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米 特 團 購 訂 購 單20190605
匯款銀行：合作金庫  銀行代號：006
戶  名：悅旺食品有限公司

帳  號：0140717183882
其他資訊：蘇澳分行  行庫代號 0060143

官方網站： http://onemit.com.tw/
訂單請寄至：sales@onemit.com.tw 或來電03-9907978、0972918489      或傳真至：03-990-2168

訂購人 連絡電話 E-mail
發票開立 □一般        □三聯 統一編號 發票抬頭

收件人 連絡電話 付款方式
□現金存入　　　□臨櫃匯款
 □ATM轉帳　　  □貨到付款

匯款銀行 帳號後4碼 收貨時間 □上午09:00~13:00 □下午14:00~18:00

出貨日期 月 　 日 到貨日期 月                日 宅配地址

米點心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軟Q麻糬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米花說
MifaSol

檸檬巧克力 150/包 120/包
台灣之寶
 麻糬系列

傳香美味 120/袋 100/袋
芒果煉乳 150/包 120/包 東方養生 120/袋 100/袋
醬燒香蔥 150/包 120/包 果香四季 120/袋 100/袋
岩烤海苔 150/包 120/包 客家麻糬 花生/芝麻/擂茶 120/袋 100/袋

義式帕瑪森 150/包 120/包

小米田

山歌
 烏龍/芋頭/釋迦

120/盒 100/袋黑胡椒毛豆 150/包 120/包

喜旺圓
無油蔴米老

花生 180/袋 120/袋
芝麻 180/袋 120/袋 舞妹

 紅豆/花生/芝麻
120/盒 100/袋

杏仁 200/袋 150/袋

OKAKI
麻糬餅乾 系

列
(150g盒裝)

岩燒海苔 175/盒 150/盒

QQ雪米

原味 30/盒 25/盒

香蔥雞汁 175/盒 150/盒 草莓 30/盒 25/盒

綜合口味 175/盒 150/盒 綠茶 30/盒 25/盒

OKAKI
麻糬餅乾 系

列
(120g袋裝)

岩燒海苔 130/袋 120/袋 芒果 30/盒 25/盒
香蔥雞汁 130/袋 120/袋

草餅

紅豆 30/盒 25/盒
黑胡椒豬排 130/袋 120/袋 花生 30/盒 25/盒
培根風味 130/袋 120/袋 芝麻 30/盒 25/盒

米巧克力酥片 米巧克力酥片 200/盒 170/盒
果凍布丁

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台灣珍寶

花紙 120/盒 100/盒

水果布丁
草莓風味 80/盒 60/盒 豆油 120/盒 100/盒
芒果風味 80/盒 60/盒 菓物 120/盒 100/盒

QQ Jelly bar
接力棒袋裝

水果風味 160/包 120/包
巧克力 120/盒 100/盒

特色組合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優格風味 160/包 120/包
水果布丁
 6入組合

草莓風味 360/組 300/組
芒果風味 360/組 300/組

接力棒
 綜合組

(3包可混搭 )

水果風味 /
優格風味

360/組 300/組

花果凍

草莓風味 25/顆 20/顆

芒果風味 25/顆 20/顆 花果凍
 綜合組

草莓/芒果/葡萄
 /金桔/蜂蜜檸檬

120/組 100/組
葡萄風味 25/顆 20/顆
金桔風味 25/顆 20/顆 草餅雪米

 綜合組
草餅/雪米 125/組 100/組

蜂蜜檸檬 25/顆 20/顆

寒天QQ果凍
草莓風味 120/盒 100/盒

喝好醋凍
 禮盒

蘋果/金棗/番茄 480/盒 399/盒葡萄風味 120/盒 100/盒

創意米製品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米胚芽手作皂 單顆 280/顆 120/顆
米巧克力酥片

2盒裝
340/兩盒 300/兩盒

米胚芽手作皂
禮盒

2800/盒 1200/盒
米胚芽滋養霜 單罐 450/瓶 300/瓶

喝好醋凍

金棗風味 45/杯 40/杯 可口點心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番茄風味 45/杯 40/杯
沙其馬

鹹味 200/包 180/包
蘋果風味 45/杯 40/杯

甜味 200/包 180/包

～背面還有其它商品唷～

http://onemi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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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溫宅配
 金額小計

常溫運費小計

手工麻糬系列 口味內容 原價 特價 訂購量

黑美人  手工麻糬 (冷凍宅配 )

綜合12入
 紅豆4花生4芝麻4 350/盒 300/盒

紅豆12入 350/盒 300/盒
花生12入 350/盒 300/盒

小白臉  手工麻糬 (冷凍宅配 )

綜合8入
 紅豆3花生3芝麻2 180/盒 150/盒

花生8入 180/盒 150/盒
紅豆8入 180/盒 150/盒

冷凍宅配
 金額小計

冷凍運費小計

注意事項：
 1、單筆訂購滿3,000元，可享免運費宅配服務（同一日期與地
點），外島運費另計。(請電洽外島運費；離島及郵局包裹無提供貨
到付款服務)
 2、常溫商品訂購未滿3,000元酌收黑貓宅急便150元運費。冷凍
商品訂購未滿$3000元酌收200元運費。

(常溫與冷凍商品運費分開計價) 
3、因配送車種不同，若同時訂有常溫商品與冷凍商品宅配，商品
到貨時間不同，屬正常狀況。
 4、到貨日期與時間請務必填寫，宅配單會註明到貨時間。
 5、　　標示為熱賣商品！
6、訂單傳真或Email後，請於出貨前3日完成匯款，並後匯款收據
傳真至03-990-2168。為配合宅配作業，到貨日前三日無法接受訂
單變更，一米特感謝您。
 7、黑貓宅急便週日取消配送服務 ＊如需大量訂購請於出貨日
前7天告知(不含例假日) 

一米特創藝美食館
電話：03-990 7779地址：宜蘭縣蘇澳鎮祥和路199號 
營業時間：每日08：30-17：30 
Facebook粉絲專頁：

訂單備註：

產品總計 運費總計 金額總計

http://onemit.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