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的「用心」只為讓您吃得「安心」

對「品質」的堅持  我們始終如一

「堅持」把關，在您看不到的地方!

經過嚴格檢驗與層層把關，才能推薦為「米中極品」

全家人的「健康」就從選擇「台灣好米」開始

用心與 堅持
每一粒米都來自農民的用心耕耘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飧  粒粒皆辛苦

如何煮出香Ｑ美味的

年度 「活力健康會員俱樂部-米中極品」會員入會申請表112

每二個月宅配一次 共六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

1. 免費申請加入本會活力超市VIP會員。

2. 擁有本會超市生活講座或休閒農業旅遊等活動的參加優先權。

3. 提供各地農會當令優質的農特產品訊息及養生保健新知。

1. 銀行匯款：匯款銀行/板橋區農會信用部；銀行代號/9280018；  

  帳號/92801010808802；戶名/板農活力超市會員專戶

2. ATM轉帳：本會代號/600；帳號/92801010808802。
3.信用卡授權：持卡人限會員本人，請確實填寫下表之持卡人  

　資料。

  板橋區農會本著「愛台灣、愛農業」的理念，創立樂活概
念超市打造「米的旗艦店」，專售ＣＡＳ良質米及新鮮好吃
的台灣好米，以健康安心的目標為消費者把關，並運用會員
制方式提供頂級好米宅配到府的服務，邀請追求健康養生的
朋友加入，共創幸福美好的人生～

□新入會   □續會：C111          合約編號：C112               (由本會填寫)  會員編號：              (由本會填寫)

會員姓名：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臺灣農創健康飲120g/包(口味隨機)
(市價120元，限量1000份送完為止)

備註：

希望送達日(繳費後兩周後始可出貨)：     年      月起  □10日以前  □25日以前  時段：□早上 □下午

入會費繳交方式：□現金 □銀行匯款  □ATM轉帳  □信用卡(現場刷卡)  □信用卡授權  □商品禮券 

發票開立：□個人   □公司   統一編號：                       抬頭：                            發票領取：□會員  □業務員

收貨資料：                          □姓名：                   電話：                   行動電話：   同連絡人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日                   夜                     行動電話                       傳真

Email：

優惠方案(請擇一勾選)   ◎年費適用日期以本會公告為準

信用卡別：                      銀行

信用卡號： 

月     年 

刷卡金額：                 元

有效期限：驗證碼：
(卡片背後簽名末三碼)

持卡人姓名： 聯絡電話：

持卡人簽名：

板橋區農會的用

會員服務特色

入會費繳交方式

霧峰香米

糧源九九米

1.8kg

366

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246

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246

1.8kg 台東地區農會 生態有機米 1.5kg

A方案

A1方案

B方案

D方案

入會
好禮

入會好禮

入會好禮

加水

浸水

烹煮

燜罩

攪鬆

   洗米時用手輕攪且迅速將米

攪動，為免營養流失，連洗兩次

即可。

   加水多寡與米之軟硬度有關，水

與米的比例約1至1.2倍即可(糙米約

1.8倍)，可依自家口感決定加水的

程度。

   浸水是讓米粒充分吸收水份，

使米飯煮熟度均勻，浸水時間約30

分鐘(糙米約3小時)。

   使用一般電鍋烹煮即可，烹

煮過程使用中不可掀起鍋蓋，

以免水份蒸發。

   煮熟後，再利用鍋內餘溫燜

約20分鐘，米飯更香Ｑ。

   用飯杓將米飯均勻攪鬆，

再燜5至10分鐘即可。

台灣好米

洗米

入會須知

年費       元

年費       元6600

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246
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246

七葉蘭香米 1.8kg

C方案年費       元5350

4800年費       元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每次  包 合計    包246

4200年費       元

訂購本方案即贈素肌研植萃美容皂

(市價80元，限量100份送完為止)

1. 加入成為板橋區農會(以下簡稱「本會」)「活力健康會員俱樂  　

　部米中極品」會員，相關權益依本會所訂定的細則與條款及其他相

　關協定為準。

2. 會員申請人填妥申請書，並應繳交入會費後，方完成申請入會手續

3. 入會費繳交不得使用國民旅遊卡。

4. 會員可申請中途暫停配送服務，每筆契約停權申請僅以二次為限，

　最長須於二年內將契約數量出貨完畢，若超過二年期限將安排剩餘

　數量一次出貨完畢。

5. 契約中途申請更換方案，每次須收取作業手續費100元。

6. 中途申請退會解約，將扣除已出貨包數之價格(依入會時賣場原價

　計算)、贈品價值及作業手續費100元之合計金額後，予以退費。

7. 每次商品出貨逾30日恕不得退換貨(瑕疵品除外)。

8. 會員個人資料僅提供用作改善本會作業的用途，會員同意基於法令

　許可範圍內作為指定通訊、電腦資料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 。

9. 本會細則與條款乃依照法律及政府規定而訂定。

10. 收貨地址若為離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綠島)須另外加價 ，

　加價金額以合約宅配寄送次數計算，每次加收130元，並於入會費

　繳交時一併繳入。

F方案

年費       元5300

722

(若未勾選，即表示由會員領取)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板橋區農會(以下簡稱本會)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令之規定下，依本會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本會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的目的係在於進行客戶管理、會員管理、會員行銷及內部的
  統計調查與分析，蒐集方式將透過加入會員或各類型訂購單填寫方式進行個人資料
  之搜集。

「活力健康會員俱樂部─米中極品」
會員入會須知及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本人已確認無誤。

立書人簽名：
(請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辦單位：企 劃 部

員工編號：

姓　　名：

菇的鰻紅燒及麻辣各一罐
(市價90元，限量50份送完為止)

入會好禮

冠軍米300g
(市價60元，限量100份送完為止)

4600

每三個月宅配一次  共四次

生態白米  包 244

(生態白米   包，生態糙米  包)16 8
生態糙米  包2

陳協和有機生態糙米

E方案

年費       元5000

1.5kg

每次 合計    包

生態有機米1.5kg+有機生態糙米1.5kg



LINE

地　　址：220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號

米會員專線：(02)8965-6868 轉722
ht tp ://www.pcfarm.org. tw

本超市可使用

板橋區農會

區公所

超市營業時間：平日9:00～20:00  假日9:30∼18:00
(春節年假除外)

超市停車場位置圖

生態有機米生態有機米

霧峰香米霧峰香米

VIP 板農活力超市VIP會員優惠介紹

響應環保，敬請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七葉蘭香米

由台梗九號及印度香米之王BASMATI交雜

培育出，兼具台梗九號的Ｑ彈口感與東南

亞米種特有如七葉蘭的淡雅優香，故又稱

七葉蘭香米。冬山鄉農會選在冬山河上游

第一道水源區種植稻米，土壤肥沃無汙染

，用心孕育最優質的優良米食。

高雄147號是由高雄145及台農74號雜培

育出，淡雅的芋香不致搶走白米的本質

風味並維持特有的彈牙口感，成為近年

國內稻米競賽的常勝軍。產於台東有機

生產專區，以純淨的利嘉溪與紅葉溪灌

溉，以自然農法栽種且通過有機驗證與

生態保育驗證，口感與品質兼具。

台農71號又名益全香米，是郭益全博士歷

經九年研究，融合台梗4號及日本絹光米

所培育出之優良精米，米粒飽滿晶瑩、口

感彈牙，還有濃郁的芋頭香氣。霧峰區農

會與農民契作，堅守嚴格品管，用心為每

位顧客把關。

糙米高纖又營養，是健康訴求的主食首

選，本款米種產於台東池上有機生產專

區，遵行『ＭＯＡ』自然農法耕作，禁

用農藥、採用核可的有機資材耕種，結

合當地肥沃無汙染土壤及純淨的水質，

加上輔導員邱垂昌先生的指導，對於米

質的提升有莫大的助益，不但保有池上

米高水準食味品質，更兼具自然與營養

價值。

陳協和 
有機生態糙米

陳協和 
有機生態糙米

停車說明

備註：汽(機)車免費停車，最多以『3小時』為限。

來店消費不限金額

滿 500元

滿 1,000元

滿 1,500元

VIP

免費 1HR

免費 2HR

免費 3HR

免費 1HR

免費 2HR

免費 3HR

非VIP汽車停車

來店消費不限金額

滿 500元以下

滿 500元

滿 1,000元

VIP

免費 1HR

免費 2HR

免費 3HR

免費 1HR

免費 2HR

免費 3HR

非VIP機車停車

X X

X X

七葉蘭香米

紅利點數可兌換板農活力超市之優質商品或其他優惠等。

於超市消費結帳時請出示會員卡，消費金額可累積紅利點數。

卡友回饋:

消費紅利:

生日紅利:

會員可享指定商品會員價優惠及參加回門禮贈獎活動。
會員可優先參加超市的生活講座等活動。

生日當天持會員卡來店消費，即可享點數加倍累計優惠。

會員生日當月提供壽星特別購物優惠。

※上述優惠辦法以賣場實際公告為準 詳情請洽服務台

產於草屯九九峰下，用合歡山脈水源灌溉

，台梗９號的米質基因與越光相似，米粒

晶瑩飽滿，口感Ｑ彈、黏性好，食味值高

，稻米經過農藥安全檢測，是美味又安心

的高品質食米。

糧源九九米糧源九九米

一
一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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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台灣。
　　 愛農業。
愛呷咱的台灣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