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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伴手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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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550元              全員行銷價:500元 

品名代號：350759-12  容      量:3500克/盒 

解凍即可食用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春節年菜系列 09-1 台酒紅露薑母鴨禮盒  

臺灣菸酒公司宜蘭酒廠生產紅露酒至今已逾百年，
為台灣本土最具特色酒品之一。紅露酒為紅麴釀
的酒，具有紅麴養生的特性，甕藏二年以上經過
時間的催化，產生獨特之窖藏醬香，適合燉煮薑
母鴨，其湯頭酸度與甜度平衡，肉質口感飽滿圓
潤，在家可輕鬆重現薑母鴨現煮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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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750元       全員行銷價:650元 

品名代號：352225-12     容   量:20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2 台酒何首烏老鴨煲禮盒  

老鴨煲是一道讓杭州揚名立萬的招牌菜，在選材
上十分用心，選用上好的老鴨，肉質可久燉而不
鬆垮，搭配爽脆筍乾，與火腿一同燉煮，何首烏
酒的醇厚口感儘出。 
當濃郁湯頭暖暖下肚後，胃裡彷彿被溫柔地熨燙
過，若跟嚼勁十足的筍乾一同入口，甘甜香味難
以忘懷。 



85 

建議售價:360元       全員行銷價:300元 

品名代號：340716-12  容      量:650克/盒 

花雕酒淡香伴隨著蹄膀，肉質口感不硬不
澀、皮色嫣紅、豐腴軟嫩、皮Q滑嫩有咬
勁口感，相當美味。滷蹄膀又象徵『一團
和氣』，最適合在年節期間饋贈親友的在
地伴手禮。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春節年菜系列 09-3 台酒花雕蹄膀禮盒  

解凍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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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360元       全員行銷價:300元 

品名代號：340703-12  容    量:650克/盒 

僅採用CAS優良豬肉的前腿肉部位，

肥瘦均勻、香Q有勁，大骨熬湯，

營養又美味。 

退冰後即切即食，方便美味！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解凍即可食用 

09-4 台酒紅麴豬腳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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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800元       全員行銷價:700元 

品名代號：352223-12  容    量:30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5台酒玉山珍菇鮑魚雞禮盒 

「玉山珍菇鮑魚雞」嚴選最優質的烏骨

雞，上等鮑魚、巴西蘑菇養生雪白菇，

融合頂級高湯，以細火慢燉集結食材之

精華，原汁原味，尊貴經典，養生聖品。

特別加入米酒提味， 湯鮮味美。 

 

本產品採常溫包裝，有別於一般量販通

路冷凍通路冷凍包裝，生產時經高溫高

壓殺菌不含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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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50元       全員行銷價:360元 

品名代號：350751-12  容    量:16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解凍即可食用 

09-6 台酒紹興小山羊羊肉爐禮盒 

帶皮小山羊肉塊，加入可去腥解膩的醇香

埔里紹興酒及藥膳燉煮，肉鮮湯醇。肉質

鮮美Q彈，馥郁湯頭溫補不燥熱，唇齒留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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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550元       全員行銷價:500元 

品名代號：350724-12  容    量:35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7 台酒何首烏人參雞禮盒 

嚴選烏骨雞搭配人參、紅棗，佐以料理

何首烏酒；糯米吸附滿滿精華高湯，湯

鮮味美，令人食指大動，是寒冬中最溫

暖的養生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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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50元       全員行銷價:400元 

品名代號：350753-12  容    量:12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8 台酒雙鹿五加皮如意饡燒獅子頭禮盒 

豬肉、脆筍片、紅蘿蔔、木耳、馬蹄、
五加皮酒，無添加防腐劑，常溫無菌保
鮮包裝，美味又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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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50元       全員行銷價:380元 

品名代號：350757-12  容    量:500克*2包/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9 台酒紹興紅麴牛肉煲禮盒 

以料理精釀陳年紹興酒及紅糟，搭配

上等的澳洲牛肉用川燙替代油炸，搭

配滷汁精燉，烹調出肉質肥嫩、滋味

鮮美的牛肉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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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1,000元       全員行銷價:800元 

品名代號：350838-12  容    量:2500克/盒 

   春節年菜系列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09-10 台酒玉山鮑魚佛跳牆禮盒 

年節經典大菜！特選鮑魚、干貝、花菇、排

骨、豬肚、脆筍、栗子等十餘種高級食材，

佐以玉山高粱酒及火腿高湯熬煮，濃郁湯頭

鎖住食材美味。 

用料豐富、湯濃味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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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代號： 

          340617-12紹興原味香腸禮盒 

          340615-12紅麴高粱香腸禮盒 

          340618-12紅麴綜合香腸禮盒(高粱+紹興) 

                

嚴選上等豬肉，加入本公司紹興、高粱酒，添加宜蘭

酒廠精製紅糟，香嫩多汁、口感紮實Q彈，散發淡雅

酒香。 

蒸煎烤皆宜 

建議售價:450元    全員行銷價:400元 

容量:2斤/盒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春節年菜系列 09-11、09-12、09-13 台酒紅麴香腸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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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參考 請以實物為準 

最佳伴手禮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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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台酒紅麴養生蕃茄汁 

建議售價: 840元/箱   優惠價: 600元/箱 

品名代號：351344-12  容量:570ml/瓶、24瓶/箱 

․ 100％台酒純天然紅麴精製而成 

․ 天然茄紅素達38.7mg/瓶 

․ 果汁含量達70％ 

․ 每日飲用一瓶，輕鬆攝取茄紅素，低鈉設計更
減輕飲用傳統蕃茄汁之負擔。新鮮可口是現代
人健康養生最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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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台酒健美醋禮盒 

台酒健美醋是以純釀造的蘋果醋調入高品質的青
蘋果或水蜜桃果汁而成，酸甜清新的口感令人難
以忘懷；同時還添加了α-EG異麥芽寡醣機能性
成分，讓您喝出健康美麗的好氣色。 

素食者可用 

•不含人工甘味料、人工色素、防腐劑 

建議售價:350元/箱      全員行銷價:300元/箱 

品名代號：342055-12    容量:0.52L * 2瓶(水蜜桃+青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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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台酒酒粕純釀醬油禮盒 

建議售價:350元    優惠價:300元 

品名代號：299066-12   容量:0.5L*2瓶/盒 

以清酒釀造酒廠特有的清酒粕為原料，與
自製純粹培養黃豆麴混合釀製的「台酒酒
粕純釀醬油」，因清酒粕富含清酒酵母萃
取精華與營養特質，特殊風味自成一格。 
 
使用手工古法釀製，小甕曝曬熟成4個月以
上。醬汁以天然砂糖與甘草萃調整口感，
100%純釀，不添加人工甘味劑、色素與
防腐劑，安全健康又美味，是家庭烹調最
佳良伴，推薦給習慣選用高級純釀醬油之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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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台酒紅麴黑木耳禮盒 

建議售價:240元       優惠價:220元 

品名代號：351375-12  容  量:300g*6瓶/盒 

添加多種營養物質，朵朵嬌嫩的黑木耳熱量

低且富含飽足感，紅麴是中國古老的養生之

源，加入酸甜的葡萄汁與甘郁的黑糖，交織

成濃醇香的飲品。 

 

不含防腐劑、人工色素及人工甘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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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00元       優惠價:360元 

品名代號：340409-12  容 量:600g*2罐/盒 

 

紅露酒為紅麴、糯米所釀製的酒，宜蘭酒廠
自1909年建廠生產紅露酒至今已逾百年，為
台灣最道地的本土酒品。 

紅露黑棗採用特級圓形黑棗、紅露酒、糖等
醃漬而成，可直接食用，紅露黑棗湯汁亦用
於調酒及料理燉煮，如雞尾酒、黑棗雞湯、
藥膳料理等，本產品無添加防腐劑及其他食
品添加物，美味與養生兼具。  

10-5 台酒紅露黑棗禮盒 

添加異麥芽寡醣H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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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台酒紅酒葡萄乾禮盒 

建議售價:320元       優惠價:300元 

品名代號：350365-12  容  量:150g*3袋/盒 

將交融甜蜜芳香與Q彈口感的葡萄乾，
浸漬在南投酒廠在地生產的雅緻紅酒中，
奇妙的邂逅，醞釀出內斂醉人的新滋味。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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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300元    優惠價:280元 

品名代號：352149-12    容量:15粒*4盒/箱(3種口味/箱) 

以台中酒廠寡醣果醋（紅葡萄、金桔檸檬、
梅子3種口味）加入異麥芽寡醣、自釀純米
醋、寒天等健康素材所調製而成的果醋晶
凍產品。 

 
不添加人工甘味料、人工色素、防腐劑，
並獲得GMP認證。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10-7 台酒寒天果醋晶凍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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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台酒牛軋糖禮盒(綜合口味) 

建議售價：400元    優惠價：360元 

容量：350g*2罐/盒（白酒、巧克力各１罐） 

保存期限：60天 

品名代號：342510-12 

 

․ 秉持傳統手工工法，精選多種高級食材，堅
持不添加任何化學添加物，經不斷改良，以
海藻糖及異麥芽寡醣及頂級杏仁粒等原料，
製作出甜而不膩、清滑不粘口的頂級牛軋糖，
有巧克力及白酒口味各1罐。 

 
․ 加入埔里酒廠特製銘酒-愛蘭白酒，使濃郁的

乳香中更散發出一股清新酒香，風味獨特，
香醇可口，還有巧克力口味哦。 

手工精製 手工精製 
絕不含人工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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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00元    優惠價：360元 

容量：350g*2罐/盒  保存期限：60天 

品名代號：342509-12 

․ 秉持傳統手工工法，精選多種高級食材，堅
持不添加任何化學添加物，經不斷改良，以
海藻糖及異麥芽寡醣及頂級杏仁粒等原料，
製作出甜而不膩、清滑不粘口的頂級牛軋糖。 

 
․ 加入埔里酒廠特製銘酒-愛蘭白酒，使濃郁的

乳香中更散發出一股清新酒香，風味獨特，
香醇可口，還有巧克力口味哦。 

手工精製 手工精製 
絕不含人工添加物 

10-9 台酒牛軋糖禮盒(白酒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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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50元    優惠價：380元 

品名代號：3510CQ-12  容量：150g*6包 

  

採用天然清酒粕與玄米粉等健康食材，搭配
獨家調味配方(辣味)與膨化技術，作成香辣不
嗆、鬆脆可口的清酒粕養生玄米菓，雪白色
糖漿襯托點綴，為下午茶或解饞時難以忘懷
的最佳點心。 

明星商品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10-10 台酒清酒粕玄米菓-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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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台酒紅麴養生薄餅禮盒 

推薦價：400元 

品名代號：3510AR-12   容量：120g*12盒/箱  

美味可口，為台酒暢銷商品，您千萬不能錯過。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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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台酒紅麴酒粕養生薄餅禮盒(綜合) 

推薦價：400元 

品名代號：3510BS-12   容量：120g*12盒/箱  

   

紅麴、黑糖、咖哩海苔、藍綠藻四種口味，迎
合各族群消費者的需求，送禮自用兩相宜。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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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台酒花雕酸菜牛肉袋麵禮盒 

建議售價：576元           優 惠 價：520元 

容  量：200g*12包/箱    保存期限：6個月 

品名代號：350258-12 

本產品使用台灣菸酒公司遵循古法釀
製的花雕料理酒，搭配濃郁牛肉湯頭
以及香Q的麵條，牛肉塊選用紐澳上
等半筋半肉經過獨門花雕酒燉煮後，
口感柔嫩如同現煮般美味是市售牛肉
麵所不能比擬的，讓忙碌的現代消費
者，能立即享用到中華美食文化的精
華佳餚，品嚐傳統經典的好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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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576元          優 惠 價：520元 

容  量：200g*12包/箱   保存期限：6個月 

品名代號：350248-12 

 
 
․ 使用台灣菸酒公司遵循古法釀製的料理

花雕酒，搭配濃郁藥膳湯頭，香Q的細
麵與雞肉塊料理包，讓忙碌的現代消費
者，能即時享用到中華美食文化的精華
佳餚，品嚐傳統經典的好滋味。  

 10-14 台酒花雕雞袋麵禮盒 

人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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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台酒麻油雞袋麵禮盒 

建議售價：576元        優惠價：520元 

品名代號：350245-12    容  量：200g*12包/箱 

 

 
使用台酒正宗紅標米酒，搭配上等麻油與
精緻料理湯頭，香Q的細麵與鮮嫩的雞肉
塊料理包，讓忙碌的現代消費者，能輕鬆
簡單的享受道地台灣味。  

人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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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台酒清酒酵母青蔥蘇打禮盒 

香酥可口、鹹淡適中、不油不膩、富含清酒酵
母香味、氣味芬芳、營養豐富、百吃不厭、老
少咸宜、植物五辛素可食，為健康取向休閒點
心之最佳食品。  

推薦價:400元 

品名代號:3510C4-12    容   量:120g*12盒/箱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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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台酒酒粕煎餅禮盒(海苔、花生各４包)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建議售價：350元          優 惠 價：300元 

容  量：120g*8包/盒   品名代號：3510CP-12 

本商品添加酒粕製成風味獨特煎餅，共有
海苔與花生兩種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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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300元    優惠價:270元 

品名代號 : 350234-12   容量:200g*3包/箱 

 

紅麴養生海苔米香添加天然養生紅麴，精製出
「鹹、香、脆、甜」新鮮口感，絕無添加任何
人工色素及防腐劑，為全素食食品，是午茶點
心及年節送禮最佳伴手禮 。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10-18台酒紅麴海苔米香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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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420元      優惠價：380元 

品名代號：350259-12  容  量：200g*3盒/箱 

 

蔓越莓果粒與濃郁的葡萄果香，結合含有豐富
的亞麻油酸等不飽和脂肪酸及維生素A的腰果，
是營養豐富兼具保健效用之堅果類食品。美味
與健康兼具，口感酥脆多層次，令人愛不釋手，
值得推薦 。 

10-19 台酒葡萄蔓越莓腰果酥禮盒(新包裝)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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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粒精選的南瓜籽與清新淡雅的清酒酵
母與綠茶巧妙地結合，口感豐厚、酥脆
可口，充滿著田園自然的風味，每一口
都能讓您感受彷彿在廣濶地草原上盡情
奔跑的快感。 
           
無添加防腐劑、無添加色素 

建議售價：390元/箱    全員行銷價：320元/箱 

品名代號：350261-12   容量：200g*3盒/箱 

10-20台酒清酒酵母南瓜籽酥禮盒(新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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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價：400元 

品名代號：3510CS-12    容量：160g*8盒/箱  

 

   

嚴選南瓜製造，添加台酒獨特酒粕，含糙米酒
粕纖維，產品香脆、營養可口。 

10-21 台酒糙米酒粕南瓜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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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台酒紅麴捲心酥 

建議售價：300元    優惠價：270元      

品名代號：3510BP-12     容量：400g*2/盒(巧克力、牛奶各1罐)  
 

甜而不膩的口感為零嘴的最佳選擇，捲心酥的
內餡選用上等的材料加上最新的研磨技術，讓
內餡口感充滿了綿密的口感，搭配細細長長的
餅乾，最適合一口接著一口使用，餅皮加上健
康訴求的紅麴使得紅麴捲心酥變成健康且好吃
的高級甜點，並以精緻鐵罐包裝，送禮自用兩
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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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台酒葡萄籽黃金蕎麥酥 

香、酥、脆的口感，讓人忍不住一口接著一
口，難以抗拒的好滋味。 

建議售價:360元/箱     全員行銷價:300元/箱 

品名代號：3510F8-12   容   量:1000g/箱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118 

10-24 台酒葡萄籽韓式海苔禮盒 

建議售價：300元        優惠價：250元 

品名代號：350837-12    容  量：5.4g*15包/盒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好吃、好健康的首選。 
※配飯更美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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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售價:300元       優惠價:270元 

品名代號:3510BH-12   容  量:132g*6盒/箱 

又稱「蕯其馬」為満語譯音是好喫的點心之意。
清人敦禮臣的『燕京歲時記』中說：「蕯其馬
乃満州餑餑，以冰糖、奶油合白麵為之，形如
糯米，用不灰木烘爐烤熟，遂成方塊，甜膩可
食。」沙琪瑪以其鬆軟香甜，入口即化，爽口
不黏牙的口感再加入紅麴及蔓越莓等養生食材
更贏得人們的喜愛，而且本產品不添加任何人
工色素及防腐劑，是平常最佳的零食及年節送
禮最佳伴手禮。 

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10-25 台酒紅麴沙琪瑪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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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皿僅供擺盤參考不附贈 

「台酒紅麴海苔杏仁酥」係花蓮酒廠利用新鮮
紅麴粉開發生產的健康零食產品，為時下最夯
的休閒食品，將綠金海苔包覆杏仁片，杏仁香
結合海苔脆口感，營養大滿足；非油炸、新鮮
美味、薄脆好吃，是最佳的飲茶點心，暢飲啤
酒時來一口紅麴杏仁酥產品，更可以說得上是
一種「絕配」。 

10-26 台酒紅麴海苔杏仁酥 

建議售價：360元        優惠價：320元 

品名代號：350253-12    容  量：20g*10包/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