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訂購表 

 
 

每一樣商品都是值得您信賴的招牌，30 年老店除了專業牛排外、豬排、羊排、雞排、海鮮及各式熟食，還有送禮自用兩 

相宜的各種口味牛肉乾、喜馬拉雅山玫瑰鹽和日盛特調不加味精的天然健康岩鹽…等各式醬料。遠程及離島宅急便、台灣宅 
配通配合，本島購滿 3000 元免運費，離島購滿 5000 元免運。訂貨後，確認出貨商品、金額後即出貨。 

 

訂購人 名稱： 電話： 手機： 傳真： 經辦人： 

地址： 出貨時間： 

*************************批發價量販包貴賓卡恕不再折扣，價格如有波動依照現場為主************************* 
 

專業牛排類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澳 

洲 

牛 

排 

澳洲菲力(3 公分厚) 900/斤 2 片/包 480 元/包 

細 密 的 油 花 ， 鮮 嫩 少 
筋，廣受顧客喜愛。 

  

澳洲菲力(2 公分厚) 900/斤 2 片/包 330 元/包   

澳洲菲力(2 公分厚) 840/斤 大包 5 塊 750 元/包   

澳洲菲力(1 公分厚) 840/斤 大包 6 塊 400 元/包   

澳洲沙朗(3 公分厚) 840/斤 1 片/包 480 元/包 約 手 掌 大 ， 宴 客 最 大 
方。 

  

澳洲沙朗(2 公分厚) 840/斤 1 片/包 350 元/包   

澳洲紐約客(3 公分厚) 840/斤 1 片/包 480 元/包 高貴不貴，一定要嚐嚐 
看哦！ 

  

澳洲紐約客(2 公分厚) 840/斤 1 片/包 350 元/包   

澳洲米蘭諾牛排(特價) 480/斤 2 片/包 每份 450 元上下 招牌、可煎、炒、烤。   

澳洲米蘭諾牛排(1 公分厚) 600/斤 300 克/盒 300 元/盒 招牌、可煎、炒、烤。   

 
 
 
 
 
 
美 

國 

牛 

排 

美國無骨牛小排（1.8 公分厚） 840/斤 2 片/包 每包 450 元上下 美國牛排有不可抗拒  的魅   
力，無骨小排是屬一屬二的暢 
銷。 

  
美國無骨牛小排（1.2 公分厚） 840/斤 3~4 片/包 每包 500 元上下   
美國帶骨牛小排（1.2 公分厚） 510/斤 每包約 4 片 每包約 350 元 喜歡有咬勁牛排的選擇，骨頭 

旁邊的脆筋不可言喻的美妙。 
  

台塑牛小排〈須預訂〉 510/斤 每包約 1 塊 每包約 600 元   
美國肋眼 Prime 級（3 公分厚） 960/斤 1 片/包 每包 650~800 元 

餐廳第一等級牛排。 
  

美國肋眼 Prime 級（2 公分厚） 960/斤 1 片/包 每包 500~700 元   
美國丁骨牛排（2 公分厚） 600/斤 1 片/包 每包約 450 元 Prime 好品質，超值享受。   
美國紐約客牛排（2 公分厚） 1260/斤 1 片/包 每包約 600 元 Prime 的享受，鮮甜好吃。   
美國 189A 菲力（3 公分厚） 990/斤 1-2 片/包 每包約 400 元 少油，口感好，補血，補 

鐵。 
  

美國 189A 菲力（2 公分厚） 990/斤 1-2 片/包 每包約 400 元   
美國安格斯特嫩菲力（3 公分厚） 1200/斤 約 2 片/包 每包 400~750 元  

少油，口感特嫩似豆腐。 
  

美國安格斯特嫩菲力（2 公分厚） 1200/斤 約 2 片/包 每包 400~750 元   
量 
販 
包 

美國嫩肩牛小排〈量販包〉 372/斤 每包約 15 片 每包約 900 元 原肉包裝代切，中上品質。   

美國無骨牛小排〈量販包〉 690/斤 每包約 20 片 每包約 1900 元 原肉包裝代切，量販經濟價。   

便 
宜 
牛 
排 

牛排折扣品(1~2 公分厚) 折扣品 1~數片/包 5~8 折 高級牛排邊肉，價廉物美。   

澳洲瘦沙朗(1.2 公分厚) 330/斤 1 包 2-4 片 每包 200 元上下 平價牛排，特瘦。   

美國嫩肩牛排(1.2 公分厚) 480/斤 3-4 片/包 每包約 350 元 少油健康，中級肉。   

美國胸腹肉(1.2 公分厚) 360/斤 2~3 片/包 每包約 200 元 打破頭、最便宜的選擇。   

煎、烤肉片系列商品 單價 規格 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美國無骨牛小排薄片  
厚度：0.3 公分 

840/斤 300/g 420 元/盒 可煎、炒、涮火鍋、夾 
餅，或捲生菜。 

  

美國無骨牛小排薄片〈量販包〉 
厚度：0.3 / 0.5 公分 

690/斤 1kg/盒 1150 元/盒 適煎、烤、涮。 
貴賓卡不再折扣。 

  

訂貨專線：04-2221-6569   網址：http://www.rsbeef.com.tw 訂貨傳真：04-2221-6585 日期： 年 月 日



澳洲紐約客薄片〈量販包〉 
厚度：0.3 / 0.5 公分 

630/斤 1kg/盒 1050 元/盒 適煎、烤、涮。 
貴賓卡不再折扣。 

  

澳洲米蘭諾煎烤片〈量販包〉 
厚度：1 公分 

480/斤 1kg/盒 800 元/盒 適煎、烤。 
貴賓卡不再折扣。 

  

烤肉經濟實惠特價品專區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美國嫩肩牛排 0.5 公分小薄片 500/斤 300g/包 250 元/包 經濟實惠，一般消費。   

小春羊排 0.5 公分小薄片 320/斤 300g/包 160 元/包 鮮嫩、保證沒羊騷味。   

梅花豬排 0.5 公分小薄片 240/斤 300g/包 120 元/包 煎、烤首選，銷售第一。   

米蘭諾牛排 1 公分厚小薄片 600/斤 300g/盒 300 元/盒 煎、烤首選，銷售第一。   

澳洲米蘭諾特價牛排 480/斤 不定重量 250~450/包 煎、烤首選，宴客最佳。   

BBQ 香草醃牛肉（骰子牛肉） 420/斤 400g/盒 280 元/盒 香草醃料，烤肉最佳選擇。   

澳洲高級牛排邊肉 500/斤 300g/包 250/包 最受歡迎頂級肉特價品。   

美國無骨牛小排薄片〈量販包〉 
厚度：0.3 / 0.5 公分 

690/斤 1kg/盒 1150 元/盒 適煎、烤、涮。 
貴賓卡不再折扣。 

  

澳洲紐約客薄片〈量販包〉 
厚度：0.3 / 0.5 公分 

630/斤 1kg/盒 1050 元/盒 適煎、烤、涮。 
貴賓卡不再折扣。 

  

澳洲米蘭諾煎烤片〈量販包〉 
厚度：1 公分 

480/斤 1kg/盒 800 元/盒 適煎、烤。 
貴賓卡不再折扣。 

  

美國帶骨牛小排邊肉 400/斤 300g/包 200/包 香、Q、有嚼勁的烤肉品。   

美國嫩肩牛小排〈量販包〉 372/斤 每包約 15 片 每包約 900 元 原肉包裝代切，中上品質。   

美國無骨牛小排〈量販包〉 690/斤 每包約 20 片 每包約 1900 元 原肉包裝代切，量販經濟價。   

雞肉系列商品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強力推薦~~~    店長私房創意醃料~~~    每天都是購買熱潮~~~    銷售排行第一名 

迷迭香去骨雞腿排 實重 7 兩 1 片/包 70 元/包 私房醃料，銷售排行第一   

好口味去骨雞腿排 實重 7 兩 1 片/包 70 元/包 私房醃料，銷售排行第一   

巧味去骨雞腿~特調醃料  4 片/包 130 元/包 絕不添加味精，保證巧味   

照燒三節翅~~特調醃料  翅腿各 5 隻 130 元/包 說不出的美味，煎烤都可   

美味七里香(雞尾椎) 5 個/串 5 串/包 130 元/包 香烤雞屁股，越烤越香   

***紅燒清燉系列商品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隨貨送店長私房食譜 滷包~~~ 

美國腱子心 275/斤 4 個 1 包 450~600 元/包 不油不膩，半筋半肉   

美國腱子心（代切） 275/斤 4 塊 1 包 350~450 元/包 不油不膩，半筋半肉   

美國牛肋條〈特價品〉 270/斤  400~750 元/包 保證整條，香、嫩美味   

美國牛肋條〈特價品〉〈代切〉 270/斤  400~550 元/包 可清燉，香、嫩美味   

美國牛絞肉 290/斤  290 元/包 標準牛肉漢堡規格，香又甜   

美國牛絞肉（瘦） 290/斤  290 元/包 可搭配中藥清燉喔！   

澳洲蜂巢牛肚 290/斤 1-2 個 1 包 200~400 元/包 不加漂劑，拼盤、火鍋、涼拌   

澳洲牛筋 300/斤 2-4 條 1 包 250~450 元/包 養顏、美容、滋補關節   

澳洲牛大骨 50/斤 代切 100 元/包 煲高湯，高鈣，增強免疫抗體   

牛排切割肉屑〈肉末〉 25/斤 4 斤/包 100 元/包 煲湯，拌狗食，最佳愛犬飼料   

牛油〈煎牛排用〉 60/斤 半斤/包 30 元/包 煎牛排專用   

火鍋、爆炒、鐵板商品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永遠保證的品質，種類特多，隨意選擇，全部 0.2 公分厚度（備註：特殊厚度可接受預訂）~~ 

美國精柳牛肉片 360/斤 300g/盒 180 元/盒 瘦而不澀，軟嫩、健康。   



美國牛五花肉片 220/斤 300g/盒 110 元/盒 經濟實惠，大眾化價格。   

美國嫩肩牛肉片 500/斤 300g/盒 250~280 元/盒 經濟實惠，大眾化價格。   

美國霜降牛肉片 840/斤 300g/盒 420 元/盒 人間極品，牛肉最頂極。   

澳洲霜降牛肉片 840/斤 300g/盒 420 元/盒 人間極品，入口即化。   

美國牛肉絲 360/斤 300g/盒 180 元/盒 爆炒用，口感良好。   

台灣松阪豬肉片 540/斤 300g/盒 270 元/盒 油花多，脆而不膩，很讚。   

台灣梅花豬肉片 220/斤 300g/盒 110 元/盒 銷售第一，平價美味。   

紐西蘭小春羊火鍋肉片 300/斤 300g/盒 150 元/盒 口感良好，沒一點羊騷味。   

火鍋、爆炒、鐵板經濟包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火鍋店 快炒店的最佳選擇，量多價錢另議）~~~ 

美國牛培根肉片 1000g 174/斤 1 公斤/包 290 元 五花等級，香、口感好。   

澳洲牛沙朗肉片 1000g 210/斤 1 公斤/包 350 元 特瘦、怕油的選擇。   

台灣梅花豬肉片 1000g 180/斤 1 公斤/包 300 元 銷售第一，平價美味。   

紐西蘭羊五花肉片 1000g 192/斤 1 公斤/包 320 元 平價經濟包裝，價廉物美。   

牛肉乾區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一種挑戰 一種依賴 一種讚嘆 一種浪漫   一種 fashion    歡迎團購（特價供應貴賓卡恕不再折扣）~~ 

澳洲黑胡椒牛肉乾 680/斤 150g/包 170 元 微辣，不吃辣的人能接受。   

澳洲麻辣牛肉乾 680/斤 150g/包 170 元 小辣，大人小孩愛不釋手。   

澳洲五香牛肉乾 680/斤 150g/包 170 元 豐盈的口感，盛放的心意。   

台灣五香豬肉乾 680/斤 150g/包 170 元 看起來像牛肉乾的豬肉乾。   

凡一次購買 4 包，可再享 600 元〈4 包〉優惠價喔！ 

熟食區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熟煙燻鴨胸 350/斤 不定重 300 元上下 解凍、微烤過，切片即可食 
用，百匯經典菜餚。 

  

熟美國紅燒牛腩（3 人份） 1 盒 附湯料 380/盒 煮滾加麵、青菜、蔥花即可。   

熟美國滷牛腱子心 35/兩 1 包 1 個 200~300 元 解凍即可食，日盛自製品。   

熟澳洲滷牛肚 38/兩 1 包 1 片 250~500 元 解凍即可食，日盛自製品。   

熟澳洲滷 QQ 牛腿筋 40/兩 1 包 1 條 200~300 元 解凍即可食，日盛自製品。   

熟揪 DJ 豬肋排 22/兩 1 包 1 片 220~350 元 解凍烤 20 分鐘即可。   

台式香腸 130/斤 12 條/包 130 元 解凍後，煎、烤到熟即可。   

義爐豬腳 270/斤 1 個/包 250~300 元/包 炸、煎、烤、蒸，西式料 
理。 

  

百匯煙燻鮭魚 1020/斤 不定重 250~450 元/包 解凍即可食，生魚片同等級 
數。 

  

清香豬油   150 元/小罐 
300 元/大罐 

拌炒、煎炸…皆可，廚房料理 
的好幫手。 

  

紐西蘭清新草原羊系列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紐西蘭法式羊排 720/斤 8 支/盒 480~550 元 鮮嫩美味！   

紐西蘭獨家香草醃法式羊肩排 720/斤 8 支/盒 480~550 元 煎烤即可食。   

紐西蘭特級小羔羊排 900/斤 8 支/包 800~990 元 乳香多汁，就是好吃！   

紐西蘭煲湯羊腩塊 200/斤 600g/1 包 200 元 皮薄，骨細，肉嫩，溫補。   

特選海鮮區 單價 規格 大約售價 備註 購買數量 金額 

***  30  年老店 ***     絕對絕對的保證 *** 高尚品質新鮮物流 

6 尾鮮跳草蝦 350/盒 6 尾 350/盒 快速辦桌菜，簡易上桌。   
 



大尾鮮跳白蝦 220/盒 約 12 尾 220/盒 絕對的品質保證，不會讓 
你辛苦煮出來後~漏氣！ 

  

北海道生食級干貝 1140 元/斤 6~8 個/包 350~420 元/包 保証沒加漂劑，生食級。   

北海道生食級干貝〈量販包〉 1020 元/斤 約 34 個/包 1700 元/盒 保証沒加漂劑，生食級。   

俏煲貝〈小干貝〉 288 元/斤 250g/  包 120 元/包 可煲湯，爆炒，做羹湯。   

公香魚 時價/尾 1 尾/包 公 45 元/尾 最好的品質呈現給你。   

母香魚 時價/尾 1 尾/包 母 95 元/尾 最好的品質呈現給你。   

南極冰魚 時價/斤 1 尾/袋 約 300 元 肉質緊實富彈性，適合炸、 
烤、煎、煮湯，簡單又美味。 

  

冰島鱈魚 360 元/斤 1 片/包 約 300 元 有口碑的深海魚，一般價 
格，穩定的品質，廣受歡迎。 
保證鮮凍。 

  

智利鮭魚排〈目前缺貨〉  250g/片 160 元/片   

潮鯛魚排**有機認證 290 元/斤 1 片/包 約 140~200 元 新鮮台灣寶島高雄養殖。   

北大西洋薄鹽鯖魚  5 兩/包 120/片 銷售第一，去頭無骨，味美。   

大尾秋刀魚  2 尾/包 39 元/包 烤肉好夥伴。   

 
 

雜貨醬料類（貴賓卡恕不折扣） 

品名 規格 售價 購買數量 金額 

喜馬拉雅山玫瑰鹽 65g/瓶 100 元   

日盛特調岩鹽 65g/瓶 70 元   

粗黑胡椒粒 65g/瓶 70 元   

山葵椒鹽 65g/瓶 70 元   

特調孜然粉 65g/瓶 70 元   

招牌香蒜粒 65g/瓶 70 元   

黑胡椒醬 350g/瓶 70 元   

磨菇醬 350g/瓶 70 元   

粗黑胡椒粒 300g/瓶 290 元   

招牌香蒜粒 300g/瓶 200 元   

BB 醬 165 克 48 元   

TABASCO 紅椒汁 60ml/瓶 65 元   

A1 紅人牛排醬 300g/瓶 95 元   

玉米濃湯粉〈小〉 120g/包 45 元   

玉米濃湯粉〈中〉〈奶素〉 600g/包 120 元   

玉米濃湯粉〈大〉 1000g/包 200 元   

智利 520 紅酒 750ml/瓶 450 元   

義大利葡萄醋〈原汁〉 500ml/瓶 250 元   

義大利原裝進口得康純橄欖油 1L/瓶 380 元   

價格有時會有少許波動，以賣場售價為主。 
若有做生意的大量批發，歡迎來電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