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屋庄米點烘焙坊 
「新屋庄」是早期新屋地名，為勾起老一輩回憶及引起年輕人好奇心而命名，利用在地農產品研發出傳統與西式的加工食品，

讓消費者吃出美味吃出健康。 

為堅持品質與口感，產品以手工製作，天然發酵不添加香精，所生產麵包採用低溫老麵發酵，每次產量有限，為讓每位顧客能

品嚐到好的產品及預防買不到貨的狀況，請預先訂購。 

特色:  

鳳梨酥使用進口安佳奶油，外皮香酥美味，內餡

散發清甜鳳梨味。 

食材：鳳梨蔬果餡、麵粉、奶

油、糖粉、蛋、奶粉、芝士

粉、鹽。 

鳳梨酥 

售價/規格： 360元/盒(12

入) 

特色: 

以金鑽 17 號的鳳梨熬煮出的鳳梨內餡，帶點微酸

的口感，讓土鳳梨酥甜而不膩。 

食材：土鳳梨餡、麵粉、奶

油、糖粉、蛋、奶粉、芝士

粉、鹽。 

 

土鳳梨酥 

售價/規格： 380元/盒(9入) 



 

 

  

特色:  

由酥鬆的餅皮包覆著甜而不膩的烏豆沙餡及整顆

的鴨蛋黃，交織出完美的風味。 

食材：豆沙餡、麵粉、奶油、

水、糖粉、鹹蛋黃。 

 

蛋黃酥 

售價/規格： 399元/盒(9入) 

特色: 

為符合健康趨勢，綠豆椪表皮酥鬆有層次，內餡則是以純

綠豆沙做內餡，有別於以往用豬肉、豬油、酥油做成，內

餡加入紐西蘭安佳無鹽奶油，所以吃起來內餡綿密且帶有

奶油香氣。 

食材：豆沙餡、麵粉、奶油、

水、糖、芝麻、鹽。 

 

綠豆椪 

售價/規格： 340元/盒(9入) 



 

  

特色:  

芋頭麻糬採用大甲芋頭餡，包覆 Q 軟的麻糬，口

感層次多樣。 

三種不同口味包裝，有多種層次享受。 

食材：豆沙餡、芋頭餡、麵

粉、奶油、鹹蛋黃、麻糬、

水、糖粉、芝麻、紫薯粉、

鹽。 

 

綜合禮盒 

售價/規格： 370元/盒(9入)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新屋區農會農民直銷站  TEL:03-4772124#210、211  自取(預約)，目前並無宅配服務。  

地址: 桃園市新屋區中華路 242 號 (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 

tel:03-4772124#210


農特產水果酥烘焙坊 
農特產水果酥烘焙坊為山上區農會輔導成立，山上區是一個務農為主的鄉鎮，這裡丘陵眾多，是水果生產的大宗，凡舉鳳梨、

芒果、火龍果、網室木瓜等等都是山上特產，山上區農會輔導家政班員就近利用鄉內盛產的水果加工製成各式水果酥，以伴手

禮行銷全台，創造不少商機。鳳梨和芒果是山上區產量最大宗水果，田媽媽以在地鳳梨做成鳳梨酥，加糖熬煮後配上少量冬瓜

調成鳳梨餡。 

特色:  

本會老字號的旗艦伴手禮，獨特配料，皮薄酥脆、餡

料好、質感細膩，吃起來滑順不黏牙，鳳梨、桑椹、

柚子、芒果口味，四種口味一次滿足，是本會糕餅類

人氣商品。 

食材： 

柚子、桑椹、芒果、鳳梨、奶

油、糖、雞蛋………。 

                

綜合水果酥 

 

售價/規格： 

每顆約 50g 

270 元/12 入；330元/15 入  

              

特色: 

以黃金比例調製而成的新鮮鳳梨餡，遵循正統古法精

緻而成。無添加冬瓜露，原汁原味地呈現土鳳梨酸酸

甜甜的好滋味，不黏不膩，是本會的主打商品。 

食材： 

鳳梨、奶油、糖、蛋………。 

 

純鳳梨酥 (無添加冬瓜露) 

 

售價/規格： 

380 元/10 入，每顆約 50 g 



 

  

特色:  

選用在地出產的 17 號金鑽鳳梨，堅持外皮與內餡的完

美比例，軟餡的口感不同於以往較硬餡的黏膩與塞

牙，嚐起來香酥爽口，是最佳點心及伴手禮。 

食材： 

鳳梨、奶油、糖、蛋………。 

鳳梨酥 (添加冬瓜露) 

 

售價/規格： 

270 元/12 入；330元/15 入  

             每顆約 50g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農特產水果酥烘焙坊 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消費者服務專線：06-5783649  假日專線：06-5783709  

地址:臺南市山上區南洲里 6號(山上區農會供銷部)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 238 號(山上區農會超市)   ※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 



石岡傳統美食小鋪(田媽媽名稱) 
九二一無情的大災難，房子倒了、田園毀壞，甚至連工作機會也沒了；但是，在石岡我們這群婆婆媽媽們並沒有跟著倒下去，

大家擦乾眼淚，揮汗站起來，胼手胝足共創「石岡傳統美食小鋪」，並接受政府相關單位積極協助重建；多年來用心的經營，在

汗水中收割，因為有大家的互相扶持與協助，與我們永不放棄、努力學習的心，媽媽們不僅日漸上軌道，持續朝向永續經營階

段邁進，更是受到各輔導單位與各界的肯定。 

秉持選用在地、安全、衛生的食材原則，讓傳統手工製作加上精選的材料製作出的優質養生得客家點心、伴手禮與辦桌料理，

不僅符合健康、養生概念，更讓您買的安心、吃的放心。 
特色:  

內餡採用少糖綠豆沙，加上自製蔥酥與台產

梅花肉，用傳統手工烘焙製作，香醇可口。 

食材：奶油、糖、鹹蛋

黃………。 

肉 燥 大 月 餅 

售價/規格：50 元/

粒，每粒約 105g 

特色: 

內餡採用少糖綠豆沙，加上自製醃梅，用傳

統手工烘焙製作，香醇可口。 

食材：豬油、沙拉油、

麵粉、豆沙。 

梅 子 月 餅 

售價/規格：35 元/

粒，每粒約 55 g 

特色: 

內餡採用有顆粒紅豆沙，加上半顆鹹香蛋

黃，用傳統手工烘焙製作，香醇可口。 

食材：豬油、麵粉、豆

沙、鹹蛋黃。 



 

  

售價/規格：35 元/

粒，每粒約 55 g 

蛋  黃  酥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石岡傳統美食小鋪)04-25721490 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地址:台中市石岡區豐勢路 889-1 號（全聯石岡店旁） 



田媽媽幸福田心 
田媽媽幸福田心的精神:＊用心的事業＊良心的事業＊不僅是對事的事業，更是對人的事業。＊用簡單的食材＊創造健康的美味

＊不添加防腐劑＊安心食用最放心 

田媽媽幸福田心館內以貓頭鷹做造景，並且賣場以全新樣貌呈現給大家。賣場裡有許多農產加工產品，最熱銷的奇仔冰冰棒有

各種水果口味，特色手作貝果也是許多人熱愛的產品，還有芒果乾、洛神仙楂茶和山芭樂茶等等，歡迎蒞臨參觀選購。 

特色:  

鹹甜的內餡加上芝麻的香氣，是饋贈親友的

好選擇 

食材：無水奶油、糖粉、麵

粉、水 

內餡:綠豆沙、肉脯、Q 心

仁 

芝麻裝飾 

芝麻 Q 餅 

 

 

 

 

 

 

 

售價/規格：35 元/粒，每

粒約 47 g 

特色:  

我就是好吃的綠豆椪 

食材：無水奶油、糖粉、麵

粉、水 

內餡:1.純綠豆沙 

     2.綠豆沙加肉脯 

綠豆椪 

 

 

 

 

 

 

 

 

售價/規格：35 元/粒，每

粒約 55g 



特色: 

只包入半個蛋黃，讓您淺嚐少負擔 

食材：無水奶油、糖粉、麵

粉、水 

內餡:紅豆沙加蛋黃 

蛋黃酥 

 

售價/規格：35元/粒，每

粒約 52 g 

特色: 

新鮮水果打造的超強網美冰棒 

無加糖苦瓜冰棒全新上市 

食材:各種新鮮水果、二砂

糖、水、馬鈴薯澱粉、奶粉 

 

售價/規格:400 元/10 支， 

800 元/20 支(20支免運費) 



 

  

中秋禮盒: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田媽媽幸福田心)TEL:049-2658350  PHONE:0939649100 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網路訂購洽官方 Line:@prj6374r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東鄉路 3 之 7 號(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 



田媽媽柿菓子手作烘焙坊 

柿菓子手作烘焙坊會以客製化製作再運用當令在地食材為方向給予客人最貼近自己喜歡的產品，春夏獨有的『筍香鹹蛋糕』、秋

冬應景的『手作月餅』與具有特色的各式口味『牛軋糖』，還有不能錯過的招牌～『蜂蜜核桃派』，『手作梅釀豆腐乳』…歡迎來

柿菓子享受有溫度的手作產品，以點心會友 

柿菓子位於優美仁義潭畔、鄰近嘉義市區，地理位置交通非常便利，距離南二高只要 10 分鐘車程，不管柿菓子的老朋友還是陌

生遊客，都很容易找到柿菓子。 

特色:  

每年我最愛皮酥酥的蛋黃酥了，紅豆粒的香甜搭

上鹹蛋黃的鹹香，不甜不膩 

食材：豬油、麵粉、鹹蛋黃、

紅豆粒餡 

蛋黃酥 

 

售價/規格：12 入/560元，6

入 280 元(可與綠豆凸混搭) 

特色: 

自炒的啾 C 內餡，一定要加手切油蔥酥，夠香、

夠味，不傳統的傳統古早味 

食材：溫體豬肉、油蔥酥、金

鉤蝦、綠豆沙、麵粉、豬油 

 

綠豆凸 



售價/規格：12 入/560元，6

入 280 元(可與蛋黃酥混搭) 

 

特色:  

印加果是近年來熱門的健康食材，取印加果皮做

餅，添加不少香氣與口感，不僅完全利用印加果

種子，營養也滿分 

食材： 印加果皮、麵粉、奶

油、糖粉、核桃 

印加果酥 

 

售價/規格：450元/10 入 

特色: 

酥脆的外皮包覆著香甜不膩口的蜂蜜核桃餡，是

柿菓子的招牌商品 

食材： 麵粉、核桃、龍眼

蜜、糖、奶油、雞蛋 

 



售價/規格：450g/250元 核桃派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田媽媽柿菓子手作烘焙坊，TEL:05-2591846 PHONE:0982798850,0963017207 可自取(預約)、宅配（滿 3000 元免運，

未滿 3000 元費用另計） 

網路訂購官方 line ID:@nch8908e 

地址: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下宅仔 8鄰 10號 

 

 

about:blank


花泉田園美食坊 
當聞到香味四溢的野薑花芳香時，也代表著「花泉休閒農場」就快到了。走進花泉農場，清溪河畔除了野薑花田外，一眼就注

意到搭建在小溪上的涼亭，花泉農場內有道自然湧泉，主人就在涼亭下設置了湧泉戲水區，讓大小朋友不但可以戲水玩耍外，

還提供了撈魚的樂趣。 

配合中秋的到來花泉田園美食坊特別推出「手炒紅豆蛋黃酥」，紅豆饀採用臺灣紅豆，只添加植物油及糖，經手工翻炒 3小時以

上完成，鹹蛋黃採用在地新鮮鹹蛋黃，風味絕佳你一定要來品嘗! 
特色:  

同學好久不見！朋友您好嗎！親愛的家人想您了 

月圓人團圓，別忘了與親朋好友問聲好喔！ 

花泉手炒紅豆蛋黃酥紅豆饀採用臺灣紅豆，只添

加植物油及糖，經手工翻炒 3 小時以上完成，鹹

蛋黃採用在地新鮮鹹蛋黃，風味絕佳。 

 

食材： 

【紅 豆 饀】: 採用臺灣紅

豆，只添加植物油及糖，經手

工翻炒 3小時以上完成。 

【餅 皮】: 麵粉、安佳無水奶

油、水、糖。 

【鹹 蛋 黃】:在地新鮮鹹蛋

黃。 

花泉手炒紅豆蛋黃酥 

 

售價/規格： 

禮盒 6 粒裝/270 元 

禮盒 8 粒裝/360 元 

禮盒 10 粒裝/450 元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花泉田園美食坊) TEL:03-9221506  PHONE:0919-221-506  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網路訂購:https://reurl.cc/pyMDr4    官方 Line ID:0919221506 

地址:  (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 

https://reurl.cc/pyMDr4


鹽水意麵工坊 
台南鹽水地區福州人多，相傳是台灣意麵的發源地。鹽水意麵與一般麵條不同之處在於製麵過程中以鴨蛋取代水分，因此做出

來的麵條軟嫩滑 Q。因為製麵時必須出力，原稱「力麵」，後來因為出力時會發出「噫」的聲音，所以沿用成為「意麵」。 

【新產品「日曬意麵」強力開賣】  

✅鹽水區農會獨家全新產品 

✅保有傳統手工意麵製麵工法 

✅台灣生產台灣製造小麥麵粉、產銷履歷玉米粉及全鴨蛋入麵,意想不到的全新口感 

✅精挑細選油蔥醬料包，完美搭配 

✅透過日曬增加麵體飽滿度及 Q 度,吃起來相當彈牙 
特色:鹽水區農會於民國 94 年開始至今與嘉義大

學食品科學系產學合作致力於「鹽水意麵」的配

方規格化，生產及乾燥環境衛生化，品質優良

化，並堅持遵循古法手工日曬。 

主要材料麵粉外，還會加入大量蛋代替部份水，

所以麵條本身即有濃郁的蛋香及增加其柔韌，乾

燥曝曬更須有好天氣配合，一份意麵的完成需有

天時、地利、人和的搭配。 

成分：麵粉、鴨蛋、鹽、水 
鹽水傳統意麵(圖片) 

售價/規格： 

120 元/1000克 

80 元/670 克 

特色:  

由傳統薄又細意麵條變成波浪狀的寬麵，使口感

更佳提升，本工作坊的日曬寬麵使用台灣自產自

磨的國產麵粉及鹽水自產的玉米磨製成的玉米粉

成分：國產麵粉、國產玉米，

鴨蛋及鹽、水 

 

日曬寬麵(圖片) 



 

  

生產製作的麵體，更針對消費者的方便需求研發

了拌麵的調理包，讓每個人在家料理更加便利。

歷史悠久的百年老味，傳承著前人所留下的製麵

功夫及對麵條筋性的拿捏，使得地方小吃除具衛

生美味方便特色外，也具有歷史傳承的意義及愛

地球減少碳足跡的心意。 

售價/規格： 

165 元/400 克 

 

特色:  

鹽水區廣為人知的鹽分地帥哥番茄果乾，在農會

努力及把關下，使用當地新鮮帥哥番茄直送加工

製作成果乾，並開發新穎包裝設計，期能將臺南

鹽水在地健康的好滋味，透過果乾製程方式，拉

長賞味期間，讓更多人能品嚐到優質農產品。 

成分：新鮮小番茄、糖、鹽 

 

 

帥哥番茄果乾 (圖片) 

售價/規格： 

110元/100克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鹽水意麵工坊) 06-6521660、06-6525071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網路訂購:        線上訂購：鹽水區農會官網 http://www.yesfarm.org.tw/ 

                   線上訂購：鹽水區農會蝦皮網站 https://shopee.tw/product/225718539/6217564149?v=de2&smtt=0.0.4 

地址:臺南市鹽水區西門路 21 號 (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營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4 點 30 分) 

http://www.yesfarm.org.tw/


桑園工坊 
桑園工坊的成立起源於 921 地震，原本是家庭主婦的侯文玫媽媽經過這次事件後意識到人生無常，思考著：「難道我的一生就這

樣子了嗎？」希望能在之後的人生裡建立起一番自己的事業。她積極地學中餐、調酒、烘焙，發現從小愛吃麵包的她對烘焙特

別有興趣，於是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田媽媽們開設「桑園工坊」，成為大家的圓夢基地。 

配合中秋節的到來，特別推薦中秋伴手禮:手工 Q 梅、紫蘇梅，每一顆都必須手工去蒂頭、劃刀等每一顆都是班成員為美味堅持

的辛勞。 
特色:  

紫蘇梅~是解油膩最佳鹼性食物，湯汁可依個人喜

好口味濃淡用冷冰水或溫水稀釋沖泡飲用 ~亦可

入菜或調生菜醬汁! 

成分： 

青梅、冰糖、紫蘇、麥芽、鹽 

紫蘇梅禮盒  

 

售價/規格： 

500 元/淨重：500±5%*2(兩入

裝) 

特色: 

酵素橄欖嚴選新鮮綠橄欖果實，純天然手工製

作，含有豐富的橄欖膳食纖維、橄欖多酚、消化

酵素梅、植物性鈣等營養成份。 

食材：  

橄欖、砂糖、蜂蜜、梅子酵素

原液(青梅、糖)、鹽 

酵素橄欖禮盒 

 

售價/規格： 

360 元/淨重：400±5% * 2(兩入

裝)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桑園工坊) 0933-181-476 可自取(預約)、宅配（費用另計） 

網路訂購: https://reurl.cc/R1rW7D 

地址:南投縣國姓鄉成功街 282 巷 22 號 (前往選購請先致電預約) 

https://reurl.cc/R1rW7D


 

西湖文旦柚(祕密花園) 
經過一片相思樹林來到秘密花園，它是苗栗特色美食認證的餐廳。園內有蓮池、荷花池以及園主辛勤栽種的各樣植物，環境

自然、清幽浪漫，適合全家大小光臨。 

配合中秋節的到來，特別推出自家栽種的西湖文旦柚，肉質細甜、風味絕佳，推薦您品嚐。 
特色:  

好山好水苗栗西湖特產，秘密花園自家栽種無農

藥的西湖文旦柚。 

售價/規格：500元/箱，每箱

10 台斤，買 10箱送一箱 

西湖文旦柚 

 

訂購方式: 

訂購專線：(祕密花園)TEL:037-923029 PHONE:0937-220-911 可自取(預約)、宅配：常溫宅配（費用另計）一箱 70元 

網路訂購: http://www.facebook.com/SecretGarden923029 

地址:苗栗縣西湖鄉金獅村茶亭 6-1號  

http://www.facebook.com/SecretGarden923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