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食來運轉遊台灣主題館
8/5-8/8 展期
好康報報
參展單位-美食展限定好康
北區
基隆市
暖暖小館 (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 159 號
02-24588106
台北市
少帥禪園(在地食材創意料理餐廳)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 34 號
02-28935336
新北市金山區
田中芳園(溯源餐廳)
新北市金山區清水路 53 號
02-24982385

美食展限定好康
 蒜泥鎖管 60 元/盒。






少帥禪園現金券 10000 元/本(面額$1000 券 x10
張/本，購買 1 本送精緻湯屋券 1 張；購買兩本
送精緻湯屋券 1 張+雙人下午茶券 1 張)
玫瑰養生紅酒醋(500ml / 瓶) 500 元/瓶。



玉竹仙草雞湯(烏骨全雞含燉湯兩大包)
宅配 1500 元
御膳將軍鍋(小羔羊肉含燉湯兩大包)
宅配 1500 元
吻魚辣椒每罐宅配 400 元。

宜蘭市
麟手創料理餐廳(世界賽冠軍餐廳)
宜蘭市泰山路 58-2 號
03-9368658





麻香蘿蔔(1 磅/罐)180 元/罐
賞味碟 780 元/盒
水天需小沙彌 4,080 元/尊。

宜蘭縣冬山鄉
冬山鄉農會菇鍋美食體驗館(田媽媽、穆斯林友善餐
廳)
宜蘭縣冬山鄉順安村永興路二段 46-1 號
03-9581157







蔬食健康養生鍋美食券(5 張/本)1,750 元
良食米(2kg/包)200 元
紅米(500g/包)100 元；黑米(500g/包)100 元
黑木耳飲(245ml/瓶 x24 入)960 元
白雪耳飲(245ml/瓶 x24 入)1,440 元。

宜蘭縣頭城鎮
頭城農場(穆斯林友善餐廳)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 125 號
03-9772222






黃金桔(250g/盒)1 盒 130 元、2 盒 250 元
超辣小魚乾(300g/瓶)180 元
古早茶包(15 入/盒) 1 盒 130 元、2 盒 250 元
頭城農場一日遊套裝行程-特價 790 元(原價
1200 元)



頭城農場溪遊記-特價 790 元(20 人才有成行，
專案價 999 元)。








小米粽 50 元/個
山胡椒刺蔥蛋 15 元/顆
馬告烤肉串 50 元/串
烤香魚 150 元/條
山胡椒 150 元/瓶
自製辣椒醬 150 元/瓶

新竹縣尖石鄉
山清休閒農園(泰雅族風味餐廳)
新竹縣尖石鄉梅花村一鄰 24-1 號
0932-757931






南瓜芋頭糕 25 元/個、120 元/盒(6 入)
山清馬告禮盒(馬告餅乾、馬告酥餅) 350 元/
盒



水蜜桃、高麗菜等(依現場標價為準)。

中區

美食展限定好康

台中市西區
初鍋物(溯源餐廳)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五街 26 巷 11 號
04-23761986



初鍋物-究極の味手作香辣醬罐頭禮盒( 2 罐/
盒) 500 元。

台中市西區
禾豐田食(溯源餐廳)
台中市西區五權八街 52 號
04-23721449






米(2 公斤/包) 300 元/包
糙米米粉(200g/包)170 元/包
蕎麥茶(8gx20 包/盒) 490 元/盒
黑豆茶(25gx10 包/盒) 450 元/盒



蕎麥麵(300g/包)120 元/包。




王宮海味鹽麴鮮蚵(散裝)時價
王功 3Q 蛋(3 斤/盒)350 元/盒、
（10 粒/盒）120




元/盒
阿母的滴雞精(10 包 x80cc/盒)2000 元/盒
阿母的虱目魚精(8 包 x60cc/盒)1880 元/盒。

彰化縣芳苑鄉
陽光水棧(田媽媽餐廳)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漁港六路 38 號
04-8933323
南投縣埔里鎮
潘師父珍饌(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 2-1 號
049-2912159

無

南投縣埔里鎮
家味香客家廚房(客家特色餐廳)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237-8 號
049-2984268










南區
嘉義縣東石鄉
樺榮海鮮餐廳(管理處輔導餐廳)
嘉義縣東石鄉塭港村 52-43 號
05-3730612

剁椒醬(600 克/大瓶)320 元、(220 克/小瓶)150
元
老虎醬(160 克/瓶)150 元
豬蔥油(600 克/瓶)260 元
小魚乾豆鼓(600 克/瓶)260 元
埔里香菇(200 克)450 元
陳年菜圃(150 克)130 元
金桔醬(550 克/大瓶)180 元、(350 克/小瓶)90
元
梅乾菜(300 克/大瓶)180 元、(100 克/小瓶)100
元。

美食展限定好康
 杏鮑菇脆片禮盒 500 元(3 包 x100g，原味、黑
胡椒、芥末各 1 包)
 杏鮑菇脆片 150 元(原味，密封包裝 100g)
 百菇養生穀粉 180 元(10 包 x30g/盒)。





鮮蝦餅(110g ±5/包)100 元/包
蜜餞(150g ±5%/包)50 元/包
虱目魚鬆(350g±5/罐)250 元/罐。

台南市新化區
大坑休閒農場(田媽媽餐廳)
台南市新化區大坑里 82 號
06-5941555




手作芒果乾 (240g/盒) 300 元/盒
手作鳳梨乾 (240g/盒) 250 元/盒

高雄市鼓山區
河邊餐飲集團(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 23 號
07-5612258





黑鮪魚香腸 40 元/條
海洋三寶 150 元/包
香蕉酥 240 元(小盒)、400 元(大盒)。

屏東縣萬巒鄉



紅麴萬巒豬腳(現切) 220 元/盒

大人物餐廳(臺灣團餐特色餐廳)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村民和路 17 號
08-7810240





紅麴萬巒豬腳(真空冷凍) 440 元/包
大人物鴉片泡菜 120 元/罐
大人物海芽子 120 元/罐



大人物鳳梨醬 120 元/罐。

台南市安平區
周氏蝦捲(台灣優質餐廳)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 408-1 號
06-2801304

東區
花蓮縣秀林鄉
達基力部落屋餐廳(田媽媽餐廳)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 7 鄰 96 號
03-8621033

美食展限定好康
 竹筒飯 50 元/支
 香蕉糕 30 元/個
 南瓜糕 30 元/個
 手工香皂
 文創小物-編織布包、迷你銅門小刀鎖鑰掛、織
帶、小木盤等。

台東縣東河鄉
路得企業社(在地食材創意料理餐廳)
089-223410、0920503608
台東縣東河鄉東河村 22 鄰 190 號






腸香佐柚-柚子香腸 350 元(1 斤裝，限宅配，
未含運費)
佐柚逢源-柚子臘肉 270 元(1 斤裝，限宅配，
未含運費)
柚有好事-柚子肉乾 100 元(100 公克，現購及
宅配，未含運費)
手創工藝飾品-會場價格九折。

※以上展售資料若有異動，以展場現場為準，不另行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