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成蕃薯藤  忠孝庇護工場 

 推出 就是要『嘎以禮』禮盒組 
 

 

 

 

 

 

 

 

 

 

 

 

多種款式的禮盒讓你那份足珍貴的心意 

                 傳到你嘎意咧郎身邊~ 



 

                         

  貼近你我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250 元 

      

  

             
    
           

             

有機的薄荷茶讓心情變清爽宜人，而紅

糖蜜蕃薯足以讓心情變甜蜜蜜~讓您的心

意都傳送到那。 

茉莉烏龍茶入口讓您感受滿滿茶香，

就如同您滿滿的心意。配上健康的蔬
果脆片是合適不過的小點心。 

枸杞菊花茶是養生的好夥伴，能夠保

護您的健康，幫助您生理上的調解。

而天然腰果酥不但可以當零食食用，
還可以補充營養。 

內容：有機薄荷茶(1年)、紅糖蜜蕃薯 (120 天) 

內容：茉莉烏龍茶( 3 年)、新鮮蔬果脆片( 1年) 

 

內容：天然腰果酥( 10個月)、天然枸杞菊花

茶(1 年) 

心念好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75 元 

脆出心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34 元 



 

                         

                  

 

                                   

                         

 
 

三款有機飲品可以一次購買到，滿足您想嘗

試各款的味蕾。而芝麻脆片及杏仁果餅乾則
是用手工製作，可以吃到那份純粹而好吃的

心意，有機豆豆則替您補充滿滿的蛋白質。 

玫瑰花瓣紅茶讓您感受到玫瑰輕輕落

在你的味蕾上，擁有甜而不膩的氣
息，而乳酪絲的美味會讓您一口接一

口，更能夠帶給您營養的鈣質。 

獨特養生的山藥麵線，搭配自家特有的

玫瑰岩鹽，兩者混合有別於一般常見的

料理甚更為好吃，能滿足愛嚐鮮的您。 

內容：山藥麵線(8個月)、香蒜玫瑰岩鹽(3 年)、四川花椒辣椒玫瑰岩鹽 (3年) 

內容：有機抹茶燕麥(18 個月)、有機芝麻燕麥(18個月)、 

      有機燕麥抹茶奇亞籽(18 個月)、芝麻脆片(30 天)、 

      香橙燕麥杏仁果餅乾(60 天)、有機豆豆(180 天) 

 

 

山藥麵線(8 個月)、香蒜玫瑰岩鹽(3 年)、四川花

椒辣椒、玫瑰岩鹽 (3 年) 

內容：玫瑰花瓣紅茶(3年)、鮮乳酪絲(180 天) 

有機心補貼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93 元 

落在你心底 嘎以禮禮盒 

原價 405 元 

調出心味道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85 元 



 

                         

         

   

 

              

 
 

 

 

繪出你的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25 元 

 

杭菊淡淡的清香，搭配著杏仁瓦片及有機

豆豆，方便攜帶，且有徜徉在大自然的新

感受。 

茶籽粉強調對環境無汙染，因此清洗更

不傷手。而手工皂則是主打天然，淡淡

的香味讓您有愉悅的心情，讓我們一同
愛地球也愛自己。 

想要探索憨兒們的世界嗎？他們所創作

出來的作品印製成的杯墊，都是他們的

小小世界。在喝杯檸檬紅茶的時間，配
著愛心的芝麻餅乾，用著他們的杯墊一

同度過甜蜜時光。 

內容：苗栗銅鑼九湖杭菊 (1年)、杏仁瓦片(30 天)、

有機豆豆 (180 天) 

內容：茶籽粉(1 年)、手工皂*3(5 年) 

內容內容：清香檸檬紅茶(3 年)、芝麻手工餅乾(60 天)、 

    憨兒手繪育成杯墊 

出遊心味道 嘎以禮禮盒 

原價 408 元 

照福心環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30 元 



 

                         

  

             

 

            

酸酸甜甜的果醋，充滿古早味的地

瓜酥，簡簡單單的兩樣食物，卻是

飽含滿滿的心意與回憶。 

軟質澡巾搭配自家手工的身體皂，讓每

天經歷過一天奮戰的自己，來洗個舒服

的澡，讓生活充滿了愉悅的香氛。 

多功能的清潔液及手工皂，在許多時候都

可以使用，讓生活的周遭乾乾淨淨，煥然

一新。 

內容：有機綜合水果醋 (5 年)、紅棗地瓜酥

(240 天) 

內容內容：手工身體皂*3(5年)、軟質澡巾(5 年)  

 

 

內容內容：多功能清潔液(2年)、長條手工皂*2(5 年) 

 

 

懷念心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60 元 

洗出好心情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60 元 

 

照護心生活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85 元 



 

                         

       
    

 

 
 

 

一次擁有各種口味的咖啡，讓您啜飲著咖

啡，搭配著天然的零食小點，讓自己有個
許多美好天然的午茶時光。 

有機的咖啡豆讓您生活增添一分味道，多

了點苦澀、濃郁，不妨加些冰糖吧！又或
者可以換換口味，來杯清香的檸檬紅茶，

讓生活多添幾道色彩吧！ 

內容內容：有機掛耳咖啡包 5入(18 個月)、天然核桃腰果    

        杏仁果(180 天)、香橙燕麥杏仁果餅乾(60 天)、  

        有機豆豆(180 天) 

 

 

內內容：清香檸檬紅茶(3 年)、咖啡冰糖 (2 年)、有機曼 

特寧(8個月)、有機曼巴(18 個月)  

 

 

 

 

 

泡出好心情 嘎以禮禮盒 

原價 695 元 

悠閒心午茶 嘎以禮禮盒 

原價 633 元 



 

                         

總明細-禮盒商品明細一覽 

貼近你我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250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有機薄荷茶 16g±9% 1年 

紅糖蜜蕃薯 210g±4.5% 120天 
 

脆出心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34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茉莉烏龍茶 2.5g*10入 3年 

新鮮蔬果脆片 120g±5% 1年 
 

心念好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7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天然腰果酥 200g±9g 10個月 

天然枸杞菊花茶 25g±9% 1年 
 

調出心味道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8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山藥麵線 300g±4.5% 8個月 

四川花椒辣椒/玫瑰岩鹽 100g±4.5% 3年 

香蒜玫瑰岩鹽 110g±4.5% 3年 
 

有機心補貼 嘎以禮禮盒    原價 393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有機燕麥抹茶奇亞籽 24g±9% 18個月 

有機抹茶燕麥 17 g±9% 18個月 

有機芝麻燕麥 35 g±9% 18個月 

芝麻脆片 80 g±4.5% 30天 

香橙燕麥杏仁果餅乾 75 g±4.5% 60天 

有機豆豆 100 g±4.5% 180天 

 



 

                         

落在你心底 嘎以禮禮盒    原價 40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玫瑰花瓣紅茶 1.5g*25包 3年 

鮮乳酪絲 80g±4.5g 180天 
 

出遊心味道 嘎以禮禮盒    原價 408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苗栗銅鑼九湖杭菊 40 g±4.5g 1年 

杏仁瓦片 80 g±4.5% 30天 

有機豆豆 100 g±4.5% 180天 
 

繪出你的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2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清香檸檬紅茶 1.5g*25包 3年 

芝麻手工餅乾 150g±4.5% 60天 

憨兒手繪育成杯墊   
 

 

照福心環境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30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茶籽粉 430G±3% 1年 

手工皂*3 100g±9g 5年 
 

懷念心滋味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60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有機綜合水果醋 350g±3% 5年 

紅棗地瓜酥 150g±4.5% 240天 

 

洗出好心情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60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手工身體皂*3 100g*3 5年 

軟質澡巾  5年 



 

                         

照護心生活 嘎以禮禮盒    原價 58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多功能清潔液 700ml±15ml 2年 

長條手工皂 160±4.5g 5年 
 

悠閒心午茶 嘎以禮禮盒    原價 633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有機掛耳咖啡包 5入 10g*5包 18個月 

有機豆豆 100g?±4.5g 180天 

天然核桃腰果杏仁果 110g±4.5% 180天 

香橙燕麥杏仁果餅乾 75 g±4.5% 60 
 

泡出好心情 嘎以禮禮盒    原價 695 

品名 重量 保存期限 

清香檸檬紅茶 1.5g*25包 3年 

咖啡冰糖 5g*50支 2年 

有機曼特寧 75g±4.5g 18個月 

有機曼巴 75g±4.5g 18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