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寶號：

訂購人：

公司地址：

送餐地址：

送達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         送達

單價 數量 金額 單價 數量 金額

★ 花生奶油夾心 32 巴黎香(法國麵包) 65

日式芝麻紅豆 39 蜂蜜果子 70

單價 數量 金額 ★ 香酥牛蒡 40 紅藜麥吐司 80

★ 南瓜哈斯 42

★ 肉鬆堡 42 起酥蛋糕 43 ★ 北海道牛奶棒 37

◎ 馬鈴薯沙拉 45 脆皮咖啡 45 麻花 42

◎ 壽司捲 45 千層巧克力乳酪 45 芝士薄餅 52

★ 叉燒波蘿 50 望月牛角 50 稻香双米 62

★ 薩瓦奇(香蒜) 50 抹茶巧克力 50 裸麥葡萄 62

★ 丹麥三明治 55 ★ 黃金方塊麵包 50 肉桂捲 65

★ 法式明太子 80 ★ 山之燒(山藥) 50 牛奶核桃 70

★ 山之燒(芋泥) 50 五穀雜糧 70

甜甜圈 28 香橙乳酪 50 炭燒咖啡 72

牛奶紅豆麵包 42 ★ 生巧克力波蘿 50 黑森林麵包 72

麻糬波蘿 47 ◎ 全麥雙蛋三明治 52 紅麴乳酪 80

雙起士貝果 50 ★ 桂圓核桃糕(條) 55 雙莓圈 85

巧克力蛋糕 55 布朗尼麵包 55 ★ 牛奶栗子餐包(5入) 85

喜多塊(5入) 62 燕麥奶油波蘿(3入) 55 ★ 牛角栗子 88

海塩羅宋 65 蘋果核桃 55 皇冠乳酪 88

◎ 水果燒餅 65 葡萄球(3入) 60

★ 黃金薄皮紅豆(4入) 68 杏仁維康 65

堅果五仁酥 80 蔓越莓牛奶 65 ★ 法式鮪魚 45

爆漿巧克力(4入) 65 ★ 咖哩雞 47

活力白吐司 55 奶油包(5入) 68 ★ 花枝丸燒 48

全麥吐司 65 大理石紋路 68 全麥肉脯 50

雜糧吐司 73 ★ 紫米優格(4入) 68 ★ 義大利香蒜 50

生吐司 80 湯種小雜糧(5入) 68 ◎ 鮪魚小沙拉(2入) 50

法式核桃棒 70 ★ 丹麥燻雞 50

枸杞養身 70 ★ 奶焗香雞 50

★ 地瓜堡(4入) 73 ★ 薯餅培根 50

巧克力可鬆(11入) 75 ★ 鮪魚肉鬆 50

香酥小帆船(5入) 80 橡木桶麵包 55

★ 小桂圓糕禮盒(近6吋) 195 ★ 南瓜捲 86 ★ 香蔥肉鬆捲 55

★ 大桂圓糕禮盒(近8吋) 330 三色麵包 90 ★ 脆皮芝麻(乳) 57

★ 7入桂圓核桃糕 230 兄弟手撕包 100 ◎ 燻雞潛艇堡 65

◎ 可頌牛肉堡 68

◎ 花生麻糬禮盒 290 法式塩吐司 58 ★ 明太子厚片(5入) 70

◎ 紅豆麻糬禮盒 300 紅豆哈斯 70 ★ 披薩 85

◎ 草莓麻糬禮盒 345 鮮奶油吐司 70 蛋黃酥(2顆) 130

◎ 栗子麻糬禮盒 370 ★ 香芋吐司 73

★ 茶香紅豆 75

杏仁葡萄捲 75 ◎ 花生麻糬 68

皇后吐司 85 ◎ 紅豆麻糬 68

堅果五仁酥(6入) 480 ★ 黃金乳酪吐司(地瓜) 88 ◎ 草莓麻糬 96

堅果五仁酥(10入) 800 丹麥紅豆優格吐司 90 ◎ 栗子麻糬 90

蛋黃酥禮盒(10入) 650 布里歐吐司 95 ★ 丹麥水果派 55

北海道吐司 100 ★ 藍莓燒果子 65

數量合計  

金額合計  

備註 :

1. 台北市區訂購『滿3000元』可提供區域範圍內《免費》外送服務〈天母、北投、木柵、東湖等地區需另酌收運費。〉

2. 因應環境保護政策，故不另行提供提袋。

3. 〝◎〞請於4小時內冷藏；〝★〞隔夜請冷藏，我們均為當日手工現做麵包，為保持產品鮮度，請盡早於3日內食用完畢！

4. 煩請於2天前傳真預訂，本店僅接受現金付款，或提前匯款，如有不便敬請見諒！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洽談！

請洽：(02)2715-1862 / 0935-251-865【麵包坊】業務主任 姚梅甄   謝謝！

蛋奶素

麻糬禮盒(每款各8顆裝)

奶素

全素

葷食

葷食

優質禮盒

吐司類(奶素)

蛋奶素

◎ 350
甜點(每款各2顆裝)

名   稱

【口碑禮盒】
與親友分享、拜訪送禮的好選擇！

名   稱 名  稱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5號  TEL(02)2712-3456

MAIL: takeout@brotherhotel.com.tw   FAX(02)2717-3334

兄弟飯店【麵包坊】團購單
電話：

E-mail：

2022/11/30

傳真：

吐司類(蛋奶素)

綜合麻糬禮盒

(四種口味各2顆)

小計 小計 小計

桂圓糕禮盒

統編：

【熱銷推薦專區】
顧客好評，每日出爐，售完為止

歡迎來電預訂，以免向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