，吃得到鳳梨纖維。

⼀顆產⾃六⿔的芒果僅切成
兩⽚芒果⽚，低溫乾燥製程
封存芒果的鮮甜，⼀次吃⼀
⽚，⼤⼝享受天然原味。

旗山果菜運銷合作社 一鳴生技農園

型農 型農郭泰呈 蕭旦倫

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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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檸檬乾綜合果乾    鳳梨有意絲果乾  

150元�(80g)580元�(150–220g/包，3⼊) 60元�(100g)

保存期限�/��6個⽉保存期限�/�6-12個⽉ 保存期限�/��5個⽉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0972-701-9210911-108-112 0936-811-862

陽光果⼦

Eureka悠綠客檸檬

eurekalemon.tw@gmail.com0919-629-553

選⽤旗⼭安全無毒的⿈檸檬，整顆切
⽚、低溫烘乾，以鹽、蜜糖作為天然
防腐劑，每⼀⽚都保有檸檬的果⾁及
⾹氣。

低溫烘製在地果物，⾦煌、愛⽂、凱
特、珍珠、蘋果⽂芒果果乾，⾦鑽鳳
梨乾、珍珠芭樂乾、紅⿓果乾、情⼈
果乾、⿈⾦檸檬佐茶⽚等⼝味可任搭。

無加糖的酸甜滋味，忠實呈現歷經18
個⽉栽種的⾦鑽鳳梨天然⾵味，⼊⼝
Q�彈有嚼勁。

巨林好果舖 悠綠客農場 陽光果子

巨林Julingo好果舖

型農 型農 型農王芊尹 莊承翰 鄭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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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es

Farm

蜜餞 果醬

用時間羈絆住浪漫

蜜封水果鮮甜美味

搭座自己的食驗室

產地到餐桌零距離



梅釀黑豆三果•讚醬禮盒    桑椹荔枝玫瑰果醬 蜜戀禮盒 

600元�(440g/瓶，�2⼊)240元�(50g/瓶，3⼊�) 350元�(170g) 420元�(35g/包，15�⼊)

保存期限�/��3年

保存期限�/��8個⽉保存期限�/�2�年 產品驗證�/

07-7105865 0912-120-367
0929-550-000chen.farm@msa.hinet.net
miaostar1975@gmail.com

msc_service@yahoo.com.tw

歷經四年的天然發酵，發揮青梅與⿊
⾖完美融合的⾵味，梅⾹醇厚，⿊⾖
圓潤飽滿，開封即⾷。

使⽤⾃家農場或台灣本產⾃然農法栽
培的桑椹、百⾹果、⼭刺番荔枝，佐
以無漂⽩冰糖，製成美味果醬，作為
抹醬、淋醬、沖調成果茶、搭配原味
優格皆宜，純真果味，清甜⽽不膩。

慢⽕熬煮下，將⽟荷包的清甜滋味，
融⼊有機桑椹的紮實果粒，⼊⼝柔滑
順⼝，夾帶著玫瑰花⽔的⾼雅⾹氣。�

選⽤燕巢特選級蜜棗，古法煉製，保
留果實原味，⼊⼝有嚼勁，甜鹹滋味
在⼝中。

陳稼莊自然農業有限公司 梅山春農場 妙星食品芳境農場

陳稼莊
梅⼭春．陪你健康「梅」⼀步

@vnu6777m
yen3750

型農 型農 型農型農陳柏璋 顏芷芸 潘齋賞許倫肇

www.chenfarm.com.tw www.miaostar.com.twyanhealthly.weebly.com

31 32

保存期限�/��2�年

相關驗證�/ 桑椹、⼭刺番荔枝
原料取得有機驗證

0915-900-915

www.yuherpau-litchi.com

芳境農場



Snack

Taste

點 心

源自土地的  迷人風味

譜寫高雄的  風土美食

日日好味  暖心又暖胃

茶餘飯後  解饞也充電



鳳梨酥暖心薑糖 薑黃鳳梨酥 香蕉米乖乖

300元�(35g/顆，12⼊)250元�(300g�) 400元�(50g/顆，8⼊) 360元�(52g/包，12⼊)

保存期限�/��1個⽉保存期限�/��2�年 保存期限�/��12個⽉

保存期限�/�14�天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0952-806-706 0919-891-150

前⽉⼦餐主廚選⽤⾃家在⼤樹栽種的
鳳梨製成內餡，以天然奶油做餅⽪，
真材實料烘烤的⼟鳳梨酥散發酸甜好
滋味。

將⽼薑切⽚後加⼊⿊糖與⼆號砂糖熬
煮成琥珀⾊的⿊糖薑塊，看得到薑⽚
也品嘗得到薑味，冷飲、熱泡都是健
康美味。

以⾃家農場的薑⿈、⾼雄在地的鳳梨
慢⼯熬煮餡料製作⽽成，是貨真價實
的健康好點⼼。

⽤旗⼭⾹蕉製作的⾹蕉醬及台灣⽶加
⼯⽽成，扎實的⽶果⼝感以及濃郁的
蕉⾹味，讓⼈不禁⼀⼝接⼀⼝。

湘湘農坊 巴�圓 旗山果菜運銷合作社

湘湘農坊 巴瓈圓⼿⼯鳳梨酥

型農 型農 型農陳湘怡 許   如 郭泰呈瓈

瓈

www.wgo.com.tw

0975-750-333

弘運吉⾷
@oba72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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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p

Generous

五穀雜糧

日常不需要太多猶豫

用美味一膳款待生活

一個人可以簡單快速

一群人也能澎拜辦桌



紅豆有機四色米

單色米

笑容無敵米 蘿勒麵

80元�(600g)

160元�(400g)

160元�(600g/盒) 180元�(1kg)、300元�(2kg)
150元�

蕾絲寬麵�(350g)、 Q細麵�(450g)Q

保存期限�/��1年保存期限�/��3個⽉

保存期限�/��1年

保存期限�/�常溫1個⽉，冷藏6個⽉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0921-225-136

0973-649-889 0921-246-2310937-389-100

nokai911@hotmail.com

來⾃⼤寮區的紅⾖「紅晶鑽」，顆粒
飽滿碩⼤、⾊澤艷紅晶亮，⼝感綿密
細緻，做為甜品原料或煮⽔飲⽤兩相
宜。

以⾃然農法栽種，稻⽶競賽常勝軍，
⼀網打盡有機⽩⽶、糙⽶、⿊⽶與紅
⽶，讓您隨時為⾃⼰來⼀場味覺與視
覺的饗宴、單⾊⽶另有紫⽶可選擇。

種稻堅守重質不重量的原則，讓147
號⽶顆粒結實，曾榮獲⽇本「⽶．⾷
味鑑定國際競賽」特別優秀賞的肯定。

選⽤⿂菜共⽣農場栽種的無毒蘿勒葉
，揉⼊麵糰經暖陽⽇曬、⾵乾後製成
寬麵與細麵，清⾹撲⿐，�����彈有勁，
買六盒另附禮盒。

元品．日品有機米農場 紅豆先生 思原生態農場鄉草園

⽇品有機⽶

鄉草園

nokai911

USI0763 思原⿂菜共⽣農場

型農 型農 型農型農陳毅鴻 劉世明 羅條原、林桂年黃偉宸

www.yuanpin199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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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ltry 
Product

Fast Cooking

畜 產

用夢想譜寫人生壯志

用美食歌頌休憩時刻

自炊食代 需要輕鬆享食

即時即食 美味精彩上桌



純鮮乳 鮮羊奶鮮奶茶調味乳鮮羊乳 國產羊肉爐牛羊乳 羊奶優格

50元�(330ml)

100元�(936ml)

130元�(960ml)70元�(500ml)

100元�(936ml)

130元�(936ml) 750元�
(2.4kg，含⽺⾁400g以上)

60元�(330ml)

60元�(330ml)

140元�(390g)

270元(890g)

保存期限�/��13天�冷藏7℃以下 保存期限�/��9天�冷藏7℃以下 保存期限�/�6個⽉�冷凍保存期限�/��17天�冷藏7℃以下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www.newlife6118758.com�

07-6118758�

新⽣活鮮⽺乳 ⼯廠取得�HACCP-ISO�22000驗證 ⽔流莊牧場
@ics1706u @xat.0000190554.dgd

以攝⽒72-75度的標準低溫
殺菌，不均質、不調味、不
加防腐劑，保留⽺奶營養價
值。

冬季限定暖⾝料理，以⾃家
⽺隻加⼊⼗餘種中藥材慢燉
⽽成，帶⽪⽺⾁鮮嫩有嚼勁
，湯頭鮮甜順⼝。

以⾃家⽺奶製作，無添加⼈
⼯果膠、⾹料，添加少許⽜
乳幫助凝固，⼝感更滑順。

新生活純鮮乳品 水流莊牧場

型農 型農靳蓓琳、靳瑋琳、靳嘉琳 楊政勳

43 44

從⽣乳殺菌到完成產
品，無添加任何添加
物及成分調整100%
純⽣乳。

嚴選南投⿂池紅茶搭
配100%��無調整、無
添加的純鮮乳製成，
⾵味道地，⼝感⽢醇。

從⽣乳殺菌到完成產
品，不均質、不調味
、不加防腐劑，保留
⽺奶營養價值。

⾸創⽜乳、⽺乳⽐例
各半的混搭新⾵味，
加倍享受雙重營養與
⼝感。



原味滴雞精酒釀玉荷包香腸 煙燻甘蔗雞

2430元�(60ml/包，18⼊)380元�(600g) 439元�(750g)

保存期限�/��180天�冷凍-18℃以下

保存期限�/��6個⽉�冷凍-18℃以下

保存期限�/�360天�冷凍-18℃以下

產品驗證�/產品驗證�/

07-976-3600 07-610-6779

naiji101@gmail.com

選⽤16週以上、⾃然放牧的⿊⽻⼟雞
，搭配慢⽕細燉10⼩時以上，無添加
⽔份，低卡零膽固醇。

以⽟荷包蒸餾出的⽟荷包酒、搭配通
過�CAS驗證的豬後腿⾁及⽟荷包果⾁
調味製作，無添加防腐劑、保⾊劑及
亞硝酸鹽，⼝感紮實並兼具酒⾹、果
⾹與⾁⾹。

選⽤熟齡⿊⽻母⼟雞，全雞以⽢蔗煙
燻製作，⾁質緊實�Q�彈，⾊澤⾦⿈油
亮、散發焦糖⾹氣，切塊退冰或隔⽔
加熱即可⾷⽤。

寶島第一味 元榆牧場

寶島第⼀味-酒釀⽟荷包⾹腸

元榆牧場

@sjc9812K

型農 型農曾湘樺 陳立言

www.naiji.tw�� www.yuanyu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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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台灣在地好物，
送禮送到⼼坎裡。

嚴選型農特色產品

STEP1�

客製化形象封條，獨
⼀無⼆的伴⼿禮。

企業識別封印心意

STEP2

產品特⾊簡介禮卡，
噓寒問暖露真情。

貼心禮卡傳遞情意

STEP3

返鄉青年，從事農業正流⾏，⽤100%純天然的
產品讓送禮者價值有型，收禮者⽣活有型！�

企業送禮首選  打造專屬印記

  Best Gifts From Farmers

47

※每組禮盒均附封條、禮卡與提袋、禮盒尺⼨27cm×28cm×7.5cm
※客製化服務限訂購100盒以上適⽤，歡迎來電洽詢，洽詢電話(07)281-2188
※可依需求調整內容、價格另洽

僑⾹咖啡∣濾滴式咖啡包�3⼊
⼀粒種⼦的⾶翔∣春⾵⾹茅茶包�3⼊
蜂巢式∣⿓眼蜂蜜�370g
陳稼莊果園∣桑椹汁�300ml
御品屋∣嚴選蜜餞�200g

私房下午茶

芳境農場∣桑椹荔枝玫瑰果醬�170g
陳稼莊果園∣桑椹醋�250ml
⽂誠蜂蜜∣貴妃花蜜�130g
⼀鳴⽣技∣草莓果乾�5g

果物嘉年華

湘湘農坊∣薑⿈粉�70g
陳稼莊果園∣桑葉麵�300g
⽇品有機⽶∣四⾊⽶�400g�

手作輕料理

48

880元�

1280元�

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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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百花蜂蜜＆蜂蜜醋
⿓眼＆⽟荷包蜂蜜
吳暄喬｜蜂巢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寶島花園覓蜜禮盒
陳政誠｜文誠養蜂農場 8

⼋功夫紅茶、熟⾹⾦萱
詹宗翰｜青山茶業 11

桑椹/百⾹果經典禮盒、果醋禮盒
陳柏璋｜陳稼莊自然農業有限公司 15

⿓眼蜜、荔枝蜜
月勝吉｜滿築蜂蜜咖啡屋 8

悠韻烏⿓、花韻青茶、蜜韻紅茶
何佳薇｜發現•山茶 11

桑椹酵素、桑椹果粒果汁、酵素禮盒
張瑛珊｜大樹張媽媽休閒農場 16

原味/甜菊/春⾵⾹茅茶
蔡文英｜一粒種子的飛翔 12

梅漿、梅精
李立貴｜龍山農場 17

咖啡⾖、濾泡式咖啡
許帛霖｜僑香咖啡 12

神秘果酵素、神秘果綜合酵素
蕭旦倫｜一鳴生技農園 18

酒
果

乾
蜜

餞
、

果
醬

點
⼼

五
穀

雜
糧

畜
產

御瓶⾵華啤酒、梅酒��
蜂蜜甜酒、法緹⽟荷包酒�
巫永龍｜益智發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22

荔釀、NAIJI⽟荷包釀
曾湘樺｜寶島第一味 21

Takau桑�
許倫肇｜芳境農場 21

好結果
蕭旦倫｜一鳴生技農園 26

三果•讚醬禮盒
陳柏璋｜陳稼莊自然農業有限公司 31

暖⼼薑糖、薑⿈鳳梨酥
陳湘怡｜湘湘農坊 35

有機四⾊⽶、單⾊⽶
陳毅鴻｜元品．日品有機米農場 39

⾹蕉脆⽚、愛⽂芒果乾�
⾦鑽鳳梨乾�
郭泰呈｜旗山果菜運銷合作社 25

純鮮乳、鮮⽺乳、⽜⽺乳、鮮奶茶調味乳�
靳蓓琳、靳瑋琳、靳嘉琳

新生活純鮮乳品 43 發⾏單位：⾼雄市政府農業局

地����址：⾼雄市鳳⼭區光復路⼆段132號

電����話：(07)799-5678

⾼雄市政府農業局��版權所有�

※本書同時刊登於型農⼤聯盟網站

網址�www.kaofarmers.tw�

綜合果乾
王芊尹｜巨林好果舖 27

桑椹荔枝玫瑰果醬
許倫肇｜芳境農場 31

鳳梨酥

笑容無敵⽶

許�如｜巴�圓

黃偉宸｜鄉草園

36

39

鮮⽺奶、⽺奶優格
國產⽺⾁爐
楊政勳｜水流莊牧場 44

⼿作檸檬乾
莊承翰｜悠綠客農場 28

梅釀⿊⾖
顏芷芸｜梅山春農場 32

⾹蕉⽶乖乖
郭泰呈｜旗山果菜運銷合作社 36

紅⾖
劉世明｜紅豆先生 40

酒釀⽟荷包⾹腸
曾湘樺｜寶島第一味 45

蘿勒麵
羅條原｜思原生態農場 41

煙燻⽢蔗雞、原味滴雞精
陳立言｜元榆牧場 46

企業送禮⾸選��打造專屬印記
品味高雄∣型農大聯盟禮盒 48

鳳梨有意絲果乾�
鄭惠玲｜陽光果子 28

蜜戀禮盒�
潘齋賞｜妙星食品 32

瓈 瓈

Kaohsiung�Product�Selection�Guide

型農⼤聯盟選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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