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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機蔬菜(箱)通路與產品列表 

業者名稱 宅配產品名稱 洽購電話或網址 

臺北農產運銷

股份有限公司 

【北農嚴選】有機蔬菜澎湃禮

箱 

【北農嚴選】有機蔬菜葉菜多

多禮箱 

電話：02-2516-2519 分機
5907 

網址：
https://store.tapmc.com.tw/ 

https://store.tapmc.com.tw/pro

ducts/organicvegetablesbox 

https://store.tapmc.com.tw/pro

ducts/organicleafyvegetablesb

ox 

新北市農會 

新北小舖-有機蔬菜箱大(15

樣) 

新北小舖-有機蔬菜箱-小(10

樣) 

電話：0800-666-980 

網址：
https://www.ubox.org.tw/ 

https://www.ubox.org.tw/prod

uct/2dd3585b-9b54-4770-

9e61-83ae61f863ba 

https://www.ubox.org.tw/prod

uct/882ed9c1-db19-4166-

ac34-a743d717653f 

青綠緣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有機蔬果箱(可自由選配) 電話：03-4706718 

沛芳綜合有機

農場 
沛芳有機蔬果箱 電話：03-4508922 

碧蘿村農場 有機蔬菜箱(可自由選配) 電話：03-4712588 

城南有機農場 有機蔬菜箱(自由選配) 
電話： 

037-783648 037-782433 

健福有機農場 有機蔬菜箱(自由選配) 
電話： 

037-226320 0937-079196 

鋐洲生技有機

農場股份有限

公司 

有機芭樂箱、有機高麗菜、有

機地瓜葉、有機小黃瓜、有機

石蓮花、有機番茄、有機山

藥…等 

電話：04-7766188 

網址：
https://www.greenest.com.tw/p

roduct/ 

力新有機/台灣

有機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有機蔬菜箱、有機葉菜類、有

機菇類、有機四季豆類、有機

甘藷類等 

電話：04-8885227 

網址：
https://www.tworganic.com/ 

彰化縣冠軍甘

藷生產合作社 
有機地瓜、有機馬鈴薯等 

電話：04-7707575 

網址： 

http://aa002.598.com.tw/html/f

https://store.tapmc.com.tw/
https://store.tapmc.com.tw/products/organicvegetablesbox
https://store.tapmc.com.tw/products/organicvegetablesbox
https://store.tapmc.com.tw/products/organicleafyvegetablesbox
https://store.tapmc.com.tw/products/organicleafyvegetablesbox
https://store.tapmc.com.tw/products/organicleafyvegetablesbox
https://www.ubox.org.tw/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2dd3585b-9b54-4770-9e61-83ae61f863ba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2dd3585b-9b54-4770-9e61-83ae61f863ba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2dd3585b-9b54-4770-9e61-83ae61f863ba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882ed9c1-db19-4166-ac34-a743d717653f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882ed9c1-db19-4166-ac34-a743d717653f
https://www.ubox.org.tw/product/882ed9c1-db19-4166-ac34-a743d7176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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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宅配產品名稱 洽購電話或網址 

ront/bin/ptdetail.phtml?Part=p-

015&Category=181445 

保證責任雲林

縣古坑有機農

業生產合作社 

有機蔬菜箱 

電話：05-5965372 

網址：
https://forms.gle/h6S7cvpKh8

1g3ymh9 

雲林縣新社果

菜合作社 
健康蔬菜箱 

電話：05-5881116 

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eO6KBR3O1Es

KbE80wAsoiW13VCKPjIYbb

mgzhsT6eaaH-_ww/viewform 

玉美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有機 Babyleaf 綜合生菜.有機

Babyleaf 芝麻葉 

有機黑木耳、有機金針菇、有

機鴻喜菇、有機杏鮑菇、有機

美白菇、有機黑美人菇、有機

羽衣甘藍、有機黃秋葵、 

有機葉菜系列(菠菜.小松.小

白.青江.空心菜.山茼蒿) 

電話：04-26937388 

網址：
https://yumeishop.ksi.com.tw/

Product/ProductList?ProductT

ype=43 

水蛙田農產股

份有限公司 

有機蔬菜箱 

(A 款「你的菜 有機超值箱」、

B 款 你的菜「有機活力箱」) 

電話:04-25685696 

網址:http://swta.com.tw/ 

信箱: 

sw50820170@gmail.com 

健康奇跡農產

運銷(股)公司 

1、個人大包裝蔬菜箱 (1 公斤

/包，壹箱可裝 10 包)，價格電

洽 

2、餐廳通路專用箱(5-10 公斤

/箱)，價格電洽 

電話：06-2661368 

友善大地社會

企業(股)公司 

有機蔬菜箱 

$700/箱(含運) 

(黑葉白菜/奶油白菜/青江菜/

青松菜/小松菜…隨機出貨) 

電話：06-5795775#11 

王小姐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eart

hfriend.organic 

訂購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

d/e/1FAIpQLSeQfzexBYFunR

vXYSO_4yBAMsCxLHskm_

694istp2T1uBw8k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fzexBYFunRvXYSO_4yBAMsCxLHskm_694istp2T1uBw8k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fzexBYFunRvXYSO_4yBAMsCxLHskm_694istp2T1uBw8k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fzexBYFunRvXYSO_4yBAMsCxLHskm_694istp2T1uBw8k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QfzexBYFunRvXYSO_4yBAMsCxLHskm_694istp2T1uBw8kA/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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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宅配產品名稱 洽購電話或網址 

竹林有機農場 
有機蔬菜箱(葉菜類 6-9 包,根

莖類 3 樣)，580 元 

電話： 

0932-809060 

黃淑女小姐 

圃圃豐農場 
有機菇箱(有機杏鮑菇、秀珍

菇)，價格電洽 

電話： 

06-5742228 

0927-678583 

謝小姐 

大丘園有機農

場 

有機蔬菜箱(內含米、短期葉

菜、根莖、瓜果、花菜類等)，

價格電洽 

電話：0919-852968 

劉昌源先生 

立岱有機農園 

有機蔬菜箱 

(8 物 NT$500、12 物 NT$700) 

預計每週四可出貨 

電話：0937-359640 王一展 

網址：

https://lidaiovf.shoplineapp.co
m/ 

FB 訂購：立岱有機農園-商

店 

店面： 

1.嘉義市文昌街 111 號 

2.嘉義市民族路 809 號 

3.嘉義縣朴子市公有第二市

場 8 樓 1 

陳沛妤 

有機蔬菜箱(可客制化) 

以電話訂購為主 

購買達基本額度(可免運費) 

電話：0953-609288 

多菜多滋有限

公司 

有機蔬菜箱、綜合蔬菜 

價格電洽 

電話： 

07-5568-338 

永齡農場 

有機蔬菜箱、有機生活蔬菜箱

（2-3 人,3-5 人,4-6 人），價格

電洽 

網站：

https://market.icook.tw/produc

ts/yonglinfarm 

時生農業股份

有限公司 

有機蔬菜箱 A 

美味的有機蔬菜~ 

電話：06-5793147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shi.

sheng.organic.farm 

綠色大地有機

農事有限公司 

1. 綠色大地有機蔬菜箱 (裸

菜)：15k 

2. 綠色大地有機蔬菜箱(包裝

菜)：250g/包 

a.20 包裝 

電話：07-3112275 

FB：
https://www.facebook.com/gre

enaction88 

https://lidaiovf.shoplineapp.com/
https://lidaiovf.shoplineap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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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名稱 宅配產品名稱 洽購電話或網址 

b.75 包裝 

品項：小松菜、蚵白菜、山菠

菜、黑葉白菜、青江菜、奶油

白菜、青松菜…等 

花蓮縣花蓮市

農會 
有機蔬菜（箱） 

電話：03-8569033 

網址：
http://www.hcfa.org.tw/Default

.aspx 

花蓮縣壽豐鄉

農會 
有機蔬菜（箱） 

電話：03-8656888 

網址：

http://www.shoufong.org/shop

ping/category?cid=6 

花蓮縣邦查農

場 
有機蔬菜 

電話：03-8703818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n

gcahfarm/ 

花蓮縣仁方農

場（花蓮溪畔小

農） 

有機蔬菜 

電話：03-8703818 

網址：https://zh-

tw.facebook.com/groups/8360

91543146039/ 

臺東縣縱谷有

機農場 
有機蔬菜（箱） 

電話：0931-630110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

es/category/Product-

Service/%E7%B8%B1%E8%

B0%B7%E6%9C%89%E6%A

9%9F%E8%BE%B2%E5%A0

%B4-327836321397586/  

宜蘭縣農會農

民超市附設農

民直銷站 

有機蔬菜（箱） 

電話：03-9370702 

或親洽宜蘭縣農會超市附設

農民直銷站選購 

網址：
https://www.pcstore.com.tw/ila

nfa/  

宜蘭縣種菜人

家企業社 
有機蔬菜 

電話：0919282896 

網址：https://zh-

tw.facebook.com/XM4M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