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02-25775575

地址：台北市延吉街7之2號1樓


2020 丹⾁舖商品 訂購單


本⾴⾦額⼩計 NT$                          1

✻⽜⾁、豬⾁有可能隨時間價格波動，以訂購時報價為準．

✻請填寫”訂購數量”即可，確認數量為店⼩⼆依照當天備貨回覆最後確認數量給顧客．


匯款帳⼾：勤邦⽣活有限公司 銀⾏代號：004 台灣銀⾏ 中和分⾏

帳號：066001036113


◉冷藏品-⽜⾁ 單價 訂購 
數量

確認 
數量

⼩計 備註

美國CAB安格斯特優⽜⼩排 $230/100g □ ⽜排＿＿份 
□ 燒⾁⽚＿＿份

秤重，每份約200~300g

美國CAB安格斯肋眼⽜排 $500/⽚ 
$799/2⽚

□ ⽜排＿＿⽚ 每⽚250g起

美國CAB安格斯菲⼒⽜排 $230/100g □ ⽜排＿＿份 秤重，每份約150~250g
美國CAB安格斯板腱⽜排 $85/100g □ ⽜排＿＿份 秤重，每份約150~250g
美國冷藏⽜肋條 $65/100g 不切_____包 

切塊_____包
秤重，每包約600g

美國冷藏⽜腱 $85/100g _____包 秤重，每包約600g
澳洲冷藏安格斯⿊⽜肋條 $70/100g 不切_____包 

切塊_____包
秤重，每包約600g

澳洲和⽜⽜尾 $120/100g _____包 秤重，每包約250g~400g

◉冷藏品-豬⾁ 單價 訂購 
數量

確認 
數量

⼩計 備註

東寶⿊豬梅花 $95/100g □ 豬排□ 切塊□ 切
絲 □ 絞⾁， 
＿＿＿⽚

秤重，每⽚約150g

東寶⿊豬⾥肌 $75/100g □ 豬排□ 切絲 □ 絞
⾁，＿＿＿⽚ 

秤重，每⽚約60g

東寶⿊豬五花⾁ $80/100g 
去⽪ 
$95/100g

□ 整條□ 切⽚□ 切
絲 □ 絞⾁，             
＿＿＿條

秤重，每條約350g 
客訂

東寶⿊豬腰內⾁ $90/100g □ 整條□ 切⽚□ 切
絲 □ 絞⾁，             
＿＿＿條

秤重，每條約350g 
客訂

東寶⿊豬⽼⿏⾁ $80/100g □ 整條□ 切⽚□ 切
絲 ，＿＿＿條

秤重，每包約400g 
客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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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5775575

地址：台北市延吉街7之2號1樓


2020 丹⾁舖商品 訂購單


本⾴⾦額⼩計 NT$                       ⾦額合計 NT$                     

✻⽜⾁、豬⾁有可能隨時間價格波動，以訂購時報價為準．

✻請填寫”訂購數量”即可，確認數量為店⼩⼆依照當天備貨回覆最後確認數量給顧客．


◉冷藏品-豬⾁ 單價 訂購 
數量

確認 
數量

⼩計 備註

信功⼤⿆豬梅花 $48/100g □ 豬排□ 切塊□ 切絲 
□ 絞⾁，＿＿＿⽚

秤重，每⽚約150g

信功⼤⿆豬五花 $46/100g □ 整條□ 切⽚□ 切絲 
□ 絞⾁，＿＿＿條

秤重，每條約300g

信功⼤⿆豬腰內⾁ $45/100g □ 整條□ 切⽚□ 切絲 
□ 絞⾁，＿＿＿條

秤重，每條約350g

信功⼤⿆豬腹脇排 $48/100g □ 整排 □ 整隻□ 切
塊，＿＿＿隻

秤重，每隻約100~200g

◉冷藏品-其他 單價 訂購 
數量

單價 訂購 
數量

七股⽣態養殖蛤蠣
400g

$220/包 
$399/2包

□＿＿＿包 ⻄班⽛伊⽐利豬綜合
salami 140g

$380/包 □＿＿＿包

⻄班⽛伊⽐利豬原味
salami 100g

$250/包 □＿＿＿包 ⻄班⽛伊⽐利豬紅椒
salami 100g

$250/包 □＿＿＿包

ALJOMAR伊⽐利⽕腿
切⽚80g ⾦標

$1388/包 □＿＿＿包 ALJOMAR伊⽐利⽕腿
切⽚100g ⿊標

$1188/包 □＿＿＿包

ALJOMAR伊⽐利⽕腿
切⽚100g ⾦標

$580/包 □＿＿＿包 LABEYRIE阿拉斯加煙
燻鮭⿂75g

$280/包 □＿＿＿包

◉冷藏品-有機 單價 訂購 
數量

單價 訂購 
數量

亞植 鮮有雞有機雞蛋 
10⼊

$300/盒 □＿＿＿盒 亞植 鮮有雞有機雞蛋 
6⼊

$180/盒 □＿＿＿盒

亞植 有機蔬菜250g 
每⽇菜單請詢問

$38/包 
$100/3包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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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額⼩計 NT$                          1


◉冷凍品-⽜⾁、⽺⾁ 單價 訂購 
數量

確認 
數量

⼩計 備註

美國CAB安格斯特優⽜⼩排
⾁⽚

$230/100g □＿＿＿盒 秤重，每盒約200~250g

美國CAB安格斯板腱⽕鍋⽚ $85/100g □＿＿＿盒 秤重，每盒約250~300g

美國CAB安格斯⽜五花⽕鍋
⽚200g

$199/盒 □＿＿＿盒

澳洲安格斯穀飼⽜⾁絲200g $160/包 □＿＿＿包

澳洲安格斯穀飼⽜絞⾁160g $150/包 □＿＿＿包

台灣⽜⼤⾻1KG $100/包 □＿＿＿包

紐⻄蘭⼩羔⽺排4⽀ $150/100g □＿＿＿包 秤重，每包約200~250g

另可客訂各式台灣⽜商品，歡迎詢問

◉冷凍品-豬⾁⾁⽚ 單價 訂購 
數量

確認 
數量

⼩計 備註

信功⼤⿆豬梅花⽕鍋⽚ $48/100g □＿＿＿盒 秤重，每盒約200~250g

信功⼤⿆豬五花⽕鍋⽚ $46/100g □＿＿＿盒 秤重，每盒約200~250g

東寶⿊豬梅花 $95/100g □＿＿＿盒 秤重，每盒約100~150g

東寶⿊豬⾥肌 $75/100g □＿＿＿盒 秤重，每盒約100~150g

◉冷凍品-豬⾁ 單價 訂購 
數量

單價 訂購 
數量

東寶⿊豬⾼粱酒⾹腸300g $200/包 □＿＿＿包 東寶⿊豬戰斧豬排Ｌ 330g $330/包 □＿＿＿包

東寶⿊豬戰斧豬排Ｌ 280g $285/包 □＿＿＿包 東寶⿊豬五花300g $218/包 □＿＿＿包

東寶⿊豬去⽪五花300g $255/包 □＿＿＿包 東寶⿊豬五花軟⾻300g $225/包 □＿＿＿包

東寶⿊豬後腿絞⾁300g $180/包 □＿＿＿包 東寶⿊豬嘴邊⾁400g $360/包 □＿＿＿包

東寶⿊豬蹄膀1.2KG $600/包 □＿＿＿包 東寶⿊豬前腳600g $260/包 □＿＿＿包

東寶⿊豬後蹄600g $220/包 □＿＿＿包 東寶⿊豬豬肝150g $150/包 □＿＿＿包

東寶⿊豬豬肚 $240/包 □＿＿＿包 東寶⿊豬豬⼼ $240/包 □＿＿＿包

東寶⿊豬⼤腸600g $260/包 □＿＿＿包 東寶⿊豬⼩腸300g(川燙) $150/包 □＿＿＿包

信功⻯⾻600g $100/包 □＿＿＿包 信功⼤⾻ $80/包 □＿＿＿包

信功⼩朋友⾹腸300g $120/包 □＿＿＿包 信功培根300g $190/包 □＿＿＿包

信功貢丸300g $135/包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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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丹⾁舖商品 訂購單


本⾴⾦額⼩計 NT$                       


◉冷凍品-⽔產 單價 訂購 
數量

單價 訂購 
數量

⽇本干⾙2L 1KG $2000/包 □＿＿＿包 ⽇本干⾙2L 300g $950/包 □＿＿＿包

⽇本干⾙3S 500g $700/盒 □＿＿＿包 ⾺來⻄亞海⽔⽩蝦16/20 600g $550/盒 □＿＿＿包

挪威薄鹽鯖⿂⽚ 200g $85/包 
$150/包 

□＿＿＿包 圓鱈輪切 350g $850/包 □＿＿＿包

智利鮭⿂輪切300g $170/包 □＿＿＿包 ⽇式薄鹽鮭⿂300g $190/包 □＿＿＿包

菲律賓產活凍軟絲2L $200/尾 □＿＿＿包 七股⽣態養殖虱⺫⿂肚 $250/包 □＿＿＿包

七股⽣態養殖⼿撥蝦仁150g $280/包 □＿＿＿包 七股⽣態養殖虱⺫⿂丸 $150/包 □＿＿＿包

⼿⼯花枝丸 $200/包 □＿＿＿包 $240/包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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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延吉街7之2號1樓


2020 丹⾁舖商品 訂購單


本⾴⾦額⼩計 NT$                      

共          ⾴，⾦額合計 NT$                                           


訂購⼈姓名：                              訂購⼈電話：                           1

☐⾃取   

☐配送，地址：           市/縣           區/市/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取貨⽇期：2020 /           /         

✻冷藏、冷凍宅配每件加收225元

✻台北市、新北市市區滿千免費外送（偏遠地區除外）

◉常溫品 單價 訂購 
數量

單價 訂購 
數量

荷蘭有機熱炒葵花油500ML $350/瓶 □＿＿＿瓶 龐世特級冷壓橄欖油750ML $375/瓶 □＿＿＿瓶 

龐世橄欖油(⽜肝菌菇) 125ml $250/瓶 □＿＿＿瓶 龐世特級橄欖油(⽩松露)125m $250/盒 □＿＿＿瓶 

龐⽒特級冷壓橄欖油250ml $280/瓶 □＿＿＿瓶 

英國⾺爾頓天然海鹽 125g $135/盒 □＿＿＿盒 英國⾺爾頓煙燻天然海鹽125g $180/盒 □＿＿＿盒

法國葛宏德海鹽(研磨罐) 75g $200/罐 □＿＿＿罐 堡芙法國葛宏德鹽之花(罐) 125 $300/罐 □＿＿＿罐

⾺爾頓印度⿊胡椒50g $180/罐 □＿＿＿罐

⾖油伯⾦桂醬油500ml $400/瓶 □＿＿＿瓶 ⾖油伯薄鹽⽢⽥醬油500ml $320/瓶 □＿＿＿瓶 

⾖油伯薄鹽⽢⽥醬油200ml $190/瓶 □＿＿＿瓶 ⾖油伯無糖⾦美好醬油200ml $200/瓶 □＿＿＿瓶 

⾖油伯無糖⾦美滿醬油200ml $190/瓶 □＿＿＿瓶 

堡芙蜂蜜芥茉醬200g $145/罐 □＿＿＿罐 堡芙法式傳統芥茉⼦醬200g $130/罐 □＿＿＿罐

堡芙法式芥茉醬200g $130/罐 □＿＿＿罐 穆提義式番茄泥400g $100/罐 □＿＿＿罐

穆提濃縮番茄丁210g $70/組 □＿＿＿組 穆提濃縮番茄醬130g $75/條 □＿＿＿條

夏季松露蘑菇醬80g $300/罐 

台東關⼭⾹⽶1.5K $170/包 □＿＿＿包 多穀⽶ (精) 900g   
⾹⽶、糙⽶、⿊糯⽶、燕⿆ 

$250/包 □＿＿＿包

多穀⽶ (氣) 900g   ⽩⽶、糙
⽶、紅糯⽶、燕⿆、⼤⿆、柚⼦⾁

$250/包 □＿＿＿包 多穀⽶ (神) 900g    ⾹⽶、糙⽶、
⼩⽶、⿊糯⽶、紅糯⽶、燕⿆、⼤⿆

$250/包 □＿＿＿包

⽇⽉潭紅韻紅茶2.5g x 10包 $500/盒 □＿＿＿盒 ⽇⽉潭⼭茶2.5g x 10包 $500/盒 □＿＿＿盒

⽇⽉潭紅⽟紅茶2.5g x 10包 $400/盒 □＿＿＿盒 ⽇⽉潭阿薩姆2.5g x 10包 $300/盒 □＿＿＿盒

安鉑咖啡 好事8濾掛式
11gx30 中深焙

$750/組 □＿＿＿組 安鉑咖啡 1-7濾掛式11gx30 深
焙

$750/組 □＿＿＿組

安鉑咖啡 情竇初開濾掛式
11gx30 中焙

$850/組 □＿＿＿組 安鉑咖啡 ⽩百合濾掛式11gx30 
中淺焙

$800/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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