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吉家商業社
營業時間: 週一週五 早上:900~下午17:30 (例假日 及國訂假日公休)
崇德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六街47號
訂購服務專線: 06-2909961 訂購傳真:06-3362213 連絡人:蘇雪莉、吳春蘭小姐

www.deshome.net

e-mail:desplus@ms27.hinet.net

訂
訂購人:
送件地址：
電 話：

購

單
收貨人：
手
機：
e - mail :

FAX:
品名內容

售價

數量

◎蘆薈蕾絲麵方便包系列 (每包 皆含兩片蘆薈蕾絲麵麵片,恕不指定麵片口味)
(麵片口味: 原味/紫地瓜/綠藻/胡蘿蔔/南瓜
2片入 芝麻醬 (純素)
2片入 蔬菜醬 (純素)
2片入 蘿勒青醬 (植物五辛素)
2片入 辣味沾拌醬 (植物五辛素)
2片入 香蔥芝麻醬 (葷)
2片入 香蔥雞汁 (湯麵) (葷)
2片入 豆瓣雞汁 (湯麵) 辣味 (葷)

隨機分配)
45
45
45
45
45
45
45

◎傳統關廟麵手工麵方便包系列 (每包 皆含兩片傳統關廟麵原味麵片)
2片入 芝麻醬+蔬菜醬 (純素)
2片入 芝麻醬 (純素)
2片入 蔬菜醬 (純素)
2片入 辣味沾拌醬(植物五辛素)
2片入 蘿勒青醬(植物五辛素)
2片入 香蔥雞汁--湯麵(葷)
2片入 豆瓣雞汁--湯麵 (辣味) (葷)

50
50
50
50
50
50
50

◎米豆簽方便包系列 (4片入為綜合麵片: 原味/紫米地瓜/南瓜/昆布 各一片)
米豆簽方便包4片入(附芝麻醬+蔬菜醬) (純素)
米豆簽方便包4片入(附芝麻醬+蘿勒青) (植物五辛素)
米豆簽方便包4片入(附芝麻醬+辣味沾拌醬) (植物五辛素)
米豆簽方便包4片入(附芝麻醬+香蔥醬) (葷)
米豆簽方便包2片入 (原味麵片 附芝麻醬) 純素
米豆簽方便包2片入 (南瓜麵片附蔬菜醬) 純素
米豆簽方便包2片入 (紫米地瓜麵片 附辣味沾拌醬) 植物五辛素
米豆簽方便包2片入 (昆布麵片 附蘿勒青醬) 植物五辛素

60
60
60
60
40
40
40
40

◎手工麵系列 (家庭號袋裝) 麵類皆為純素
米豆簽600g-原味
米豆簽600g-紫米
米豆簽600g-南瓜
米豆簽600g-昆布
傳統關廟麵 家庭號1500g (原味)
★傳統關廟麵 家庭號1500g (綜合三色-綠藻 /胡蘿蔔 /紫地瓜)
★蘆薈關廟麵 1000g (紫地瓜/綠藻/南瓜) (蘆薈蕾絲麵)
蘆薈蕾絲麵 裸包600g -原味
蘆薈蕾絲麵 裸包600g -南瓜
蘆薈蕾絲麵 裸包600g -綠藻
蘆薈蕾絲麵 裸包600g -紫地瓜
蘆薈蕾絲麵 裸包900g -原味
蘆薈蕾絲麵 裸包900g -南瓜
蘆薈蕾絲麵 裸包900g -綠藻
蘆薈蕾絲麵 裸包900g -紫地瓜
蘆薈絹絲細麵 600g (手工日曬蘆薈麵線)
蘆薈四色麵 360g (原味/全麥/野菜/胡蘿蔔)

150
150
150
150
200
250
300
200
200
200
200
260
260
260
260
210
130

合計

蘆薈健康麵 300g (原味)
蘆薈健康麵 300g (胡蘿蔔)
蘆薈健康麵 300g (野菜)

90
90
90

◎拌醬系列
芝麻調味醬包-30g/包 8包/盒 (純素)
蔬菜拌醬包-30g/包
8包/盒(純素)
辣味沾拌醬包-30g/包 8包/盒 (植物五辛素)
蘿勒青醬包-30g/包
8包/盒 (植物五辛素)
香蔥醬(罐裝)-155g/罐 (葷)
蔬菜拌醬(罐裝) 600g/罐 (純素)
蔬菜拌醬(罐裝)180g/罐 (純素)
纖鮮蘆薈(檸檬百香果口味) 440g/瓶 -單瓶組 (開瓶即可食用)
纖鮮蘆薈(檸檬百香果口味) 440g/瓶 -伴手禮盒組 (2入/盒)

180
150
150
150
150
250
130
320
680

◎飲品系列:
蘆薈花茶包(10入/盒)
蘆薈花茶包(24入/盒)

220
500

◎誠實油品系列: (皆為純素)
村家味 純正花生油 600ml
村家味 純正黑麻油 600ml
村家味 純正苦茶油 600ml
純正花生油禮盒組 (花生油2瓶入)
純正苦茶油禮盒組 (苦茶油2瓶入)
純正黑麻油禮盒組(黑麻油2瓶入)
★花生油+黑麻油禮盒組 (花生油/黑麻油 各1瓶)
★苦茶油+黑麻油 禮盒 (苦茶油/黑麻油 各1瓶)

600
650
750
1200
1599
1399
1349
1499

◎伴手禮禮盒區
好麵伴健康 (四色麵*2+ 蔬菜拌醬115g/瓶 *2瓶)
蘆薈健康麵 禮盒 (3包/盒-->原味+胡蘿蔔+野菜 300g 各1包)
綜合米豆簽禮盒(4片裝4包入/盒)
(麵片: 原味+南瓜+昆布+紫米)
(拌醬: 芝麻醬/辣味沾拌醬/蔬菜醬/蘿勒青醬/香蔥醬)
綜合米豆簽禮盒(2片裝4包入/盒)
(拌醬: 芝麻醬/辣味沾拌醬/蔬菜醬/蘿勒青醬)
蘆薈蕾絲麵600g 禮盒裝( 原味 )
蘆薈蕾絲麵600g 禮盒裝( 南瓜 )
蘆薈蕾絲麵600g 禮盒裝( 綠藻)
蘆薈蕾絲麵600g 禮盒裝( 紫地瓜)
合計 :NT$

600
280
250

200
220
220
220
220

◎ 訂購需知:
1.(常溫宅配)台灣本島 消費金額未滿1500元 運費100元；滿1500元 免運費。(限單次單一地點) 離島運費另計。
2.(低溫宅配) 台灣本島消費金額未滿3000元 ,運費200元 ；滿3000元 免運費 。(限單次單一地點) 離島運費另計。
3.單次消費10,000元(含)以上，必須先預付訂金(總金額之30%)，本公司始可出貨。
4.付款方式: □ 貨到付款 □ATM轉帳
5.希望宅配送抵時段: □不限時段 □ 早上12:00前 □下午12:00-17:00 □晚上17:00-20:00 □假日不行 (務必勾選)
6.開立發票: □ 二聯式 發票 □ 三聯式發票 (另加5%稅) 請註明公司抬頭 及 統一編號 (請字跡書寫工整)
7. 備註: (依客人需求填寫)
※銀行滙款資料：玉山銀行東台南分行(808)，帳號：0761-968-163921，戶名：蘇雪莉
匯款後傳真確認--FAX:06-3362213 或來電告知滙款單號碼後4碼---TEL: 06-2909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