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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魯肉飯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35 元 

其他說明：價格相同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馬告腿庫飯 

售價：100 元 

商品份量：566 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100 元 

其他說明：價格相同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樹豆豬腳飯 

售價：95 元 

商品份量：667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90 元 

其他說明：價格相同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魯肉手工麵線 

售價：70 元 

商品份量：468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50 元 

其他說明：服務區內容物及份量較多 



 高速公路局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壢服務區 

 

2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馬告腿庫手工麵線 

售價：125 元 

商品份量：397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120 元 

其他說明：服務區內容物及份量較多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樹豆豬腳手工麵線 

售價：100 元 

商品份量：417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100 元 

其他說明：價格相同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馬告土雞湯 

售價：60 元 

商品份量：34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區無此商品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剝皮辣椒土雞湯 

售價：60 元 

商品份量：34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區無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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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虱目魚羹 

售價：45 元 

商品份量：33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35~45 元 

其他說明：內容物不同本區看起來比較好吃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青菜湯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區無此商品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時蔬 

售價：30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30 元 

其他說明：價格相同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雙人)麵線+滷蛋+時蔬+ 雞湯 

售價：175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套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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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馬告腿庫飯+雞湯(二擇一) 

售價：150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套餐商品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馬告腿庫手工麵線+雞湯(二擇一) 

售價：165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套餐商品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樹豆豬腳飯+雞湯(二擇一) 

售價：150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套餐商品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石板一夜干 

售價：100 元 

商品份量：1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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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十六味 

商品名稱：石板鹹豬肉 

售價：100 元 

商品份量：2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無此商品 

 

 櫃位名稱：達克 

商品名稱：鮮烤魷魚 

售價：100 元 

商品份量：7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省分店商品份量及價格均相同 

 

 櫃位名稱：達克 

商品名稱：牛奶棒(原味)(一支) 

售價：25 元 

商品份量：3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省分店商品份量及價格均相同 

 

 櫃位名稱：達克 

商品名稱：葡兒飛冰淇淋 

售價：80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省分店商品份量及價格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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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半筋半肉牛肉麵/細粉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635 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牛三寶牛肉麵/細粉 

售價：125 元 

商品份量：65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大盛壽喜飯/麵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46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番茄牛肉麵/細粉(不辣)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7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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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原汁牛肉麵/細粉 

售價：110 元 

商品份量：60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紅燒排骨飯/麵/細粉 

售價：99 元 

商品份量：528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清燉牛肉麵/細粉 

售價：110 元 

商品份量：655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牛肉炸醬麵 

售價：72 元 

商品份量：26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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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芝麻牛蒡絲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7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韓國泡菜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原滷豆干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滷味豬耳朵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6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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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現燙青菜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皮蛋豆腐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83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滷香排骨 

售價：50 元 

商品份量：9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1) 

售價：165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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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2) 

售價：16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3) 

售價：15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4) 

售價：155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5) 

售價：13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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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6) 

售價：14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7) 

售價：15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8) 

售價：159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超值套餐(9)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一份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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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中杯碳酸飲料 

售價：30 元 

商品份量：500cc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三商巧福 

商品名稱：台灣紅茶(熱)(冬季限定) 

售價：30 元 

商品份量：360cc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現切麻糬 

售價：130 元 

商品份量：350g/盒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傳統麻糬 

售價：130 元 

商品份量：16 個/盒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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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草莓大福 

售價：45 元 

商品份量：90g/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香蕉大福 

售價：45 元 

商品份量：90g/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大福麻糬 3 入 

售價：110 元 

商品份量：270g/3 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大福麻糬 6 入 

售價：220 元 

商品份量：540g/6 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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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宇治金時大福 

售價：42 元 

商品份量：9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芋頭大福 

售價：42 元 

商品份量：9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手作綠豆椪 

售價：40 元 

商品份量：6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3 號土鳳梨酥 

售價：45 元 

商品份量：24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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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7 入米大福禮盒 

售價：210 元 

商品份量：420g/7 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大王千金 

商品名稱：9 入米大福禮盒 

售價：300 元 

商品份量：504g/9 個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全省分店統一售價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招牌烤肉蛋吐司 

售價：69 元 

商品份量：2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花生醬烤肉吐司 

售價：69 元 

商品份量：2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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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辣味烤肉蛋吐司 

售價：69 元 

商品份量：2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烤肉吐司總匯 

售價：79 元 

商品份量：22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巧克力夾土司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花生夾土司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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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草莓奶油夾土司 

售價：35 元 

商品份量：10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經典蘑菇肉醬-單點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3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辣味培根肉醬-單點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3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義式臘腸奶油-單點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3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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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位名稱：烤肉土司 

商品名稱：蒜味奶油培根-單點 

售價：120 元 

商品份量：350g 

鄰近校園商圈販售價格： 

其他說明：鄰近商圈未開立發票且工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