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綠色包裝認證禮盒名單 

 

販賣點名稱 品牌名稱 禮盒名稱 門市地址 連絡電話 官方網站 

廣三 SOGO百貨 

裕珍馨總店 

裕珍馨 

奶油小酥餅 6入、

12入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

段 459號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0800-432372 

04-26870929 

http://www.yjs.com.tw/inde

x.php  

廣三 SOGO百貨 

裕珍馨總店 
紫玉酥 8入、12入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

段 459號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0800-432372 

04-26870929 

裕珍馨總店 奶油酥餅 4片裝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04-26870929 

裕珍馨總店 
金賞鮮果鳳梨酥 20

入裝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04-26870929 

裕珍馨總店 道卡斯 Q餅 6片裝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

67號 
04-26870929 

金典綠園道 
太陽堂 

鳳梨酥禮盒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 
04-23198000 http://tyt100.com.tw/index.h

tml  

金典綠園道 太陽餅禮盒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 04-23198000 

https://recycle.epb.taichung.gov.tw/news/upload/%E8%87%BA%E4%B8%AD%E5%B8%82%E7%B6%A0%E8%89%B2%E5%8C%85%E8%A3%9D%E8%AA%8D%E8%AD%89%E7%A6%AE%E7%9B%92%E5%90%8D%E5%96%AE1061020.ods
http://www.yjs.com.tw/index.php
http://www.yjs.com.tw/index.php
http://tyt100.com.tw/index.html
http://tyt100.com.tw/index.html


1049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 

米哥烘焙坊 

鳳梨酥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68

號 
04-23288890 

http://www.milksweet.com.t

w/ 

勤美誠品綠園道 鳳黃酥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68

號 
04-23288890 

新時代購物廣場 

中友百貨 

布藍里烘培

工坊 

泡芙禮盒 6入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04-36118888 

0800-422800 

https://www.facebook.com/

%E5%B8%83%E8%97%8

D%E9%87%8C-

%E6%89%8B%E5%B7%A

5%E6%B3%A1%E8%8A%

99-182228585313656/  

新時代購物廣場 

中友百貨 
泡芙禮盒 4入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04-36118888 

0800-422800 

中友百貨 森製菓 土鳳梨酥 6入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0800-422800 http://www.morisweet.com/  

新光三越 

舊振南餅店 

綠豆椪禮盒 12入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301號 
04-22553333 

https://www.jzn.com.tw/tw/  

新光三越 糕點禮盒 9入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301號 
04-22553333 

新光三越 鳳梨酥 16入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301號 
04-22553333 

http://www.milksweet.com.tw/
http://www.milksweet.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s://www.facebook.com/布藍里-手工泡芙-182228585313656/
http://www.morisweet.com/
https://www.jzn.com.tw/tw/


新光三越 

奇芋大地 

芋泥餅禮盒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301號 
04-22553333 

http://kiyutaro.com.tw/  

新光三越 紫芋酥禮盒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 301號 
04-22553333 

太陽堂老舖 

太陽餅 8入、10

入、12入、16入、

20入、24入、30

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27號 
04-22276999 

http://tayeondon-

store.101net.tw/  

鳳梨酥 10入、15

入、20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27號 
04-22276999 

老婆餅 8入、12

入、20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27號 
04-22276999 

中秋禮盒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27號 
04-22276999 

綜合蛋黃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27號 
04-22276999 

鑫太陽堂 

巧克力、紅豆、鳳

梨酥、芝麻核桃 3

入裝禮盒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51號 
04-22215978 

http://www.sunshop.com.tw

/ 

椰子餅 3入、麻糬

3入、綠豆椪 3入

臺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

51號 
04-22215978 

http://kiyutaro.com.tw/
http://tayeondon-store.101net.tw/
http://tayeondon-store.101net.tw/
http://www.sunshop.com.tw/
http://www.sunshop.com.tw/


禮盒 

崑派食品商店 

中秋月餅 6入、10

入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546號 
04-25625575 

http://kunpai.com/  

麥芽餅 20入、25

入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546號 
04-25625575 

芝麻餅 20入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

546號 
04-25625575 

旺菠蘿 

旺菠蘿鳳梨酥禮盒

8入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656號 
04-23767518 

http://www.oneprocake.com

/one168/  

旺菠蘿鳳梨酥禮盒

12入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656號 
04-23767518 

幸福帶著走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656號 
04-23767518 

吉仕寶 

土鳳梨酥：薑黃/紅

麴蔓越莓/原味 6入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

112-38號 
04-24268889 

http://jsbao.design.tnn.tw/  

土鳳梨酥：薑黃/紅

麴蔓越莓/原味 10

入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

112-38號 
04-24268889 

冰 Q麻糬 10入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

112-38號 
04-24268889 

瑞典國寶食品行 瑞典國寶 典藏、臻愛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 191 04-22039392 https://www.facebook.com/

http://kunpai.com/
http://www.oneprocake.com/one168/
http://www.oneprocake.com/one168/
http://jsbao.design.tnn.tw/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號  %E7%91%9E%E5%85%B

8%E5%9C%8B%E5%AF%

B6%E7%83%98%E7%84%

99%E5%9D%8A-

124003841002831/  

桂圓蛋糕(12入)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 191

號  
04-22039392 

桂圓蛋糕(6入)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 191

號  
04-22039392 

鳳梨酥禮盒(10入)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 191

號  
04-22039392 

昇遠達實業有限公司 

蜜兔禮盒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 190

號 10樓之 1 
04-22018588 

http://www.honeymuseum.c

om/index.php  

樂蜜禮盒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 190

號 10樓之 1 
04-22018588 

愛蜂了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 190

號 10樓之 1 
04-22018588 

臺灣寶島壹柒玖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晶沙酥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

142-1號 2樓 
04-23165238 http://mit179.com/  

饗旺食品行 

太陽餅禮盒(12入)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文

明路 206號 
04-25570819 

 

泡芙禮盒(10入) 
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文

明路 206號 
04-25570819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https://www.facebook.com/瑞典國寶烘焙坊-124003841002831/
http://www.honeymuseum.com/index.php
http://www.honeymuseum.com/index.php
http://mit179.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