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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食鹹點類 
 

類別 品名 規格 訂價 數量 小計 

可頌類 

可頌燻雞 $30/1p(20 份) NT$600   

可頌培根 $30/1p(20 份) NT$600   

可頌鮪魚 $30/1p(20 份) NT$600   

可頌素火腿 $30/1p(20 份) NT$600   

鮮檸檬可頌 $40/1p(20 份) NT$800   

生巧克力可頌 $40/1p(20 份) NT$800   

三明治類 

鮪魚三明治 $25/1p(24 份) NT$600   

火腿三明治(可素) $25/1p(24 份) NT$600   

蔬菜蛋三明治(素) $25/1p(24 份) NT$600   

起士蛋三明治(素) $25/1p(24 份) NT$600   

迷你漢堡類 

德國豬腳小漢堡 $35/1p(20 份) NT$700   

雞塊小漢堡 $35/1p(20 份) NT$700   

卡拉雞小漢堡 $35/1p(20 份) NT$700   

茄汁起士豬排堡 $50/1p(20 份) NT$1,000   

竹炭肉蛋堡 $50/1p(20 份) NT$1,000   

迷你燒餅類 
培根蛋燒餅 $30/1p(20 份) NT$600   

火腿蛋燒餅(可素) $30/1p(20 份) NT$600   

鹹派類 

蘑菇鹹派(素) $45/1p(20 份) NT$900   

鮪魚鹹派 $45/1p(20 份) NT$900   

鮮蔬鹹派(素) $45/1p(20 份) NT$900   

德腸鹹派 $45/1p(20 份) NT$900   

龍蝦沙拉塔 $40/1p(20 份) NT$800   

多娜滋系列 

酸菜多娜滋 $35/1p(20 份) NT$700   

咖哩多娜滋 $35/1p(20 份) NT$700   

甜甜多娜滋 $35/1p(20 份) NT$700   

蛋沙拉多娜滋 $35/1p(20 份) NT$700   

丹麥類 

丹麥鮪魚 $25/1p(20 份) NT$500   

丹麥肉鬆 $25/1p(20 份) NT$500   

丹麥熱狗 $25/1p(20 份) NT$500   

丹麥藍莓 $30/1p(20 份) NT$600   

丹麥黑櫻桃 $30/1p(20 份) NT$600   

迷你餐包類 

德腸小餐包 $30/1p(20 份) NT$600   

鮪魚小餐包 $30/1p(20 份) NT$600   

雞蛋沙拉小餐包(素) $30/1p(20 份) NT$600   

玉米小餐包(素) $30/1p(20 份)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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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餅類 
卡拉雞烤餅 $30/1p(20 份) NT$600   

櫻桃鴨烤餅 $30/1p(20 份) NT$600   

法式三明治 

德腸培根開放三明治 $40/1p(18 份) NT$720   

蕃茄培根開放三明治 $40/1p(18 份) NT$720   

法式明太子烤雞 $35/1p(20 份) NT$700   

法式燻鮭魚 $35/1p(20 份) NT$700   

煙燻里肌乳酪開放三明治 $40/1p(18 份) NT$720   

滑蛋馬茲瑞拉開放三明治 $40/1p(18 份) NT$720   

小鹹點類 

吉士火腿捲(可素) $25/1p(30 份) NT$750   

火腿捲 $25/1p(30 份) NT$750   

叉燒酥 $30/1p(20 份) NT$600   

咖哩餃 $30/1p(20 份) NT$600   

雞肉派 $30/1p(20 份) NT$600   

蘿蔔絲餅(素) $30/1p(20 份) NT$600   

德國結 $35/1p(20 份) NT$700   

拼盤小點 

綜合小⻄點(⼿⼯餅乾)  NT$600   

綜合水果盤  NT$700   

壽司拼盤  NT$700   

滷味拼盤  NT$700   

蘿蔔糕  NT$700   

日式和風生菜沙拉  NT$900   

 

- 糕點甜點類（蛋奶素） 

類別 品名 規格 訂價 數量 小計 

蛋糕/甜點類 

巧克力歐貝拉 $40/1p(20 份) NT$800   

覆盆子歐貝拉 $40/1p(20 份) NT$800   

咖啡歐貝拉 $40/1p(20 份) NT$800   

杯子玫瑰蛋糕 $35/1p(20 份) NT$700   

玫瑰覆盆子泡芙 $35/1p(20 份) NT$700   

檸檬雪霜 $35/1p(20 份) NT$700   

乳酪磚 $25/1p(24 份) NT$600   

馬德蓮 $35/1p(20 份) NT$700   

可麗露 $50/1p(20 份) NT$1000   

馬卡龍 $60/1p(20 份) NT$1200   

品牌字馬卡龍 $80/1p(20 份) NT$1600   

達克瓦茲 $50/1p(20 份) NT$1000   

菠蘿泡芙 $25/1p(24 份) NT$600   

起士元寶燒 $15/1p(40 份) NT$600   

紅⾖元寶燒 $20/1p(30 份) NT$600   

迷你小戚風 $15/1p(40 份) NT$600   

小羊角 $20/1p(30 份) 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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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棗泥球 $15/1p(40 份) NT$600   

方型蛋糕類 

提拉米蘇 $30/1p(20 份) NT$600   

草莓慕斯 $22.5/1p(30 份) NT$675   

檸檬慕斯 $22.5/1p(30 份) NT$675   

黑森林蛋糕 $22.5/1p(30 份) NT$675   

咖啡蛋糕 $22.5/1p(30 份) NT$675   

核桃布朗尼 $25/1p(24份) NT$600   

鹹乳酪 $25/1p(30 份) NT$750   

蛋糕捲類 

蛋白檸檬捲 $22.5/1p(30 份) NT$675   

玉米肉鬆捲 $22.5/1p(30 份) NT$675   

虎皮生菜沙拉 $25/1p(24 份) NT$600   

巧克力脆片捲 $25/1p(30 份) NT$750   

抹茶瑞士捲 $22.5/1p(30 份) NT$675   

葡萄瑞士捲 $22.5/1p(30 份) NT$675   

巧克力瑞士捲 $22.5/1p(30 份) NT$675   

塔派類 

檸檬塔 $35/1p(20 份) NT$700   

生巧克力塔 $35/1p(20 份) NT$700   

草莓塔(季節限定) $35/1p(20 份) NT$700   

藍莓塔 $35/1p(20 份) NT$700   

冰塔 $35/1p(20 份) NT$700   

奇異果塔 $30/1p(20 份) NT$600   

綜合水果塔 $30/1p(20 份) NT$600   

夏威夷⾖塔 $45/1p(20 份) NT$900   

核桃塔 $35/1p(20 份) NT$700   

椰子塔 $35/1p(20 份) NT$700   

蘑菇燻雞塔(葷) $35/1p(20 份) NT$700   

 

- 飲品類 

類別 品名 規格 訂價 數量 小計 

茶/酒/咖啡 

檸檬紅茶(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900   

檸檬紅茶(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200   

特調紅茶(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900   

特調紅茶(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200   

特調奶茶(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900   

特調奶茶(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200   

柳橙汁(小) 13L(約40-50人) NT$1,100   

柳橙汁(大) 17L(約60-80人) NT$1,500   

大麥茶(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900   

大麥茶(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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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高山綠茶(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1,100   

台灣高山綠茶(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500   

黑咖啡(小) 冰/熱 13L(約40-50人) NT$1,100   

黑咖啡(大) 冰/熱 17L(約60-80人) NT$1,500   

無酒精雞尾酒(大) 6L(約20-30人) NT$2,500   

雞尾酒(大) 6L(約20-30人) NT$2,500   

5 層香檳塔(36 杯+2 瓶)  NT$2,000   

6 層香檳塔(56 杯+3 瓶)  NT$2,500   

 

- 餐具租借 

 

 

 

 

- 熟食類 

 

 

 

 

 

 

 

 

 

 
 

 

 

※ 請於五天前預約訂製 或洽偉多利官網：www.v-cake.com FB 搜尋:偉多利

訂餐時間 AM:8:30~PM5:30 

品名 規格 訂價 數量 小計 

咖啡杯組(咖啡杯/匙) 170cc 6 吋盤/1p NT$20   

咖啡杯組(咖啡杯/匙/盤) 170cc 6 吋盤/1p NT$35   

瓷盤組(盤子+叉子) 8 吋盤/1p NT$30   

透明玻璃水杯  NT$15   

高腳水晶杯  NT$40   

 

品名 規格 訂價 數量 小計 

茄汁蘑菇雞肉義大利麵（飯）  NT$1000   

蕃茄雙菇素義大利麵（飯）  NT$1000   

奶油煙燻培根義大利麵（飯）  NT$1000   

奶油蘑菇義大麵（飯）  NT$1000   

青醬雞肉意大利麵（飯）  NT$900   

辣味雙菇飯  NT$900   

辣味雞肉飯  NT$900   

油飯  NT$800   

炒米粉  NT$800   

蟹黃燒賣 36 NT$900   

魚翅餃 36 NT$900   

珍珠丸 36 NT$900   

酥炸雞塊  NT$1,000   

炸薯條  NT$800   

放山雞  NT$1,500   

蘿蔔糕  NT$700   

壽司  NT$700   

 

 

http://www.v-cak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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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人名  統編  

聯絡電話  ⼿ 機  

送貨地址  

到貨日期 年 月 日 到貨時間  

備註 
 

 

訂購日  經⼿人(勿填)  

注意事項  ⼿ 機  

 

此訂購單為最新版本，須依最新訂購單版本下單，本公司保留訂單接受與否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