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一口味-豆塔系列(豆塔皆手工自製高纖塔皮) ※以下產品均加上精緻禮盒與提袋之價格※

綜合禮盒

單一口味-點心系列 ※以下產品均加上日式禮盒與提袋之價格※
品名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品名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14 金鑽土鳳梨酥禮盒(54g ±4g /個) 10入 400 16 鳳凰酥禮盒 (34g ±4g /個)
10入

320
15 蛋黃酥禮盒 (70g ±7g /個) 9入 430 17 牛軋糖奶Q餅禮盒 150

品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特價 數量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特價 數量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13
豆塔
禮盒

(單一口味)

楓糖牛奶豆塔

12入 410 15入 540

奶油蒜香豆塔

12入 410 15入 540綜合堅果塔 櫻花蝦豆塔
巧克力豆塔 椰香豆塔
腰果核桃塔 胡桃塔
牛軋糖豆塔 12入 460 15入 590 巧克力堅果塔 12入 390 15入 510

品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日式禮盒 數量 精緻禮盒 數量 金額

1 超優惠綜合豆塔禮盒A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牛軋糖豆塔x2、核桃腰果塔x2

12入 390 410

2 超優惠綜合豆塔禮盒B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巧克力夏威夷豆塔x2、
椰香豆塔x2、核桃腰果塔x2

12入 390 410

3 經典綜合豆塔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4、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1、
巧克力夏威夷豆塔1、核桃腰果塔x1

10入 330 350
4 6入堅果塔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2、綜合堅果塔x2、核桃腰果塔x2 6入 230
5 經典風華豆塔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巧克力夏威夷豆塔x2、
奶油蒜香豆塔x3、椰香豆塔x2、牛軋糖豆塔x1、核桃腰果塔x1

15入 510 540

6 合家歡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核桃腰果塔x2、蛋黃酥x3

13入 540

7 鳳凰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核桃腰果塔x2、鳳凰酥x5

15入 540

8 綜合豆塔堅果瓶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核桃腰果塔x2、頂級低溫烘焙綜合堅果瓶裝(210g)

10入+
1罐 560

9 繽紛堅果瓶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1、綜合堅果塔x1、核桃腰果塔x1、
頂級低溫烘焙核桃瓶裝(150g)、頂級低溫烘焙腰果瓶裝(210g)、
頂級低溫烘焙綜合堅果瓶裝(210g)

3入+
3罐 560

10 甜蜜豆塔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核桃腰果塔x2、南棗核桃糕x4、金鑽土鳳梨酥x4

18入 560

11 愛餡蛋捲豆塔禮盒
楓糖牛奶豆塔x3、綜合堅果塔x3、奶油蒜香豆塔x2、
核桃腰果塔x2、愛餡蛋捲x8(花生、柴魚肉鬆口味隨機)

18入 530

12 愛餡蛋捲禮盒

規格 特價 數量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愛餡蛋捲x10(花生口味)

1盒 330 2盒 550
愛餡蛋捲x10(柴魚肉鬆口味)

愛豆屋嚴選系列
品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特價 數量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19 南棗核桃糕 南棗核桃糕 (150g ±15g) 1袋 200 2袋 370
20 綜合堅果酥(米菓) 椒鹽 / 海苔/ 椒鹽鮮蝦 3種口味 (72g ±7g) 1袋 100 2袋 180
21 手工牛軋糖 黑芝麻 / 原味杏仁/ 紅茶拿鐵/ 綜合(以上3種口味混合) (120g ±12g) 1袋 120 2袋 220

A T M 轉 帳 匯 款 帳 號
戶名:邱金月 銀行代號:004台灣銀行台南分行

帳號 : 009-008-240-335
※為了要加快出貨，轉帳完成後請在收據上加註公司名稱或
收件人姓名，傳真、e-mail、line告知我們您已完成匯款※

門市地址:台南市東區崇德二街99號
訂購專線:(06)2690737 / 0928-719760
電子信箱:b e n 9 7 9 7 3 @ g m a i l . c o m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20:00 週六、日10:30~20:00

運費
(未滿3000元)

100元 (ATM轉帳)
130元 (貨到付款)

運費
(滿3000元)

0元 (ATM轉帳)
30元 (貨到付款)

總 計

滿額優惠
運費說明
訂購須知

※訂購全系列豆塔禮盒商品，每滿10盒加送1盒，以此類推。
※國外、台灣本島偏遠地區及離島運費需另計，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指定到貨日期的前一週內恕無法更改訂單，需打統編也先提前告知。

訂 購 人 訂購人電話

收 貨 人 □同訂購人 收貨人電話 發票 統一編號 : 公司抬頭:
到貨日期 年 月 日 □早上9-12時□下午12-17時□晚上17-20時 付款方式 □貨到付款 □ATM轉帳末五碼__________

送貨地址

期限:2020年12月1日~ 2021年3月31日

熱賣

超
夯

熱賣

品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內容物名稱 規格 特價 數量 金額

18 養生堅
果瓶

頂級低溫烘焙綜合堅果 (210g ±20g) 1瓶 220 頂級低溫烘焙腰果 (210g ±20g) 1瓶 160
頂級低溫烘焙夏威夷豆 (210g ±20g) 1瓶 280 頂級低溫烘焙核桃 (150g ±15g) 1瓶 140

愛豆屋養生堅果瓶系列

超
夯

熱
賣

超
夯

傳真:(06)336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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