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日期

訂購人

收件人 手機

收貨地址

公司抬頭 訂編

規格 口味  合計 規格 口味 單價 數量 合計

180gX10包/箱 $0

180gX10包/箱 $0

410gX10包/箱 $0

150gX10包/箱 $0 720gX10包/箱 $700 $0

330gX10包/箱 $0 265gX10包/箱 $450 $0

130gX10包/箱 $0 210gX10包/箱 $380 $0

300gX10包/箱 $0 420gX10包/箱 $700 $0

110gX12包/箱 $0 2200g/盒 $399 $0

210gX10包/箱 $0 330gX10包/箱 $450 $0

150gX10包/箱 $0 420gX10包/箱 $380 $0

150gX10包/箱 $0 1000gX6包/箱 $420 $0

120gX10包/箱 $0 300gX10包/箱 $230 $0

120gX10包/箱 $0 600gX10包/箱 $400 $0

120gX10包/箱 $0 420gX10包/箱 $380 $0

100gX10包/箱 $0 1000gX10包/箱 $700 $0

135gX10包/箱 $0 1500gX6桶/箱 $762 $0

120gX10包/箱 $0

165gX10包/箱 $0 79gX12包(枕頭包) $420 $0

150gX10包/箱 $0 115gX10盒(盒裝) $580 $0

140gX10包/箱 $0 83gX12包(枕頭包) $420 $0

80gX10包/箱 $0 124gX10盒(盒裝) $580 $0

220gX10包/箱 $0 83gX12包(枕頭包) $420 $0

200gX10包/箱 $0 124gX10盒(盒裝) $580 $0

聯絡電話

預計到貨日

楓糖派

葡萄派

奶油千層派

南瓜籽仁(內有小包裝) $950

$1,000

   成               偉                食              品             訂            購             單

取貨 自取(無運費)           宅配
付款方式

  □  貨到付款 (手續費另計)**            □ 銀行轉帳        □ ATM轉帳

聯絡電話

品名 單價 數量

南瓜子

$525

  品名

§    堅                   果                      系                     列    §

§                   小          果          凍               §  

統一編號 總金額 (含稅) $150

§    堅             果             罐            系           列    §

單罐 $230 $0

綠茶南瓜子
$525

$1,050

Dr.Q蒟蒻果凍禮盒 (葡萄+荔枝

+蜂蜜檸檬)

堅果罐系列 (綜合纖果280g/無調

味杏仁果280g/每日堅果260g/無

調味綜合果240g/無調味腰果

240g)

醬油瓜子 $525

零卡小果凍(綜合)

Dr.Q雙味蒟蒻(葡萄+蜂蜜檸檬)

Dr.Q蒟蒻果凍(葡萄/荔枝/芒果/

檸檬鹽)

甘草瓜子
$525

$1,050

$380

$1,050

開心果(內有小包裝) $950

§    餅                   乾                      系                     列    §

杏仁小魚干(內有小包裝) $950

杏仁果(內有小包裝) $950

無調味堅果(杏仁果/腰果) $1,000

$1,000

無調味堅果(夏威夷果) $1,000

無調味堅果(核桃/綜合果)

$460

開心果 $1,000

香瓜子

豐葵香瓜子(焦糖口味) $460

腰果(內有小包裝) $950

紅土花生 $450

Dr.Q蒟蒻果凍(百香果/蘋果)

優酪果園(綜合)

哆啦A夢果汁果凍

蒜茸花生 $450

$760

純果凍-需問庫存

蒟蒻椰果(綜合,荔枝)

綜合纖果(堅果無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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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日期

訂購人

收件人 手機

收貨地址

公司抬頭 訂編

規格 口味  合計 規格 口味 單價 數量 合計

聯絡電話

預計到貨日

   成               偉                食              品             訂            購             單

取貨 自取(無運費)           宅配
付款方式

  □  貨到付款 (手續費另計)**            □ 銀行轉帳        □ ATM轉帳

聯絡電話

品名 單價 數量   品名

統一編號 總金額 (含稅) $150

160gX10包/箱 $0 100gX12盒/箱 $456 $0

90gX10包/箱 $0 150gX12盒/箱 $696 $0

80gX10包/箱 $0 400g/盒 $135 $0

80gX10包/箱 $0 100gX10盒/箱 $480 $0

240gX10包/箱 $0 35gX20包/箱 $160 $0

130gX10包/箱 $0 160gX12包/箱 $300 $0

100gX10包/箱 $0 400gX5包/箱 $350 $0

85gX10包/箱 $0 35gX24包/箱 $192 $0

130gX10包/箱 $0 105gX12包/箱 $280 $0

185gX10包/箱 $380 $0

195gX6杯X4組/箱 $0 210gX10盒/箱 $580 $0

180gX6杯X4組/箱 $0 350gX5包/箱 $345 $0

240gX6杯X4組/箱 $0 210gX10盒/箱 $580 $0

300gX6杯X4組/箱 $0 300gX10包/箱 $790 $0

180gX6杯X4組/箱 $0 85gX12包/箱 $360 $0

210gX10盒/箱 $580 $0

185gX10包/箱 $380 $0

120gX10包/箱 $380 $0

110gX10包/箱 $380 $0

110gX10包/箱 $380 $0

1560g / 盒 $0 110gX10包/箱 $380 $0

1000g / 盒 $0 100gX10包/箱 $380 $0

2000g / 盒 $0 135gX10盒/箱 $380 $0

850gX10包/箱 $0 140gX10包/箱 $380 $0

85gX12盒/箱 $360 $0

3 Kg/包 $0 180gX10盒/箱 $580 $0

3 Kg/包 $0 70gX12包/箱 $192 $0

法式奶油千層酥

雙味水果脆捲(抹茶+香橙巧克力)

雙味水果脆捲(草莓+香草)

濃厚法國酥 (檸檬/黑糖撞奶)

蝴蝶派(原味)-16片入(盒)

黑金剛花生

濃厚草莓法國酥

$480

$530

蒜香蠶豆(內有小包裝) $500

雙味水果脆捲(芒果+葡萄)

小魚干花生(內有小包裝) $530

麻辣花生(內有小包裝)

竹炭花生(內有小包裝)

夾心酥[巧克力,草莓,花生]

夾心酥[花生,香芋,檸檬,巧克力]

$500

$450

青豆(蒜香, 芥末, 麻辣220g) $500 夾心酥(巧克力，草莓）

脆果集(內有小包裝) $500

青花瓷(椒麻青豆花生) $500

§          大        果        凍         系        列           §    手製煎餅系列(花生,海苔,芝

麻)(芝麻限210g)
多彩雙層鮮果凍(橘瓣+綜合莓) $672

自然果園(葡萄乾+蔓越莓) $450

§    散            裝              超               值              系              列    §

甘草瓜子 $550

$2,390

NC纖維椰果凍 $179

法國酥 (草莓, 巧克力)

法國酥 (維也納咖啡)

摩卡咖啡脆捲 $259

巧克酥(咖啡香草,牛奶)

晶鑽鮮果凍(綜合/蜜柑)

蝴蝶派(原味)-6片入(盒)

開心果 $1,420

$0

$0
多果實鮮果凍(蜜柑,白桃,綜

合水果,葡萄)

黑金剛花生

拿鐵咖啡脆捲

§       好            市             多             系              列       §

脆捲(咖啡)

巧克力夾心酥 $279

180gX6杯X4組/箱

180gX6杯X4組/箱

大果實果凍(綜合/蜜柑) $792

霸果實鮮果凍(葡萄/蜜柑/綜合) $960

零卡大果凍(白葡萄)

鮮果凍(橘瓣蜜柑,綜合) $600

蝴蝶派(原味/椰子奶油)

法國酥-牛奶/特濃花生風味

糕餅舖(酥餅總匯)

$550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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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日期

訂購人

收件人 手機

收貨地址

公司抬頭 訂編

規格 口味  合計 規格 口味 單價 數量 合計

聯絡電話

預計到貨日

   成               偉                食              品             訂            購             單

取貨 自取(無運費)           宅配
付款方式

  □  貨到付款 (手續費另計)**            □ 銀行轉帳        □ ATM轉帳

聯絡電話

品名 單價 數量   品名

統一編號 總金額 (含稅) $150

3 Kg/包 $0 168gX10盒/箱 $480 $0

3 Kg/包 $0 80gX12盒/箱 $340 $0

3 Kg/包 $0 150gX10盒/箱 $480 $0

3 Kg/包 $0 200gX10盒/箱 $480 $0

青豆( 蒜香,芥末)-需問庫存 3KgX2包/箱 $0 30gX24包/箱 $192 $0

法國酥 (草莓, 咖啡) 3Kg(600g*5包)/箱) $0 130gX12包/箱 $280 $0

3Kg(600g*5包)/箱) $0 180gX10包/箱 $380 $0

500g*5包/箱 $0 180gX10盒/箱 $580 $0

6 kg散裝/箱 $0 140gX10包/箱 $380 $0

6 kg散裝/箱 $0 180gX10盒/箱 $580 $0

6 kg散裝/箱 $0 總產品數量 0 金額小計

6 kg散裝/箱 $0 運費

6 kg散裝/箱 $0 $150

6 kg散裝/箱 $0

*所有訂單皆可以傳真,電話,或E-mail下單. 訂單收到後將由專員於二個工作天內電話連絡確認訂單內容與出貨時間

*如於二個工作天內未接到本公司客服人員電話,請主動聯絡本公司做確認!

*以上產品數量以實際銷售人員之確認數量為準，不保證全部貨量充足，如遇缺貨狀態，敬請見諒！

*本公司訂購滿 $3,000 即可免運(限台灣本島)。如未滿$3,000則酌收運費 $150。外島不限金額一律加收$150運費。

*本公司產品委託黑貓宅急便或新竹物流寄送，採貨到付款(手續費另計)**，銀行轉帳，ATM

*如訂購金額超過 $20,000則可再享有95折之優惠! **貨到付款手續費: 以5000元為一個單位, 每個單位代收手續費為30元。

*銀行匯款資料:      銀行--- 第一銀行 沙鹿分行 例: 單筆訂單 $0 ~ $5,000-->代收手續費為1個單位，即收30元代收手續費。

           ATM代號: 007 單筆訂單 $5,001~ $10,000  --> 代收手續費為2個單位，即收60元代收手續費。

           戶名: 成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單筆訂單 $10,001~ $15,000  --> 代收手續費為3個單位，即收90元代收手續費。依此類推。

           帳號: 422-100-58458 **此代收手續費為貨運公司索取之費用，並非本公司索取之費用。 19-Oct

濃厚榛果巧克酥

零卡果凍(綜合)-需問庫存

斯娜普蛋酥

Dr. Q蒟蒻果凍(芒果/荔枝/葡萄/

蜂蜜檸檬/檸檬鹽)

南瓜子 $600

冰雪奇緣-爆漿巧克力捲

捲心酥(榛果,草莓)-新版

濃厚捲心酥-芒果奶酪

$1,000

$630

E-Mail: service@trikofoods.com.tw

**此訂購單限台灣地區(本島+外

島)出貨，國外地區恕不配送

$400

訂單金額總計:

聯絡方式:

歐式午茶-巧克力脆餅

$440

$400

$550

午茶時間-經典奶酥

$750

傳真: (04) 3600-5697

$480

$650

蝴蝶派/千層派/葡萄派/楓糖派 $630

花生煎餅/咖啡脆捲/斯納普

$450

$450

150

綠茶南瓜子

$0

純果凍-需問庫存 $320

電話: (04) 3600-2626 #204

鮮果凍果凍(綜合)-需問庫存

優酪果園果凍(綜合)-需問庫存

蒟蒻椰果果凍(綜合,荔枝)

豐葵焦糖香瓜子

香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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