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亞餐百佳報名登記表 

        電話: 510-727-1234 傳真: 888-315-0388 在線報名: top100.menuasian.com 
         聯繫地址: 8407 Central Ave., Newark, CA 94560 US 
 
 
 

① 基 本 信 息   （* 號為必填項）   

餐館名*  
 

 
餐館中文名*  

 

東主全名（英文）*  
 

 
東主中文名*  

 

地址*  
 

 

城市 *  
 

 
州*   

郵編*   

營業電話*  
 

 
其它電話   

傳真  

餐館網站*  
 

 
郵箱  

開業年份 *（例如:1999 年） 
 

 
營業時間  

 

 

② 您將參加的評選類別  

[榮譽大獎] 

綜合得分最高的100家餐館將獲此獎。由候選餐廳在菜肴、服務、裝潢和就餐氛圍、

環境衛生與食品安全及價值等5項評分的總分高低確定排名。 

 

 

chenwei
文本框
Top 100 Asian Restaurants (Dining Excellence) 百佳亞洲菜系全優名店獎



 

 
 
 

③ 餐 館 資 料 （* 號為必填項） 

餐館位置 * □小城市或市郊區 □大都市商業區  

餐館席位*  □ 50 或以下 □ 51-100 □ 101-150 □ 151-200 □ 201 以上  

餐館員工數目*  □ 5 人以下 □ 5-10 人 □ 11-20 人 □ 21-50 人 □ 51-100 人 □ 100 人以上 

午餐價位*  □低於$5.99 □ $5.99-$7.99 □ $7.99-$9.99 □ $10-$14.99 □ $15+  

晚餐主菜價位*  
最低價位□$5-$10 □ $10-$15 □ $15-$20 □ $20 以上 最高價位□$10-$15 □ $15-$20 

□ $20-$25 □ $25 以上 

餐館類別*  □普通堂吃類 □自助餐廳 □外賣店 □速食 □高檔餐廳 

菜系類別*  □日本菜 □韩国菜 □印度菜 □马来菜 □泰国菜 □越南菜 □融亞菜 □其他：                

餐館的顧客群*  □美國大眾 □亞裔為主 □華裔為主 □拉丁裔為主 □其他:                 ( 請注明) 

餐館年生意額 □ 10 萬以下 □10-50 萬 □50-100 萬 □100-200 萬 □200-500 萬 □500 萬以上 

連鎖店資料 □是 /□不是 連鎖店  如是，□連鎖店數                          （請說明）     

④ 附 加 資 料（請先將報名表傳真至888-315-0388，以下相關資料可稍後郵寄補上）  

菜 單 

              照 片 

餐廳外觀照片        東主及員工照片 

餐廳廳堂照片        菜式照片  

廚房照片            東主照片 

餐館或東主名片 

相關獲獎資料 

相關媒體報導 

招牌菜照片及簡介 

⑤ “亞餐百佳”報名費用及助傳產品與推廣服務   

百佳報名費99美元及助選推廣產品服務套餐889美元合計988美元： 

1. 報名費用 99 美元將會全部捐獻給中餐發展基金； 
2. 四張標準版百佳宣傳海報 
3. 兩百張標準版 QR 宣傳卡 
4. 百佳特色亮點採訪報導 
5. 匿名試吃 
6. 投票網站收錄 

⑥ “亞餐百佳”報名及助選產品服務付款方式 

信用卡付款 

□VISA □MASTERCARD  

□AMEX □DISCOVER 

卡號(Credit Card#)                                                  

有效期(Exp. Date)                                                    

持卡人姓名(Card Holder)                                               

我願意報名參加“亞餐百佳”評選，並同意支付報名費及相關的助選產品服務： 

合計：$                   

簽名(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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