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溫配送 ─ 黑糖糕鹹餅類 常溫配送 ─ 魚酥魚鬆類 常溫配送 ─ 魷魚類

單價 數量 單價 數量 單價 數量

95 110 140
100 140 150
100 235 125
105 220 105
115 160 130
100 巧津狗母魚鬆 185 100
100 120 105
100 160 130
100 140 130
115 110 135
70 150 110
80 105 100

125 220 100
105 125 105
180 185 135
40 210 105
70 130 150

125 100 105
105 105 135

常溫配送 ─ 花生仙人掌類 常溫配送 ─ 魚蝦貝類 常溫配送 ─ 小管類

單價 數量 單價 數量 單價 數量

70 150 240
100 105 230
80 140 240
70 100 200

110 100 160
105 125 210
100 150 225
150 260 150
95 200 200

100 180 220
100 200 210
85 410 335

100 105 225
100 130 200
215 100 120
165 150 100
140 230 125
160 235 135
140 100 210
100 105 105

☆未列出的商品，如需訂購請於各類空白處填寫品名、數量、單價☆

□預計收貨日期：       月        日

澎湖購物網  傳真訂購單   (商品詳細說明及價格變動皆以網站上標示為主)  

    www.phmall.com.tw       電話:06-9214811 傳真:06-2116937  112.03  4-1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黑糖糕(御品家) 紅目鰱魚酥(金海集) 綜合魷魚三味(金海集)
黑糖糕(黑妞) 紅目鰱魚酥(漁翁島) 原味魷魚絲(媽宮)
黑糖糕(頂好) 鮪魚鬆(媽宮) 原味魷魚絲(金海集)
黑糖糕(源利軒) 鮪魚鬆(典醬家) 原味魷魚絲(嘉興)
黑糖糕(媽宮) 狗母魚酥(菊島) 原味魷魚絲(新臺澎)
黑糖糕(澎湖味) 原味魷魚絲(澎湖味)
紅豆糕(御品家) 狗母魚酥(金海集) 碳烤魷魚絲(嘉興)
紅豆糕(黑妞) 狗母魚鬆(信興) 碳烤魷魚絲(典醬家)
紅豆糕(澎湖味) 海苔魚鬆(信興) 碳烤魷魚絲(信興)
紅豆糕(媽宮) 海苔魚酥(金海集) 麻辣魷魚絲(春仁)
澎湖鹹餅_小盒(興盛) 鰻魚骨酥(媽宮) 麻辣魷魚絲(澎湖之味)
澎湖鹹餅_250g(媽宮) 蜜汁鰻魚骨(澎湖之味) 蜜汁魷魚片(瑞芳)
澎湖鹹餅(御品家) 旗魚鬆(典醬家) 蜜汁魷魚片(澎湖味)
澎湖鹹餅_450g(泉利) 旗魚酥(金海集) 碳烤魷魚片(嘉興)
澎湖鹹餅_大盒(萬泰) 旗魚鬆(澎湖之味) 魷卷片<鮭魚>(源利軒)
澎湖鹹餅_小條(萬泰) 丁香魚酥(菊島) 章魚花(嘉興)
澎湖素食鹹餅_小盒(興盛) 蔥魚酥(信興) 沙茶魷魚條(媽宮)
澎湖素食鹹餅(御品家) 魚骨酥(澎湖伯) 岩燒魷魚片_辣味(澎湖之味)
澎湖素食鹹餅_450g(泉利) 水晶魚<青蔥梅魚酥>(嘉興) 碳烤魷魚片(源利軒)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產品名稱 / 規格(廠商)

原味花生酥(萬泰) 鱈魚條(媽宮) 澎湖小管絲-100g(鎖港)
原味花生酥(泉利) 鱈魚條-芥末(嘉興) 澎湖小管片-小片100g(鎖港)

奶油花生酥(正一) 綜合鱈魚條(金海集) 澎湖小管片-大片100g(鎖港)

奶油花生酥(萬泰) 鮪魚糖(萬泰) 小管絲(萬泰)
奶油花生酥(金海集) 鮪魚糖(春仁) 小管絲(金海集)
奶油花生酥<半斤>(正一) 杏仁小魚(金海集) 小管絲(嘉興)
綜合花生酥_300g(泉利) 杏仁小魚(媽宮) 小管絲(澎湖味)
芥茉花生(媽宮) 杏仁丁香-罐裝(澎湖伯) 小管片(金海集)
九層塔花生米(媽宮) 黃金貝(澎湖伯) 小管片(萬泰)
麻辣花生(菊島) 干貝飴(嘉興) 小管片(澎湖之味)
酥蒜花生(菊島) 黃金貝-炙燒口味(澎湖伯) 小管片(嘉興)
原味花生糖(玉春) 干貝飴<半斤>(金海集) 小管片(信興)
原味花生糖(泉利) 香魚片(嘉興) 小管片(澎湖味)
海苔花生糖(泉利) 香魚片(信興) 蜜汁小卷(澎湖伯)
仙人掌牛軋糖(萬泰) 香魚片(東協成) 方卷片(澎祖)
仙人掌牛軋餅(萬泰) 香魚片(媽宮) 方卷片(萬泰)
仙人掌糕(澎湖味) 烘焙丁香酥-罐裝(澎湖之味) 方卷片(金海集)
仙人掌爆漿麻糬(媽宮) 香辣花生小魚-罐裝(澎湖伯) 方卷片(春仁)
口口香仙人掌酥(嘉興) 櫻花蝦(瑞芳) 飛卷片(媽宮)
海苔花生(菊島) 香辣螃蟹<黃金蟹>(嘉興) 岩燒小管片(澎湖之味)

商品金額合計: (                 )

 宅配通:□常溫配送運費130$     □低溫配送運費250$ □滿額免運費□運費合計: (              )

 宅急便:□常溫配送運費160$     □低溫配送運費300$ □貨到收款手續費(30-150):(             )

 □ATM轉帳付款:合作金庫(代號006) 帳號:0400-765-906138  訂單金額總計(含運費):(                    )

訂購人:                   電話/手機：

收貨人:                   電話/手機：

收貨地址：□□□

※ 宅配通：[常溫配送]商品金額達3000$者免運費，[低溫配送]商品金額達4500$者免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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