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產品系列 內容物
重量

(台斤)
保存期限 價格 優惠價 數量 金 額

1 狀元餅 綠豆沙+魯肉+肉鬆+鹹蛋黃 一斤 ≧5天 $130 $130

2 冬瓜肉餅 精選上肉+冬瓜 一斤 ≧5天 $130 $120

3 紅豆麻糬◎ 紅豆+麻糬 一斤 ≧5天 $130 $120

4 紅豆顆粒麻糬 紅豆顆粒豆沙+麻糬 一斤 ≧5天 $150 $130

5 紅豆麻糬(廣式月餅皮)紅豆+麻糬 一斤 ≧5天 $130 $130

6 抹茶麻糬◎ 抹茶+麻糬 一斤 ≧5天 $140 $130

7 山藥麻糬◎ 山藥+麻糬 一斤 ≧5天 $140 $130

8 芋頭麻糬◎ 芋頭+Q麻糬 一斤 ≧5天 $140 $130

9 紅豆麻糬肉鬆蛋黃 紅豆沙+Q麻糬+肉鬆+鹹蛋黃 一斤 ≧5天 $150 $150

10 芋頭香Q餅 芋頭+Q麻糬+肉鬆+鹹蛋黃 一斤 ≧5天 $170 $150

11 抹茶紅豆麻糬◎ 紅豆沙+抹茶麻糬 一斤 ≧5天 $130 $130

12 烏豆沙◎ 烏豆沙 一斤 ≧5天 $130 $120

13 烏豆沙核桃蛋黃● 烏豆沙+核桃+鹹蛋黃 一斤 ≧5天 $150 $150

14 鳳梨餅● 鳳梨糕 一斤 ≧5天 $130 $120

15 鳳梨蛋黃 鳳梨糕+肉鬆+鹹蛋黃 一斤 ≧5天 $150 $150

16 鳳梨酥● 鳳梨糕 一斤 ≧5天 $130 $130

17 鳳梨梅子● 鳳梨糕+梅子 一斤 ≧5天 $150 $130

18 鳳梨椰果● 鳳梨糕+椰果 一斤 ≧5天 $150 $130

19 素食鳳梨餅◎ 鳳梨糕 一斤 ≧5天 $130 $120

20 綠豆凸◎ 綠豆沙 一斤 ≧5天 $130 $120

21 白豆沙◎ 白豆沙+蜜紅豆 一斤 ≧5天 $130 $120

22 魯肉豆沙 綠豆沙+魯肉 一斤 ≧5天 $130 $120

23 肉鬆豆沙 綠豆沙+肉鬆 一斤 ≧5天 $130 $120

24 咖哩肉餅 咖哩豆沙+魯肉+肉鬆 一斤 ≧5天 $130 $120

25 素食咖哩餅◎ 咖哩豆沙+香菇+素肉鬆 一斤 ≧5天 $150 $150

26 素食香菇◎ 綠豆沙+香菇+素肉鬆 一斤 ≧5天 $150 $150

27 椰子餅● 椰子豆沙+葡萄乾 一斤 ≧5天 $150 $130

28 芝麻蛋黃(日頭餅) 白芝麻.肥肉.冬瓜.葡萄乾.碎蛋 10兩 ≧5天 $130 $130

29 棗泥核桃● 棗泥豆沙+核桃+鹹蛋黃 一斤 ≧5天 $180 $180

30 桂圓蛋黃● 桂圓豆沙+鹹蛋黃 一斤 ≧5天 $180 $180

31 蓮蓉雙黃● 蓮子豆沙+鹹蛋黃 一斤 ≧5天 $180 $180

32 土鳳梨酥● 土鳳梨餡 一斤 ≧5天 $230 $230

33 伍仁餅◎ 花生.南瓜子.瓜子仁.核桃 一斤 ≧5天 $180 $180

34 米香 一盒 $80

35 狀元糕 一 盒 $80

36 六禮 冬瓜.冰糖.桔餅.龍眼.紅棗.囍糖 一份(兩組) $420

各一斤共兩斤 ≧5天 $260起 $240起

鴛鴦對餅(口味任選兩種) 各一斤半共三斤 ≧5天 $390起 $360起

各兩斤共四斤 ≧5天 $520起 $480起

              六色囍餅 圓形(6兩) ≧5天 $400
狀元餅、冬瓜肉餅、紅豆麻糬 方形(8兩) ≧5天 $400
鳳梨餅、烏豆沙蛋黃核桃、白豆沙 特大方形(10兩) ≧5天 $520

雙層禮盒(1大4小) 狀元餅.冬瓜肉餅.鳳梨餅. ≧5天 $390

紅豆麻糬.白豆沙

㊣喜餅量多訂購需兩週前訂購，一週內不可更改訂單，以方便作業。  總金額：

        人氣商品 部分囍餅類可以訂做2斤(單價×2)、3斤(單價×3)，保存期限≧5天，

如需自

選口味

請來電

洽詢

訂購滿60盒以上適用優惠價(限同時間且同地點運送)



●蛋奶素  ◎素食 如需久放請放置冰箱，以保持新鮮度。

地址：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35號(北港媽祖廟口正門右邊所有店面算起來第8家)

訂購電話：05-7825483            門市傳真：05-7731731  網址：www.pkmds.com.tw

價錢如有變動，以門市報價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