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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訂購單

電話：(O) 分機  (H)

手機：

【本訂購單請先影印並重複使用】本價目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有效 2021~2021 網頁專用

商品編號及品名 尺　寸 單　價 數　量 商品編號及品名 尺　寸 單　價 數　量

延壽創始店：台北市105松山區延壽街426號／電話：02-2747-5580  ／ 中正旗艦店：台北市100中正區愛國東路56∼58號／電話：02-2321-4300

上午
09:00-13:00

下午
13:00-17:30

貨到付款

匯款轉帳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收貨時間及付款方式請務必填寫

收貨時間 付款方式

購　滿 未　滿 運費／備註

3000
1500

—

—
3000

1500

免運費／不限地區，離島除外

運費：180
運費：180

委由黑貓宅配加收30元代收費

訂購方式：

※ 台北市、新北市：請於二日前完成訂購。

※ 新北市偏遠地區如淡水、石碇、瑞芳、林口、三峽鶯

 歌、泰山、陽明山等同外縣市，須於三日前完成訂購

※ 訂購彌月禮盒因數量較多請於五日前完成訂購。

收費方式：

※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台北市、新北市採貨到收款。

※ 新北市偏遠地區及外縣市宅配可貨到付款或匯款轉帳

 但因作業流程需要，採匯款轉帳方式請於到貨前三日

 將匯款證明傳真至本公司，待確認後本公司始出貨。

※ 新北市偏遠地區及外縣市宅配訂貨未滿1500元，凡由
 統一黑貓宅配均須加收30元代收費（此費用是黑貓宅
 配收取，非本公司收取，敬請見諒）感謝您的配合。

銀行匯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敦北分行
銀行代碼：822 帳號：015540237742
戶名：高仕蛋糕股份有限公司

822 015540237742
銀行代碼 帳　　號

700
總局代碼

0001561 0538092
局　號 帳　號

※ 備註：外縣市配達時間，請參閱黑貓宅急便。
 1. 週日停止集貨／配達服務
 2. 配達時段：13時前／14～18時（最晚配送時段)

※ 填妥訂單請傳真：02-2321-1141
※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本公司將竭誠為您服務。

※ 客戶服務專線：02-2321-4300
https://www.kaoshieh.com.tw/

ATM轉帳：

郵局ATM轉帳：

台北市地區：購滿1000元，免費外送，未滿1000元
加收運費180元（部份地區除外）。

近郊地區如：北投、中和、永和、汐止、三重、蘆洲

新莊、五股、板橋⋯等，購滿1500元，免費外送。

外縣市宅配運費如下：

01 生巧克力 (5.5寸) (310元／盒)

02 酒釀果香蔓越莓重乳酪 (5.5寸) (330元／盒)

03 草莓高鈣乳酪 
(5.5寸) (335元／盒)

(本品限台北市、新北市，外縣市不宜宅配) (8寸) (585元／盒)

05 高仕重乳酪
 (5.5寸) (280元／盒)

 (8寸) (560元／盒)

06 藍莓優格重乳酪
 (5.5寸) (335元／盒)

 (8寸) (585元／盒)

07 大理石重乳酪
 (5.5寸) (285元／盒)

 (8寸) (570元／盒)

11 義大利重乳酪
 (5.5寸) (265元／盒)

 (8寸) (530元／盒)

16 法芙娜雪白起司條
  (48元／單條)

  (295元／盒／5入)

17 比利時典藏起司條
  (50元／單條)

  (310元／盒／5入)

18 深黑古典巧克力條
  (50元／單條)

  (310元／盒／5入)

22 奧地利藍莓起司條
  (55元／單條)

  (330元／盒／5入)

20 黃金帕瑪森輕乳酪蛋糕 (5.5寸) (220元／盒)

26 紐約特濃芝士 
(5.5寸) (395元／盒)

 
(8寸) (790元／盒)

30 愛文芒果芝士 (5.5寸) (420元／盒)(本品請冷凍保鮮)

48 草莓提拉米蘇流心塔 (5.8寸) (485元／盒)
(本品限台北市、新北市，外縣市不宜宅配)

49 OREO優格重乳酪 
(5.5寸) (395元／盒)

 
(8寸) (790元／盒)

53 榛果奶皇蛋糕 (13x13x4cm) (325元／盒)

54 萊姆檸檬乳酪 (5.5寸) (425元／盒)

57 愛文鮮果塔 (5.8寸) (385元／盒)(本品限台北市、新北市，外縣市不宜宅配

59 抹茶紅豆乳酪 (5.5寸) (395元／盒)

60 鹽之花焦糖瑪其朵乳酪 (5.5寸) (425元／盒)

61 覆盆子乳酪 (5.5寸) (425元／盒)

62 可可酪梨乳酪 (5.5寸) (435元／盒)

63 日式長崎蜂蜜蛋糕 (12.5x12.5cm) (260元／盒)

64 歐娜拉金箔乳酪 
(5.5寸) (435元／盒)

 
(8寸) (900元／盒)

34 日式蘭姆葡萄三明治餅乾
  (400元／盒／10入)

  (352元／10盒超值價)

35 佛羅倫丁蜂蜜杏仁餅乾
  (380元／盒／10入)

  (335元／10盒超值價)

34+35 經典10入禮盒
  (390元／盒／10入) 

  (343元／10盒超值價)

36 燕麥堅果酥餅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37 日式芝麻薄餅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38 南瓜子餅乾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36+37 經典12入禮盒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36+38 經典12入禮盒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37+38 經典12入禮盒
  (336元／盒／12入) 

  (295元／10盒超值價)

50 普羅旺斯鹹豆塔
  (360元／盒／8入) 

  (540元／盒／12入)

51 夏威夷黃金豆塔
  (360元／盒／8入) 

  (540元／盒／12入)

50+51 夏威夷豆塔(綜合)
  (360元／盒／8入) 

  (540元／盒／12入)

52 貝殼榛果餅乾8入禮盒  (296元／盒／8入)

40 法式檸檬蛋糕  99元／條

41 法式焦糖核桃蛋糕  99元／條

※ 每份蛋糕均附提袋、盤叉乙份(6入)、刀子 ※ 詳細商品訊息請參閱官網統編：

合計： 總金額：

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