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1 台北市原民曾蓮花 手工藝品

2 台北市原民張亦璇 手工藝品

3 台北市原民曾秀英 手工藝品

4 台北市原民吳志文 手工藝品

5 台北市原民葛美芳 手工藝品

6 台北市原民周畢英書 手工藝品

7 臺南市農會 糯米(甜.水果)玉米.當季水果.芒果冰砂.轄下各農會產品

8 桃園市楊梅區農民-彭明光 蜜汁香腸

9 彰化縣溪州鄉農民-陳文遠 新鮮菇類

10 屏東縣新園鄉農民-林開湖 豆皮、滷米血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11 雲林縣斗南鎮農民-徐春香 現炒花生

12 雲林區漁民-李坤誠 花枝丸，虱目魚丸，高麗菜蝦卷，花枝蝦

13
新竹縣新埔鎮農民-劉達壽

*
新埔柿餅、新埔柿干

14 苗栗縣農民-雷永誌* 柑橘，芭樂，桂竹筍

15 花蓮紅薑黃姐姐農園* 紅薑黃粉 黃薑黃粉 紫薑黃粉 紅薑黃 黃薑黃 紫薑黃 蝶豆花

16
宜蘭縣頭城鎮農民-陳賀新

*
睡蓮花茶

17
宜蘭縣員山鄉農民-江文孝

*
鳳梨酵素，鳳梨豆腐乳，鳳梨醋，鳳梨醬，鳳梨乾，金桔醬

18 南投縣埔里鎮農民-洪健智 烤玉米、傻玉米、南瓜、紅龍果、胡瓜、蕃茄

19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有機梅精

20 彰化縣-祥豪牧場 鮮羊乳 鮮羊肉 羊乳片 羊奶饅頭 羊軋餅 羊軋糖 雪花酥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21 花蓮縣-吉蒸牧場 秀姑巒鮮乳,鮮乳薄片,鮮乳優格,鮮乳牛奶糖

22 高雄市-元榆畜牧場 甘蔗雞、鹽水雞、醉雞腿、生鮮雞腿、生鮮雞肉切塊、滴雞精

23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鱸魚.石斑魚.土魠魚.白蝦.鯛魚片.花枝丸.秋刀魚.虱目魚肚.金鯧魚.透抽.虱目旗魚丸.紅甘魚.午仔魚.赤宗.吻仔

魚.小卷.小管醬.干貝醬.丁香

24 友善石虎農作-農民許秀桃*

新鮮檸檬、新鮮芒果、珍珠柑、樹葡萄、橄欖、玉米、番茄、芭樂、百香果、金桔、佛手瓜、南瓜、絲

瓜、冬瓜、柳丁、香蕉、木瓜、薄荷、洛神花、青芒果乾、洛神花乾、番茄乾、芭樂乾、冬瓜糖

25 友善石虎農作-農民曾長献 香蕉 南瓜 佛手瓜 地瓜葉 綠竹筍 桂竹筍 薑黃 肉桂葉 竽頭 香蕉乾 仙草乾 薑黃粉 肉桂露

26 好農雜誌 農創商品

27 彰化縣溪湖鎮農民-陳滄敏 蘆筍 無花果 蔬菜

28 彰化市農民-張水勝 八卦山咖啡

29 彰化縣溪湖鎮農民-張武華 金佶系列

30 彰化縣農民-許慈良 葡萄、栗子南瓜、葡萄汁、絲瓜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31 彰化縣農民-黃慧蓉 芭樂、蜂蜜、白柚精油、茶葉

32 彰化縣永靖鄉農民-陳吉忠 玉帶檸檬 青檬 四季檸檬 檸檬加工品

33 彰化縣溪湖鎮農民-楊雲燕 有機蔬菜、巨峰葡萄

34 彰化縣芳苑鄉農民-陳宥霖 山藥

35 彰化縣-松之鄉畜牧場 雞蛋

36 彰化縣田中鎮農民-鄭俊達 番石榴

37 彰化縣農民-馮淑雅 新鮮菇類

38 彰化縣溪湖鎮農民-楊木發 巨峰葡萄、葡萄酒、韭菜花、綠蘆筍

39 彰化縣社頭鄉農民-劉捷宏 番石榴、火龍果

40 彰化市農民-黃俊凱 土雞兒雞蛋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41 彰化縣芳苑鄉農民-鐘世哲 山藥

42 彰化縣鹿港鎮農民-陳菁珠 蜂產品

43 彰化縣芬園鄉農民-曹文銓 鳳梨、土芒果、各種蔬菜

44 彰化縣二林鎮農民-許慧玲 紅葡萄酒、高粱酒、香茅酒、米酒頭

45 彰化縣和美鎮農民-陳台鎮 番茄、花生糖、芝麻糖、蝶豆花、洋蔥、蘆筍、地瓜葉

46 彰化市農民-張振昌 龍眼乾、桂圓肉、鳳梨

47 雲林縣口湖鄉農民-陳錦謀 胭脂鰻

48 苗栗縣卓蘭鎮農民-林明傳 油甘鮮果,油甘加工品

49 新北市萬里區漁民-陳美秀
鮪魚酥/脯、黃金鮪魚角、 狗母魚酥/脯、比目魚骨、鯛魚骨、丁香杏仁、魷魚足、魷魚條、現流小魚干、海

帶芽、紫菜、蝦仁、蝦皮

50
屏東縣內埔地區農民-林偉

勛
可可豆, 可可粉, 可可茶, 巧克力及可可產品等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51 桃園市楊梅區農民-張茂育 小果苦茶油

52 桃園市-享盈有機農園 台灣香檬、南薑、南瓜、丹參、當歸 石蓮花汁 檸檬汁 薑黃粉 薑粉 薑母茶 薑母片 香檸檬乾

53 屏東縣滿州鄉農會 黑豆.醬油系列產品.茶包.黑豆酒

54 花蓮縣農民-程甲雄 蜂王乳 蜂蜜

55 南投縣埔里鎮農會 新鮮蔬果、花卉等當令農產品

56
臺中市沙鹿區農民-李春香

*
蜂蜜,花粉

57 新北市鶯歌區農民-吳憶宜 全國國產龍眼蜂蜜評鑑-頭等獎,龍眼蜂蜜,荔枝蜂蜜,百花蜂蜜

58 彰化縣-桂園畜牧場 鮮雞蛋.雞皮蛋.蛋捲.雞肉鬆.卵磷脂.滴雞精

59 台南市-牧大畜牧場 古早蛋禮盒24入、土雞蛋禮盒24入、盤古蛋禮盒27入、盤古蛋9入、初生卵16入、土雞9入、雞皮蛋6入

60 南投縣-森活畜牧場 雞蛋 茶葉蛋 糖心蛋 雞蛋布丁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61 台東縣農民-黃義雄 咖啡

62 花蓮縣農民-張承昌 咖啡豆、咖啡粉

63 澎湖區漁民-張泰噲 丁香魚乾(大)、丁香魚乾(中)、丁香魚乾(小)、鱙(大)、鱙(小)

64
友善石虎農作農民-陳萬吉

*
蜂蜜、芭蕉、香蕉

65 臺南市歸仁區農民-黃美珍 油甘果、花生、皇帝豆

66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陳良銘 鳳梨、木瓜、火龍果、山藥、檸檬

67
花蓮縣鳳榮地區農民-李林

彩琴
蛋蕉、南瓜、時令蔬菜

68 台中市農民-劉根麟 百香果，梨，李，玉米，少量季節蔬果

69 花蓮縣壽豐鄉農民-吳秀貞 有機短期葉菜、有機美濃瓜、有機小番茄、有機芽菜、有機高麗菜、有機檸檬

70
宜蘭縣-幸福物語有機農場

*

秋菊茶,洛神飲,蝶豆花茶,仙草飲,香蘭飲,香椿飲,有機玉米鬚茶飲,有機山苦瓜飲,有機秋葵粉,有機白鶴靈芝薑

黃飲,有機薑黃粉,薑黃膠囊,黑薑黃粉,黑薑黃膠囊,朝天椒粉,珠蔥粉,羅勒粉,蕗蕎粉,蔥粉,金棗果醬,紅龍果醬,洛

神果醬,秋梨膏,金棗醋,洛神釀, 紅龍果釀,桑葚釀,有機蔥,有機香蘭葉,有機蝶豆花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71 嘉義縣農民-蔡政道 番茄,玉米,果干

72 宜蘭市農民-吳達雄 青蔥、香蕉

73 南投縣竹山鎮農民-蘇汶玄 台農57號地瓜

74 苗栗縣-家軒有機農場 有機高麗菜 有機花椰菜有機小番茄 有機地瓜葉 有機甜豌豆

75 屏東縣高樹鄉農民-張榮裕 蜜棗、檸檬、香蕉、檸檬鮮果汁、檸檬乾、檸檬原汁

76 彰化縣二林鎮農民-胡玉琴 紅龍果,香蕉,嘉寶果,洛神花,木瓜,玉米,南瓜,絲瓜,玉米筍仙桃,桑椹,無花果,地瓜葉

77 雲林縣水林鄉農民-李金鶴
小黃瓜（瓜菜系列），蕃茄（果菜系列），地瓜（根莖系列），葉菜甘薯（短期葉菜系列），青花菜（花

菜系列），粉豆（豆菜系列），香瓜（瓜果系列），白鶴靈芝（乾燥），白鶴靈芝茶飲（瓶裝）。

78 花蓮縣-溪口香草園

新鮮天仙果、 天仙果(羊奶脯) 、 天仙果(羊奶脯)茶、天仙果(羊奶脯)養生包、剌五加茶、 天仙果醋、 天仙

果粉 、檸檬 、 高麗菜 、 青白花椰菜、 結頭菜 、 木瓜 、 雪翠 、 地瓜葉、  空心菜、山茼蒿 、 清泉A菜

、 紅捲A菜 、 玉米 、 玉米筍 、狗尾草 、 紅蘿蔔

79 屏東縣佳冬鄉農民-戴進文 香蕉 木瓜 芭樂 檸檬 扁實檸檬 香蕉乾

80 宜蘭縣-大進有機農場 有機蔬果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81 宜蘭縣蘇澳鎮農民-張芳君

有機蔬果91%、有機米4%、一次性加工農產品（烤蕃薯、水煮玉米及玉米筍）2%、農產加工品（米香、米

果、米穀粉、米麵條、烘焙花生）2%、農創產品（手作植物染布品、繩編、竹編、種子信物創作、手作原

木製品等）1%、農業文化推廣（宜蘭小旅行）等

82 桃園市大溪區農民-李世賢 有機蔬菜

83 花蓮縣-917有機農場* 有機咖啡豆.有機小油菊.洛神花.柴燒金針.有機咖啡果.萬壽菊.蝶豆花

84 花蓮縣壽豐鄉農民-顏士偉
有機短期葉菜、玉米筍、小番茄、牛番茄、芹菜、小黃瓜、菜心、美濃瓜、芭樂、四季豆、毛豆、地瓜、

馬鈴薯、白蘿蔔、紅蘿蔔、木瓜、白花椰菜、青花椰菜、青花筍、雪翠、包心白菜、芭蕉

85
新北市新店地區農民-吳美

蘭

珠蔥、四季豆、高麗菜、花椰菜、絲瓜、苦瓜、南瓜、冬瓜、茄子、秋葵、木瓜、玉米、胡蘿蔔、小黃

瓜、甜菜根、大頭菜

86 嘉義縣-耕吉有機農場 高麗菜 花椰菜 葉菜類 香蕉 甜菜根 包心白菜

87 台中市東勢區農民-張仁忠 有機無花果、有機水果小黃瓜、有機馬鈴薯' 有機葉菜類

88 台南市白河區農民-吳張換 芭樂.木瓜.紅龍果.黃金果.柳丁.芒果.鳳梨.南瓜

89 苗栗縣-小腳ㄚ有機農場 生菜萵苣類/小蕃茄/甜菜根/黃金白菜/大結頭/大蕃茄

90 宜蘭縣-松滿緣農場
有機（葉菜、花菜、包葉、瓜菜類）、有機新鮮蓮花、（農產加工品：有機乾燥蓮花、蓮花茶、蓮花醋、

蓮花冰淇淋、蓮花冰棒）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91 南投縣中寮鄉農民-曾永吉
香蕉、木瓜、珍珠柑、茂谷、砂糖橘、柳丁、龍眼、荔枝、青梅、生薑、芭蕉、薑黃、洛神花、鳳梨、檸

檬

92 雲林縣北港鎮農民-許清俊 短期葉菜、南瓜、番茄、地瓜、蘿蔔、小黃瓜、洋蔥、木瓜、香蕉

93 嘉義縣番路鄉農民-林俊賢 仙桃、黑木耳

94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連晏瑩
清香烏龍茶.熟香烏龍茶.紅烏龍.自然生態清香烏龍.自然生態凍頂烏龍.自然生態紅烏龍.蜜香紅茶.紅玉紅茶.阿

薩姆紅茶.茶包(紅茶.綠茶.烏龍茶).乾燥薑片.竹薑粉.薑黃粉.松紅金牌獎.日月潭紅茶優質獎.桃映紅.冷泡茶.

95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謝坤鐘
比賽茶系列（優良獎，老茶優良獎），高冷茶（奇萊山.梨山茶），高山茶（杉林溪.阿里山茶），紅茶（台

茶18號.蜜香紅茶），自然農法（烏龍茶.四季烏龍），陳年老茶，茶點系列（茶葉花生）

96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張明鴻
高山茶，冬片茶，蜜香紅茶，碳焙烏龍，大禹嶺茶，梨山茶，杉林溪茶，阿里山茶，老茶，比賽茶，袋

茶。

97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謝連勝 茶葉，苦茶油

98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岳永清 台灣四季春.凍頂烏龍茶.金萱烏龍茶.杉林溪高山烏龍茶.手採金萱紅茶.茶包

99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謝清泉
泉發烏龍茶、泉發四季春茶、冬片茶、蜜香紅茶、自然生態-紅茶、自然生態-蜜烏龍茶、烏龍比賽茶、袋

茶、薑片、薑粉、薑黃粉、薑黃拉麵

100 南投縣名間鄉農民-蔣孟娟 高山茶，凍頂烏龍茶，紅玉紅茶，自然茶，杉林溪茶，梨山茶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101 宜蘭縣冬山鄉農民-游正福 茶葉及茶葉加工品、季節蔬果、雞蛋

102 苗栗縣後龍鎮農民-葉信宏 米類-樂仙米農-白米及糙米1公斤及5公斤

103 台東地區農民-陳育仙 日曬米 日曬糙米

104
花蓮縣玉溪地區農民-楊朝

富
特別栽培米.友善栽培米

105
新北市林口區農民-許五福

*
高山烏龍茶

106
新竹縣新埔鎮農民-陳國榮

*
全國評鑑龍眼蜜、新竹縣評鑑龍眼蜜、龍眼蜜、荔枝蜜、百花蜜

107 臺北市士林區-菁山農場
生鮮農產品(花椰芽、扁豆芽、紫高麗芽、葫巴豆芽、黃豆芽、綠豆芽、黑豆芽、葵花芽、豌豆芽、蕎麥

芽、蘿蔔芽、苜蓿芽、小麥草)

108
臺北市士林區青年農民-劉

嘉玲
山藥、桶柑及山藥加工品(涼糕、米香餅、山藥饅頭、山藥酥條)

109
臺北市士林區青年農民-葉

明輝
大芥菜、甘藍、包心白菜、青江菜、青蔥、芥藍、山藥饅頭、山藥涼飴、山藥麻糬、草仔粿

110 臺北市南港區農會 包種茶、東方美人茶、桂花包種茶、茶籽油



攤號 農漁會或產銷班名 產品名稱

111
臺北市士林區青年農民-張

日新

高麗菜、大白菜、蚵白菜、蘿蔓萵苣、A菜、菠菜、青江菜、大芥茶、紅鳳菜、菾菜、芥蘭菜、羽衣甘籃、

芝麻葉、蜜橘、金柑

112 臺北市-余福壽茶園 桂花茶、紅茶、土肉桂紅茶、土肉桂咖啡

113 臺北市士林區農民-張淑貞
另使用電器製作輕食蛋餅販售。 生鮮農產品(山芹菜、龍鬚菜、佛手瓜、桶柑、西施柚、芥蘭菜)，農產加工

品(山 藥蛋餅皮-香椿、蔥芝麻)

114 臺北市-復古茶園 包種茶、蜜香紅茶、東方美人茶、白毫烏龍茶

115
臺北市士林區青年農民-何

灃洸
香蕉、青花菜筍、紅鳳菜、地瓜葉、小胡瓜、小白菜

116
臺北市農會農特產品展售

中心
台北心好茶南港包種茶禮盒、台北心好茶木柵鐵觀音茶禮盒、全國各地區農特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