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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天生遊樂園
開瓶贈獎活動

活動期間：2018/5/18~7/17 
凡購買18天生啤酒0.33L瓶裝或0.6L瓶裝，開瓶就有機會送你飛

往東京迪士尼樂園、大阪環球影城、新加坡環球影城、香港迪

士尼樂園，還有國內各主題樂園獎項，以及下次消費折價10元

的機會。

活動網址：www.magic18days.com.tw

活動專線：02-2657-7630 （委由聯眾廣告公司辦理）

注意事項：

◎本活動禁止年齡未滿18歲者參加，敬請見諒。

◎活動辦法依網站公佈為準，折價10元獎項限兌換至107年7月17

日止，樂園獎項請至網站下載中獎確認資料，併中獎瓶蓋寄回

活動小組，限107年7月20日前寄回（以郵戳為憑）

18天台灣生啤酒
（0.6L及0.33L）

六入/四入

經典或金牌啤酒
刮刮卡活動

活動期間：2018/6/1~7/31
凡購買印有「讓耳朵嗨啤一夏」經典或金牌台灣啤酒四入/六入

裝產品，即買即刮SONY大獎

活動網址：http://www.twbeer-2018music.com.tw

活動獎項:

頭獎：SONY HT-ST5000 家庭劇院組，共一名

貳獎：SONY WH-1000XM2 藍芽抗噪耳機，共十名

參獎：SONY CMT-X3CD 藍芽音響，共三十名

肆獎：SONY WS-620  運動藍芽耳機，共七十名

現品獎：再來一罐

注意事項：

◎本活動禁止年齡未滿18歲者參加，敬請見諒。

◎本公司保有活動內容變更與最後解釋權利。

◎贈品以實物為準，圖片僅供參考。

兌換通路：全聯、美廉社、頂好、楓康、家樂福、愛買、大潤發
及罐裝台灣啤酒販售通路（四大超商無參與兌獎）

容量：330ml

酒精度：2.8% 

果汁添加量：6%  

建議售價：40元

包裝延續淡雅清新的風格，將哈密瓜的
意象圖像化，結合字型設計及小說節
錄，把文學變成設計的氛圍。
多汁清新的哈密瓜香，自然融入清爽
啤酒中，在炎炎夏日中暢飲，立
即感受神清氣爽、清涼降火，
是夏季絕配消暑聖品。

Baby北啤精釀

北啤 TAIPEI BLONDE ALE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18A.金黃艾爾 (Blonde Ale)

‧容易入口，是常見的美式精釀啤酒類型，帶些許果香及麥香，結合台灣蓬萊白米的甜香，爽口而典雅，苦味度低。酒體清爽、色澤

金黃透亮，讓人聯想到飽滿的金黃麥穗。

‧適合所有啤酒飲用族群，一款平易近人，入門者也能完全接受的啤酒。

‧搭餐建議：

酒體清爽，適合所有料理的百搭款，台式熱炒、日本料理、泰式料理、歐陸料理、美式料理皆宜。

桂花雨 OSMANTHUS HERB BEER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30A. 花草啤酒 (Spice, Herb, or Vegetable Beer)

‧採用台灣苗栗產食用級桂花冷泡，搭配淡色艾爾清爽之酒體，冷香撲鼻，輕柔淡雅，苦味度適中，為接受度極高之特色啤酒。

‧搭餐建議：

清甜口感及優雅的花香，適合日本料理、生菜沙拉、涼拌料理，可作為餐前酒，也適合搭配各式糕點，如娘惹糕、綠豆糕、和果子

等清淡的點心。

白色森林 GERMAN WHEAT BEER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10A. 德式小麥啤酒 (German Wheat Beer, Weissbier)

‧精選德國頂部酵母，發酵過程自然產生清新怡人香氣，香蕉等果香味與丁香味協調，酸度適中，苦味度低，酒體飽滿、口感圓潤。

‧喜愛雲霧狀未過濾小麥啤酒的酒友們有福了，全新升級精釀版小麥啤酒，讓您如同徜徉在夢幻的白色森林。

‧搭餐建議：

圓潤豐富的口感，適合搭配台式熱炒、日本料理、披薩、歐陸料理，尤其是搭配德國經典的豬腳與香腸，特別相得益彰。

重裝騎士 AMERICAN IPA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 21A. 美式印度淡艾爾 (American IPA)

‧添加多種啤酒花，提供濃郁的啤酒花香味及柑橘類的香氣，帶有IPA特有的苦味但不留苦，尾韻帶有香蜜般的回甘口感。

‧每個迎向未知挑戰的您，讓重裝騎士IPA伴您勇闖人生的荒野大漠、勇渡驚濤駭浪，鼓起勇氣整裝出發！

‧搭餐建議：

冷泡啤酒花的芳香及較高的苦味度，特別適合中重口味的料理，例如BBQ燒烤、美式料理、泰式料理、麻辣鍋等，喚醒您的味蕾。

通靈少女 IRISH RED ALE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15A. 愛爾蘭紅艾爾(Irish Red Ale)

‧顯眼的紅寶石光澤，風味細緻。前味帶有些許麥香與焦糖風味調和，飲用時口中感受明顯啤酒花之苦味；後味口中開始生津，體驗

回甘的滋味口感變得乾爽。

‧搭餐建議：

微焦香的紅色誘惑，與回甘苦味的中和，有去油解膩的效果，適合搭配適合中重口味的料理，如BBQ燒烤、披薩、滷味或各式創意

料理，風味令人難忘。

東倒西歪 OATMEAL STOUT
‧國際啤酒評審標準BJCP分類  編號：16B. 燕麥黑啤酒 (Oatmeal Stout)

‧外觀呈現棕黑色，高度烘培之濃郁麥香，佐以燕麥獨特風味，飽滿的酒體、豐富的口感。

‧這股獨特的深黑色浪潮，一波波襲擊而來，力道濃郁厚實，不禁讓人步伐東倒西歪，酒精度較高，適合想練迷蹤步的您。

‧搭餐建議：

有咖啡的香味卻沒有咖啡因的負擔，燕麥黑啤酒醇厚微甜的口感，可搭配各式甜點例如黑森林蛋糕、巧克力布朗尼，也適合搭配煙

燻料理、烤豬肋排等肉類料理。

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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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甕藏 帝雉陳年高粱酒 將以王者之姿搶市
二十年窖藏 不倒甕陳年紹興酒  相陪花蓮

本公司近年陸續釋出珍稀陳年高粱酒藏，繼去年推

出八年甕藏藍鵲大曲酒後，今年再推出酒精度為56度

的「八年甕藏帝雉陳年高粱酒」，口感協調優美極具特

色，將如瓶身上所彩繪的「帝雉」，以王者之姿搶市。

承襲一貫嚴謹的純糧固態發酵、蒸餾勾兌等高粱酒

釀製工藝外，酒液再經過八年以上、以甕酒方式於恆溫

恆濕的高粱酒窖中甕藏熟成，更催生出完美協調的口

感。酒質上層有淡淡高粱糧香，中層帶有青梅味，底層

則是真正老酒才有的老陳香味，酒體層次非常豐富!

此款酒具清香及放香特性，有著獨特的梅果及香草

氣息，單飲會感受到細緻的醇甜味；做為佐餐酒搭配較

具香氣的菜色，更可使梅果與香草香氣陪襯出食材鮮甜

味，突顯此款酒的甘潤風味。

每一款酒都有自己的個性及風味，不論是高粱酒新

手或高粱酒老饕，是不是對味的好酒？都是喝了才知

道，歡迎消費者直接至台酒各營業據點品嚐選購。

八年甕藏
帝雉陳年高粱酒

迷霧中的王者∼帝雉

2018年2月6日深夜，花蓮經歷了刻骨銘心的震

撼，一陣天搖地動突襲，規模6.1地震造成大樓倒塌、

橋面毀損、道路龜裂，花蓮酒廠內甕藏陳年紹興酒亦不

敵強震，大量傾倒破損、酒香四溢，復建過程雖餘震持

續不斷，惟部分酒甕不動如山，猶如不倒翁，遂將不倒

甕酒液，以「玉泉20年精釀陳紹∼不倒甕」之名出品

問世，彰顯花蓮在強震過後亦如「不倒翁」般，越挫越

勇、奮力向上、不屈不撓。

以東部地區純淨無污染水質及糯白米、蓬萊白米、

小麥為主要原料釀造，搭配優質風味酒母進行醱酵，嚴

格管控製程各項條件。經甕存20年以上，酒液呈現天

然琥珀色、澄清純淨無雜質，酒液中含有對人體有益之

天然胺基酸及微量礦物質，酒質穩定，色、香、味俱

佳，堪稱紹興酒中極品。

「玉泉20年精釀陳紹∼不倒甕」部分銷售利潤，

將提撥給花蓮地區做為重建基金使用，擔負企業社會責

任，陪伴花蓮鄉親一同努力重建。

二十年窖藏
不倒甕陳年紹興酒

酒甕不動如山∼不倒甕

品名：玉泉20年精釀陳紹∼不倒甕

容量：900 ml

酒精度：17.5%

建議售價：1,200元

品名：玉山高粱酒八年甕藏∼帝雉

容量：600 ml

酒精度：56%

建議售價：1,200元／組

（內附2酒杯）

TENNIS 

LEAGUE

●幸福新滋味「咖啡酒香霜淇淋」一支
40元，二支70元。
●「0.6L純米料理米酒」買11瓶贈1瓶。
●「0.3L陳年小花雕酒」買6瓶贈1瓶純
米料理米酒。

●「0.3L咖啡香甜酒」買6瓶贈1瓶純米
料理米酒。

●當月壽星來店憑身份證明即贈「米酒
寶寶磁鐵」二只。

●「米酒故鄉73年週年慶滿額贈」，購
買酒類產品滿500元贈純米料理米酒
鑰匙開瓶器；滿2000元贈威士忌杯、
香檳杯、鬱金香杯、紅酒杯擇二只；
滿6000元贈紅酒帕式達泡麵一箱，活
動至送完為止。

●於現場臉書打卡按讚，贈送「米酒寶
寶磁鐵、開瓶器」。 

嘉義酒廠自97年端午節以來，每

逢端午均推出一批玻璃瓶裝年節

紀念酒。

每逢紀念酒上市推出，總吸引大

批飲客搶購，也成了嘉義地區一

大盛事，欲購買107年端午紀念

酒的民眾，請洽嘉義酒廠展售推

廣中心。

優惠期間：2018/6/1 ~ 6/30
電話：05-2215721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4號 

近期正值恆春半島洋

蔥盛產，由於今年產量暴

增，本公司本著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為保障蔥農合理利潤購

買價，認購15萬公斤洋蔥，助蔥農度難

關。

本公司於5月號召民眾至全台台酒直

營便利店及酒廠購買「玉泉洋蔥紅酒」

或全品項消費滿指定金額（菸品除

外），即贈送新鮮的屏東洋蔥，以及至

「喝18天送涼拌洋蔥」餐飲店家，點18

天生啤酒，就贈送涼拌洋蔥一盤。

近年養生、健康意識抬頭，玉泉洋

蔥紅酒不僅達到雙重養生的極致享受，

更讓消費者嚐到驚人風味與顛覆口舌衝

擊的幸福感，而適量飲用紅酒有益健康

的觀念，也普受醫學界認同。

身為與台灣農業相依的在地企業，

在產品開發上，全力支持台灣農產品，

這次活動不僅照顧家人的健康，同時也

幫助台灣農民。最重要的，更要感激屏

東農民，這10年來提供「玉泉洋蔥紅酒

」自然健康風味的關鍵食材。

活動日期：2018/6/5 ~ 7/20
凡購買易洗樂清潔系列任一產品
滿150元，憑發票上網登錄相關
資料，即可參加抽獎活動，獎品
包括Panasonic ECONAVI洗脫滾
筒洗衣機、LG變頻wifi掃地機器
人、Dyson V6 無線吸塵器等超夯
實用家電，以及各項精緻好禮送
給 您 ， 發 票 登 錄 網 址 ：

http://easy-clean.83811.tw
 

屏東酒廠
推廣中心優惠活動

歡迎回嘉∼
107年端午紀念酒上市

易洗樂環保愛地球
登錄發票 大獎等你抽

玉泉洋蔥紅酒 支持台灣蔥農

第35屆財政部暨所屬機關(構)財政盃網球錦標賽

本公司榮獲男子甲組第3名及男子甲組第5名佳績

並獲頒季軍獎盃1座

捷
報

連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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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台灣原窖
八年陳高

榮獲2018舊金山烈酒大賽 雙金牌暨最佳白酒

狂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