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4.5價格如有調整，以店面為主，部份商品因有時節性請先詢問是否有貨。 

七美島名產行 商品價目表 
 電話：06-9971513傳真：06-9971503 

網址：http://www.七美名產.tw 

海產類 
(須冷藏) 單價 數量 金額 餅 乾 類 單價 數量 金額 花生類 單價 數量 金額 

小管絲 300   萬泰鹹餅(單片裝) 100   振發花生酥 90   

小管片 300   萬泰鹹餅(素)單片裝 100   萬泰花生酥(原味) 70   
黃金貝 180   泉利鹹餅(包)   100   萬泰花生酥(奶油) 70   
杏仁丁香(罐) 220   泉利鹹餅(素)包 100   泉利花生酥(綜合) 100   
花生丁香(罐) 220   泉利鹹餅 70   泉利花生糖(海苔) 100   
飛卷片 150   振發鹹餅 100   泉利花生糖(原味) 100   
香魚片(熟) 100   振發鹹餅 70   阿婆花生(九層塔) 90   
原味魷魚絲 110   菊花餅(胡椒) 100   阿婆花生(海苔) 90   
煙燻魷魚絲 110   菊花餅(原味) 100   阿婆花生(蒜味) 90   
碳烤魷魚絲 110   仙人掌 Q 餅 100   阿婆花生(辣味) 90   
黃金魚 100   仙人掌酥(包) 100       
蜜汁魷魚片 110   酥蛋燒 110       
碳烤魷魚片 110   丁香脆燒 80       
麻辣魷魚條 110   海苔脆片 80       
鮪魚糖 80           
蜜汁小管 180           

干貝貽 150           
中藥滷小卷 170           
狗母魚鬆 120           
調味丁香魚 150           

            

冷凍類(須冷凍) 
-運費自付- 單價 數量 金額 海苔酥、海苔類 單價 數量 金額 糕 餅 類 單價 數量 金額 

花 枝 丸 290   泉利海苔酥 50   黑 糖 糕 90   

花 枝 排 270   振發海苔酥 40   紅 豆 糕 100   

蝦    排 290   萬泰海苔酥 40   冰心糕(花生) 130   

青煙半斤 220   海蝦酥 40   冰心糕(紅豆) 130   

白比 1斤 280   黑糖酥 40   冰心糕(仙人掌) 170   

    珠蔥酥 40   御品家仙人掌糕 150   

    紫菜酥 80   御品家仙人掌酥 150   

    野海苔 100   泉利冬瓜糕 150   

    海燕窩(罐) 100       

    海燕窩(塊) 100       

            

            

螺仔給(須冷藏) 
(24罐免運) 

單價 數量 金額 麻 薯 單價 數量 金額 
丁香干貝醬 
(12罐免運) 

單價 數量 金額 

青煙給(須詢貨) 350   黑美人(麻薯) 150   干貝醬(純干貝) 450   

白比給(須詢貨) 250   仙人掌爆漿(麻薯) 150   干貝絲 XO醬 320   

螺仔給(海螺醬) 250   黑糖爆漿(麻薯) 150   飛魚卵干貝絲醬 250   

七美丁香給(生) 170   黑糖小麻薯 100   小管醬 280   

    黑糖麻薯 100   小管干貝醬 280   

    仙人掌麻薯 100   小魚干貝醬 250   

乾製品類 單價 數量 金額 果凍類、軟糖 單價 數量 金額 
海鮮 X O 醬(小辣) 170   
海鮮 X O 醬(中辣) 170   

小管干(須詢貨) 時價   仙人掌果凍 150   海鮮 X O 醬(大辣) 170   

象魚干(須詢貨) 時價   仙人掌小果凍 120   丁香干貝醬(小辣) 200   

臭肉干(須詢貨) 時價   風茹小果凍 120   丁香干貝醬(中辣) 200   

臭肉甫(須詢貨) 時價   蘆薈凍 100   丁香干貝醬(大辣) 200   

澎湖丁香 時價   仙人掌 Q 軟糖 120   海菜醬 180   

進口野生紫菜 150   烏龜糖 100       

風茹茶(茶包) 150   仙人掌棒棒糖 80       

西衛麵線 110           

            

XO醬 12瓶免運、常溫商品滿 3000 元免運(不包含黑糖糕、低溫商品) 
螺仔給 24 罐免運、12 罐運費 200元。黑糖糕保存 3 天請先預訂。 

貨到付款 
手 續 費 

50 

代客郵寄、貨到付款     LINE-ID：0911883830、0937603662 
總 計  

郵局代號：700帳號：0041137-0673755 戶名：吳雅雪 
客戶：                 電話：                行動電話： 
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