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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

編號
分類 展售單位名稱 展售品項

A-1
米糧廠商 悅旺食品有限公司(一米

特觀光工廠)

米花說圓米菓

A-2 米糧廠商 統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米餅乾、泡芙、米餅、米香、米香捲、夾心餅

A-7 米糧廠商 板田實業有限公司 蘿蔔糕、芋頭糕、桂圓米糕、香蕉米糕、碗粿

A-9
米糧廠商 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米漢堡、炊飯、飯糰

A-3
米糧廠商 雞百分無麩質米雞蛋糕(

一百分股份有限公司)

蛋捲、米穀粉、米雞蛋糕、米小熊

A4 米糧廠商 永盛米粉股份有限公司 有機純米米粉、粗米粉、純米米粉、沖泡純米粉

C1
米糧廠商 今口香調理食品有限公司 蛋炒飯

C2
米糧廠商 米樂客宜蘭鹹蛋糕(日日

高升國際有限公司)

鴨賞米蛋糕、肉鬆米蛋捲、龍茶米鳳梨酥、堅果米塔、半

熟乳酪米塔

A5
米糧廠商 芳榮米廠 越光米、益全香米、鴨稻糙米、花布袋米、小花磚米、小

米磚禮盒

C7
米糧廠商 力凡米蛋糕工作室 米的雲朵蛋糕、米的輕乳酪蛋糕、米子燒、米的蛋捲、米

的曲奇、米的饅頭、米的餐包、米鬆餅和米泡芙

A11

米糧廠商 銀川有機米 麻油當歸米粉、秘制酸辣米粉、有機米、有機米脆、有機

米穀粒、沖泡純米粉、秘製酸辣、乾拌純米麵、有機十穀

糧、有機三色藜麥飯

A6
米糧廠商 屏東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水磨糯米粉、在來米粉、蓬萊米粉、糯米粉、米鬆餅粉

C5

米糧廠商 ARTasty雅聖烘焙 紫米鹹蛋糕、稻香米淇淋、達克米滋、卡斯特拉米蛋糕、

古早味三明治、早味紅茶、維也納麵包、炙燒布蕾酪

A10
米糧廠商 小夫妻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小夫妻米拌麵、阿里山烏龍茶拌麵、風味拌麵(雞肉飯、

砂鍋魚頭、泰式酸辣、油蔥、麻辣、香辣蝦醬、清香未來

肉)

A8
米糧廠商 池上多力米股份有限公司 大地有機香白米、香鑽米、鹹蛋黃米香棒、池上米蘇打

餅、池上夾心餅、池上曲奇餅

C4

米糧廠商 東遠碾米工廠 舞稻功夫(極香米、九號米CAS優饌米、精緻米)、小時候

米果-四口味(糙米、紫米、紅米、紅藜麥)、米香捲、城

市米果棒-四口味(糙米、紫米、紅米、紅藜麥)、米粒星

球(草莓、藍莓、蛋黃地瓜、海鹽煉乳、海味醬燒、米麩

南瓜、花生牛奶、香蕉牛奶)、懷舊糙米餅(原味、醬味海

苔)

A12 米糧廠商 HOJA飯丸店 飯丸(洲南海鹽、早味肉鬆、菇豆棗)

C3
米糧廠商 御皇米企業有限公司 真包裝米、小農米、米餅、糙米麩

D12

米糧廠商 保證責任花蓮縣龍鳳甲良

質稻米運銷合作社

哇好米(台稉16號、台稉4號、糙米、有機米、黑米、紅

米、綜合養生米)、哇好布包米、哇好養生壽司飯團、蜜

香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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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
農會 花蓮縣富里鄉農會 米歐包、米生吐司、米吐司、米鬆餅粉、米蛋糕粉、米穀

粉

E5

農會 臺東縣池上鄉農會 有機白米、糙米、各式口味米餅、池農小饅頭、米穀酥

(蒜)、米蛋捲、多穀物蘇打餅、糙米杏仁餅、米穀酥

(辣)、米麩、五穀粉、紫米粉、海苔米香、紅豆紫米粥

E1 農會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 越光米、紅冠水雞香米、永續農法小辮珩米

C8
農會 宜蘭縣五結鄉農會 越光米、有機白米、米果、米蛋捲、米麩、純南瓜粉、米

粽

C12
農會 雲林縣西螺鎮農會 香米、米穀棒、頂級醬油禮盒

C10
農會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香米炸醬肉燥飯、黑翅鳶乾麵、香米、酒粕細絲麵、酒粕

香米捲、荔枝蜂蜜酒

C9 農會 桃園市新屋區農會 新香米、米禮盒、米乖乖

C11 農會 芬園鄉農會 芬園水粉、牛蒡茶、咖啡、炒米粉

E2 農會 蕀桐鄉農會 莿桐說的蒜頭飯、豆豆鮮生腐竹、蒜醬禮盒

E3 農會 麻豆區農會 米穀粉柚醬貝果、米披薩、柚茶

C6
農會 宜蘭縣農會 志龍米(紫米、米餅、米蛋捲、米糠茶)、宜蘭嚴選優質

米、金柑蜂蜜氣泡酒、金柑蜂蜜酒

B7

青農 宜蘭縣青農聯誼會-民豐

農場-游勝文

有機三寶米、有機黑糙米、有機白米、有機糙米、有機胚

芽米、黑米粉、胚芽糙米爆餅、三寶米茶凍飲、創意米飯

糰、果醬爆米餅

B8
青農 臺北市青農聯誼會-鄭亦

真、王宣智

米磚、米穀粉、飯糰、洛神花茶、麻薯QQ

B9
青農 新北市青農聯誼會-蔡豪

仲、蔡旭志

香米(白米、糙米)、採茶飯、茶粿、茶米花、冷泡茶、茶

葉小饅頭、花果茶禮盒

C9

青農 桃園市青農聯誼會-蕭富

嚴

蓮田香、蓮花香草茶、香水檸檬風味飲、清爽香水檸檬

飲、紅龍果麵包(吐司)、拉拉山奇異果、水果醋(水蜜桃/

蜜李醋)、果醬、米香花生糖

B11
青農 新竹縣青農聯誼會-張宇

真

糙圓糯、秈、蘿蔔糕、醬越瓜、梅乾菜、福菜、脆脆蘿蔔

糕、菜頭湯

B12
青農 苗栗縣青農聯誼會-劉明

芳

客家粢粑、友善日頭米(白米、糙米)、滷肉飯、蘿蔔糕、

魚丸湯、茶葉蛋

C10
青農 臺中市青農聯誼會-蘇駿

騰

龍眼蜜(荔枝、百花蜜)、蜜汁豆干、蜜香紅(綠)茶、蜂蜜

水、紅薏仁粥

D2
青農 彰化縣青農聯誼會-陳建

凱

手工芋粿、米餐包、純蜂蜜水、國產蜂蜜、國產有機米、

有機米豆皮壽司

D3 青農 南投縣青農聯誼會-湯英

華

日光米、鹿光米

E1

青農 雲林縣青農聯誼會-王貴

仙

自然農法(糙米、胚芽米)、自然農法(花生仁、鹽炒花

生、現磨花生、花生油)、自然農法(沿海蒜頭、糖醋

蒜)、傳統古法柴燒芝麻油、黑金剛、九號花生

D5
青農 嘉義縣青農聯誼會-李明

典

台南11號、紅豆湯、產銷履歷芭樂、甘草芭樂、顆粒芭樂

串、芭樂原汁

D6
青農 臺南市青農聯誼會-張育

銘

黑芝麻(大福、黑芝麻餅、芝麻粉)、台灣濾掛式咖啡、咖

啡豆、白蓮霧茶、火龍果麵、日曬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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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青農 高雄市青農聯誼會-賴俊

宏

147香米、竹筒飯、紅藜小米粽、南瓜小米飯、芋頭小米

粽、香蕉、白玉蘿蔔、果乾(愛文、鳳梨、珍珠芭樂、紅

心芭樂、香蕉、哈密瓜)

D8

青農 屏東縣青農聯誼會-古呈

煥、陳勇宏

金鑽米、黑米、溫泉米、蒜頭、洋蔥餅、果乾(珍珠芭

樂、紅寶石芭樂、紅龍果、芒果)、芭樂(珍珠、紅寶

石)、芭樂汁

D9
青農 臺東縣青農聯誼會-蔡禮

闈

白米、糙米、黑米 紅米、五鑽能量米、米禮盒、御飯糰

(紅藜肉鬆、玉米蛋、蔥爆豬肉、黑胡椒豬)

D10
青農 花蓮縣青農聯誼會-鐘長

樺

長樺冠軍米、珍珠米、益全香米、養生糙米、冠軍米、長

香(白米、糙米)

D11
青農 金門縣青農聯誼會-陳玉

嘉

秋季百花蜜、有機乾茶樹菇、冷凍羊肉爐、歐亞水獺玩

偶、小高粱掃把、金螢小麥啤酒、Kbeer高粱啤酒

E8

田媽媽 員山鄉農會-花泉田園美

食坊

野薑花(肉粽、晶棗粽、紅豆水晶棗粽)、花泉古早味蔗燻

臘肉、古早味煎餅、豆腐乳(鳯梨、媽咪豆腐乳)、香麻

醬、秘釀樹葡萄醋

F11
田媽媽 士林區農會-梅居休閒農

場

蘿蔔糕、芋頭糕、紫米、香草餅乾、梅子酵素、鍋巴米

香、山藥酥條

E9
田媽媽 新竹區漁會-玉荷圓米食

坊

紫米糕、菜包、油飯、田媽媽香腸、蘿蔔糕、芋頭糕、芋

粿

E6

田媽媽 池上鄉農會-池農養生美

食餐坊

池農豆包、米饅頭系列、豆漿饅頭系列(原味、芝麻、紅

豆）、超司豆包捲、豆包蔥捲、法式芝麻豆捲、秘製豆干

F12
田媽媽 芎林鄉農會-飛鳳傳情米

點坊

貢米滷肉飯(配滷蛋、豆腐)、貢丸湯、冷凍客家鹹豬肉、

番茄汁、番茄手工拉麵

E12
田媽媽 潭子區農會-欣燦客家小

館

客家(水粄、草仔粿、九層糕、炒粄條)、四神湯、黑糖米

苔目、國宴珍珠包

E11
田媽媽 潭子區農會-田媽媽蓉貽

健康工作坊

酵素泡菜、梅釀番茄、白玉泡菜、茶葉蛋、烤糯米腸(泡

菜香腸)、桂圓米糕

F10 田媽媽 官田區農會-菱成粽藝坊 菱角傳統肉粽(五榖肉粽、蓮子五榖素粽)、菱角

E7
田媽媽 竹山鎮農會-耄饕客棧 竹筍魯肉飯、筍香田薯包、蜜地瓜、茶香滷味、天山醬

筍、甘梅湯

E10
田媽媽 石門區農會-北海驛站石

農肉粽

肉粽、茶葉禮盒、茶飲料、茶米酥餅、茶包

F7
田媽媽 芬園鄉農會-古早雞傳統

美食

雞肉飯、雞精、雞肉-母雞、雞腿肉、白斬雞、台中194號

米

F8

田媽媽 大安區農會-飛天豬主題

餐館

金磚米典藏禮盒、產銷履歷安泉米禮盒、雙龍戲珠禮盒、

大安禮尋禮盒、飛天豬金磚肉鬆禮盒、飛天豬香腸滷肉

飯、飛天豬香腸

F9
田媽媽 鹽水區農會-鹽水意麵工

坊

鹽水傳統(意麵、日曬寬麵)、雙糕潤

B1 水產 魚社長 龍虎斑(骰子肉、下巴、魚排)、酷柏魚薯條

B2
水產 台東縣新港區漁會 關農香米、魚鬆(鬼頭刀、頂極旗魚鬆/脯)、鬼頭刀干貝

醬、旗魚蛋捲、柴魚片、鬼頭刀肉片

B3
水產 天時福水產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生鮮鱸魚排、即食魚排系列、即食湯粥品、魚丸、一口烏

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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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水產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龍虎石斑(全魚、切塊、清肉)、白帶魚、午仔魚、竹筴

魚、台灣鯛魚片、金、金目鱸魚清肉、蒲燒鰻、虱目魚

肚、生凍小卷、澎湖肉魚、澎湖花枝丸、虱目旗魚丸、飛

魚卵香腸、澎湖干貝醬(小管醬、干貝粒、干貝絲、烘焙

丁香、杏仁丁香、蝦寶丁香)、碳烤飛卷(魷魚絲)、黑芝

麻莢心絲、鮪魚糖、虱目魚薯條、鬥士蝦乖乖、漁婦家

餚-烏魚子 XO 醬、東港旗魚鬆、煙仔虎腹肉罐頭、魚罐

頭(菇の鰻鰻、茄汁鯖魚、煮鮪魚)

B5
水產 昕鮮漁場 蒲燒鰻魚、昕鮮生鰻片、白燒初味鰻、白金虱王虱目魚

肚、酵素活菌蝦、鰻魚串、虱目魚排、鮮蝦排

B6

水產 台南市南瀛養殖生產協會 台灣鯛整尾、ASC鯛魚片(帶皮)、照燒鯛魚肚、ASC鯛魚下

巴、蒲燒鰻、活力生鰻片、龍虎斑(高湯、魚片、龍骨、

頭丁、下巴)、海水晶(晶蝦、蝦仁)、藍寶石草蝦仁、黃

金鯧

F2
畜產 果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土雞翅湯(爆香麻油、雲林好蒜)、雞油拌飯、十八香滷土

雞(雞翅、棒棒腿、雞爪、豆干丁、大黑干)

F6

畜產 元榆牧場 現切甘蔗雞(鹽水雞)、鹹水雞餐盒、甘蔗雞、鹹水雞、醉

雞腿、藥膳山藥雞湯、黑蒜雞湯、雞湯(老菜圃、百菇干

貝、鳳梨豆醬、剝皮辣椒、秋梨百合)、舒肥雞胸(原味、

海鹽、香蒜、黑胡椒、義式、天堂麻辣、青醬)、年菜系

列(避風塘雞丁、花雕雞、梅干扣雞、紅燒獅子頭)

F1
畜產 鴨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薑母鴨、酸菜鴨、芋泥貢鴨、芙蓉香酥鴨、紐奧良雞翅、

鴨肉米糕

F3
畜產 有限責任中華民國鹿產品

運銷合作社

鹿茸養氣粥、鹿茸瑪卡膠囊、鹿茸滴雞精、鹿茸元氣飲、

龜鹿二仙膠、鹿茸機能果凍、鹿茸大棗飲、鹿肉香腸

F4
畜產 新生活鮮羊乳 鮮羊乳、鮮乳、鮮奶茶、益生菌羊乳片、牛羊乳蒸烤饅頭

F5

畜產 江夏堂企業有限公司 產銷履歷(嫩肩羊肉片、嫩肩羊肉塊、松坂羊肉、松坂羊

肉片、五花羊肉薄片、羊肉絲、法式羊小排、紐約客丁骨

羊排、經典羊肋排)、蔬菜羊肉鍋、翠玉酸白菜鍋、蒜香

羊骨鍋底、當歸燜羊皮、酸白菜羊肉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