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12

2
0
1
9

December

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
1264

8十三	 9十四	 10十五	 11十六	 12十七	 13十八	 14十九

15二十	 16廿一	 17廿二	 18廿三	 19廿四	 20廿五	 21廿六

22冬至	 23廿八	 24廿九	 25聖誕節	 26十二月大	 27初二	 28初三

29初四	 30初五	 31初六	 1/1元旦	 1/2初八	 1/3初九	 1/4初十

1初六	 2初七	 3初八	 4初九	 5初十	 6十一	 7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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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舜惟 師傅     高雄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台南
Beautiful bread 講習

日本東京學院校長-尾形剛平         
時尚網美最愛甜點示範會
台北

日本東京學院校長-尾形剛平         
時尚網美最愛甜點示範會
台中

日本東京學院校長-尾形剛平         
時尚網美最愛甜點示範會
高雄

范舜惟 師傅     嘉義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台北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桃園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宜蘭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台中
Beautiful bread 講習

范舜惟 師傅     新竹
Beautiful bread 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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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510-8377-4575 傳真：+86-0510-8377-7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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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74993089 FAX:+60-1700813619
http://www.tehmag.com.tw      E-mail:tehmag@tehmag.com.tw

范舜惟	師傅 日本東京學院校長
尾形剛平         

Beautiful	bread	講習

12 月 04 日 ( 三 ) AM 10:00-PM 04:00 台北   台北德麥        (02)2298-1347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五路 31 號

12 月 05 日 ( 四 ) AM 10:00-PM 04:00 台中   台中德麥        (04)2359-2203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 20 路 32 號

12 月 06 日 ( 五 ) AM 10:00-PM 04:00 高雄   高雄德麥        (07)397-0415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 55 號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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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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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9 日 ( 四 ) PM 06:00-09:00    嘉義   露比夫人        (05)236-6298    嘉義市遠東街 50 號

12 月 24 日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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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5 日 ( 三 ) PM 06:00-09:00    新竹   新竹德麥        (03)523-3068     新竹市北區警光路 40 號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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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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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0 日 ( 一 ) PM 06:00-09:00    宜蘭   餐飲推廣協會    (03)931-5823    宜蘭縣五結鄉國民南路 5-15 號

│時尚網美最愛甜點示範會	-	日本東京學院校長 -尾形剛平	- 報名方式 :內洽業務│

│ Beautiful	bread	講習	- 范舜惟	師傅	- 報名方式 :內洽業務│

時尚網美最愛甜點示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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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hei Ogata 
尾形剛平主廚
超過 17 年豐富的經驗

◎曾任職 Salon de The Cerisier 
  Doeux Sucre 擔任西點主廚  
◎法國 Arnaud Larher，MOF 學習 
◎ 2006 年楓糖比賽  
◎ 2007 年拉糖藝術工藝類  
◎ 2015 年擔任嘉麗寶東京學院擔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