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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結合高純度紅酒萃取精華與清酒粕萃取精華，並採用尖端的抗老成分-植物胜肽活化

液，可有效滲透至肌膚底層，活化肌膚，緩解皺紋、改善暗沉。

內含穩定美白成分，不但能抑制色素形成，同時淡化已生成之黑色素，並結合紅酒萃取

液與清酒粕萃取液，加強肌膚防護、修護及保溼，全方位改善肌膚問題。

獨特SPY-01、三胜肽、六胜肽等多種精鍊萃取液，促進

修護、賦活、緊實肌膚。SPY-01科技是透過三胜肽，做

為舒緩皺紋的角色，再利用蜂萃胜肽、多肽類等關鍵成

分，提升肌膚原生力。

紫粕銀鑽系列

美白系列

抗皺系列

酒好皂(清酒粕)
（純米清酒粕添加 舒爽洗感）

純米清酒粕添加，搭

配檸檬馬鞭草精油、

佛手柑精油等香氛，

舒爽洗感，舒服清

爽洗淨肌膚。

酒好皂(紅酒泥)
（天然紅酒泥添加 美力綻放）

天然紅酒泥、玻尿酸

等成分添加，搭配玫

瑰精油香氛，讓您肌

膚美力綻放。

酒好皂(松炭)
（自然松炭添加 心情淨化）

細緻的松炭粉末添加

，搭配迷迭香油、薰

衣草油與綠竹香氛，

洗淨肌膚的同時，

讓身心更淨化。

酒好皂
|釀 |酒 |的 |用 |心 |作 |好 |皂 |

酒好皂禮盒
（建議售價600元）

6 / 3 0前團購優惠

購買10組(含)以上／每組558元

購買50組(含)以上／每組528元

購買100組(含)以上／每組480元

註：

本項團購優惠僅限台酒直營門市、便利

店、酒廠展售/推廣中心等實體營業據點

近年消費者追求天然、無添加，紛紛回歸使用皂類，台酒生技遂將釀造好酒所留下、含營

養成分的副產品∼純米清酒粕、紅麴葡萄酒泥及清酒活性炭為原料，再添加食用級的橄欖

油、苦茶油、杏仁油等，以及乳油木果脂、玫瑰果籽油、薏仁萃取、木瓜酵素等保養成

分，開發出3款手工潤膚皂「酒好皂」。

「酒粕」、「酒泥」中保留了酵母菌、有機酸、蛋白質等各種天然的營養成分，「酒好

皂」保留製皂過程中誕生的上好保濕成分「甘油」，賦予肌膚清潔且留下滋潤。

「酒好皂」其美麗的色澤、獨特的原料加上文創感的包裝，適合送禮分享給親朋好友，一

同感受百年釀酒工藝的用心，用好皂洗去一身煩憂。

VINATA優惠活動時間：即日起∼2017/05/31

酒好皂團購優惠活動時間：即日起∼2017/06/30

更懂我
年中鉅惠

女人，是全家的幸福恆星，

而年輕，就是送給女人最好的禮物！

116週年慶紀念酒
玉山大曲 八年甕藏 (藍鵲高粱酒)

歡慶116週年
18天生啤酒我請客

116週年慶
台酒購物網滿額贈活動

新品上市預告 台酒團購樂

ATTA台中國際旅展
台中酒廠專區

116週年慶
滿額贈活動

為慶祝台灣菸酒116週
年，推出極具收藏價
值的紀念酒，限量上
市，預購請洽全省營
業據點。

VINATA酒粕水嫩保濕面膜
VINATA酒粕維他命亮白面膜

兩款新面膜即
將上市囉，快
加入Facebook 
VINATA Lady
粉絲團，搶先

得知第一手優惠訊息！

106年台灣啤酒
啤酒節活動

106.7.8（星期六）
於4家啤酒廠（場）同日舉辦
歡樂園遊會，宣傳台灣啤酒品
牌，歡迎大家來逗熱鬧！活動
地點如下：
台北啤酒工場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85號
竹南啤酒廠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工業區和興路345號
烏日啤酒廠
台中市烏日區光華街1號
善化啤酒廠
台南市善化區成功路2號

106.5.26
舉辦330ML罐裝18天生啤酒萬
箱品飲活動，5月22日Facebook
台啤粉絲團將預先公布1000家
活動店名單。

106.5.1~5.31
全館不限商品滿500元，贈送
50點紅利點數，滿1,000元贈送
100點紅利點數，以此類推。
滿5,000元，再加贈清酒粕潤膚
皂乙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106.4.10.~6.30
台酒清酒粕玄米果、台酒紅麴
沙其瑪、紅麴黑麥汁、易洗樂
環保組禮盒、酒好皂禮盒⋯共
12項商品，單次購買10件以上
享93折、50件以上享88折、100
件以上享8折。歡迎大家來揪
團，意者請洽全省各營業據點。

玉山台灣高粱酒
2017台灣殷雄刮刮卡暨抽獎活動

106.4.15~6.30
購買0.3L、0.6L、0.75L玉山台
灣高粱酒（台灣殷雄限定
版），隨瓶附刮刮卡，刮陳偉
殷親筆簽名球、超商禮券等多
項好禮。未刮中的刮刮卡寄回
隆田酒廠，還可參加抽獎。

106.6.9~6.12
ATTA台中國際旅展（大台中國
際會展中心），台中酒廠規劃
了DIY教學、親子彩繪、伴手
禮商品專區，宣傳台中酒廠觀
光工廠特色，歡迎踴躍參加。

106.5.1.~5.31
全館消費「滿500送50」滿額贈

凡消費者於活動通路消費單次達

500元，可贈「台酒商品抵用券」

乙張（面額50元），滿1,000元贈

送兩張，以此類推。
【每店抵用券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消費累計金額不計菸類、本公司

紅標料理米酒、台酒團購樂活動商

品、酒銀行產品及本公司一萬元

（含）以上高價酒）

當月壽星贈好禮活動

凡5月份壽星出示本人證件，自本

公司直營通路消費滿500元，另加

碼贈送價值600元「VINATA紅酒

多酚系列面膜」乙盒
（三種面膜∼美白、緊緻、保濕隨

機出貨；如各店面膜提前送完，則

改贈壽星生日禮金200元（台酒抵

用券4張））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每人生日禮

限領乙次】

活動通路：

台酒直營門市、便利、加盟店、酒

廠推廣（展售）中心。
台酒購物網 台酒營業據點查詢

台灣菸酒今年116歲了！自民國前11年（1901年）成立「臺灣總督府專賣
局」以來，歷經「臺灣省專賣局」、「臺灣省菸酒公賣局」到改制為「臺灣
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一路陪伴大家∼可說是大家的老朋友，為了慶祝這份
榮耀，推出多項優惠回饋大家！

OMAR
whisky得獎快訊舊金山世界烈酒競賽

OMAR Cask Strength Bourbon Cask Single Malt Whisky,#11090067
OMAR Cask Strength Sherry Cask Single Malt Whisky, #21090843

OMAR Cask Strength Lychee Liqueur Barrel Single Malt Whisky
OMAR Bourbon Type Single Malt Whisky

OMAR Cask Strength Plum Liqueur Barrel Single Malt Whisky
OMAR Sherry Type Single Malt Whisky

Double 
Gold

Gold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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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台酒116週年活動訊息

◎OMAR Whisky 得獎快訊

◎18天台灣生啤酒 新鮮的秘密

◎煥采LADY購物節∼VINATA、酒好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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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啤酒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發明

18天生啤酒，第一次遇到以時

間直接命名的生啤酒；我們知道葡

萄酒、威士忌有年份，那就像一支

酒的年紀，動輒五六十歲，每一支

酒都德高望重到令人不敢冒犯；這

樣說來，18天，年輕得像個小伙

子，活蹦亂跳地告訴大家：我來

了、Hey你好嗎？這是我的名片，我

叫18天台灣生啤酒。

18天，作為一個符號，一個代

表新鮮至上的符號，讓我們進入烏

日啤酒廠，讓啤酒職人來稍微講解

一下它的製作過程吧~~

讓職人來告訴你18天新鮮的秘密

【大麥芽】精選歐洲特級飽滿的

淡色大麥芽，特點是麥芽飽滿、穀

皮較薄、苦澀物質含量少。

【水】水約占啤酒的90％以上，

各啤酒廠的水經過特殊處理，為離

子平衡的釀造用，水質特別清甜，

符合飲用水的標準。

【啤酒花】使用的啤酒花是歐洲

頂級芳香型啤酒花，使香氣更提

昇。手指大小的啤酒花，裡面含有

精油，是啤酒香氣的來源；早期用

啤酒花其實是為了抑菌，隨著風味

深入人心，漸漸成為必須原料。

【蓬萊米】跟台灣啤酒一樣，18

天生啤也具備特有的副原料—精選

台灣上等蓬萊米，為18天生啤增

添特別的甜味與風味而獨步全球。

【酵母】創造各種啤酒獨特風味

及型態的重要原料，特選德國純種

Lager酵母，特有芳香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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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職人轉進一棟普通

大樓，沒想到平凡大樓裡居

然藏著不平凡的“神鍋”。

這些巨大的天鵝頸鍋彷彿就

是鎮廠之寶，頂天立地，地

下還有許多盤根錯節的管

子，職人告訴我

們這些銅

製糖化

釜鍋從

德國引

進，自民國55年服役

到現在，看起來很像蘇格蘭威士忌

鍋，讓我們一下子走入那個Fu。這

些天鵝頸鍋各有各的功能，依流程

分為糖化、米煮沸、過濾、麥汁煮

沸四個鍋。他們透過地下管道通來

通去，一直到最後麥汁煮沸時加入

啤酒花。

剛生出來像Baby一樣的酒

液，第一件事就是好好洗個澡，

用過濾機把其中的雜質、沈澱物

和微生物，通通過濾之後，變成

晶瑩剔透的清澈酒液，在量酒桶

裡待一陣子，就會被這些大大小

小、粗細不等的管子帶到下一個

流程（管子的密集程度令人嘆為

觀止，管子跟管子巧妙地互相穿

插、佈局，其實很像裝置藝術的

感覺）。

過濾的管子會連到哪呢？跟著

職人的腳步，耳邊聽到好像重型機

具發出的聲音，佐以玻璃瓶清脆的

碰撞聲，包裝線就在眼前。包裝的

分工非常細，玻璃瓶被洗瓶機洗乾

淨後，會進入高防塵等級的瓶子潔

淨室，徹底做檢查，通過了才能放

行，把關之嚴謹，根本就是實驗室

的規格；接著充填18天生啤酒酒

液，注意囉，充填環境的溫度始終

在8℃以下，因為18天生啤號稱啤

酒界的生魚片，生魚片當然離不開

低溫；接著18天生啤會被放入黃色

塑膠箱，然後在全程8℃以下的運

輸環境，送到各位消費者手中。

喝完18天生啤酒  

記得將空瓶拿到台酒便利店、營業

所及您購買的店家回收還可拿到每

支2元的回收獎勵金喔！

【發酵】告別了神鍋，我們被帶到一

個神秘的入口，必須要換鞋子。記憶中

需要這樣換鞋的地方，是小時候常去溜

冰的冰宮。職人忙著解釋說：這跟18天

生啤的衛生監控有很大關係喔，假設我

們就這樣過去，可能把細菌帶進去，所

以要換上膠鞋，踏過消毒水，記得手也

要消毒才行。進來之後一道道寒氣逼

人，果然像到了冰宮，發酵溫度只有6

∼9℃左右。在這裡麥汁靜靜地躺在發

酵槽裡發酵，透過特別開闢的窗口，看

到表面還有一層濃郁的泡沫，這就是發

酵時的產物∼二氧化碳，也是每次喝啤

酒之後留在唇邊的那一抹白鬍子。

【熟成】進入貯酒室，每一支貯酒桶

有90%都埋在牆壁裡，只露出前端部

分，這麼神秘好像在說：裡面藏著好東

西，不能讓你知道。發酵之後也就是還

沒成熟的啤酒，會放在貯酒桶裡熟成，

溫度大概保持在0℃，一般存放45天左

右。熟成一來是把發酵的二氧化碳和芳

香物質保留在裡面，二來讓沈澱物沈澱

到底下。就像懷胎45天之後，啤酒就會

誕生。剛出生的啤酒，外人想喝都喝不

到。除非，有職人當場為你打開貯酒桶

的龍頭，倒了一杯請你品嚐！

空瓶回收 愛地球

銷售據點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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