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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與眾不同的農產生鮮電商

• 堅持「無毒、友善、安心」

• 友善農友、友善環境、友善消費

關於無毒農 #用信任連結產地到餐桌

2



關於無毒農 #用信任連結產地到餐桌

安心，是我們對朋友最重視的承諾；

友善，是我們對環境最基本的態度。

每一份果物是農人揮灑的心血，更是土地贈與的禮物，

希望用簡單純粹的方式，和您分享自然的味道，

祝福每一個人在享用新鮮農產的時刻，感到無比幸福。

我們真正落實每日抽驗，無毒農實驗室在2022年取得國家認證，

全國唯一，全產品篩檢 100%安全感；

全國電商唯一，每天都篩檢365倍安心感。

“Farm to Table with Trust.”

用信任連結產地到餐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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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您提供以下服務

-標註送禮貴賓 -

A7尺寸，貼於禮盒外，標示送禮人，
讓收禮者一目了然送禮方是誰。

（可代貼名片、印製專屬小卡或貼紙。）

*中秋前1-2週物流易有延遲情形

- 全力配合指定到貨 -

全力配合在指定日期送達
（中秋最佳送禮時間：8/8-8/31)

2022中秋佳節 9/10

-客製中秋賀卡 -

A6尺寸，置於禮盒內，送上祝賀詞。

-發票/月結-

可開立三聯式發票，

並配合貴公司的請款流程。

-免運優惠-

同品項10盒以上單一地址無須負擔運費。

-手提禮盒/提袋

禮盒皆可提供提袋(需提前告知)，部分禮盒
本身有提把，讓您送禮沒煩惱。

訂購50盒以上
可享免費客製服務

+$5/盒+$10/盒



A6尺寸，雙面，置於禮盒內。 (客製僅提供文字內容，視覺恕不更改)

正面送上佳節賀詞，貼心標明送禮方；背面描述無毒農品牌故事。

無毒農用信任連結產地到餐桌，提供您友善環境的安心水果與最貼心的服務，

可提供佳節賀卡、送/收禮人小卡，讓您送禮送到心坎裡！

▼佳節賀卡 ▼送禮小卡

名片尺寸，貼於禮盒外。

標示送禮人敬賀(客製)，亦可代貼名片。

客製中秋賀卡

禮盒均附公版賀卡

50盒以上免費客製

50盒以下客製賀卡+$10/盒

客製名片+$5/盒

代貼名片+$5/盒

6

最優惠

最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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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農中秋禮盒

• 以下報價皆為配送同一地址免運，如為不同地址需額外加收費用 40-50元。
• 水果禮盒易受保存條件、農友採收狀況等有所變動，歡迎來電進一步洽詢。
• 果物易受產地氣候狀況影響，需特別協調送達時間，部分果物如無法依指定時間配送，敬請見諒。

2022送禮嚴選



• 無毒農專屬精品好禮

50盒以上方可客製內容物

柚見蘋安 文旦蘋果禮盒

2022年無毒農持續為台灣在地食材盡一份心力，嚴選在台灣土地辛苦耕耘的友善

職人們 ，精選多款中秋禮盒，讓無毒農幫您大器送禮最貼心，享用美味最安心！

8點選品項可跳至產品頁

• 產地直送秋饗鮮果

柚見幸福 文旦禮盒

梨想成真-心願 新興梨禮盒

梨想成真-千秋 甘露梨禮盒

梨想成真-富貴 黃金梨禮盒

生生不息 無花果禮盒

蘋安喜樂 秋香蘋果禮盒

釋釋順利 大目釋迦禮盒

紅紅火火 紅肉火龍果禮盒

• 豐饒點心乾物

一番茶棧土鳳梨酥禮盒

蜂巢蜂業禮盒

德朱利斯紅藜賞月禮盒 A

德朱利斯紅藜賞月禮盒 B

萬生生機阿里山素燕窩禮盒

• 極選生鮮凍禮

入秋食令｜極品花蟹

入秋食令｜極品三點蟹

大尾龍虎斑禮盒組

十八養場滴雞精禮盒

阿榮師啤酒鴨花生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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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見幸福 文旦禮盒

台南麻豆 ｜ 5012柚意思、晶讚

「邀您品嚐傳承世紀的經典，世代孕育出的馥郁酸甜。」

• 產品規格：6-8粒、12-16粒裝 (5斤、10斤)
• 出貨時間：8/10-9/2
• 預計報價：$880-1660  

經典、尊貴、沉穩，一年一次的貴重，給一生有緣的相逢。軟米多汁的老
欉文旦口感細緻，果辦晶瑩飽滿，粒粒都是「精品」。

傳承50多年柚園，堅持草生栽培，致力種出馥郁酸甜的頂級文旦，獻上最
棒的中秋祝福！

保存方法：
文旦柚辭水過程慢，收到後請立即開箱檢查，並將文旦從箱內拿出來
擺放，放置於常溫通風處至辭水完成，讓外皮從青硬轉為柔軟，顏色
也變淡黃綠色，這時候吃起來，酸甜比和水分最美味。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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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見幸福 (有機) 文旦禮盒 PLUS+

台南麻豆、花蓮瑞穗｜天柚、興瑞

「一種理念、一種信仰、一種堅持，不完美是為了自然的美。」

• 產品規格：柚優級5-8粒，約5斤
柚寶級8-10粒，約5斤

*有機作物，請斟酌外觀
• 出貨時間：8/10-9/2
• 預計報價：$599-899

傳遞中秋祝福的美意，也能為大地盡一份心力，是送禮的最高境界。

看起來不完美都是為了理想，如同農友對待文旦一樣，對人傳達的是同一
種關懷、同一種細膩，這當中的用心無法言語。

保存方法：
文旦柚辭水過程慢，收到後請立即開箱檢查，並將文旦從箱內拿出來
擺放，放置於常溫通風處至辭水完成，讓外皮從青硬轉為柔軟，顏色
也變淡黃綠色，這時候吃起來，酸甜比和水分最美味。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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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想成真 - 心願 新興梨禮盒

台中后里、苗栗卓蘭｜來哥果園、班長梨、雙連梨

• 產品規格：2-9粒裝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前
• 預計報價：$669-1299

「在欉熟樹梢上掛足200天，金黃飽滿的甜美果實。」

保存方法：
常溫陰涼通風處約可保存1-3天，冷藏下約可保存7-10天，經退酸後甜度提
升，建議冷藏保存。

「做好品質的梨子，農友們有一定堅持，不用勃激素、益收，堅持到
成長天數都計算，我連草生栽培都有挑草種！」傳承三代的新興梨，
就是因為秉持著一股信念不搶早採收，每顆梨子才能如此金黃飽滿！

讓新的心願能夠梨想成真。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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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想成真 - 千秋 皇梨禮盒 (寶島甘露梨)

苗栗卓蘭｜來哥果園

• 產品規格：2-9粒裝
• 出貨時間：7/28-中秋節前
• 預計報價：$899-1599

「辛苦歲月研發出的台灣之光，堪稱梨子界的LV精品。」

積累20年的寶島風味，辛苦的歲月研發，從2000多個試驗中篩選出的
優良品種。

從日本等地引進溫帶品種嫁接在本土梨樹上，皮薄多汁，細細品嚐有
一股清新的甘蔗香氣，吃起來有如飲甘露般美味，清甜回甘。

甘露梨又稱皇梨，願歲月千秋，梨想成真。

點我跳回目錄頁

保存方法：
常溫陰涼通風處約可保存1-3天，冷藏下約可保存7-10天，經退酸後甜度提
升，建議冷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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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想成真－富貴 黃金梨禮盒

苗栗卓蘭｜來哥果園

• 產品規格：2-9粒裝
• 出貨時間：7/28-中秋節前
• 預計報價：$799-1499

「高貴吉祥的氣息，韓國培育品種，珍稀少見。」

透明細緻的金黃色，讓特有的小雀斑突出的迷人，有如吹彈可破的少
女臉頰。清甜多汁，多了一股淡雅的花蜜香氣，期盼一位懂梨的知音，
來品味它的清爽梨香。

嬌貴的氣質，帶來富貴的願景，祝福梨想成真。

點我跳回目錄頁

保存方法：
常溫陰涼通風處約可保存1-3天，冷藏下約可保存7-10天，經退酸後甜度提
升，建議冷藏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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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 無花果禮盒 (安全、有機)

台灣各地｜無毒農合作農友

• 產品規格：1斤裝 (600g)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前
• 預計報價：$620-720

「傳說中的聖果，營養豐沛的長壽果，千古傳承。」

保存方法：
• 無花果熟成後，尾端輕微裂開是正常的，果實也會比較軟。
• 最佳賞味期三天，冷藏保存並盡早食用。

一顆顆軟綿甜蜜的無花果，熟成的果子內鋪著一層薄薄的蜜液，清甜
的香氣在入口後散發出來。

栽培歷史超過五千年的無花果，代表著充滿著生命力量的生命之果，
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點我跳回目錄頁

食用方法：
• 對半切開再合起輕輕搓揉，讓蜜液均勻在果實中分佈，口感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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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安喜樂 秋香蘋果禮盒

台中和平｜甜莃果園

• 產品規格：5斤裝，約14-26顆
• 出貨時間：7/28-9月初
• 預計報價：$799起

「平平安安，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保存方法：
• 建議冷藏保存，在一個星期內食用完畢。
• 台灣蘋果不會上蠟，可以直接清洗後連皮食用。
• 若覺得過酸，冷藏後蘋果會些微退酸再食用。

以女兒最愛的大象作為象徵取名為「蘋安象」，也是這份愛女兒的心，
讓農友有了明確的種植理念，盡全力用最少量的農藥，種出最健康安
心的蘋果。

今夏最早的蘋安祝福，暖流中的一絲清新，帶來喜樂。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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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釋順利 大目釋迦禮盒

台東地區｜太麻里青農、好時果子、好釋多果園、我家釋迦果園

• 產品規格：5-7斤裝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449-799 

「這份雋永滋味，只有用心品嘗才能體會。」

保存方法：
需於常溫陰涼通風處放置軟熟後才可冷藏，冷藏後可保存約1-3天，
請儘速食用完畢。

大目釋迦，老一輩最喜愛的經典風味。撥開時釋迦香氣濃郁，口感細
緻、果肉柔嫩，香甜滋味令人難以招架。

大目釋迦約八分熟時採收，因此能安心配送，碩大的釋迦捧在掌心，
沉甸甸的份量送禮超氣派，願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物都釋釋順利。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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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火火 紅肉火龍果禮盒

南投名間｜頂紅火龍果

• 產品規格：5-7斤裝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499-779 

「外觀熱情如火、嘗起來卻柔情似水。」

保存方法：
需於常溫陰涼通風處放置軟熟後才可冷藏，冷藏後可保存約1-3天，
請儘速食用完畢。

低熱量、高纖維的火龍果，吃起來清甜又多汁，可是夏日必嘗消暑聖品，
略帶香氣的紅肉火龍果含有豐富膳食纖維、花青素，也有較多的鋅、鐵等
礦物質，是許多醫師及營養師眼中的優質水果。

全台灣第一首選的頂級火龍果，曾榮獲全國火龍果優選獎項，採用草生栽
培的火龍果，不僅艷紅飽滿，嚐起來還多了份自然清甜，加上特別設計的
精緻禮盒，典雅的白底襯托出果的紅豔美，從裏到外都可以感受到農友對
果物的用心與堅持，無論是送禮或自用，收禮的人絕對是滿佈笑容。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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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茶棧土鳳梨酥禮盒

彰化｜原料：土鳳梨

• 產品規格：土鳳梨酥8入/盒、迷你鳳梨酥8袋/盒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460起

「日本網評選第一，高檔伴手首選，台式日系小點！」

保存方法：常溫保存20天，冷藏保存30天
※三種吃法：
1.直接吃，最能感受手工新鮮的美味，越新鮮越好吃
2.冰的吃，炎熱的天氣偶爾可嚐嚐冰涼的滋味，內餡會有QQ的感覺
3.烤後吃，烤完後會立即感受到鳳梨酥濃濃的香氣，酥皮鬆鬆酥酥入口即化的感覺

純手工精製，有新鮮的感覺，讓您吃到鳳梨酥的“酥”，酥皮使用紐西
蘭進口無水奶油、奶粉，不加人工酥油，採用彰化土鳳梨，甜中帶有一
點微微的酸，天然健康，不添加人工香精、香料、防腐劑。

最適合與茶結合譜出台灣的文化特色，邀您一同品出漫漫的好時光。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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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蜂業禮盒

新竹縣芎林｜蜂巢蜂業

• 產品規格：龍眼蜜420g+百花蜜420g+木湯匙乙支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999起

「不但100％純正，更是國家級比賽認定的傑出品質，值得被看見！」

保存方法：
蜂蜜預冷容易結晶，結晶為正常現象，可用湯匙挖出或泡溫水軟化即
可食用(切勿使用熱水)。

「蜂巢蜂業」位在新竹縣芎林鄉，負責人李宗憲先生在上班閒暇之餘接
觸蜜蜂養殖，經過兩年時間慢慢深入瞭解蜜蜂的習性，以及蜜蜂對全球
生態舉足輕重的影響。

食安問題日益嚴重，李宗憲先生下定決心辭職工作，專心投入養蜂工作，
要提供給愛蜂蜜的消費者，一個100％安心的純蜜。

2018年榮獲新竹縣蜂蜜評鑑特等獎及全國蜂蜜評鑑頭燈獎的殊榮。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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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朱利斯紅藜賞月禮盒 A

台東地區｜紅藜

• 產品規格：紅藜穀物棒*1盒、 紅藜核桃糕*1盒、
紅藜黑芝麻糕*1盒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865起

「穀物紅寶石，起源於太空總署為太空人長途任務的紅色力量。」

保存方法：6個月，避免高溫環境及陽光直射。
內附脫氧劑，請勿食用

德朱利斯，音譯自DJULIS，為「台灣紅藜」的原住民發音，更想傳達的
事大自然給予台東農民的恩賜。

養生風潮席捲全球，這股紅色力量悄然崛起，豐富的營養價值讓紅藜一
舉成為最受歡迎的穀類。

紅藜營養價值高且熱量低，儼然是養生的新寵兒。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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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朱利斯紅藜賞月禮盒 B

台東地區｜紅藜

• 產品規格：紅藜穀物棒*1盒、紅藜核桃糕*1盒、紅藜洛神酥*1盒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865起

「穀物紅寶石，起源於太空總署為太空人長途任務的紅色力量。」

保存方法：6個月，避免高溫環境及陽光直射。
內附脫氧劑，請勿食用

德朱利斯，音譯自DJULIS，為「台灣紅藜」的原住民發音，更想傳達的
事大自然給予台東農民的恩賜。

養生風潮席捲全球，這股紅色力量悄然崛起，豐富的營養價值讓紅藜一
舉成為最受歡迎的穀類。

紅藜營養價值高且熱量低，儼然是養生的新寵兒。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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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生生機阿里山素燕窩禮盒6入

台灣地區｜阿里山的原生菌種

• 產品規格：阿里山素燕窩6入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540起

「來自臺灣的自然珍寶，採集自阿里山的原生菌種。」

保存方法：未開封１８個月，請存於陰涼處。

銀耳有「素燕窩」美譽，更是「菌中之冠」的代表。

銀耳的生長環境相當嚴苛，水份過與不及都難以栽種。礙於氣候條件及
技術問題，臺灣種植銀耳的農民少之又少。

阿里山銀耳具備豐富的植物性營養價值，多醣體含量約高達60%。入口
即能感受到濃郁的天然植物膠質，滋補養身，易被人體吸收，讓全家人
都吃得安心、健康、沒負擔！

點我跳回目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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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水產】入秋食令｜極品花蟹

新北萬里｜花蟹

• 產品規格：2-4斤裝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2160-3690元

點我跳回目錄頁

「高貴橘紅色斑紋，是來自大海的珍品。」

明天會出海捕蟹喔！是來自萬里龜吼漁港捎來的好消息。

「近海海水沒那麼鹹，螃蟹吃水比較少，吃起來會比較甜，而且都是當
天上岸就打冰寄出去了，送到客人手中的都是最新鮮的。」

分蟹、打冰、出貨不馬忽，只為讓饕客品嚐現撈萬里蟹，如此認真踏實
的經營方式，是在競爭激烈的漁港立足數十年的關鍵。

保存方法：冷凍保存，有效期限內食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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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選水產】入秋食令｜極品三點蟹

新北萬里｜三點蟹

• 產品規格：2-4斤裝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2200-3300元

點我跳回目錄頁

「從漁港到餐桌，來自新北海域的天然海蟹。」

有著暗紅色的三點特徵，俗稱「三點仔」，肉質飽滿細緻，蟹黃蟹膏黃
順鮮甜，蟹殼薄軟，是吃海蟹的愛好者不容錯過的美味。

堅持永續生態環境，純天然、零用藥，檢驗合格。

將剛上岸的三點蟹密密實實地用冰塊封好，所有動作一氣呵成，鮮度絲
毫沒有流失的機會。

保存方法：冷凍保存，有效期限內食用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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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尾龍虎斑禮盒組｜魚社長

台灣在地│無毒農

點我跳回目錄頁

• 產品規格：魚頭*2、下巴*1、輪切*7 (共12入) 2000g/盒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1880元起

「我們把大海搬進室內養石斑魚。」

保存方法：冷凍保存，有效期限內食用完畢。

在地40年的養殖傳承，為了將台灣水產養殖的品牌樹立一個新指標，
「社長」即是一個精神指標的代表。

打造出🏆比野生還厲害的水源🏆蓋房子給魚住🏆堪比游泳池的養殖環
境🏆使用深層海砂過濾海水🏆導入24小時天然海水🏆日本頂級活締處
理技術。

職人的工法堅持，與繁複的手法，達到食材最棒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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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養場】冷凍滴雞精禮盒

南投縣魚池鄉│十八養場

點我跳回目錄頁

• 產品規格：50ml/包，10包/盒，買10送2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1600元起

「對誠實偏執，世代並進傳承。」

推薦早餐前空腹品飲，每日1包
保存方法：冷凍保存，有效日期：2023/3/9。

全台首創：自養高品質紅玉雞，全程餵養非基改玉米黃豆。

獨門技術：飼料拌入有機紅玉紅茶，雞肉香甜無腥味。

最高標準：最嚴格的博士級團隊，飼養全程無用藥。

食在安心：自主雞肝逐批送檢，天然享食最安心。

健康美味：恆溫精萃６-８小時，品飲零脂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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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榮師湯品王】啤酒鴨+豬腳燉湯

南投縣魚池鄉│十八養場

點我跳回目錄頁

• 產品規格：1350g/包，共2包，隨包附贈河粉一包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
• 預計報價：$1030起

「發光發熱三十年，老師傅希望將好湯頭繼續傳承下去。」

保存方法：冷凍保存，有效期限內食用完畢。

繼紅了30幾年的啤酒鴨，阿榮師在幫女兒坐月子時，改良坊間的豬腳湯，
加入獨特的烹調手法，可說是繼啤酒鴨後又一新力作，湯頭濃郁、豬腳
軟嫩，不論是進補還是聚餐都是最佳選擇。

不須遠赴嘉義也能品嚐到嘉義老字號的好滋味，啤酒鴨採用Q彈軟嫩的
紅面番鴨肉，入口好咬，零添加防腐劑、成分天然，濃郁香氣，養生中
藥材入味，別有一番風味，清爽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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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見蘋安禮盒

無毒農合作農友│文旦、蘋果

無毒農精緻專屬禮盒

保存方法：
文旦常溫保存約2個月，辭水後食用風味最佳。
蘋果冷藏保存約2-3週，最佳賞味期為一週。

點我跳回目錄頁

由無毒農把關為您精選果物品質，如需公益禮盒、其他客製化
內容需求歡迎來電洽詢。

中秋，無論你身在何地、是跟家人還是自己一人，請你別忘了，
都有無毒農陪你過，願您年年柚年年，蘋蘋安安。

• 產品規格：文旦3-5粒、蘋果6-8粒
• 出貨時間：即日起-中秋節前
• 預計報價：$1099-1199元



聯絡我們，

馬上為您服務！

看更多中秋好禮，
歡迎您直接上網站瀏覽選購！

• 提案報價皆為預估，待與貴公司確認品項與送禮需求後，將打

造專屬您的特惠報價，歡迎來電詢問。

• 提醒您，中秋節前一週貨運可能嚴重塞車，宅配無法指定到貨

時間或保證隔日送達，建議最晚於9/02(五)以前出貨完畢。

產品專員 Kate 義萱

02-7730-2686 #606 請連續撥鍵

kate.kan@soohoobook.com

LINE ID 0958318916 請勿撥打

無毒農－友善環境的安心水果
02-2771-2900
Greenbox.tw

mailto:kate.kan@soohoobook.com


預祝中秋佳節愉快！

感謝您撥冗閱讀

產品專員 Kate 義萱

02-7730-2686 #606

kate.kan@soohoobook.com

LINE ID 0958318916 請勿撥打

mailto:kate.kan@soohoo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