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鮮奶吐司/45元 蛋糕吐司/50元 紅⾖吐司/53元 芋頭吐司/49元 奶酥葡萄吐司/53元

⽕腿起司吐司/55元
���������(台灣豬⾁)

丹⿆吐司/65元

藍莓吐司/49元

⼈氣

雞蛋吐司/50元 醇⽣吐司/45元 ⾦棗雜糧吐司/62元 胚芽堅果吐司/62元

蒜條4⼊/50元 韓國麵包8⼊/60元 ⾼麗棒5⼊/55元蔥吐司/55元
��(台灣豬油)

烤饅頭7⼊/50元

⼈氣 ⼈氣

蘋果麵包/30元

⼈氣

��虎⽪蛋糕/45元
(原味/咖啡/抹茶)

�����起酥蛋糕/120元
(原味/⼤理⽯/巧克⼒)

�����⿊美⼈蛋糕/110元 �����⽣⽇蛋糕/190元

⼈氣

�����⽡⽚酥/70元 �����核桃酥/70元 �����燕⿆酥/70元 �����杏仁酥/70元 �����⽜奶棒/65元 �����辣蔥棒/65元 �����蔥蛋捲/55元 �����蔥燒餅/55元
�����蔥燒棒/55元

�����⾦棗酥12⼊/195元 �����鳳凰酥8⼊/160元
����������������12⼊/232元

�����冷凍蔥油餅6⽚/110元
������(台灣豬油/素⾷香椿)

�����冷凍鮮奶饅頭5⼊/60元 �����冷凍養⽣堅果饅頭5⼊/85元���������������冷凍厚⽚/17元
������������������(蒜味/奶酥)

���������������⽣可可/250元
������������������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營作業烘焙產品型錄

⼈氣

【糕餅類】

【⼿⼯餅乾、烘焙點⼼】

【冷凍⾷品】

【吐司、麵包類】��預購制�每星期⼆、五下午出爐

THE  MENUS

 SHOP
ONLINE

Yilan Prison, Agency of Corrections, Ministry of Justice 

⼈氣

⼈氣

⼈氣

INFORMATION

⼈氣

⾨市訂購：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作業科
地  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3段365巷安農新村1號
訂購專線：03-9894165或03-9894166轉216
傳真專線：03-9895423
營業時間：08:00~12:00 13:30~17:30
(週休及國定例假⽇除外)

匯款⽅式：
1.匯款帳⼾：矯正機關作業基⾦-宜蘭監獄422專⼾
2.匯款帳號：261309500363.
收款銀⾏：第⼀銀⾏�羅東分⾏
ATM轉帳：
1.銀⾏代碼：007�(第⼀銀⾏)
2.轉帳帳號：26130950036

訂購優惠說明:
1.訂購冷凍產品，⾦額�2,000元�以上免運費。
 �(限蔥油餅、�⽣巧克⼒) 
2.訂購餅乾產品，⾦額�4,800元�以上免運費。

預購制

   預購制



取貨日期：

麵包類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蛋糕類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手工餅乾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堅果胚芽吐司 條 62 虎皮蛋糕(香草) 條 45 核桃酥 包 70

金棗雜糧吐司 條 62 虎皮蛋糕(咖啡) 條 45 杏仁酥 包 70

鮮奶吐司 條 45 虎皮蛋糕(抹茶) 條 45 燕麥酥 包 70

紅豆吐司/藍莓吐司 條 53 黑美人蛋糕 個 110 瓦片酥 包 70

奶酥葡萄吐司 條 53 生日蛋糕 個 190 手工餅乾禮盒 盒 280

蛋糕吐司 條 50 起酥蛋糕(原味) 條 120 鳳黃酥禮盒8入 盒 160

雞蛋吐司 條 50 起酥蛋糕(大理石) 條 120 鳳黃酥禮盒12入 盒 232

烤饅頭 包 50 起酥蛋糕(巧克力) 條 120 金棗酥禮盒12入 盒 195

蒜條 包 50 小計 蔥蛋捲 包 55
火腿起司吐司(台灣豬

肉)
條 55 冷凍食品 數量 單位 單價 牛奶棒 包 65

蔥吐司(台灣豬肉) 條 55 香蒜厚片 片 17 香椿棒 包 65

丹麥吐司 條 65 奶酥厚片 片 17 辣葱棒 包 65

韓國麵包 包 60 鮮奶饅頭 包 60 蔥燒餅 包 55

蘋果麵包 包 30 養生堅果饅頭 包 85 蔥燒棒 包 55

生吐司 包 45 蔥油餅(台灣豬油) 包 110

高麗棒 包 55 蔥油餅(花生油採預訂) 包 110 小計

小計 生可可 盒 250

糖果類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小計

金棗可可(年節販售) 包/盒 125/250 請先預購

核桃糕(年節販售) 包/盒 125/250 請先預購

牛軋糖(年節販售) 包/盒 125/250 請先預購

一口Q餅(年節販售) 包/盒 125/250 請先預購

小計          (限蔥油餅、生可可)

　　　 2.訂購餅乾產品,金額4,800元 以上免運費。

　　　 3.訂購麵包類產品宅配皆自付運費。

111.04.08

訂購者： 地址: 手機：電話：

總計

　2.匯款帳號：26130950036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烘焙坊產品訂購單

 匯款方式：

　1.匯款帳戶：矯正機關作業基金-宜蘭監獄422專戶

※說明:1.訂購冷凍產品,金額2,000元 以上免運費。

 ATM轉帳：

　1.銀行代碼：007 (第一銀行)

　2.轉帳帳號：26130950036

 傳真專線:03-9895423

　3.收款銀行：第一銀行 羅東分行

 訂購專線:03-9894165或03-9894166轉216.316  網　　址:http://www.ilp.moj.gov.tw/mp064.html

 門市訂購: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作業科

 地　　址: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3段365巷安農新村1號

 營業時間:08:00~12:00　13:30~17:30（週休及國定例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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