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內容依實際提供為準



請務必填寫訂購館別，以確保正確提貨地點

取貨館別：□慕軒飯店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和逸飯店‧台北忠孝館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Cozzi Café 仁愛店   □Cozzi Café 信義置地店

好評不斷的流沙月餅回歸！如絲綢般香滑柔順的流沙餡精緻細膩，耗時熬製的奶黃餡濃郁不膩口，黑芝麻流沙養生綿密，

清爽覆盆莓酸甜誘人，一嚐巧克力餘韻回甘，四款特色月餅放入充滿玩興的九宮格，拼湊出低調氣質的慕軒城市插畫。

禮盒以永恆經典的絲絨菱格打造貴氣質感，展現您的不凡品味。

 

 

2019 國泰飯店觀光事業 中秋月餅禮盒訂購單 信用卡授權書

訂購相關資訊：即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接收預訂。 提貨日期：2019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止。 早鳥優惠：2019年8月15日前預訂及完成付款享每盒8折優惠。
本島付費宅配：1-3盒NT$130 ; 4-6盒 NT$170 ; 7-9盒 NT$210 ; 10盒(含)以上，每10盒NT$250。離島付費宅配：1-3盒NT$230 ; 4-6盒 NT$290 ; 7-9盒 NT$330 ; 10盒(含)以上，每10盒NT$370。
滿額宅配：單筆訂購滿30盒以上，可享大台北地區單一地址免費常溫宅配乙次。注意事項：以上各項早鳥、會員及大宗訂購優惠不可合併使用。此消費內容恕不可累積AMAZZING CLUB會員點數。

洽詢專線：請撥打(02)7706-3864，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付款方式：請填寫此付款授權書，並傳真至(02)7706-3395或E-mail至pr@cathayhotel.com.tw

MADISON TAIPEI HOTEL 慕軒飯店

接洽單位/服務人員： 若有請填寫

提貨人姓名： 提貨人電話： 

提貨/送貨日期：2019年            月              日                     □不指定   □13:00前   □14:00-18:00

送貨地點：

訂購人： 聯繫電話：

持卡人姓名： 購買總金額：

信用卡卡號：

有效期限：             月               年 □VISA  □MASTER  □AMEX  □JCB

信用卡識別碼： 持卡人簽名： 

發票種類：□二聯式    □三聯式 統一編號： 

背面三碼
AMEX四碼

NT$

本人 /公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本訂購單之消費金額

影月九如月餅禮盒 NT$ 1,200
【每盒9入 / 奶黃口味3入，其它口味各2入，各約55g】

嚴選口味

奶黃流沙 / 覆盆子流沙

芝麻流沙 / 巧克力流沙

*如訂購超過300盒另享特殊折扣，歡迎來電詢問。

MADISON TAIPEI HOTEL 慕軒飯店  影月九如月餅禮盒

總數量

NT$900 x

金額：NT$ 合計：NT$ 運費：NT$

盒

盒

NT$936 x 盒

NT$960 x 盒

NT$960 x 盒

NT$960 x 盒

NT$1,200 x 盒原價

早鳥8折優惠（2019/8/15前訂購及付款)

大宗訂購優惠 凡訂購20-49盒享8折優惠

凡訂購50-99盒享78折優惠

凡訂購100-299盒享75折優惠

AMAZZING CLUB會員8折優惠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10480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78號 T: (02)7706-3399 / F: (02)7706-3390
和逸飯店‧台北忠孝館 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31號 T: (02)7725-3399 / F: (02)7725-3390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70051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2號 T: (06)702-6699 / F: (06)702-6688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8066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    T: (07)975-6699 / F: (07)975-6688

慕軒飯店 10685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1號 T: (02)7726-6699 / F: (02)7726-9070
Cozzi Café 仁愛店 10633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6號1樓 T: (02)2700-6996
Cozzi Café 信義置地店 11065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1樓 T: (02)2725-5966
 

(02)7706-3864



商品內容依實際提供為準



請務必填寫訂購館別，以確保正確提貨地點

取貨館別：□慕軒飯店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和逸飯店‧台北忠孝館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Cozzi Café 仁愛店   □Cozzi Café 信義置地店

接洽單位/服務人員： 若有請填寫

選搭三種不同風味口感的蛋黃酥，運用九宮格設計趣味拼出圓滿中秋。以國人最愛的鹹蛋黃為主體，每種口味都別具特色：

香酥菠蘿外皮，搭配甜而不膩的紅豆沙餡；香醇起司粉輕裹綿密蛋黃豆沙餡，交織鹹香滋味；咬下金黃餅皮，感受濃郁白豆

沙滿溢於口。泡上一壺熱茶，細細品嚐中秋佳節的美味，禮盒上獨特的玉兔窗花襯著金色明月，再再展現月圓人團圓的誠摯

心意。

 

 

2019 國泰飯店觀光事業 中秋禮盒訂購單 信用卡授權書

提貨人姓名： 提貨人電話： 

提貨/送貨日期：2019年            月              日                     □不指定   □13:00前   □14:00-18:00

送貨地點：

訂購人： 聯繫電話：

持卡人姓名： 購買總金額：

信用卡卡號：

有效期限：             月               年 □VISA  □MASTER  □AMEX  □JCB

信用卡識別碼： 持卡人簽名： 

發票種類：□二聯式    □三聯式 統一編號： 

背面三碼
AMEX四碼

NT$

本人 /公司同意以信用卡支付本訂購單之消費金額

吟月中秋禮盒 NT$ 1,000
【每盒蛋黃酥8入，茶包4入/菠蘿蛋黃酥3入，白豆沙蛋黃酥2入，銀月金黃酥3入，各約55g】

嚴選口味

菠蘿蛋黃酥 / 白豆沙蛋黃酥

銀月金皇酥 / 唐寧綠茶包

原價

訂購相關資訊：即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接收預訂。 提貨日期：2019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9月13日止。 早鳥優惠：2019年8月15日前預訂及完成付款享每盒9折優惠。
本島付費宅配：1-3盒NT$130 ; 4-6盒 NT$170 ; 7-9盒 NT$210 ; 10盒(含)以上，每10盒NT$250。離島付費宅配：1-3盒NT$230 ; 4-6盒 NT$290 ; 7-9盒 NT$330 ; 10盒(含)以上，每10盒NT$370。
滿額宅配：單筆訂購滿30盒以上，可享大台北地區單一地址免費常溫宅配乙次。注意事項：以上各項早鳥、會員及大宗訂購優惠不可合併使用。此消費內容恕不可累積AMAZZING CLUB會員點數。

*如訂購超過300盒另享特殊折扣，歡迎來電詢問。

吟月中秋禮盒

NT$880 x

金額：NT$ 合計：NT$ 運費：NT$

盒

盒

NT$900 x 盒

NT$950 x 盒

NT$900 x 盒

NT$900 x 盒

NT$1,000 x 盒

早鳥9折優惠（2019/8/15前訂購及付款)

大宗訂購優惠 凡訂購20-49盒享95折優惠

凡訂購50-99盒享9折優惠

凡訂購100-299盒享88折優惠

AMAZZING CLUB會員9折優惠

和逸飯店‧台北民生館 10480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78號 T: (02)7706-3399 / F: (02)7706-3390
和逸飯店‧台北忠孝館 10049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31號 T: (02)7725-3399 / F: (02)7725-3390
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 70051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2號 T: (06)702-6699 / F: (06)702-6688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8066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    T: (07)975-6699 / F: (07)975-6688

慕軒飯店 10685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31號 T: (02)7726-6699 / F: (02)7726-9070
Cozzi Café 仁愛店 10633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6號1樓 T: (02)2700-6996
Cozzi Café 信義置地店 11065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1樓 T: (02)2725-5966
 

洽詢專線：請撥打(02)7706-3864，將由專人為您服務 。付款方式：請填寫此付款授權書，並傳真至(02)7706-3395或E-mail至pr@cathayhotel.com.tw

02 7706 3864

(02)7706-3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