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地點

店家名稱

連絡電話

地址

春節優惠(2/1-2/28)

春節營業時間

1

峨眉 背影橘舍

0937-178327 新⽵縣峨眉鄉⽯井村⽯井27-6號

採果活動9折

初⼀、初三休息，其餘正常營業(09:00-17:00)

2

峨眉 峨眉茶⾏

03-5800765

新⽵縣峨眉鄉⽯井村11鄰9號

消費滿3000元送東⽅美⼈茶⻑條型茶包1盒

正常營業(09:00-18:30)

3

峨眉 歇⼼茶樓

03-5809689

新⽵縣峨眉鄉七星村六寮60-8號

店內⽤餐200元以上9折

正常營業(10:00-17:00)
初三開始營業(08：00-17：00)

4

峨眉 峨眉野⼭⽥⼯坊

03-5809115

新⽵縣峨眉鄉峨眉村2鄰1-2號

⾃製桶柑果醬，三瓶合購優惠價300元（原價⼀瓶116ml
120元）

5

峨眉 綠光水岸複合式景觀餐廳

03-5806200

新竹縣峨眉鄉石井村1鄰1-4號

來店消費打9折(不含單點飲料及下午茶在內)

※2/2-2/10春節期間不優惠，其餘時間同意提供優惠

6

北埔 瑞源餅店

03-5802686

新⽵縣北埔鄉南興街124號

⾃製產品⼀盒95折

正常營業(上午8點30分⾄下午8點)

7

北埔 瑞源餅店

03-5801182

新⽵縣北埔鄉南興村124號

店內⾃製產品不限⾦額95折

正常營業(08:00-21:00)

8

北埔

03-5801126

新⽵縣北埔鄉⽔磜村3鄰31-1號

9

北埔 鄒記菜包

光君茶葉有限公司(北埔第⼀
棧)

0938-590-069 新⽵縣北埔鄉中正路49號

1.柚⼦茶(盒裝)原價600元 ,春節期間特價500元
2.檸檬茶(盒裝)原價650元 ,春節期間特價550元
3.膨風茶梅 原價180元,春節期間特價150元

正常營業(上午9點⾄晚上8點半)

買10送1

周⼀⾄周五建議致電詢問；週六⽇(08:00-17:00)
除夕只營業晚上預約客，其餘正常營業(11:30-19:00)

10

北埔 福美軒

03-5801099

新⽵縣北埔鄉北埔村南興街7鄰132號

1.來店消費皆打95折
2.來店消費滿1000元再送⼿⼯客家粄條1包

11

北埔 璞鈺擂茶

03-5802250

新竹縣北埔鄉廟前街8號

1.擂茶禮盒全系列一律9折
2.節能包系列買五送一

正常營業

12

北埔 哈客愛食品有限公司

03-5803969

新⽵縣北埔鄉中豐路30號

擂茶隨⾝包⼀盒優惠價270元
擂茶DIY每⼈優惠價135元

正常營業(09：00-18：00)

13

北埔 茶米二十二(北埔茶產有限公司) 03-5801409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街67號

店內體驗擂茶活動遊客，贈送麻糬一份

正常營業

14

北埔 民歌擂茶

0935-193065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街41號

擂茶體驗活動8折

正常營業(10：00-20：00)

15

⽵東 黃記粄條

03-5968471

新⽵縣⽵東鎮⼤明路10 號

消費滿1000元95折

初⼀、初⼆休息
除夕、初三-初五僅營業⾄中午

16

橫⼭ ⼤嬸婆⿊糖發粄

03-5849079
0916198368

新⽵縣橫⼭鄉內灣村中正路71號

本店產品皆買⼗送⼀，滿200元送⼀個⼩發粄，送完為⽌。
⿊糖糕⼀個50元
⿊糖發粄⼀個20元
三⾊⿇糬⼀份80元
客家⿇糬⼤份80元⼩份50元

正常營業(上午10點⾄下午7點)

17

橫山 沙坑股份有限公司

03-5811292

新竹縣橫山鄉沙坑村中豐路３段６８號

出示住宿證明贈送來店禮一盒

正常營業

18

橫⼭ 阿李姐桔醬

03-5932870

新⽵縣橫⼭鄉⼒⾏村3鄰48號

店內產品88折

正常營業，無實體⾨市，建議致電詢問(08：0020：00)

19

橫⼭ 鵝姐野薑花粽

0933-791755 新⽵縣橫⼭鄉內灣村中正路39號

店內產品買10送1、⿇糬⼀盒60/兩盒100

除夕休息，其餘正常營業(09：00-18：00)

20

橫⼭ 內灣彭老師野薑花粽

03-5849060

新⽵縣橫⼭鄉內灣村中正路283號

購買10顆野薑花粽贈送酒釀美⼈粽⼀顆

正常營業(08：00-20：00)

21

關西 米食媽媽

03-5875999

新竹縣關西鎮中正路76號

店內消費滿3000元95折

建議致電詢問

22

關西 關西十六張加香食補

0912-550511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194-1號

店內消費，贈送100元以內小菜任選

23

關西 磐龍石木坊

03-5872829

店內下午茶9折優惠

24

關⻄ 良柚柿餅⼯作坊

0921-096897 新⽵縣關⻄鎮⼤同⾥5鄰35號

店內產品9折

正常營業，無實體⾨市，建議致電詢問

25

關⻄⽟⼭關⻄ 奧維亞托鄉村農場
⽟⼭礦⽯咖啡館

0936-063999 新⽵縣關⻄鎮中豐路⼆段83號-2號

體驗活動+DIY+餐點原價550，9折優惠

春節期間採預約制(09：00-18：00)

26

關⻄ 錦泰茶廠

03-5872051

新⽵縣關⻄鎮中豐路⼀段336號

店內產品95折

初⼆開始營業(08：00-18：00)

27

關⻄ 福臨飲食店

03-5873575

新⽵縣關⻄鎮正義路124號

店內消費滿500贈送⼀份時蔬

初三開始營業(10：00-20：00)

28

關⻄ ⼤⾃在⼯作室

0926-980715 新⽵縣關⻄鎮中正路73號

1000元以上商品9折

除夕休息，初⼆建議致電詢問
其餘正常營業(10：30-18：00)

29

關⻄ 裕⼤仙草茶

03-5872511

店內消費產品9折

春節期間採預約制(08：00-17：00)

30

關⻄ 李記醬園

0913-068666 新⽵縣關⻄鎮東光⾥中豐路⼀段6號⼀樓

李記醬油系列，只要購買兩瓶優惠50元

除夕上午休息，其餘正常營業(10：00-17：00)

31

關⻄ 仙草鮮贏

03-5872256

新⽵縣關⻄鎮正義路8號

仙草鮮贏⽵炭嫩仙草禮盒滿500送仙草凍奶茶⼀瓶

正常營業(09：00-20：00)

新竹縣關西鎮北山里10鄰高橋坑6號

1.來店禮：仙草系列產品購買12送1
2.滿額禮：凡購買仙草系列產品買300元，即贈送仙草公仔觸
控螢幕專用擦拭布乙片。(送完為止)
初二開始正常營業(09：00-17：00)
3.特惠商品：仙草板條每包原價70元，特惠價60元
仙草麻糬每盒原價120元，特惠價100元

32

關西 關西鎮農會

33

關西 崗頂茶園

03-5872010

035475284
034717497
0972107958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7鄰3號

新⽵縣關⻄鎮東安⾥中豐路1段222巷13號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56號之3

春節期間特惠9折！
網路購買及現場均享優惠！

除夕 08:00～17:00
初一至初六皆正常營業 08:00～20:00

初三開始營業(08：30-17：30)

34

關⻄ 蜂蜜先⽣養蜂事業有限公司

03-5868530

新⽵縣關⻄鎮⽯光⾥⽯岡⼦167號

1.花開富貴蜂蜜禮盒88折
2.迎春百花蜂蜜禮盒、兩全其美蜂蜜禮盒、春意盎然蜂蜜禮
盒85折
3.購買以上禮盒10件以上再享9折；20件以上再享85折

35

關⻄ 關⻄仙草巷

03-5874090

新⽵縣關⻄鎮中興路14號5樓

1.仙草膠質丁外帶2入150元，優惠價145元
仙草膠質丁外帶5入375元，優惠價350元
2.仙草雞湯外帶3入禮盒390元，優惠價370元
3.仙草膠磚外帶9入禮盒405元，優惠380元

2月4日(除夕)至2月6日(初二)休息，2月7日(初三)下
午1點起開始營業。

2月4日(除夕)至2月7日(初三)休息，2月8日(初四)起開
始正常營業，營業時間早上9點30分至下午6點

正常營業(8：00-18：00)

36

關⻄ 關⻄仙草博物館

03-5870058

新⽵縣關⻄鎮中豐路⼆段326號

1.仙草膠質丁外帶5入禮盒375元，優惠350元
仙草膠質丁外帶6入禮盒450元，優惠420元
2.仙草雞湯外帶3入禮盒390元，優惠價370元
3.仙草汁外帶一箱12瓶加贈1瓶

37

寶⼭ 新⽵縣橄欖產銷班

03-5760296

新⽵縣寶⼭鄉油⽥村三峰路⼀段88號

1.橄欖先⽣特級冷壓初榨橄欖油 250ml/原價$480
特價$399
2.橄欖先⽣橄情禮 原價$600 特價$550

初⼀開始正常營業(09：00-18：00)

營業時間:早上8點到晚上9點.請先預約

38

寶⼭ 新城風糖

03-5762295

⿊糖沙琪瑪買⼆送⼀
翠⽟烏糖、薑糖 300g、100g 同價位買⼆送⼀
新⽵縣寶⼭鄉新城村寶新路⼆段 251 巷 25 號
翠⽟烏糖粒⼀包$300 兩包$500
翠⽟⿊豆醬油⼀瓶$260 兩瓶$500

39

⽵北 德興蜂蜜園

03-5564576
0936207101

新⽵縣⽵北市中正⻄路1349號

40

⽵北 春上布丁蛋糕

03-6577-222

新⽵縣⽵北巿文興路⼀段338號

41

⽵北 怡農茶園

0952-135827 新⽵縣⽵北市三⺠路102-1號

咸豐草蜂蜜400g400元優惠價300

來店⾃取30個蛋糕送1個原味蛋糕

凡購買3000元以上9折優惠

9:00-19:00 (售完為⽌)
除夕⾄初四公休（2/4-2/8）
初五開⼯2/9 9:00-(售完為⽌)

初⼆開始正常營業(09：00-21：00)

42

尖⽯ ⼭清休閒農園

0932-757931 新⽵縣尖⽯鄉梅花村⼀鄰24之1號

43

湖⼝ 鑫香油廠有限公司

0982-322787 新⽵縣湖⼝鄉八德路⼀段247號

44

湖⼝ 老周紅糟鴨

03-5905619

45

湖⼝ ”得趣堂” 幸福家咖啡

46

春節期間預訂泰雅風味餐桌菜，每桌即贈特⾊點⼼⼀份

採預約制

只限於網路通路下單以及湖⼝本廠、電話訂購，商品訂購滿1
500元，
就有9折優惠，不包含其他通路等實體店⾯。
本廠：035-696268
2/11開始正常營業
專⼈：0982-322787
滿三千免運費，可貨到付款不另加費⽤，因優惠期間，
出貨前會再電聯或是訊息確認，把握機會，以免向隅。

購買2盒紅糟鴨禮盒(⼤) 贈 紅糟鴨掌1盒
憑證明可享9折優惠

除夕營業時間(6:00-14:00)
初⼀休息
初⼆開始正常營業(06：00-17：00)

0931-335-945 新⽵縣湖⼝鄉湖⼝老街156號

1. 買咖啡豆⼆包以上送⼿沖咖啡⼀杯
2. 買⼆杯咖啡送⼀份登科餅
3. 店內商品(含⼿作)訂價打九折優惠

除夕休息
初一開始正常營業(10：30-19：00)

湖⼝ 湖⼝老街第⼆代總店

0935-366977 新⽵縣湖⼝鄉湖⼝老街270之1號

8折優惠-限店內使⽤⽤餐

初一開始正常營業(09：00-17：00)

47

湖⼝ 百年歲⽉

0936-116273 新⽵縣湖⼝鄉湖⼝老街163號

電話預訂合菜另送⽔果

正常營業(09：00-21：00)

48

湖⼝ 香草花園

03-5692635

新⽵縣湖⼝鄉湖⼝老街193號

來店裡，飲品、咖啡再附贈⼩點⼼

除夕營業時間(10：30-17：00)
初一開始營業時間(10：30-19：00)

49

湖⼝ 國揚琉璃藝術坊

03-5696325

新⽵縣湖⼝鄉湖⼝老街190號

1,000元以上8折，加送⼩麒麟及⼩元寶

50

湖口 哈比屋手作坊

0978-272080

新⽵縣湖⼝鄉達⽣路55巷20號

消費滿300元九折優惠
※粉絲專頁訂購https://www.facebook.com/habibkitchen/

2月4日(除夕)至2月8日(初四)休息，初五開始正常營
業(14：00-20：00)

1. 原菇鄉Ｘ⼝⺐咕麵 總統禮盒
30g乾燥巴⻄蘑菇/巴⻄蘑菇⿊豆醬油/香蔥油
是您烹調時的最佳助⼿
定價1000元 優惠價950元

51

芎林 沛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3-512-1806

新⽵縣芎林鄉文⼭路985-2號

2.雙菇禮盒
100g 柴燒⾼⼭部落乾燥香菇/30g乾燥巴⻄蘑菇
煮湯、燉品兩相宜
定價1000元 優惠價950元

訂購請加line@ 沛錦農創

3.香菇禮盒
100g柴燒⾼⼭部落乾燥香菇
煮湯、燉品兩相宜
定價480元 優惠價450元

52

芎林 芎林鄉農會農⺠直銷站

53

芎林 安⼼商⾏

54

035923873#22/2 新⽵縣芎林鄉上⼭村文⼭路626號
3

03-5935106

0988-850540

新埔 翔琪茶莊

新⽵縣芎林鄉華龍村鹿寮坑204-1號

1.蕃茄汁430ML禮盒(8入)，原價240元，特價200元
2.蕃茄⼿⼯拉麵600g禮盒，原價100元，特價90元
3.蕃茄⼿⼯拉麵1200g禮盒，原價200，特價180元
4.香Q蕃茄調合米粉禮盒(5入)，原價275元，特價250元
5.瓊福滿溢禮盒(米粉280g+芎林米600g*2)，原價350元，
特價250元

初三開始正常營業(08：00-17：00)

海梨香酥8入定價460元，優惠價400元；12入定價630元，
正常營業(08:00優惠價550元。黃⾦海梨酥6入定價200元，優惠價150元；1
17:00)；不定休，建議可先致電詢問營業時間
2入定價420元，優惠價350元。

實體門市(1-3農會門市洽談中)
1.新埔農會
2.關西農會(仙草加工廠)
3.北埔農會
新竹縣新埔鎮義民路2段530巷66弄155號(非店
4.關西服務區(2/2-10有試喝活動)
面)

正常營業

翔琪檸檬茶原價一盒375元 優惠價350元
漂浮檸檬茶一盒250元(洽談中)
虎克藝術聯名款禮盒一盒600元(洽談中)
55
編號

1

2

0977-697272

新豐 老姜的店
地點

店家名稱

湖口 湖口好客文創園區

湖口 濟生BEAUTY健康文化館

連絡電話

新竹縣新豐鄉鳳坑村3鄰598-11號

1.自取滿千(九五折)
2.宅配滿3000免運(需先至粉絲頁訂購)

地址

03-5905939#33 新竹縣湖口鄉中平路一段510號

0968-398-872 新竹縣湖口鄉光復路10-1號

春節優惠(2/2-2/10)

1.
2.
3.
4.

正常營業
春節營業時間

室內手作市集
除夕、初一休園，其他正常營業；上午8:00-下午17:00
戶外小火車、氣墊溜滑梯、彈珠台等兒童遊樂設施
園區尋找「新 年 快 樂」4字，拍照上傳即兌換禮品一份 ※優惠活動至2/19
園區內「ＨＡ咖啡」新年分享貼文換薯條活動

2019新春活動1/19(六)至2/10(日)
1.疊疊樂迎新年
活動期間內來濟生觀光工廠玩，請小朋友利用館內的疊疊樂
排出具有新年主題的圖案，並與疊疊樂拍照打卡上傳FB，可
得到新年小禮物乙份~
2.生肖屬「豬」，DIY第二份免費
初五開始正常營業9：00-16：00(12：00-13：00休息)
活動期間內來濟生觀光工廠體驗手作DIY，生肖屬「豬」，DI
Y第二份免費!
(憑身分證與櫃檯報名)
3.新年產品優惠組合包1/1-2/28
*晶世界膠囊$1000+活力深海魚油$1500→組合價$2000元
*穀胱甘肽X膠原蛋白$1200↑酵母B群+鋅→組合價$1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