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公司/寶號 聯絡人

訂購數量聯絡電話

訂購總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發票

發票抬頭

銀行名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分行名稱：港都分行

帳戶編號:017-002-09000219

帳戶名稱：國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信用卡號：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            年            月

信用卡別：□ VISA □ MASTER □ AE □ JCB

發卡銀行：

統一編號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付款方式

取貨時間

配送地址
(滿$5,000免運費)

□信用卡

□匯款

□三聯

□二聯

滿額免運活動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僅限購買麵包類商品單筆金額總計。

2. 本活動不得與週二淑女日、週五分享日優惠合併使用。

3. 本活動不得與商品兌換券、折價券、抵用券等合併使用。

4. 國賓麵包房保留最終活動解釋、變更權利。

1. 歡迎各企業、公司行號團購，大宗訂購請於前三天預定，滿NT$5,000元可免費配送至指定地點。
2. 收到訂單後，門市人員會再致電確認取貨時間。
3. 敬請填妥訂購單並附上信用卡正反面影本或匯款單影本，傳真後請來電確認訂單或現場取貨付款即可。

               年                       月                     日 

訂購資料

訂購專線：07-211-5201 轉 2361    傳真專線：07-281-1112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高雄國賓大飯店

Corner Bakery63 國賓麵包房

團購熱銷款五星麵包  

美好幸福的滋味美好幸福的滋味



【經典系列】

數量

金額

NT$6020/ 肉桂捲 Cinnamon Bread
日本麵粉製作、自製肉桂餡
過敏原：奶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20021/ 酒香桂圓 Aroma of Wine with Dried Longan Paste
自行培養葡萄酵母增加香氣、紅酒泡製青葡萄乾、蔓越梅乾、核桃、
煙燻桂圓乾 / 過敏原：麩質、堅果類（全素含酒）

【歐風系列】

數量

金額

NT$15014/ 橙香乳酪 Orange Cheese

日本麵粉及魯邦種、日本進口糖漬柳橙皮、白乳酪
柳橙餡 / 過敏原：麩質、奶 (奶素) 

數量

金額

NT$11015/ 法國長棍 Baguette
魯邦菌種、法國進口麵粉
過敏原：麩質 (全素)

數量

金額

NT$6016/ 維也納 Viennoiserie
法國發酵奶油、日本麵粉、魯邦種
過敏原：麩質、奶 (奶素) 

數量

金額

NT$18017/ 德島海苔哈斯麵包 Virtue Island Laver Hass
日本進口海苔粉、蛋、紐西蘭奶油、牛奶、包覆紐西蘭起士片
過敏原：麩質、奶、蛋(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6018/裸麥高纖 Rye and High Fiber Bread
日本麵粉、核桃、南瓜子、夏威夷豆、杏仁果、腰果、葡萄乾、柳橙丁 
過敏原：麩質、奶、堅果類 (奶素) 

數量

金額

NT$14019/ 蜂蜜土耳其 Honey Turkish Bread
日本麵粉、葡萄種製法、蜂蜜丁
過敏原：質、奶、蜂蜜丁 (奶素) 

商品訂購單

【吐司系列】

數量

金額

NT$14023/ 瑪格麗特 Marquette
義大利蕃茄乾、紐西蘭起士粉、蘿勒葉、百里香
過敏原：麩質、奶 (奶素)

數量

金額

NT$6024/ 芝麻軟法 Sesame Soft French Bread
日本麵粉、芝麻醬、鮮奶製成麵糰，內餡夾入自製芝麻餡
過敏原：麩質、奶、蛋、芝麻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2025/ 英式皇家伯爵麵包 Earl grey tea Bread
伯爵茶、核桃、陳皮
過敏原：麩質、堅果類（全素）

【歐風系列】

數量

金額

NT$13027/ 義式蔬菜佛卡夏 Italian vegetables Focaccia
乳酪起士、花椰菜、鴻喜菇、小蕃茄、黑橄欖
過敏原：麩質、奶(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3028/ 風味可可 Amerian Fromage With Chocolate
日本麵粉、卡士達醬、可可豆、美國頂級白乳酪
過敏原：麩質、奶(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8029/ 雙起司燻雞堡
Double Cheese and Smoked Chicken Sandwich
日本麵粉、紐西蘭起司、燻雞肉
過敏原：麩質、奶(葷食)

數量

金額

NT$21022/ 芭蕾堅果 New Zealand Cheese with Nut

全牛奶及雞蛋製成麵糰、紐西蘭起士、核桃
過敏原：麩質、奶、蛋、堅果類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5006/ 經典麵包 Ambassador Taro whit Pork Floss Bread

日本麵粉、自製全麥酥皮、法國奶油、大甲芋頭泥、肉脯(國產豬肉)
過敏原：麩質、奶、蛋、芝麻 (葷食)

數量

金額

NT$60/2入07/ 三星蔥麵包 Sanxin Spring Onion Bread
日本麵粉、三星蔥、法國無水奶油
過敏原：麩質、奶、蛋 (植物 五辛素)

數量

金額

NT$80/2入08/ 日式菠蘿 Japanese Pineapple Bun
台灣麵粉拌入自製魯邦種、雞蛋、牛奶，口感濕潤及柔軟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40/6入09/ 手撕麵包 Fluffy Dinner Rolls
台灣麵粉、鮮奶油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4010/ 起酥紅豆麵包 Red Bean Puff Pastry read
鬆軟麵糰包入蜜漬紅豆粒，外層包覆酥香全麥皮，有著層次口感
過敏原：麩質、奶、蛋、芝麻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80/2入11/ 小羅宋 Fluffy Dinner Rolls
台灣麵粉、奶油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4012/ 咖啡奶酥麵包 Coffee bread and raisin
咖啡麵包、自製奶酥葡萄乾餡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20/3入13/ 鹽之花奶油捲 Salt Butter Rolls
日本麵粉、包覆發酵法國奶油，低溫長時間發酵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26/ 貝果Bagel / Blueberry Bagel
台灣麵粉、鮮奶油  / 歐洲藍莓
過敏原：麩質 (奶素)

原味NT$55 / 藍莓NT$65

數量

金額

NT$120/130
01/ 白吐司 White Toast 全麥吐司  Whole Wheat Toast
高筋麵粉、糖、鹽，紐西蘭奶油,每一口都吃的到香濃的奶油滋味
過敏原：麩質、奶 (奶素)

□ 厚片 □ 薄片

數量

金額

NT$15003/ 巧克力蛋糕吐司 Chocolate Cake Toast
純可可製成香濃巧克力蛋糕內心包覆白吐司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5004/ 沖繩黑糖麵包 Okinawa Brown Sugar
沖繩黑糖、麻糬大理石麵包
過敏原：麩質、奶、蛋 (奶蛋素)

數量

金額

 (周五、六、日供應)

NT$13005/ 芋頭吐司 Taro Toast
鬆軟口感，裹上大甲芋頭餡、芋頭丁鋪上杏仁片
過敏原：麩質、奶、蛋、堅果類(奶蛋素)

數量

金額

NT$16002/ 玄米吐司 Rice Toast
日本玄米粒、核桃有著堅果香氣
過敏原：麩質、奶、堅果類 (奶素)

 (周五、六、日供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