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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麥巧克力黑岩碎粒

新鮮草莓

咖啡堤拉米蘇

抹茶堤拉米蘇

裝飾/草莓雪人

dobla巧克力

（堤拉米蘇慕斯：卡地亞動物性鮮奶 油

、牛奶、Zeelandia 堤拉米蘇慕斯粉）

雙餡堤拉米蘇慕斯杯

草莓可可歐蕾
鮮奶200cc

凡豪登可可粉30g

達文西草莓果露5cc

咖啡機蒸汽管打發

裝飾/頂部放上奶泡

dobla愛心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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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哲思家 

江進元 師傅

綺麗的糖果世界
- 夢幻牛軋糖 -

16

現任德麥食品西點烘焙經理

烘焙資歷 25 年

資歷：法蘭司西點麵包、凱樂西點麵包、

豐成西點麵包、聖保羅西點麵包。

品項特長：所有類型西點，以起司乳酪類為主。

技術專長：專精素材的選擇與搭配，

從日常生活發掘美味與靈感。



7. 飲用水 ....................60
8. 鹽 ..........................6
9. 法國諾曼第無水奶油 ......75
10. W26德紐全脂奶粉 .....115

合計......................1036

材料名稱 :                            (g)

1. M85麥芽糖 .............300
2. 雪花糖 ..................145
3. 175專用糖 .............120
4. 水 .......................125
5. S-350.....................30
6. 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60

方塊牛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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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果酥糖

材料名稱 :                            (g)

杏仁薄片

1. 飛雪金磚奶油 ...........220
2. 瑪卡龍專用糖粉 .........210
3. 鹽 ..........................2
4. 香草精 .....................1
5. 蛋白 .....................120
6. 卡地亞動物性鮮奶油 ....150
7. 杏仁粉 ..................120
8. 鑽石牌低筋麵粉 .........100
9. 鷹牌高筋麵粉 .............40

合計 ........................963

薄莓果蛋白糖

1. 水 .......................230
2. 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200
3. 上白糖 ..................350
4. M35專用糖 ..............50
5. 鹽 ..........................2
6. 乾燥草莓碎粒 ...........100
7. 乾燥樹莓碎粒 ............50

合計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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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餅乾 ....................1100
2. 荷麥綜合果物 ...........220
3. 南瓜子 <烤熟 >..........110
4. 枸杞 .....................220

合計 ......................1650

材料名稱 :                            (g)

1. M85麥芽糖 .............330
2. 雪花糖 ..................160
3. 175專用糖 ..............135
4. 水 .......................140
5. S-350.....................35
6. 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65
7. 飲用水 ....................45
8. 鹽 ..........................6
9. 法國諾曼第無水奶油 ......85
10. W26德紐全脂奶粉 .....125
11. 吉利丁粉 拌勻 ...........33
12. 飲用水 ..................66

合計 ......................1225

QQ 雪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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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餅

1.全蛋 ................................375
2.上白糖 ............................250
3.鑽石牌低筋麵粉 ..............250
4.鹽 .......................................2
5.飛雪金磚奶油 ..................275
6.乾燥蔥末 ............................5

合計 .................................1157

材料名稱 :                            (g)

1. M85麥芽糖 ....................600
2.雪花糖 ............................285
3.175專用糖 ......................240
4.水 ...................................250
5.S-350.................................60
6.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115
7.飲用水 ..............................75
8.鹽 .....................................12
9.法國諾曼第無水奶油 .......150
10.W26德紐全脂奶粉 ........225
11.荷麥蔓越莓乾 ...............400

合計 .................................2412

煎餅牛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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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蓮巧克力藍莓牛軋糖

材料名稱 :                            (g)
巧克力 <133℃ >
1. M85麥芽糖 ................300
2. 雪花糖 .....................145
3. 175專用糖 .................120
4. 水 ..........................125
5. S-350 .......................30
6. 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60
7. 飲用水  ......................60
8. 鹽  ............................6
9. 法國諾曼第醱酵無水奶油 ......60
10. 瑞士蓮 70%苦甜巧扣 ........120
11. W26德紐全脂奶粉 .............95
12. 嘉麗寶高脂可可粉 ..............20
13. 杏仁角 <烤熟 >  ................500

合計 ..........................1641

藍莓 <133℃ >
1. M85麥糖 ................300
2.雪花糖 ...................145
3.175專用糖 ...............120
4.水 ........................125
5.S-350......................30
6.荷蘭義大利蛋白霜 ........60
7.飲用水 ....................40
8.鹽 ..........................6
9.法國諾曼第無水奶油 ......75
10.W26 德紐全脂奶粉 .....115
11杏仁角 <烤熟 > .........300
12.乾燥藍莓碎粒 ..........100

合計 ......................14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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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01

2
0
1
9

January

2廿七1元旦 3廿八 4廿九 5小寒

6十二月	 7初二	 8初三	 9初四	 10初五	 11初六	 12初七

13初八	 14初九	 15初十	 16十一	 17十二	 18十三	 19十四

20大寒	 21十六	 22十七	 23十八	 24十九	 25二十	 26廿一

27廿二	 28廿三	 29廿四	 30廿五	 31廿六	 	

Sunday	日 Monday	一 Tuesday	二 Wednesday	三 Thursday	四 Friday	五 Saturday	六

台北總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31號                  電話：02-2298-1347 傳真：02-2298-2263
台中營業所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0路32號                電話：04-2359-2203   傳真：04-2359-3911
高雄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55號       電話：07-397-0415 傳真：07-397-0408
宜蘭辦事處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132號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東辦事處 花蓮縣新城鄉花師街15號                    電話：03-824-6923    傳真：03-824-6023
新竹辦事處 新竹市警光路40號                          電話：03-523-3068    傳真：03-523-3013
嘉義營業所 嘉義市育人路432號                         電話：05-236-6298    傳真：05-236-6297
台南辦事處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122號               電話：06-273-7250    傳真：06-273-7251
無錫芝蘭雅 江蘇省無錫市錫山經濟開發區友誼北路312號 電話：0510-83774575 傳真：0510-83777471
香港(潤富)公司 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2樓A座 電話：+852 2342-6586 傳真：+852 2793-4586
馬來西亞子公司 5&7, Jalan Sepadu 25/123A, Sec 25, 40400 Shah Alam TEL:03-7499 3089 FAX:1700813619
http://www.tehmag.com.tw      E-mail:tehmag@tehmag.com.tw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1264

林凱祥	師傅							高雄
戀戀古早味	講習

林凱祥	師傅							台南
戀戀古早味	講習

林凱祥	師傅							台北
戀戀古早味	講習

林凱祥	師傅							新竹
戀戀古早味	講習

林凱祥	師傅							台中
戀戀古早味	講習

│戀戀古早味	講習 -	林凱祥	師傅	-	收費 1000 元│

││冬季獻禮‧麵包物語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	收費 1000 元│

01 月 15 日 ( 二 ) PM 06:00-09:00   高雄   高雄德麥        (07)397-0415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01 月 16 日 ( 三 ) PM 06:00-09:00   台南   台南德麥         (06)273-7250    台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一段 122 號

01 月 17 日 ( 四 ) PM 06:00-09:00   台中   台中德麥        (04)2359-2203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01 月 23 日 ( 三 ) PM 06:00-09:00   台北   台北德麥        (02)2298-1347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01 月 25 日 ( 五 ) PM 06:00-09:00   新竹   新竹德麥        (03)523-3068    新竹市警光路 40 號  

點線面的構築師
現任德麥食品西點烘焙技師

烘焙資歷 20 年

◎資歷 :京采飯店西點副主廚、
丹比生日蛋糕研發部、原村烘焙
坊西點主廚、布里歐烘焙坊西點
主廚
◎品項特長 :所有類型西點，以
蛋糕為主
◎技術專長 :兼顧視覺與味覺的
絕對美學，不受素材限制的創意
表現

林凱祥 師傅 戀戀古早味 范舜惟 師傅 
冬季獻禮‧麵包物語

麵包西點的百科全書
現任德麥食品西點烘焙技師

烘焙資歷 25 年

◎資歷 :鳳城食品麵包師傅，羅撒西
  點麵包主廚、穎食喝東西研發主廚
◎著作 :醬子吃麵包 /翻滾吧 !麵糰
◎品項特長 :所有類型麵包與西點
◎技術專長 :融合西點與麵包的跨界
  手藝，原料 /口味 /美感三位一體

范舜惟	師傅							台北
冬季獻禮‧麵包物語講習

范舜惟	師傅							桃園
冬季獻禮 ‧麵包物語講習

01 月 03 日 ( 四 ) PM 06:00-09:00   台北   台北德麥        (02)2298-1347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01 月 04 日 ( 五 ) PM 06:00-09:00   桃園   全國食材大有店  (02)2298-1347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 8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