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鍋套餐(2-3人) 豬肉種類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290

1包 美國豬梅頭(燒肉片) (250g/pkg) $45 1包
美國SRF豬梅片 200g 1包 西班牙挑骨燒腩肉(約300g) $69 1包

泰國魚麵 1包 西班牙黑毛豬扒(約300g) $71 1包

雜丸 9粒 西班牙黑毛豬梅肉 (韓燒片) (250g) $64 1包

蟹棒 4條 西班牙黑毛豬梅肉(燒肉片)(250G) $64 1包

珍寶帶子 4粒

火鍋套餐(4-5人) 海鮮種類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520

1包 Kunihiro 有殼廣島蠔 – M(6pc) (540G/Pkg) $166 1包
美國牛小排 200g 1包 太田魚餅 – 墨魚 (2PC, 80G) $42 1包

美國SRF豬梅片 200g 1包 太田魚餅 – 帶子 (2PC, 80G) $42 1包
西班牙黑毛豬 火鍋片 200g 1包 日本芝士赤蝦 (300G) $76 1包

泰國魚麵 1包 格陵蘭比目魚扒(約250g) $61 1包

蟹棒 6條 油甘魚鮫(氣炸/燒烤) (約1 KG) $185 1包

珍寶帶子 6粒 泰國鱈蟹棒(約200g) $40 1包

雜丸 18粒 珍寶蟹柳(約200g) $40 1包
美國銀鱈魚扒(約250g) $103 1包

火鍋套餐(7-8人) 蒲燒鰻魚(約227g) $71 1包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越南黑虎蝦(1KG) $126 1包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780

2包 韓國芥末章魚(即食)(約80g) $48 1包
美國牛小排 200g 1包 韓國醬油蝦(即食)(約700g) $45 1包

美國SRF豬梅片 200g 2包 龍霸小龍蝦(麻辣味)(750G) $78 1包
西班牙黑毛豬 火鍋片 200g 1包

泰國魚麵 2包 必食丸類
蟹棒 8條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珍寶帶子 10粒 墨汁墨魚丸 $25 9粒

雜丸 30粒 清真牛肉丸 $28 9粒
波子汽水(蜜瓜味) (200ML) 1支 潮汕墨魚丸 $28 9粒

潮汕手打牛筋丸 $28 9粒

牛肉種類 潮汕魷魚丸 $28 9粒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照燒雞肉丸 $23 9粒
威靈頓牛柳(香港製造)(435g) $166 1件 玉米上貢丸 $25 9粒

巴西牛舌(約200g) $79 1包 福州丸湯包 $21 6粒
日本A5和牛(約150g) $166 1包 金利華魚包蛋 $30 8粒

澳洲M5和牛肩肉(約150g) $71 1包 雞肉丸子(熟)(540G) $34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封門柳(約200g) $80 1包 頂級香菇上貢丸 $24 9粒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小排(約200g) $113 1包 香芋包心上貢丸 $21 6粒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板腱(約200g) $71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西冷(約220g) $103 1包



其他美食 飲料種類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芝心漢堡扒 550G(10PCS) $56 1包 波子汽水(原味) (200ML) $10 1支
一口魷魚粒快熟(泡菜) (200G) $35 1包 波子汽水(士多啤梨味) (200ML) $10 1支
蛋黃醬心漢堡扒 (550G,10PCS) $56 1包 波子汽水(橙味) (200ML) $10 1支
忌廉芝心漢堡扒 (茄汁) (155G) $24 1包 波子汽水(籃莓味) (200ML) $10 1支
忌廉芝心漢堡扒 (燒汁) (155G) $24 1包 波子汽水(菠籮味) (200ML) $10 1支

MARUHA NICHIRO 炸芝心火腿扒 $32 1包 波子汽水(蜜瓜味) (200ML) $10 1支
港式蜜汁叉燒 (450G) $55 1包

韓國邪惡披薩風味炸雞(約440g) $71 1包
韓國原隻椒鹽脆蝦(約300g) $103 1包

原味道台灣 麻辣鴨血冬粉(約530g) $71 1盒

湯包醬料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Choko九州產海鮮火鍋湯底(30ml x 4) $43 1包
Choko南國元氣雞湯火鍋湯底(30ml x 4) $43 1包
Choko柚子元氣雞 火鍋湯底(30ml x 4) $43 1包

Choko生薑味噌元氣雞火鍋湯底(30ml x 4) $45 1包
Choko長崎雜錦白湯火鍋湯底(30ml x 4) $45 1包

Ebara 日式燒肉汁- 辛口 (300G) $28 1支
EBARA 生薑燒汁 (230G) $24 1支

EBARA 蒜味牛扒汁 (165G) $28 1支
EBARA 豚肉丼汁 (245ML) $24 1支
EBARA 鹽味燒肉汁 (215G) $25 1支
EBARA 黑酢雞汁 (225G) $25 1支

Ebara牛扒汁洋蔥醬油味一人裝 (21g x 4 pcs) $29 1包
Ebara牛扒汁肉汁味一人裝 (21g x 4 pcs) $30 1包

原味道台灣鵝油麻辣醬(約200ml) $69 1支
大排檔雞煲醬 (263G) $38 1包
日式照燒雞汁 (230ML) $14 1支

日式燒肉汁- 蜜糖味 (300G) $28 1支
日式燒肉汁- 醬油味 (300G) $28 1支

日本鹽 (1KG) $18 1包
日清純正麻油 (130ML) $25 1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