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人： 行動電話：

配送方式：□到店自取       □送貨地址：

配送日期：□不指定           □     月     日 配送時間：□不指定     □早上     □下午     □晚間

付款方式：□到店付款       □貨到付款       □ATM轉帳，末五碼：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1 清菠蘿 $20 15 金典巧克力 $25 29 菠蘿布蕾 $30 1 麥香奶茶 $10

2 菠蘿紅豆 $22 16 黑傑克 $22 30 南瓜子千層 $25 2 麥香紅茶 $10

3 菠蘿奶酥 $25 17 三明治草莓藍莓 $20 31 丹麥草莓 $22 3 麥香錄茶 $10

4 菠蘿麻糬 $25 18 毛毛蟲 $25 32 玫瑰乳酪 $30 4 波蜜果菜汁 $10

5 菠蘿鹹奶油 $22 19 丹麥咖啡 $28 33 玫瑰草莓 $30 5 生活綠茶 $10

6 花生/椰子/紅豆/芋頭麵
包

$20 20 韓國麵包2入 $30 34 抹茶紅豆 $25 6 生活紅茶 $10

7 克立姆 $20 21 微波 $35 35 蜂蜜起士 $30 7 蜜豆奶(牛奶) $10

8 富士山 $30 22 金牛角 $25 36 椰子葡萄 $25 8 蜜豆奶(雞蛋) $10

9 全麥胚芽球 $20 23 螺角奶油 $24 37 年輪麻糬 $25 9 蜜豆奶(草莓) $10

10 布魯蔓越莓 $25 24 黑芝麻糬餐包2入 $25 38 金卡尼芋頭 $30 10 舒跑 $10

11 黑芝麻花生 $25 25 黑糖可可 $25 39 北歐核桃 $30 11 立頓奶茶 $10

12 八寶雜糧 $30 26 丹麥菠蘿奶酥 $30 40 紫米桂圓 $30 12 阿蕯姆奶茶 $10

13 黃金哈斯 $25 27 丹麥地瓜 $28 41 黑糖紅豆 $30 13 蔓越莓汁 $10

14 紅豆地瓜麻糬 $28 28 香濃牛奶 $25 42 千層楓糖 $30

永香蛋糕烘焙坊 餐盒目錄訂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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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序 商品 價格 數量

1 吐司蒜條 $24 16 蒜香熱狗 $22 1 雪芬蛋糕 $38 15 起酥蛋糕 $25

2 菠蘿起司乳酪 $24 17 黃金起司堡 $25 2 蜂蜜捲 $25 16 鹹蛋糕 $38

3 素肉沙拉 $25 18 咖哩蔥花 $25 3 蜂巢 $30 17 銅鑼燒 $10

4 肉鬆沙拉 $24 19 起酥肉鬆 $30 4 雞蛋糕 $22 18 香草戚風蛋糕 $20

5 蔥花肉鬆捲 $30 20 玉米火腿 $22 5 奶皇蛋糕 $25 19 巧克戚風蛋糕 $22

6 香蒜起司火腿 $25 21 辣式燻雞 $28 6 經典巧克捲 $30 20 葡萄毛巾捲 $25

7 雞塊/雞肉餐堡 $30 22 羅宋 $25 7 巧克米捲 $30 21 拿破崙 $30

8 法式起士雞捲 $25 23 海苔熱狗 $25 8 蛋糕吐司 $22 22 蛋塔 $18

9 香蔥花 $20 24 海苔臘腸 $30 9 長崎起司蛋糕 $30 23 桂圓蛋糕 $20

10 起司肉脯 $25 25 全麥胚芽醺雞 $30 10 糖果燒 $25 24 虎皮香草蛋糕 $30

11 蒜泥餐包 $20 26 蔥花熱狗 $25 11 微笑餅乾 $30 25 芒果捲 $25

12 芝士乳酪 $25 27 全麥胚芽起司乳酪 $30 12 抹茶麻糬紅豆 $30 26 乳酪塔 $30

13 香芋肉鬆 $30 28 地中海 $25 13 杏仁巧克餅乾5入 $40 27 蛋糕夾心 $35

14 三明治起司火腿 $25 29 泡菜蛋包 $30 14 布朗尼 $25 28 巧克軟餅 $30

15 總匯蔥 $25 30 鐵板燒 $30 15 核桃糕 $30 30 kitty 軟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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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點

．冷藏、冷凍需分開計算運費
．金額滿3,000以上可享免運費(限同一性質及新豐鄰近地區)
．產品為新鮮製作，請提前3-5天訂購，特殊節日或連續假期請提前5-7天訂購
．部分產品依季節將有異動，實際以門市公告為主

合計

運費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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