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酒釀桂圓（1000g）             350 天然酒釀酵母麵包        素-含酒 125 煙燻鮭魚－切片（附酸豆）　　150g 380

酒釀桂圓（500g）                           200 核風起士堡（中）                    奶蛋素 100 阿爾薩斯酸菜豬腳　　　　　　450g 350

酒釀芒果（500g） 240 加州核桃麵包                素-含酒 55 勃根地紅酒燴牛肉　　　　　　450g 320

酒釀芒果（250g） 120 法國魔杖（長） 素 60 義大利牛肝菌菇燉飯　　　　　350g 210

酒釀葡萄（250g）                                              80 小麥胚芽      奶蛋素 25 法式紅酒燉雞　　　　　　　　360g 380

酒釀無花果（900g）         350 蔓越莓乳酪 含酒 45 法國什錦砂鍋　　　　　　　　360g 320

酒釀無花果（450g）                                    200 蜂蜜果香土耳其 素-含酒 55 南法鄉村扁豆燉豬肉　　　　　360g 320

酒釀櫻桃（365g）　　　～NEW~ 190 紅酒莓果蜜釀麵包 奶蛋素 75

酒釀鳳梨（290g）　　　～NEW~ 150 羅勒佛卡夏 葷 40 法式南瓜湯　　　　　　　　　350g 100

法國青醬 葷 55 田園野菇奶油湯　　　　　　　350g 100

酒釀桂圓 1000g　（伴手禮：福字版 / 吉字版）-包材不折扣 400 潘那朵尼水果麵包 奶蛋素 280 義大利農夫蔬菜湯　　　　　　350g 120

酒釀桂圓 1000g　（伴手禮：大地版） -包材不折扣 400 調理(鹹)麵包 法式香草雞高湯　　　　　　　350g　　　100

酒釀家族禮盒　　 （250g 3入：桂圓／芒果／葡萄） 360 起士哈士                    奶蛋素 50

人氣熱銷組合 蒜香哈士                    葷 25 大蒜香草奶油醬　　　　　　　180g 175

混搭風－（玉米火腿/迷你桂圓/蔓越莓乳酪/鹽之花/大理石/餐包*2/覆盆子鬆糕） 200 切達乳酪                    奶蛋素 45 羅勒松子醬　　　　　　　　　180g 220

田園風－（野菇鹹派/蔓越莓乳酪/芋頭麵包/蔥花/大理石*2） 200 軟法肉脯麵包 葷 40 煙燻鮭魚乳酪抹醬　　　　　　120g 135

豐盛餐盒－（加州/迷你桂圓*2/切達/鹹派/大理石/可露莉/達克瓦茲(榛)/那瓦蛋糕） 360 肉鬆麵包 葷 35 蘭姆葡萄抹醬　　　　　　　　120g 120

長條蛋糕 甜麵包 楓糖核桃乳酪抹醬　　　　　　120g 130

精品蛋糕-濃情巧克力           250 伯爵葡萄                 奶素 30 法國 Échiré 半鹽奶油　　　　      50g 85

精品蛋糕-焦糖核桃蘭姆（含酒） 250 伯爵戀奶 奶蛋素 35

長條蛋糕-香蕉巧克力（巧克力蛋糕／巧克力幕斯／焦糖蜜香蕉） 299 奶酥菠蘿 奶蛋素 42 日式野菇　　　　　　　　　　葷　　　 65

長條蛋糕-卡迪娜伯爵（手指蛋糕／伯爵茶幕斯） 270 肉桂布里歐 奶蛋素 55 番茄　　　　　　　　　　　　葷　 65

長條蛋糕-栗子蛋糕（日本進口栗子／新鮮水果／鮮奶油／香草海綿蛋糕） 320 紅酒麵包 奶蛋素 38

長條蛋糕-生乳捲（香草海綿蛋糕/香草鮮奶油/香草卡士達餡） 350 北歐 奶蛋素 55 手工布丁　（6入） 180

長條蛋糕-雪戀輕乳酪（日式乳酪蛋糕/蘭姆葡萄奶油乳酪餡） 　　　～NEW~ 420 葡萄巨蛋 奶蛋素 90 義式鮮奶酪（6入） 390

輕乳酪蛋糕-奶蛋素 迷你系列麵包 手工布丁+ 義式鮮奶酪（各 3入） 285

水浴輕乳酪蛋糕-原味 180 迷你法式麵包（10入） 素 130

水浴輕乳酪蛋糕-覆盆子莓果                     ～NEW~ 240 迷你小麥胚芽（10入） 奶蛋素 130 無花果小蛋糕　　　　　　　　盒裝 90

水浴輕乳酪蛋糕-芒果QQ（芒果口味）         ～NEW~ 200 迷你酒釀桂圓（6入） 素-含酒 150 玫瑰蔓越莓　　　　　　　　　盒裝 90

雲朵拉金大理石禮盒 鹽之花可頌    （5入） 素 60 抹茶瑪德蕾　　　　　　　　　盒裝 90

雲朵拉金大理石禮盒 A（手工餅乾或法式小點 任選4款） 360 奶油餐包　    （5入） 奶蛋素 50 巧克力富莉亞　　　　　　　　盒裝 90

雲朵拉金大理石禮盒 B（手工餅乾或法式小點 任選2款+年輪蛋糕3入） 405 葡萄餐包　    （5入） 奶蛋素 50 英式鬆糕：蘭姆葡萄（3入） 45

雲朵拉金大理石禮盒 C (手工餅乾或法式小點 任選2款+茶葉50g) 410 手工吐司 英式鬆糕：無花果　（3入） 45

雲朵拉金大理石禮盒 D (手工餅乾2入+達克瓦茲2入+小蛋糕3片) 370 巧克力吐司（不切） 奶蛋素 120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民族分行) (822) 人氣點心（奶蛋素） 咖啡核桃吐司（不切） 奶蛋素 100 伯爵茶　　　　　　　　　　　盒裝 90

戶名：帕莎蒂娜國際有限公司 可露莉    40 糙米吐司（不切）　 奶蛋素 90 燕麥巧克力　　　　　　　　　盒裝 90

帳號：1715-4009-3888 蘭姆葡萄小蛋糕（片） 30 黑芝麻吐司（Q版-3入） 奶蛋素 150 帕瑪森乳酪　　　　　　　　　盒裝 90

千層蛋糕（片） 30 年輪蛋糕 杏仁巧克力　　　　　　　　　盒裝 90

波特蜜棗小蛋糕（片） 35 年輪蛋糕（原味）　 奶蛋素 75

達克瓦茲：榛果 50 年輪蛋糕（黑磚巧克力） 奶蛋素 75 草莓果醬　　　　　　　　　（55g） 100

達克瓦茲：巧克力 50 年輪蛋糕禮盒(5入) 奶蛋素 360 覆盆子果醬　　　　　　　　（55g） 80

備註

電話：(07)235-7866              傳真：(07)235-1966 服務時間：周一~周五 9：00AM~5：30PM

冠軍麵包（酒釀系列：天然酵母發酵過程有加酒） -全素

歐陸美湯

酒釀桂圓麵包    伴手禮區

Pasadena   E-Shop  訂購單 

★商品訂購後，最快需4個工作天到貨，請客服人員確認。

　到貨日可選擇周一~周六（例假日需加一天）

★訂購滿2500元即享免運費優惠，需以網路商店商品為主。

【2018 中秋月餅禮盒】

「茶月‧悅茶禮盒」

秋賞明月 茶韻相伴

~ 8/31前  早鳥優惠85折 ~

訂購2500元即可享免運費!
最新訂單請至 http://eshop.pasadena.com.tw 下載

訂購人電話

訂購人姓名

★如需取消訂單，請於到貨日前３天告知客服人員。

★免運費宅配 限定台灣本島同地址及同溫層，

　外島每箱需加收150元（外島宅配 400元/箱）

本公司保留接單與否的權利。本訂單有效期限至2018/08/31止

歐式麵包

訂購單為網路商店專用

五星級回家煮

法式小點（奶蛋素）

手工餅乾（奶蛋素）

手工果醬

布丁／奶酪禮盒

法式鹹派

風味醬汁／抹醬／奶油

感謝您對帕莎蒂娜的支持！現在加入網路會員，訂購商品滿額即可享會員禮！　利用網路下單，迅速又便利！

最新訂單請至 http://eshop.pasadena.com.tw 下載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收件人住址

應付總額

訂購金額未滿2500元需加收運費250元／箱

商品金額合計

折扣商品須另收運費及貨款代收手續費

　  請提供帳號末五碼以便帳款確認

     ＄5000元以下加收30元代收手續費       

付款方式：

運費／手續費                                             

□ 貨到付款--＄5001元起免手續費

□ 轉帳 / 匯款--訂單確認後3日內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