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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層棉紙，吸收凝結水特強
水份緩釋劑無毒無害無螢光劑

保冷劑
Coo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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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LAA003保冷劑100g
尺寸：9.5X10cm
包裝：100g/pcs;120pcs/箱

＊銅鑼燒、紐約起士條、冰皮月餅、冰淇淋蛋
糕等冷點禮盒適用。

尺寸：6X10cm
包裝：40g/pcs;250pcs/箱

編碼 LAA002保冷劑40g

＊外層吸水棉

尺寸：6X13cm
包裝：60g/pcs;200pcs/箱

編碼 LAA005保冷劑60g

＊外層吸水棉

編碼 LAA001保冷劑20g
尺寸：6X7cm
包裝：20g/pcs;500pcs/箱;300pcs/箱
＊特別推出20g;300個/箱，適合個人工作室、網
路購物公司、學校、家庭等使用＊

使 用 方 法 ：
將 保 冷 劑 置 入 冷 凍 庫 內 ( 8 小 時 以 上 ) 至 完 全
凍 結 ， 再 以 透 明 膠 帶 黏 貼 於 產 品 盒 蓋 上 或 置
於 側 邊 。 01

保
冷
劑

Coo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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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保
冷
劑

Coolant

保冷劑試驗曲線圖

1.本表糕點保存時間之參考溫度，為商品表面溫度達18℃前溫度時間。
2.以上數據僅供參考，因包裝密合度，太陽曝曬時間，空間溫度，開啟次數，產品溫度等
   未定因素將影響保冷劑時效長短。
3.保冷劑使用前須冷凍8小時，至分子完全冰凍狀態，置入商品包裝內前，請勿離開冷凍過久。
4.本產品無毒無害，可重覆使用，包裝如有破損溢漏時請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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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溫﹁
保
冷
劑
﹂
使
用
1
包

可保存時間 適 用 產 品

保
冷
劑
使
用
說
明

保
冷
劑
使
用
說
明

︻
無
毒
無
害
．
可
重
覆
使
用
︼

15~25°C

25~32°C

32~36°C

2小時

1.5小時

1小時 慕斯杯
100-140g

切片蛋糕
6吋 X 2片

泡芙
6cm X 2個

20g保冷劑（6x7cm）編號：LAA001  規格：500pcs/箱;300pcs/箱

室溫
°C產品 15~20    20~23    23~25    25~28    28~30    30~32    32~34    34~36

40g保冷劑（6x10cm）編號：LAA002  規格：250pcs/箱

彌月蛋糕
6吋蛋糕
8吋蛋糕

10吋蛋糕
12吋蛋糕 3包/2小時

2包/2小時

1包/2小時

1包/2小時 1包/1.5小時

2包/2小時 2包/1.5小時 3包/1.5小時

2包/1.5小時

1包/2小時 2包/1.5小時

2包/1.5小時 3包/1.5小時

4包/1.5小時 5包/1.5小時

室溫
°C產品 15~20    20~23    23~25    25~28    28~30    30~32    32~34    34~36

60g保冷劑（6x13cm）編號：LAA005  規格：200pcs/箱

1包/3小時

1包/3小時

1包/2.5小時

1包/2.5小時

1包/2小時

2包/2小時

1包/3小時 1包/2小時 2包/2小時 3包/2小時

3包/2小時

2包/2.5小時 3包/2小時 4包/2小時3包/2.5小時

1包/2.5小時

2包/2.5小時 2包/2小時 2包/2小時

彌月蛋糕
6吋蛋糕
8吋蛋糕

10吋蛋糕
12吋蛋糕

室溫
°C產品 15~20    20~23    23~25    25~28    28~30    30~32    32~34    34~36

100g保冷劑（9.5x10cm）編號：LAA003  規格：120pcs/箱

8吋蛋糕
10吋蛋糕
12吋蛋糕

1包/3.5小時

1包/3.5小時

1包/3.5小時

1包/3小時

1包/3小時

2包/3小時

2包/2.5小時

2包/2.5小時

3包/2.5小時

3包/2.5小時

3包/2.5小時

4包/2.5小時

外層吸水棉紙，吸收凝結水特強，水份緩釋
劑無毒無害無螢光劑，冷點禮盒適用。
台灣
將保冷劑置入冷凍庫內( 8 小時以上) 至完全
凍結，再以透明膠帶黏貼於產品盒蓋上或置
於側邊。
本產品無毒無害可重複使用，包裝如有破損
易漏時，則請勿使用。

【保 冷 劑】

【產    地】
【使用方式】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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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Wipe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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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擦拭紙採用100%純天然長纖木漿
可洗淨後重複使用，進口食品級用紙

中性，無螢光劑耐弱酸及弱鹼

速潔擦拭紙
Wipe the Paper

PAGE  08 -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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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速
潔
擦
拭
紙

W
ipe the Paper

本擦拭紙採用100%純天然長纖木漿，可洗淨後重複使用。
進口食品級用紙，中性，無螢光劑，耐弱酸及弱鹼。

特性：

編碼 LDA002速潔擦拭紙(大)
尺寸：紙寬25cm(無斷點)
重量：4kg；2卷/箱
進口食品級用紙  

編碼 LDA001速潔擦拭紙(小)
尺寸：紙寬20cmX31cm(斷點)
重量：1kg；6卷/箱
進口食品級用紙   

紙架編碼 LDA00201

紙架編碼 LDA00101

9



TEHMAG
Box  fo r  Bake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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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附ＫＯＰ塑膠袋，置入保鮮劑後封口，
   重奶油蛋糕約可保存15天左右。

   (需視蛋糕含水量增減天數)

本烘烤盒以進口烘焙用C-PET披覆紙成，
不含螢光劑，無毒性，耐熱220℃，油耐水。

四季烘烤盒
Box  fo r  Baker y

PAGE  10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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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四
季
烘
烤
盒

Box for B
a

ke
ry

四季烘烤盒(大)
尺寸：14.5cmX7.2cmX高5.5cm
重量：100組/包(附KOP塑膠袋編碼: LBA0A)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BA103 編碼 LBA104 編碼 LBA118

編碼 LBA014編碼 LBA007

編碼 LBA008
編碼 LBA015

四季烘烤盒(小)
尺寸：12cmX5.5cmX高4.5cm
重量：100組/包(附KOP塑膠袋編碼: LBA1A)
耐熱220℃不可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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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Bak ing Sheet   
  &  Round the 

S id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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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 ing Sheet  & Round the S ide Pape

PAGE  12 - 13

日本名店暢銷商品，歐式和風均可搭配。

C-PET烘烤紙&烘烤圍邊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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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烘
烤
紙

Baking Sheet &
 Round the Side Paper 

無螢光劑進口紙，日本進口油墨印製，
無毒、防油、抗黏、耐烤焙。

尺寸：13.5cm X 29.5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21cm X 21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21cm X 23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25cm X 25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23cm X 23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30cm X 30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19cm X 19cm 包裝：1000張/包

尺寸：6cm X 34cm                    包裝：1000張/包

可製作私版、尺寸、圖案。
材質分類:FP紙烘焙用.GS包裝用 
特性： 耐烤焙無螢光劑，無毒性。

編碼 LDB012

編碼 LDB001

編碼 LDB002

編碼 LDB003

編碼 LDB004
編碼 LDB011

編碼 LDB003A1
編碼 LDB006

圍邊紙

尺寸：150mm X 150mm (透明)
包裝：1000張/包
材質：C-PET 
耐熱220℃不可直火

尺寸：150mm X 150mm 
包裝：1000張/包
材質：C-PET 
耐熱220℃不可直火

尺寸：150mm X 150mm 
包裝：1000張/包
材質：C-PET 
耐熱220℃不可直火

FM金字烘焙紙 FM銀字烘焙紙 FT金字烘焙紙 

日本進口可烘烤C-PET紙

編碼:LDCC03 編碼:LDCC02 編碼:LDC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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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Mousse Tu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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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宮本慕斯圈

PAGE  14 - 15

Mousse Tu rn

食品級PET材質，特殊設計成型快速、
衛生好操作，是製作慕斯、

提拉米蘇與各式冷點的最佳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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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宮
本
慕
斯
圈

M
ousse Turn

編碼 F20910

編碼 LFAS01

 編碼 LFAS02

 編碼 LFA0021

＊已貼雙面膠可自黏＊   

＊已貼雙面膠可自黏＊   

PET塑膠圍邊(小)

PET塑膠圍邊(大)

慕斯圈~低圓

尺寸：高3.5cmX長66cm，直徑21cm
包裝：(小)200片/盒
不可烘烤

尺寸： 高5cmX長66cm，直徑21cm
包裝：100片/盒
不可烘烤

尺寸： 55cmX225cm
包裝：500片/包

PET塑膠片(可客製)

尺寸：長57.5cmX寬37.5cm
包裝：50片/包
材質：PET        
特性 : 可冷凍、巧克力、慕斯製作等應用

15



慕斯底盤
Mousse Bot tom

PAGE  16 - 17

編碼 黑LFC06B
編碼 紅LFC06R大關慕斯底襯

尺寸：長7cmX寬7cm
包裝：200片/包；3600片/箱
特性：立邊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編碼 黑LFC02B
編碼 紅LFC02R巴黎慕斯底襯

尺寸：3.5cmX10cmX高1.2cm
包裝：200片/包；3200片/箱，1000片出貨
特性：法式立邊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可製作私版，尺寸，圖案、數量單價另計*

TEHMAG
Mousse Bot tom

06
PAGE  

16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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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usse Bottom

編碼 紅金 LFB02R
編碼 金     LFB02G慕斯底盤-65

尺寸：直徑6.5cmX高0.9cm
包裝：200個/包；4000個/箱  不可烘烤

編碼 金LFB01G
編碼 銀LFB01S慕斯底盤-55

尺寸：直徑5.5cmX高0.9cm
包裝：200個/包；6000個/箱  不可烘烤

編碼 紅金 LFB04R
編碼 金     LFB04G
編碼 銀     LFB04S

編碼 金LFB03G
編碼 銀LFB03S慕斯底盤-長方

尺寸：8.3cmX4cmX高0.7cm
包裝：200個/包；4800個/箱  不可烘烤

慕斯底盤-正方
尺寸：6.3cmX6.3cmX高0.7cm
包裝：200個/包；4000個/箱  不可烘烤

編碼 LFC05B

三角慕斯底襯
尺寸：6.3cmX10cmX高1.5cm
包裝：200個/包；3600個/箱，1000片出貨
特性：三面立邊設計，方便好拿取
食品級用紙無螢光劑，耐油、防水。  不可烘烤
*可製作私版，尺寸、圖案、數量單價另計*

編碼  LFB05G慕斯底盤-75
尺寸：直徑7.5cmX高0.9cm
包裝：250個/包；4000個/箱
*銀色接受訂單生產*  不可烘烤

慕
斯
底
盤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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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Cake Bot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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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食品級用紙，無螢光劑，耐油，耐水
＊可製作私版，尺寸、圖案、數量單價另計

蛋糕底襯
Cake Bot tom

PAGE  1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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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蛋
糕
底
襯

Cake Bottom

丸型慕斯底襯 8.5白 丸型慕斯底襯 08
尺寸：直徑8.5cm
包裝：200片/包；3600片/箱  
           不可烘烤

尺寸：直徑8cm
包裝：200片/包；3600片/箱  
           不可烘烤

4吋 編碼  LFD001

4吋蛋糕底襯
尺寸：4吋(雙耳)-直徑14cm
包裝：75張/包  
            不可烘烤

尺寸：8吋-直徑23cm 扣花邊21cm
包裝：100張/包  
            不可烘烤

尺寸：6吋-直徑17cm 扣花邊14cm
包裝：100張/包  
            不可烘烤

  6吋 編碼 LFD005

  編碼 LFC011G

  編碼 LFD008A  編碼 LFC09G   編碼 LFC10G

6吋蛋糕底襯(厚)

110長方平面慕斯底襯

55正方平面慕斯底襯6.5cm三角平面慕斯底襯 75正方平面慕斯底襯

尺寸：11cm X 5.5cm
包裝：200片/包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尺寸：5.5cm X 5.5cm
包裝：200片/包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尺寸：6.5cm X11.5cm 
包裝：200片/包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尺寸：7.5cm X 7.5cm
包裝：200片/包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8吋 編碼 LFD006

8吋蛋糕底襯(厚)

尺寸：4cm X7.7cm 
包裝：200張/包；4000個/箱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尺寸：3.9cmX13cm
包裝：200片/包；18包/箱
特性：單邊立耳設計，方便好拿取  
            不可烘烤

丸型慕斯底襯 7.5白 丸型慕斯底襯 07
尺寸：直徑7.5cm
包裝：200片/包；3600片/箱  
            不可烘烤

尺寸：直徑7cm
包裝：200片/包；3600片/箱  
            不可烘烤

編碼  LFC012G 編碼  LFC01G

編碼 LFC081W 編碼  LFC08G編碼  LFC07W 編碼  LFC07G

77長方平面幕斯底襯-金 長方平面慕斯底襯

19



TEHMAG
Porce la in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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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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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耐高溫、低溫瓷器、可烘烤、焗烤及冷藏，
美觀大方，日本暢銷熱賣商品，用途廣泛，

可製做多種精緻西點。

瓷杯系列
Porce la in  Cup

PAGE  20 - 21

天使 皇冠 太陽 樹

尺寸：直徑7.0cmX高6.8cm
容量：105cc
包裝：96個/箱   24個/盒
材質：瓷器 -耐熱250℃不可直火

編碼 LCC1023 編碼 LCC1021 編碼 LCC1024 編碼 LCC1022

白瓷杯系列

20



08
瓷
杯
系
列

Porcelain Cup

皇后牛奶瓶

LCC101A

LCC101DLCC1019

LCC101B LCC101C

恐龍杯-Tony 恐龍杯-Jenny 

尺寸：直徑6.8cmX高7.5cm
容量：110cc
包裝：72個/箱(附贈貼紙100張)
材質：瓷器-耐熱250℃不可直火

編碼 LCC00301
尺寸：大7cm(內徑)/75cc
包裝：72個/箱
尺寸：小5.5cm(內徑)/50cc
包裝：96個/箱
材質：瓷器-耐熱250℃不可直火

(大) 編碼 LCC00201
(小) 編碼 LCC001烤布蕾杯

尺寸：外徑6.8cmX高8.5cm
容量：110cc
包裝：72個/箱 
材質：瓷器-耐熱250℃ 
            不可直火

恐龍瓷杯系列

尺寸：直徑9.3cm+
            把手5cmX高3.5cm
容量：100cc
包裝：72個/箱
材質：瓷器-耐熱250℃不可直火

編碼  LCC009狐尾杯

恐龍杯-Emily 恐龍杯-David 恐龍杯-Andy

21



日本暢銷熱賣商品，用途廣泛，
可製做多種精緻西點，蛋糕專櫃必用商品。

塑膠杯系列
P las t ic  Cup

PAGE  22 - 23

TEHMAG
 P las t ic  Cup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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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杯 盆栽杯

新銀座慕斯杯神戶杯

透明水晶杯 大圓布丁杯(含蓋) 

尺寸：直徑6.6cmX H4.7cm
容量：100cc
包裝：65個/支;780個/箱
材質：PP(可隔水加熱-水浴法)     
耐熱120℃

尺寸：直徑6.6cmX H4.7cm
容量：100cc
包裝：65個/支;780個/箱
材質：PP(可隔水加熱-水浴法)
耐熱120℃

尺寸：厚度0.38mm
包裝：65個/支;42支/箱
材質：PET

尺寸：直徑9cm X H5.2cm
容量：160cc
包裝：40個/支;1120個/箱
           (蓋子:LCD00802-80個/包)
材質：PP(可隔水加熱-水浴法)
耐熱120℃

尺寸：直徑6.5cm X 高7.2cm 
容量：170ml
包裝：100組/條 7.5*6.2cm
材質：PP耐熱塑膠
耐熱120℃ 可隔水加熱(水浴法)

尺寸：直徑9cm X H4cm
容量：120cc
包裝：40個/條;1200個/箱
           (蓋子:LCD00802-80個/包)
材質：PP(可隔水加熱-水浴法)
耐熱120℃

尺寸：直徑7cm X 高7.8cm 
容量：200cc
包裝：700組/箱 (含蓋 LCD00102)
材質：PS    不耐熱
* 三款圖案混合出貨

編碼 LCD010 編碼 LCD011

編碼 LCD01102

透明水晶杯應用範例

編碼 LCD00902編碼 LCD008011

編碼 LCD00101 編碼 LCD003A

橫濱杯&盆栽杯-杯蓋

09
塑
膠
杯
系
列 Plastic Cup

23



晶瑩剔透，耐熱耐凍，獨特可愛造型，
方便灌入各式西點，可重複使用，

顧客使用完畢之後，可發揮巧思做各種用途。

玻璃杯系列
Glasses  Cup

PAGE  24 - 25

TEHMAG
Glasses  Cu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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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asses Cup

編碼 LCB003

小直角杯
尺寸：4.5cmX高5.4cm
包裝：96個/箱
容量：75cc
材質：玻璃 耐熱 250℃ 
不可直火

編碼 LCB010

150果醬杯
尺寸：直徑5cmX高15cm
容量：150cc
包裝：72個/箱
材質：玻璃 耐熱250℃  不可直火  ；上蓋鋁蓋

編碼 LCB009

把手杯
尺寸：直徑4.5cmX高9.5cm;加把手寬7cm
容量：120cc
包裝：60個/箱
材質：玻璃 耐熱250℃  不可直火  ；上蓋PP

編碼 LCB011

六角果醬瓶(含蓋 )
尺寸：高 9.5cmX寬7.8cm
容量：250cc
包裝：60個/箱
材質：玻璃 耐熱250℃  不可直火  ；
上蓋鋁蓋

 編碼 LCB00400

保羅瓶
尺寸：直徑4cmX高7.5cm
包裝：120個/箱 含蓋
容量：100cc
材質：玻璃 耐熱 250℃
不可直火

厚杯蓋

10
玻
璃
杯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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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P las t ic  Box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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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編碼 LDD90201

編碼 LDD90202

編碼 LDD90203

編碼 LDD90204

編碼 LDD90205

編碼 LDD90206

長條貼紙
尺寸：15cmX3.5cm
包裝：300張/包
材質：貼紙

P las t ic  Box

塑膠盒系列
PAGE  26 - 27

編碼 LBB019
編碼 LBD01301五吋蛋糕盒 岩燒峰蜜蛋糕裝飾條

尺寸： 直徑15cmx高6cm
包裝：400個/箱

尺寸：  長45cmx寬3.6cm
包裝：100張 /包
材質：PP合成紙

26



Plastic Box

11
塑
膠
盒
系
列

編碼 LBD004

星型耐烤焙紙模組
尺寸：寬14cmX高3.5cm
包裝：200組/箱；每組含PET上蓋一個

編碼 LBD00302

防水裝飾條
編碼 LBD00301

編碼 LBB011A

編碼 LBB011

底襯需另購

PP霧面萬用盒
尺寸：14cmX15cmXH8cm
材質：PP
包裝：100/包
配用小圓杯及牛奶瓶時，另有
內襯可選購。 

編碼 LBB016

甜心蛋糕盒
尺寸：14.5cm X 14.5cm X H5.5cm
材質：PP
包裝：100個/包   (附底襯)

尺寸：寬3.6ｘ長33CM 
包裝：100條/包
材質：PP合成紙
款式隨機出貨

尺寸：寬4.5ｘ長45CM 
包裝：100條/包      材質：PP合成紙
款式隨機出貨

甜心蛋糕裝飾條五款圖

27



美觀大方、各種款式多種選擇，
可放各式蛋糕、慕斯。

蛋糕紙盒
Cake Box

PAGE  28 - 29

黑玫瑰瑪卡龍盒/袋子
包裝：40個/包 
材質：PP、紙
尺寸：(盒)長34cm X寬  7cm X高6.5cm 
            (袋)長35cm X寬8.5cm X高10cm

編碼 LBD01101

編碼 LBD01103

編碼 LGB303

編碼 LGB304

(黑)

(紫)

TEHMAG
 Cake Box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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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蛋
糕
紙
盒

Cake Box

尺寸：長24cmX寬24cmX高10cm
包裝：100個/包
顏色：咖啡色
材質：F浪紙

編碼 LBB0088吋公版蛋糕提盒
尺寸：長19cmX寬19cmX高10cm
包裝：100個/包
顏色：咖啡色
材質：F浪紙

編碼 LBB0066吋公版蛋糕提盒 編碼 LBB002宮本提盒
尺寸：長16cmX寬16cmX高12cm
包裝：200個/箱

編碼 LBD001

4吋蛋糕圓罐
尺寸：直徑16cmX高12cm
包裝：75/箱

編碼 LBDNS002

牛奶盒
尺寸：長8.3cmX寬8.3cmX高10(14)cm
包裝：50個/包

編碼 LBDNS001

巴黎鐵塔三角盒
尺寸：直徑9.5cmX高14.3cm
包裝：50個/包

編碼 LGB001 編碼 LGB002HD提袋-16
尺寸：16cmX14.5cmX高15cm
包裝：300個/箱

HD提袋-28
尺寸：28cmX16cmX高15cm
包裝：300個/箱

29



擠花袋
領帶盒系列&紙魔袋

PAGE  30 - 31

P ip ing bag/  T ie  Bag Box  Paper  
Magic Be l ted

TEHMAG
P ip ing bag/  T ie   
Bag Box  Paper   
Magic  Be l ted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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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53cm
包裝：100入/盒
材質：LDPE
特性： 超強韌，特殊防滑壓紋處理，

抽取式超方便。

透明  編碼 LGC001
藍色  編碼 LGC002

防滑擠花袋(抽取式)
透明、藍色

紙魔帶
尺寸：長12cmX寬0.5cm
包裝：1000個/包
材質：和紙、鐵絲 編碼 LJA0101 紅色                       

編碼 LJA0102 藍色

編碼 LJA0103 綠色

編碼 LJA0105 牛皮紙色
另有LJA0105A 牛皮紙色(長度10cm)

編碼 LJA0104 咖啡色

領帶盒＆提袋

尺寸：33.3cmX8cmX高4cm
包裝：100個/包
顏色：寶藍色

尺寸：39cmX10cmX6cm
包裝：100個/包
顏色：寶藍色

編碼 LGB301編碼 LBC301

 整組出貨

超強韌，不爆裂!
特殊防滑壓紋，好握，好擠，好省力!

抽取式設計，清潔，不污染!
ＳＯＰ標準工廠必備，食品衛生最佳幫手!

德麥防滑擠花袋
衛生，拋棄式不污染

方便，可視花嘴大小裁剪出口尺寸

透明，可看見內容物，多色拉花方便

超強韌，不破裂，可擠餅乾麵糰

市售擠花袋
可重覆，易污染，發臭，長霉

尺寸固定，為配合花嘴需準備各式尺寸

不透明，需憑感覺控制拉花

內襯易破裂，接縫滲漏

領帶盒 提袋

Piping Bag/ Tie Bag Box Paper M
agic Belted

13
擠
花
袋
．
領
帶
盒
系
列
．
紙
膜
袋

超強韌，不爆裂!
特殊防滑壓紋，好握，好擠，好省力!

抽取式設計，清潔，不污染!
ＳＯＰ標準工廠必備，食品衛生最佳幫手!

德麥防滑擠花袋
衛生，拋棄式不污染

方便，可視花嘴大小裁剪出口尺寸

透明，可看見內容物，多色拉花方便

超強韌，不破裂，可擠餅乾麵糰

市售擠花袋
可重覆，易污染，發臭，長霉

尺寸固定，為配合花嘴需準備各式尺寸

不透明，需憑感覺控制拉花

內襯易破裂，接縫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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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as t ic  Packaging B i scu i t  Bag

PAGE  32 - 33

KOP霧面餅乾袋
華爾滋蛋糕袋 ●編碼 LGA04   尺寸：長18cmX寬6cmX高3.5cm
●編碼 LGA06   尺寸：長15cmX寬5cmX高2.5cm
●編碼 LGA090 尺寸：長15cmX寬8.5cmX高4.5cm
包裝：100/包；1500個/箱

KOP透明袋
KOP四季蛋糕袋(大) ●編碼 LBA0A 尺寸：長30cmX寬10cmX高8cm
KOP四季餅乾袋(中) ●編碼 LBA1A 尺寸：長25cmX寬9cmX高6cm
KOP透明袋 ●編碼 LGA05   尺寸：長15cmX寬8.5cmX高2.5cm
KOP透明袋 ●編碼 LGA071 尺寸：長15cmX寬6cmX高4.5cm
包裝：100/包；1500個/箱

LBA1ALBA0A LGA05 LGA071

塑膠包裝類
餅乾袋

LGA06LGA04 LGA090

TEHMAG
P las t ic   

Packaging 
B i scu i t  Bag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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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 Packaging/ Biscuit Bag

編碼 LGA011編碼 LGA013

KOP餅乾袋
顏色：桃紅色、咖啡色
尺寸：長13cmX寬9.5cm
包裝：100個/包；1500個/箱
特性：KOP材質

KNY長條餅乾袋
編碼 LGA015 
尺寸：長27cmX寬5cm
包裝：100/包

編碼 LGA10KOP平口袋
尺寸：長30cmX寬13.8cm
包裝：100個/包；1500個/箱
4款圖案混裝

25cmX50cm  編碼 LDC00125cmX25cm  編碼 LDC001A

OPP包裝紙-50

OPP針孔袋

尺寸：25cmX50cm；25cmX25cm
包裝：500張/包
特性：雙層貼合，印刷層不接觸食品。 

LGA0011    1號 OPP針孔袋 26*30cm     (200個/包)      
LGA0012    2號 OPP針孔袋 20.5*25cm  (200個/包)     
LAG0013   3號 OPP針孔袋 18*23cm     (200個/包)      

日本人氣乳酪蛋糕店專用，可放置溫熱
的蛋糕、麵包，針孔大小的透氣孔，可
透過熱對流將產品熱度及水氣散去。

※請依產品濕度搭配不同型號乾燥劑規格使用，使用前請先自行測試保存期限。
※圓形紙片乾燥劑可搭配塑膠罐(盒)及鐵罐(盒) 使用，但容器密合度，產品包裝密合度，
將直接影響保存期限。
※片狀乾燥劑的使用基準：片狀乾燥劑面積（c㎡）= 食品重量(g)÷ 1.5
紙片乾燥劑結構：紙片狀乾燥劑是將具吸濕性的氯化鈣（製作豆腐的鹵水使用）為食品添加
物作為基材，添加熱塑性樹脂纖維和天然紙漿製成的紙片，披覆於氯化鈣上，再以薄膜從左
右兩側護貝，製成片狀。
安全性：經由以老鼠為實驗主體的急性經口毒性試驗確認基材的安全性。乾燥成份中的氯化
鈣為食品添加物之一(作為製作豆腐鹵水使用)。表面的薄膜(聚丙烯)通過食品、添加物等的
規格基準(昭和34年(西元1959年)厚生省布告第370號)試驗。
※雖然是安全性高的成分，但仍屬乾燥劑，不可食用。當不小心誤食時請立即吐出並漱口。

編碼 LGA012

極致典藏黃色

正方形紙片乾燥劑
●編碼 LAB61005   尺寸：3cm  包裝：500片/包；24包/箱 
適用產品; 單片餅乾、30g燒果子、其他30g±10％包裝產品 
●編碼 LAB61006   尺寸：4cm  包裝：500片/包；24包/箱   
適用產品; 多片包餅乾、60g燒果子、其他60g±10％包裝產品

14
塑
膠
包
裝
類
．
餅
乾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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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帶&紗袋
直筒罐

 Organza Bag / Ribbon
Transparent PET Packaging Bottles

TEHMAG
 Organza Bag 
/  R ibbon /  PET  

Bo t t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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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LDE101 編碼 LGD003精緻紗袋-大紅棒棒糖紙軸
尺寸：直徑11cmX高16cm；包裝：100個/包
特色：底層包覆PP膠墊，讓商品更立體美觀

尺寸：直徑0.4x長15.2cm
包裝：1000支/盒

PET直筒罐系列
編碼：LBD00901   (長)   包裝：200個/箱
尺寸：直徑5cm(內徑4.5cm)X長24cm

編碼：LBD01001   (短)   包裝：300個/箱
尺寸：直徑5cm(內徑4.5cm)X長13cm
材質：瓶身PET，瓶蓋PP

※本公司另有千款公版緞帶可選購，如有需要
請洽本公司業務人員※

特色：為您量身設計，免收版費，一次最低
           訂貨量5000碼(每碼91公分)，多種規
           格可供選擇。

私版鍛帶

 O
rganza Bag / Ribbon / Transparent PET Packaging Bottles

15
緞
帶
．
紗
袋
．
直
筒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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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HMAG
Heat -proof
 Paper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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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6 - 37

耐熱紙杯
Heat -proof  Paper  Cup

C-PET披覆紙，耐烤焙，無毒性，無螢光劑

36



H
eat-proof Paper Cup

16
耐
熱
紙
杯

編碼 LCA001

編碼 LCA003

編碼 LCA004

編碼 LCA006

耐熱紙杯-1
尺寸：直徑4.4cm X高2.9cm
包裝：500Pcs/支
耐熱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3
尺寸：直徑9cm X高3cm
包裝：500Pcs/支
耐熱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4
尺寸：直徑9cm X高4.3cm
包裝：500Pcs/支
耐熱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6(小判)
尺寸：直徑14.3cm X4.3cm X高3.3cm
包裝：500Pcs/支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009A1FP紙杯(紅)
尺寸：直徑4.7cm X高3.7cm
包裝：600Pcs/支 
耐熱220℃不可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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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插牌系列
Card Inser ted

PAGE  38 - 40

TEHMAG
Card Inser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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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版蛋糕插牌

編碼 LEA006 編碼 LEA005

編碼 LEA002編碼 LEA001

慕斯小插牌
尺寸：30cmX21cm

包裝：25張/包；800張/箱

蛋糕插牌系列
尺寸：30cmX21cm

包裝：50張/包；800張/箱

銀版 金版

二版插牌一版插牌

特性：BCA特級合成紙、無螢光劑、日本
東京油墨株式會社進口安全油墨，不含重
金屬、耐凍、防潮、不變形。

特性：BCA特級合成紙、無螢光劑、日本
東京油墨株式會社進口安全油墨，不含重
金屬、耐凍、防潮、不變形。

52片/張59片/張

74片/張 74片/張

Card Inserted

17
蛋
糕
插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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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版蛋糕插牌

私版插卡
尺寸：30cmX21cm；50張/包
包裝：800張/箱
最低印製量A4；1500張
為您量身設計，讓您與眾不同，自
我獨家，絕有僅有的特色插牌。

編碼 LEA001A1

八吋以上蛋糕使用17
蛋
糕
插
牌

Card Inserted

編碼 LEA011

錫箔彎曲插牌
包裝：30張/包(25片/張)

編碼 LEA003

蛋糕插牌系列
尺寸：30cmX21cm

包裝：50張/包；800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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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1 - 47

節慶系列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Fe s t i va l  Se r i e s

41



母親節康乃馨
每一盒單一色100朵

編碼 LHA151
紅色康乃馨

編碼 LHA153
金康乃馨

編碼 LHA152
粉紅康乃馨

編碼 LHA143
紫色康乃馨

編碼 LHA141
紅色康乃馨

編碼 LHA132
粉橘康乃馨

編碼 LHA114
紫色康乃馨

編碼 LHA111
紅康乃馨

18
節
慶
系
列

Festival Series

編碼 LHA172
雲彩紫康乃馨

編碼 LHA173
淡雅粉康乃馨

編碼 LHA171
繽紛紅康乃馨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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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30cmX21cm(A4/28片張)
包裝：10張/包(280片)

尺寸：30cmX21cm(A4/32片張)
包裝：10張/包(320片)

1. BCA特級合成紙，無螢光劑。
2. 日本進口安全油墨，不含重金屬。
3. 防潮、耐凍、不變形。

尺寸：30cmX21cm(A4/23片張)
包裝：10張/包(230片)

編碼 LEB001編碼 LEB1012

編碼 LEB301

春節插牌情人節插牌

德群插牌三大安全保證

父親節插牌2017母親節插牌
規格：30cmX21cm(A4)
包裝：20張/包；每張27片(540片/包)

編碼 LEB201

Festival Series

18
節
慶
系
列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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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節
慶
系
列

聖誕插牌 聖誕插牌
規格：30cmX21cm(A4/42片張)
包裝：20張/包(840片/包)

規格：30cmX21cm(A4/24片張)
包裝：20張/包(480片/包)

編碼 LEB601 編碼 LEB602

聖誕專區

尺寸：15cmX21cm(B5)
包裝：25片/張；20張/包(500片)

編碼 LEB501萬聖節插牌

萬聖節-001
重量：1.48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萬聖節-003
重量：1.85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萬聖節-XM861
重量：1.48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萬聖節-XM862
重量：1.85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南瓜瓷杯-黑貓
包裝：72個/箱
材質：瓷器       容量:110cc

規格：長95x高54x寬75mm 
特性：耐熱性 250℃不可直火

南瓜瓷杯-女巫
包裝：72個/箱
材質：瓷器         容量:110cc

規格：長100x高55x寬75mm 
特性：耐熱性 25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EM001　編碼 LCATS-EM003

編碼 LCC-701　

編碼 LCATS-XM861編碼 LCATS-XM862

編碼 LCC-702

(單位：mm)

萬聖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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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Series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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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大襪 雪人
編碼：JG00033
尺寸：長 22.5X 寬 17(cm)
包裝：12 個 / 包

聖誕小襪 4 款綜合     編碼：JG00021   尺寸：長 19X 寬 14.5(cm)     包裝：12 個 / 包 ( 混合 )

聖誕襪子     編碼：JG0001    尺寸：長 20X 寬 12.5(cm)    包裝：12 個 / 包 ( 混合 )

聖誕針織袋     尺寸：長 26.5X 寬 14.5(cm)    包裝：12 個 / 包

聖誕大襪 麋鹿
編碼：JG00032
尺寸：長 22.5X 寬 17(cm)
包裝：12 個 / 包

聖誕大襪 聖誕老人
編碼：JG00031
尺寸：長 22.5X 寬 17(cm)
包裝：12 個 / 包

雪人
JG0030

老人
JG0010

鹿
JG0020

聖誕襪子

編碼：JG00061

聖誕禮物袋 聖誕老人
尺寸：長 31X 寬 14.5(cm)
包裝：12 個 / 包

編碼：JG00060
聖誕禮物袋 雪人
尺寸：長 31X 寬 14.5(cm)
包裝：12 個 / 包

Festival Series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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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折盒 ( 聖誕老人 )
材質：白卡紙 250g
機能：耐熱
用途：烘烤、裝飾
重量：3.3g
容量：215cc
規格：1000 只 (100 只 / 包 x10 包 )

正方折盒 ( 字母 )
材質：白卡紙 250g
機能：耐熱
用途：烘烤、裝飾
重量：3.3g
容量：215cc
規格：1000 只 (100 只 / 包 x10 包 )

正方折盒 ( 聖誕禮物 )
材質：白卡紙 250g
機能：耐熱
用途：烘烤、裝飾
重量：3.3g
容量：215cc
規格：1000 只 (100 只 / 包 x10 包 )

18
節
慶
系
列

Festival Series

滿福杯 ( 聖誕老人 )
編碼：LCAT2-XM631
重量：1.42g    
包裝：100 個 / 支，500 個 / 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 75g
功能：耐烤 耐熱 220℃不可直火

滿福杯 ( 雪人 )
編碼：LCAT2-XM632
重量：1.42g    
包裝：100 個 / 支，500 個 / 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 75g
功能：耐烤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聖誕樹正方蛋糕盒
編碼：LBAT2-HDGFSD
重量：3.3g    
包裝：300 個 / 支，1200 個 / 箱
材質：食品級白卡紙
功能：耐烤、耐油 .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聖誕老人正方蛋糕盒
編碼：LBAT2-HDGFL
重量：3.3g    
包裝：300 個 / 支，1200 個 / 箱
材質：食品級白卡紙
功能：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聖誕杯 ( 綠色 )
編碼：LCAT-DGBSDHSW
重量：3.0g    
包裝：50 個 / 支，1000 個 / 箱
材質：紙 ( 內側淋膜 )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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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方折盒 ( 聖誕雪人 )
材質：白卡紙 250g
機能：耐熱
用途：烘烤、裝飾
重量：3.3g
容量：215cc
規格：1000 只 (100 只 / 包 x10 包 )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LCAT2-XB01

XB03

LCAT2-XB02LCAT2-CB42
尺寸

60

60 60

60
60

尺寸

60

60 60

60
60

尺寸

60

60 60

60
60

尺寸

60

60 60

60
60

耐熱紙杯 ( 雪人紅 / 小判 )
編碼：LCAT1-RXCS145
重量：1.44g    
包裝：300 個 / 支，2400 個 / 箱
材質：PET/ 食品級白牛皮紙 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 ( 雪人綠 / 小判 )
編碼：LCAT1-GXCS145
重量：1.44g    
包裝：300 個 / 支，2400 個 / 箱
材質：PET/ 食品級白牛皮紙 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 ( 雪人紅 / 圓 )
編碼：LCAT1-RXS145
重量：1.34g    
包裝：300 個 / 支，2400 個 / 箱
材質：PET/ 食品級白牛皮紙 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 ( 雪人綠 / 圓 )
編碼：LCAT1-GXS145
重量：1.34g    
包裝：300 個 / 支，2400 個 / 箱
材質：PET/ 食品級白牛皮紙 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 220℃不可直火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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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綠色雪人杯 聖誕紅色雪人杯

聖誕綠色薑餅人杯 聖誕老人微笑杯

規格：直徑7.4cm X 高6cm 
            把手寬 9.8cm        容量：130CC 
包裝：12個/盒;72個/箱
材質：瓷器 耐熱250℃不可直火

規格：直徑7.4cm X 高7cm 
            把手寬 9.8cm        容量：140CC 
包裝：12個/盒;72個/箱
材質：瓷器 耐熱250℃不可直火

編碼 LCC692 編碼 LCC6941  

編碼 LCC693 編碼 LCC690

聖誕瓷杯

聖誕雪人杯-紅色      
聖誕老人杯-白色

聖誕綠色 雪人杯 
聖誕綠色 薑餅人杯

聖誕紅色雪人杯 
聖誕老人微笑杯

尺寸：寬10cmX高6.0cm
容量：130cc
包裝：12個/盒;72個/箱
材質：瓷器-耐熱250℃
            不可直火

尺寸：寬9.5cmX高6.8cm
容量：130cc
包裝：12個/盒;72個/箱
材質：瓷器-耐熱250℃
            不可直火

歡樂聖誕杯-麋鹿
歡樂聖誕杯-雪人

聖誕雪人杯-紅色
編碼：LCC696 

聖誕老人杯-白色
編碼：LCC695 

歡樂聖誕杯-雪人
編碼：LCC698

歡樂聖誕杯-麋鹿
編碼：LCC697 

節慶商品依實際進貨外觀為主，請洽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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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天滿彩色蛋糕杯系列 重量：2.14g    容量 : 13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CPET
尺寸：上徑65mm X底徑59mmX高45mm
功能：耐烤、耐油、耐水 耐熱220℃不可直火

PAGE  48 - 59

天滿紙器獨特的成型技術，源自於獨創的成型機器，是我們心血的創造，
也是我們的基礎，我們努力做出抓住人心的設計根源。

在容器本來的功能性，在衛生及操作容易和安全性等基礎上，加入我們獨特
的創意和技術。持續研發更有市場魅力的商品，附合各位工作上的期待。

編碼 LDBT-CK41 編碼 LDBT-CK42 編碼 LDBT-CK43 編碼 LDBT-CK44 編碼 LDBT-CK45

6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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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杯

透明杯18-金花
重量：2.63g      容量：18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700

透明杯11-金徽章
重量：2.26g      容量：11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  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0-金花
重量：1.89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  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1-金花
重量：2.26g      容量：11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200 編碼 LCATS-CK500

編碼 LCATS-CK600

透明杯10-金徽章
重量：1.89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100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透明杯10-花
重量：1.89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0-條紋
重量：1.89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1-條紋
重量：2.26g      容量：11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8-條紋
重量：2.63g     容量：18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1-花
重量：2.26g      容量：11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透明杯18-花
重量：2.63g     容量：18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性.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805

編碼 LCATS-CK801 編碼 LCATS-CK802

編碼 LCATS-CK803 編碼 LCATS-CK806 編碼 LCATS-CK807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單位：mm)(單位：mm)

磨砂杯-文字
重量：1.02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圓形
重量：1.02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條紋
重量：1.02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甜蜜
重量：1.02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30 編碼 LCATS-CK31 編碼 LCATS-CK32 編碼 LCATS-CK33

(單位：mm)(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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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杯-紅字
重量：2.14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高-甜蜜
重量：1.58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粉紅心
重量：2.14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蕾絲
重量：2.14g   容量：13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磨砂杯高-美味
重量：1.58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CK37

編碼 LCATS-CK51

編碼 LCATS-CK38 編碼 LCATS-CK39

編碼 LCATS-CK52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單位：mm)

磨砂杯

長方型蛋糕盒(西點)
重量：3.52g      容量：120cc
包裝：50個/支，2000個/箱
材質：象牙紙270g/可剝離樹脂
功能：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BAT1-BT63

方型蛋糕盒(夏季)
重量：3.3g
包裝：300個/支，1200個/箱
材質：象牙紙300g
功能：耐熱220℃不可直火

塑膠方型蛋糕托(磨砂2)

包裝：100個/支，900個/箱
材質：塑膠
功能：耐水、耐油
用途：裝飾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BAT2-HDGFS

編碼 LBDT1-TFMS2

長方型蛋糕盒(麥穗)
重量：3.52g    容量：120cc
包裝：50個/支，2000個/箱
材質：象牙紙270g/可剝離樹脂
功能：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長方型蛋糕盒(甜點褐)
重量：3.52g       容量：120cc
包裝：50個/支，2000個/箱
材質：象牙紙270g/可剝離樹脂
功能：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BAT1-BT66編碼 LBAT1-BT64

蛋糕杯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PET方形杯-時尚
重量：3.52g   容量：85cc
包裝：50個/支，2000個/箱
材質：CPET. 
功能：耐熱220℃不可直火

PET方形杯-小花
重量：3.52g    容量：85cc
包裝：50個/支，2000個/箱
材質：CPET. 
功能：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PC250　 編碼 LCATS-PC251　
(單位：mm)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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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滿鬱金香杯系列

新品鬱金香杯雙層覆膜，單枚折壓成型，產品更耐水，
耐油，耐烘烤。外層覆膜後的鬱金香杯顏色光亮絢麗，
產品有5種顏色可供選擇，隨意搭配組合。

重量：1.39g     容量 : 7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HSPET/70g白牛皮紙/CPET
尺寸：上徑5.5cm X底徑3.8cm X高4.2cm
功能：耐烤、耐油、耐水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LCAT2-MB01 
鬱金香杯-紅色

編碼：LCAT2-MB02 
鬱金香杯-咖啡色

編碼：LCAT2-MB04 
鬱金香杯-草綠色

編碼：LCAT2-MB07 
鬱金香杯-粉紅色

編碼：LCAT2-MB06 
鬱金香杯-黃色

鬱金香杯-字母鬱金香杯-農莊

鬱金香杯盒 
包裝：100個/包      材質：PET、紙
尺寸：長29.5cm X 寬7cm X 高6cm

編碼 LBB018

編碼 LBB018A

38

42

1.5

1.7

Size

鬱金香杯大-白
重量：1.92g   容量：95cc
包裝：100個/支，3000個/箱
材質：HSPET. 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鬱金香杯中-白
重量：1.33g  容量：65cc
包裝：100個/支，3000個/箱
材質：HS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鬱金香杯大-橘
重量：1.92g   容量：95cc
包裝：100個/支，3000個/箱
材質：HS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鬱金香杯中-橘
重量：1.33g   容量：65cc
包裝：100個/支，3000個/箱
材質：HSPET.白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MC91　 編碼 LCATS-MC81　編碼 LCATS-MC92 編碼 LCATS-MC82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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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精選系列10-小花
重量：1.50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23-早安
重量：2.50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0-徽章
重量：1.50g   容量：10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 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5-流星粉紅
重量：1.70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6-流星綠
重量：1.70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5-藤蔓棕
重量：1.70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5-藤蔓金
重量：1.70g   容量：15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23-條紋
重量：2.50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8-光輝
重量：1.50g  容量：18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 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23-流星紅
重量：2.50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18-文字
重量：1.50g   容量：180cc
包裝：10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精選系列23-流星藍
重量：2.50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RK71

編碼 LCATS-RK8814

編碼 LCATS-RK91

編碼 LCATS-RK72

編碼 LCATS-RK8815

編碼 LCATS-RK92

編碼 LCATS-RK81

編碼 LCATS-RK8816

編碼 LCATS-RK8818

編碼 LCATS-RK82

編碼 LCATS-RK8817

編碼 LCATS-RK8819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高杯-歡樂時光
重量：1.55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高杯-黃色
重量：1.55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高杯-粉紅甜蜜
重量：1.55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高杯-白色
重量：1.55g   容量：23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上質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ML61　 編碼 LCATS-ML63　編碼 LCATS-ML62編碼 LCATS-ML64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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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福杯(紅色)
重量：1.68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75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滿福杯(方格)
重量：1.74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75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M563 編碼 LCAT2-M581A

滿福杯(滿天星)
重量：1.44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滿福杯(條紋)
重量：1.48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75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滿福杯(英文字母)
重量：1.42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75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滿福杯(鄉村)
重量：1.44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M403 編碼 LCAT2-M404 編碼 LCAT2-M408

編碼 LCAT2-M409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風鈴杯(紅色)
重量：14.5g
包裝：25個/支，500個/箱
材質：PP/食品級白牛皮紙80g
功能：耐水　不可烘烤

風鈴杯(咖啡色)
重量：14.5g
包裝：25個/支，500個/箱
材質：PP/食品級白牛皮紙80g
功能：耐水  不可烘烤

編碼 LCAT3-TC101

編碼 LCAT3-TC102

(單位：mm)

(單位：mm)

滿福杯

(牛奶) (訊息)

(訊息)編碼 LCAT2-CA22

編碼 LCAT2-CA23編碼 LCAT2-CA13

(單位：mm)

(單位：mm)

CA11-滿福杯 
重量：1.3g        容量：12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10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CA22-滿福杯 
重量：1.53g     容量：145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10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CA13- CA23- CA33-
滿福杯 
重量：1.77g     容量：175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食品級白牛皮紙10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尺寸 尺寸

尺寸

50 60

70

45 45

45CA33

(牛奶)編碼 LCAT2-CA11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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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單位：mm)

捲口杯

捲口杯 - 咖啡
重量：2.34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 ; 20支/箱
材質：牛皮紙/ PET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捲口杯 - 白底黃花
重量：2.34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 ; 20支/箱
材質：牛皮紙/ PET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捲口杯 - 黃
重量：2.34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 ; 20支/箱
材質：牛皮紙/ PET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捲口杯 - 300 綠字
重量：7.00g     容量：300cc
包裝：50個/支 ; 40支/箱
材質：牛皮紙/ PET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吐司盒(字母)
重量：3.52g     容量：900cc
包裝：500張/包 ; 5包/箱
尺寸：185x95x112mm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熱220℃不可直火

捲口杯 - 300 橘字
重量：7.00g     容量：300cc
包裝：50個/支 ; 40支/箱
材質：牛皮紙/ PET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編碼 LCATS-VT704

編碼 LDBT-CR02編碼 LDBT-CR04 編碼 LDBT-CR03

編碼 LCATS-VT705
編碼 LBAT2-TSZE

73

61.5

Size

73

61.5

Size

50

30

2.0

1.2

Size

50

30

2.0

1.2

Size

50

30

2.0

1.2

Size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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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杯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皇冠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紫色幻想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冬樹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只為你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紅心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DGBZHXSW編碼 LCAT-DGBAXSW 編碼 LCAT-DGBOFYSW

紅花
重量：3.0g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紙(內側淋膜)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單位：mm) (單位：mm)(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甜蜜杯 

LC111 LC110LC113 LC109

吐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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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烤
烘烤

S150
烘烤紙托-(帆船)圓
材質：PET.白牛皮紙80g
機能：耐水、耐油、耐熱
用途：烘烤
重量：1.7g 
規格：2400只(300只/條x8條)

烘烤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尺寸

30

90

耐熱紙杯

耐熱紙杯(農莊)
重量：1.2g
包裝：300個/支，39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白牛皮紙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耐熱紙杯(農莊)
重量：1.3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白牛皮紙8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1-S130編碼 LCAT1-YS145

耐熱紙杯
(英文字母/圓)

編碼 LCAT1-SE145

耐熱紙杯(農莊)
重量：1.07g
包裝：300個/支，54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白牛皮紙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1-S115

耐熱紙杯(帆船)
編碼 LCAT1-S145

重量：1.3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重量：1.3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白牛皮紙8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尺寸

30

85

尺寸

25

65

尺寸

32.5

65

尺寸

30

85

尺寸

30

70

尺寸

30

70

尺寸

30

85

耐熱紙杯(紅格)
重量：1.5g
包裝：500個/支，120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50g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1-RFS105

耐熱紙杯(農莊)
重量：1.6g
包裝：300個/支，72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70g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1-FS105
(單位：mm)(單位：mm)

戚風蛋糕杯(條紋)
重量：3.2g    容量：14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本色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RG08

32

32
85

30 35

戚風蛋糕杯(茶色)
重量：3.2g    容量：14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本色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戚風蛋糕杯(棕色)
重量：3.2g    容量：140cc
包裝：50個/支，1000個/箱
材質：PET/本色牛皮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RG06 編碼 LCAT2-RG07

32

32
85

30 35

32

32
85

30 35

(單位：mm)(單位：mm)(單位：mm)

迷你戚風蛋糕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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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杯

(單位：mm)

(單位：mm)

6吋蛋糕杯(字母)
重量：3.52g   容量：900cc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尺寸：8x6cm
包裝：50個/支，40支/箱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尺寸：8x9cm
包裝：50個/支，40支/箱
材質：食品級本色牛皮紙8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M140

編碼 LCAT2-M8060

編碼 LCAT2-M8090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烘烤

17

尺寸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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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披薩托

瓦楞心型杯-紅
重量：4.52g   容量：280cc
包裝：50個/支，600個/箱
材質：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心型杯-白
重量：4.52g   容量：280cc
包裝：50個/支，2800個/箱
材質：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花型杯-白
重量：5.50g   容量：3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FA05 編碼 LCATS-FA06 編碼 LCATS-FA12(單位：mm)

(單位：mm)

心型杯-紅心
重量：0.79g   容量：5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星型杯-黃
重量：1.04g   容量：6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FG74編碼 LCATS-FG70 編碼 LCATS-FG71
花型杯-粉紅
重量：0.95g   容量：55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PET白牛皮
功能：耐水.耐油.耐熱性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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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イ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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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6
圓形披薩托
材質：PET.白牛皮紙80g
機能：耐油、耐熱   用途：烘烤
重量：2.88g 
規格：2000只(100只/條x20條)

(單位：mm)

蛋糕底襯

PET底襯圓60
重量：1.60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A-PET
功能：耐水.耐油性.不可烘烤

PET底襯圓65
重量：2.12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A-PET
功能：耐水.耐油性.不可烘烤

PET底襯方62
重量：2.12g
包裝：100個/支，500個/箱
材質：A-PET
功能：耐水.耐油性.不可烘烤

編碼 LCATS-PG60C 編碼 LCATS-PG65C 編碼 LCATS-AP-77-1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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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酪杯-緞帶
重量：1.02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28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乳酪杯-酒紅
重量：1.02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28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乳酪杯-黃
重量：1.02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28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乳酪杯-金
重量：1.13g  容量：60cc
包裝：100個/支，2000個/箱
材質：HSPET.PET.鋁箔
功能：耐水.耐油.
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乳酪杯-黑
重量：1.02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28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M500

編碼 LCATS-M501 編碼 LCATS-M502

編碼 LCATS-GA12

編碼 LCATS-M503

編碼 LCATS-M504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乳酪杯-白
重量：1.02g   容量：70cc
包裝：100個/支，2800個/箱
材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單位：mm)

乳酪杯

耐熱紙杯

CS165
烘烤紙托-(帆船)橢圓
材質：PET.白牛皮紙80g
機能：耐水、耐油、耐熱
用途：烘烤
重量：2.5g 
規格：2400只(300只/條x8條)

烘烤

尺寸

50

55 165

尺寸

30

48 145

尺寸

30

48 145

尺寸

30

48 145

耐熱紙杯(農莊/小判)
重量：1.4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70g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1-YCS145
耐熱紙杯(英文字母/小判)
編碼 LCAT1-CSE145

耐熱紙杯(帆船/小判)
編碼 LCAT1-CS145

重量：1.4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本色牛皮紙70g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重量：1.44g
包裝：300個/支，2400個/箱
材質：PET/食品級70g紙
功能：耐水、耐烤、耐油
耐熱220℃不可直火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天滿烤盤紙

編碼 LDBT-FTN2040P　

編碼 LDBT-FTN2050P　

茶色烤盤紙
材質：紙
尺寸：33cm X 20m  (卷)
包裝：30卷/箱      

白色烤盤紙
材質：紙
尺寸：30cm X 15m  (卷)
包裝：24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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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芯蛋糕杯(甜點)大
重量：18.4g     容量 : 1650cc
包裝：20個/支，120個/箱
材質：象牙紙36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卷芯蛋糕杯(甜點)小
重量：12g         容量 :70cc
包裝：25個/支，125支/箱
材質：象牙紙360g
功能：耐烤 
耐熱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2-SC846 編碼 LDBT-SC845

尺寸：(小) 22x28x5cm
包裝：300個/包

尺寸：(大) 28x32x5cm
包裝：120個/包 材質：PET 

包裝：25個/包

卷芯蛋糕杯 上蓋

卷芯蛋糕杯 OPP立體袋

編碼 LCAT2-SC846G

編碼 LGA001

編碼 LGA002

不可烘烤
168
22

6.6

0.9

Size

No
Oven/MWO

115

 70

SC837

卷心蛋糕杯(照片)
材質：食品級白卡紙300g
機能：耐熱    用途：烘烤
重量：11.68g 
規格：300只(25只/條x12條)

烘烤

尺寸

70

115

(單位：mm)

卷芯蛋糕杯

瓦楞卷芯蛋糕杯70-紅磚
重量：11.30g   容量：700cc
包裝：50個/支，600個/箱
材質：  E浪原色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70-皇家
重量：11.68g   容量：700cc
包裝：50個/支，600個/箱
材質： 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165-紅磚
重量：22.84g   容量：16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 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165-棕色
重量：32.60g   容量：16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 E浪原色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70-照片
重量：11.68g   容量：700cc
包裝：50個/支，600個/箱
材質：  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165-皇家
重量：22.80g   容量：16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 E浪原色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70-咖啡
重量：11.30g   容量：700cc
包裝：50個/支，600個/箱
材質：  E浪原色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瓦楞卷芯蛋糕杯165-照片
重量：22.84g   容量：16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 E浪白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SC839
編碼 LCATS-SC839A

編碼 LCATS-SC836
編碼 LCATS-SC836A

編碼 LCATS-SC841 編碼 LCATS-SC844
編碼 LCATS-SC844A

編碼 LCATS-SC837
編碼 LCATS-SC837A

編碼 LCATS-SC842
編碼 LCATS-SC842A

編碼 LCATS-SC838

編碼 LCATS-SC843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

瓦楞卷芯蛋糕杯165-紅磚
重量：22.80g   容量：1650cc
包裝：25個/支，300個/箱
材質： E浪原色牛皮紙
功能：耐熱性220℃不可直火

編碼 LCATS-SC845
(單位：mm) (單位：mm) (單位：mm)(單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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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長25cm X寬21.8cm
功能：包裝用；耐油、耐水
材質：40g防油蠟紙  不可烘烤

尺寸：長 20cm X
寬  10.5cmXE高4.3cm
功能：包裝用          
材質：牛皮紙
包裝  : 30個/盒；50盒/箱

編碼：LDBT-FTN3100(線條) 
簡易包裝：500張/包

編碼：LDBT-FTN3200(花) 
簡易包裝：500張/包

編碼：LDBT-FTN3300(郵票) 
簡易包裝：500張/包

編碼：LDBT-FTN3400(新聞) 
簡易包裝：500張/包

編碼：LDBT-FTN3100A(線條) 
精美盒裝：50張/盒

編碼：LDCT-FWB5201
郵票

編碼：LDCT-FWB5002
粉藍水滴

編碼：LDCT-FWB5203
好胃口

編碼：LDCT-FWB5003
巴黎

編碼：LDBT-FTN3200A(花) 
精美盒裝：50張/盒

編碼：LDBT-FTN3300A(郵票) 
精美盒裝：50張/盒

編碼：LDBT-FTN3400A(新聞) 
精美盒裝：50張/盒

FTN5500 (茶色鑰匙)
精美盒裝：50張/盒

FTN5400 (圓點)
精美盒裝：50張/盒

天滿蠟紙系列

天滿紙袋系列

設計新概念，
便利好抽取

Bag Package

180

293

105
43

11.5
1.7

4.1
7.9

7.1

Size

200200

Pattern Pattern
Dots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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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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號 .................................... 電話：(03)931-5823      傳真：(03)931-5818
花蓮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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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00813619E-mail:tehmag@ms37.hinet.net

TEHMAG  FOODS 

德麥食品

掃描加入德麥粉絲專頁

德麥包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