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鍋套餐(2-3人) 批量訂購由HK$3000起 必食三寶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240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板腱  (火鍋片)(約200g)
126

1包
美國SRF 豚肉 (火鍋片) 200g 1包 西班牙黑毛豬扒(約300g) 1包

泰國魚麵(無麩質) 1包 墨汁墨魚丸 (6粒) 6粒
牛丸、貢丸皇、墨汁墨丸、香芋貢丸共 (9粒) 9粒

蟹棒 4條 牛肉種類
珍寶帶子 4粒

時令蔬菜 1份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威靈頓牛柳(香港製造)(435g) $116 1件

火鍋套餐(4-5人) 巴西牛舌(約200g) $52 1包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日本A5和牛(火鍋片)(約150g) $141 1包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570

1包 澳洲M5和牛肩肉(火鍋片)(約150g) $63 1包
美國牛小排 200g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封門柳(火鍋片)(約200g) $63 1包

美國SRF 豚肉 (火鍋片) 200g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小排 (火鍋片) (約200g) $100 1包
西班牙黑毛豬 (火鍋片) 200g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板腱(火鍋片)(約200g) $50 1包

泰國魚麵(無麩質)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西冷(約220g) $79 1包

蟹棒 6條 熊本一口牛 (320g) $66 1包
火鍋帶子1kg 6粒 SRF 極黑牛小排 (200g) $96 1包

牛丸、貢丸皇、墨汁墨丸、香芋貢丸共 (18粒) 18粒 水原式醬醃牛排骨 (450g) $243 1包

時令蔬菜 2份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小排(火鍋片)約200G $100 1包
美國 Cherk Stone 牛頸脊 (200g) $86 1包

火鍋套餐(7-8人) AU Chuck Tail Flap 澳洲牛頸脊 (200g)
$50 1包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澳洲和牛 Chuk RIb Meat肩胛肉 (200g) $103 1包
美國Creek stone 牛頸脊 200g

790

2包 US Bnls Short Rib 美國牛小排 (200g) $74 1包
美國牛小排 200g 1包

美國SRF 豚肉 (火鍋片) 200g 2包

西班牙黑毛豬 (火鍋片) 200g 1包 豬肉種類
泰國魚麵(無麩質) 2包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蟹棒 8條 美國SRF 豚肉 (火鍋片) 200g $48 1包
火鍋帶子1kg 10粒 蜂巢式五花肉 (400g) $84 1包

牛丸、貢丸皇、墨汁墨丸、香芋貢丸共 (30粒) 30粒 西班牙挑骨燒腩肉(約300g) $46 1包

時令蔬菜 3份 西班牙法式黑毛豬鞍 (約350G) $87 1包
西班牙黑毛豬扒(約300g) $60 1包

嘗和福袋 西班牙黑毛豬梅肉(燒肉片)(250G) $55 1包

物品 價錢 套餐包括 份量 總數 西班牙黑毛豬梅肉(韓燒片)(250G) $55 1包
日本A5和牛 (火鍋片) (約150g)

430

1包 調味豬頸肉 (600g) $109 1包
美國頂級安格斯牛板腱(火鍋片)  (約200g) 1包 韓式醬醃大豬排骨 (350g) $84 1包

澳洲M5和牛肩肉(火鍋片) (約150g) 1包
西班牙挑骨燒腩肉 (約300g) 1包

西班牙黑毛豬梅肉(燒肉片)  (250g) 1包
美國SRF 豚肉 (200g) 1包



海鮮種類 批量訂購由HK$3000起 其他美食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Kunihiro 有殼廣島蠔 – M(6pc) (540G/Pkg) $142 1包 原隻匈牙利鵝肝(每磅) $210 1包
加拿大桂花蚌(約280g) $180 1包 芝心漢堡扒 550G(10PCS) $20 1包
原隻虎蝦(6pc ,500g) $86 1包 一口魷魚粒快熟(泡菜) (200G) $30 1包

太田魚餅 – 墨魚 (2PC, 80G) $36 1包 蛋黃醬心漢堡扒 (550G,10PCS) $48 1包
太田魚餅 – 帶子 (2PC, 80G) $36 1包 忌廉芝心漢堡扒 (茄汁) (155G) $20 1包

帆立貝(約800g) $141 1包 忌廉芝心漢堡扒 (燒汁) (155G) $20 1包
新西蘭珊瑚蚌 (約454g) $168 1包 MARUHA NICHIRO 炸芝心火腿扒(4PCS,120G) $27 1包
日本芝士赤蝦 (300G) $76 1包 韓國邪惡披薩風味炸雞(約440g) $61 1包

油甘魚鮫(氣炸/燒烤) (約1 KG) $205 1包 韓國原隻椒鹽脆蝦(約300g) $103 1包
泰國鱈蟹棒(約200g) $33 1包 原味道台灣 麻辣鴨血冬粉(約530g) $62 1盒

火鍋帶子 (1kg) $156 1包 泰國魚麵 (無麩質)(300g) $24 1包
珍寶蟹柳(約500g) $48 1包 麻辣混醬爆雞煲 $83 1包
蒲燒鰻魚(約227g) $68 1包

越南黑虎蝦(1KG) $94 1包 湯包醬料
韓國醬油蝦(即食)(約700g) $129 1包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鱈魚排(每磅) $132 1包 Ebara 日式燒肉汁- 辛口 (300G) $24 1支
鳳尾蝦 (1KG) $143 1包 EBARA 生薑燒汁 (230G) $20 1支

本地頂級墨魚滑 (約200g) $36 1包 EBARA 蒜味牛扒汁 (165G) $20 1支
本地頂級海蝦滑 (約200g) $39 1包 EBARA 豚肉丼汁 (245ML) $20 1支
格陵蘭比目魚扒(約250g) $48 1包 EBARA 鹽味燒肉汁 (215G) $21 1支
美國銀鱈魚扒(約250g) $73 1包 EBARA 黑酢雞汁 (225G) $21 1支

龍霸小龍蝦(麻辣味)(750G) $66 1包 Ebara牛扒汁洋蔥醬油味一人裝 (21g x 4 pcs) $25 1包
韓國芥末章魚(即食)(約80g) $37 1包 Ebara牛扒汁肉汁味一人裝 (21g x 4 pcs) $25 1包

原味道台灣鵝油麻辣醬(約200ml) $57 1支

必食丸類 大排檔雞煲醬 (263G) $37 1包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日式照燒雞汁 (230ML) $12 1支
台灣貢丸皇 (6粒) $32 6粒 日式燒肉汁- 蜜糖味 (300G) $24 1支
墨汁墨魚丸 (6粒) $19 6粒 日式燒肉汁- 醬油味 (300G) $24 1支
栗米貢丸 (6粒) $19 6粒 日本鹽 (1KG) $15 1包
濃汁牛丸 (6粒) $19 6粒 日清純正麻油 (130ML) $21 1支
香芋貢丸 (6粒) $19 6粒

黑淑牛筋丸 (6粒) $19 6粒

飲料種類
物品 價錢 單位 份量 總數

波子汽水(原味) (200ML) $8 1支
波子汽水(士多啤梨味) (200ML) $8 1支

波子汽水(橙味) (200ML) $8 1支
波子汽水(籃莓味) (200ML) $8 1支
波子汽水(菠籮味) (200ML) $8 1支
波子汽水(蜜瓜味) (200ML) $8 1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