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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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 數量 盤價 數量 商品 數量 盤價 數量

乳酪塔 22 $480 雞蛋糕 30 $390

水果塔(水果) 22 $430 杏仁巧克餅乾 70 $630

椰子塔 22 $480 核桃餅乾 70 $630

小蛋塔 30 $430 海苔餅乾 70 $630

香草小泡芙 25 $400 巧克力豆餅乾 70 $630

巧克小泡芙 25 $400 糖果燒原味 80 $400

金元寶-芋泥 40 $630 糖果燒草莓 80 $400

金元寶-紅豆 40 $630 糖果燒巧克力 80 $400

金元寶-奶油 40 $630 糖果燒抹茶 80 $350

巧克米粒蛋糕 30 $430 瓦片酥(小) 70 $630

草莓彩米蛋糕 30 $430 紅豆天使蛋糕 30 $530

芋頭毛巾捲 30 $530 焦糖布丁 15 $480

蔓越莓毛巾捲 30 $530 布朗尼 16 $430

香草葡萄毛巾捲 30 $530 核桃糕 30 $630

芒果毛巾捲 30 $530 桂圓核桃 16 $350

經典巧克捲 30 $530 微笑軟餅 30 $630

巧克米捲 30 $530 巧克馬芬 16 $430

水果奶油捲 30 $580 奶皇馬芬 16 $430

肉鬆毛巾捲 30 $530 黃金蛋糕 40 $430

蜂蜜捲 30 $580 巧克檸檬蛋糕 20 $660

黑森林慕斯 30 $520 豆腐蛋糕 30 $330

草莓慕斯 30 $520 雪花糕 35 $300

提拉米蘇 30 $580 雪莓娘 16 $430

藍莓慕斯 30 $520 虎皮壽司捲 40 $510

芋頭慕斯 30 $520 水果泡芙 25 $480

紅豆布丁蛋糕 30 $580 堅果塔 22 $480

★未滿$3000不外送!!★

傳真專線：03-5594640   訂購電話：03-5575135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80號

西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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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香蛋糕烘焙坊 餐會價目表 



商品 數量 盤價 數量 商品 數量 盤價 數量

巧克餐包 30 $560 海苔起司火腿 40 $550

蜂糖可頌 20 $360 小熱狗捲 50 $530

可頌沙拉 30 $570 迷你黑糖麻糬 30 $420

水果可頌 30 $570 起司(抹茶紅豆、巧克)QQ 30 $350

牛角酥 30 $530 迷你巧克甜甜圈(3點以後 20 $410

起酥熱狗捲 30 $390 蒜香小方塊 25 $280

小餐包(奶酥) 30 $510 玉米小方塊 25 $280

小餐包(香蒜) 30 $510 起司小方塊 25 $280

小餐包(蔥花) 30 $510 迷你司康餅 30 $300

披蕯麵包 20 $330 炸花枝丸燒 16 $270

熱狗吐司捲 50 $530

三明治鮪魚 24 $430 炸花枝丸 70 $1,000

三明治草莓藍莓 24 $380 炸雞塊 90 $930

蒜片 30 $330 黃金脆薯 $730

披蕯塔 22 $480 鹽酥雞(辣) 60 $730

海苔吐司捲 50 $630

火腿玉米塔 22 $430

雞塊餐堡 20 $560

鮪魚餐堡 20 $560

咔啦雞餐堡 20 $560 綠豆湯(冰)

燻雞餐堡 20 $560 紅豆湯(熱)

小韓國麵包 24 $350 紅茶

焗烤吐司披蕯(1/4片) 50 $430 奶茶

起酥三明治 24 $530

炸甜甜圈球(3點以後) 24 $270 水果

芋泥三明治(1/4三角) 25 $280

小菠蘿起司乳酪 15 $260

可頌堡 30 $570

蔥捲 25 $450

賤兔奶油餅 40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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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3000不外送!!★

永香蛋糕烘焙坊 餐會價目表 

中式餐點類

湯飲類

50人份$1200
80入份$1500

50人份$900
80入份 $1200
100人份$1500

傳真專線：03-5594640   訂購電話：03-5575135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80號

麵包類

時價


	餐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