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備註

美元黃金桔 600g/包 250 美元黃金桔 300g/包 150 人氣商品

綜合口味 600g/包 250 綜合口味 300g/包 150 團購人氣商品

咖啡梅 600g/包 250 咖啡梅 300g/包 150

紫蘇梅 600g/包 250 紫蘇梅 300g/包 150

綠茶梅 600g/包 250 綠茶梅 300g/包 150

酸烏李 600g/包 250 酸烏李 300g/包 150

李の菓 600g/包 250 李の菓 300g/包 150

烏龍茶李 600g/包 250 烏龍茶李 300g/包 150

化核應子 500g/包 250 化核應子 250g/包 150

櫻花梅 500g/包 250 櫻花梅 250g/包 150

冰梅肉 150g/包 250

黑砂糖梅肉 150g/包 250

多吃梅 150g/包 250

備註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冰梅肉 30g/包 43 仙楂片 100g/包 43

白話梅肉 30g/包 43 綠茶梅 50g/包 43

綠茶梅肉 30g/包 43 綠茶梅肉 30g/包 43

黑砂糖梅肉 30g/包 43 烏龍茶李 70g/包 43

黑砂糖梅乾 50g/包 43 芭樂乾 50g/包 43

綠茶梅 50g/包 43 白話梅肉 30g/包 43

多吃梅 50g/包 43 烏沉李 80g/包 43

冰の梅干 50g/包 43 綠の茶梅 70g/包 43

芒果乾 60g/包 43 化核應子 80g/包 43

龍鳳李 100g/包 43 龍鳳李 80g/包 43

辣橄欖 100g/包 43 多吃梅 50g/包 43

冰梅肉 30g/包 43

黑砂糖梅肉 30g/包 43

芒果乾 50g/包 43

紫蘇梅 70g/包 43

辣の橄欖 80g/包 43

備註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產品名稱 規格 價格 數量 金額

曲線瓶正梅粉 160g/罐 200 金字塔禮盒 600g/盒 270

香香瓶梅粉 60g/罐 85 特選果味禮盒 800g/盒 350

新梅粉 110g/罐 150 梅滿人生禮盒 350 口味可選擇

嚴選風味禮盒 250g/盒 350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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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粉 系列 禮盒 系列

運費 合計

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單
電話：(03)928-3957    傳真：(03)928-3452     地址：宜蘭市梅洲一路18-1號

美元蜜餞線上訂購網址http://meiyuan.com.tw 消費者服務專線: 0800-022-336

特選果味單粒包 系列

台灣梅好小立袋 系列 美元無糖精新袋 系列



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 訂購單
電話：(03)928-3957    傳真：(03)928-3452     地址：宜蘭市梅洲一路18-1號

美元蜜餞線上訂購網址http://meiyuan.com.tw 消費者服務專線: 0800-022-336

＊送達日期 ＊配送時段

    公司行號 ＊訂購人姓名

＊電話 ＊手機電話

＊地址

※ 單筆訂購金額滿5,000元95折優惠、滿10,000元9折優惠。

※ 本公司將於收到訂單1~2個工作天電話與您確認訂單，若未接到電話確認，請主動與我們連絡。

※ 請於到貨日前3天內，完成匯款手續。

※ 付款完畢請於上班時間星期一 ~ 星期五(AM09：00-PM04：00)電話告知服務人員卡號末5碼

     或將收據連同訂購單傳真至公司，以便安排出貨。

※ 本公司於確認訂單後，需2~3個工作天為您處理出貨事宜，敬請耐心等待。

請將匯款收據黏貼此處（請註明訂購人姓名、聯絡電話，以利核銷帳款）

【付款方式】
1. 以臨櫃匯款、ATM轉帳等方式匯至以下帳戶

    臺灣銀行  宜蘭分行  銀行代號：004

    帳號：022-00-112119-6     戶名：美元蜜餞食品有限公司

    ** 大榮貨運寄送

2. 貨到付款 ～ 新竹貨運寄送

 □□□

※ 單筆訂購金額滿 2,000元(含)則免運費，如未達酌收運費150元(花、東地區及台中以南酌收運費170

元)。

     (只限台灣本島．金馬澎離島地區運費另外計算)

月　　　　　日  □上午(09:00-12:00)    □下午(12:00-17:00)    □晚上(17: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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