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 九龍大角咀洋松街64至76號長發工業大廈11字樓7號室

電話 : 2396 3671              傳真 : 2398 8976

聯絡人: 李生 (Eric) 9415 8877

逢 : 星期一至星期六

商户 :

地址 :

電話 :  

序號 產品名稱 份量 價格 總數

1 笙惠素雞肉絲(300g) 每包300g 35HK$        -HK$              

2 長華素肉丸(300g) 每包300g 42HK$        -HK$              

3 廷豐素猴頭菇丸(240g) 每包240g 42HK$        -HK$              

4 笙惠素大紅班蝦(純素)(250g) 每包250g 38HK$        -HK$              

5 長華素黃金蝦卷(300g) 每包300g 38HK$        -HK$              

6 長華素蒲燒鰻-蛋奶素(200g) 每包200g 36HK$        -HK$              

7 長華素燻魚(300g)-奶素 每包300g 42HK$        -HK$              

8 長華素檸檬雞丁(300g) 每包300g 38HK$        -HK$              

9 廷豐素牛蒡雞丁(300g)-純素 每包300g 36HK$        -HK$              

10 廷豐素香酥雞丁(300g)-純素 每包300g 36HK$        -HK$              

11 廷豐素香雞排-蛋素(300g) 每包300g 38HK$        -HK$              

12 廷豐素雞翼(250g) 每包250g 32HK$        -HK$              

13 素味香培根火腿(500g) 每包500g 55HK$        -HK$              

14 長華素雞肉腸(200g) 每包200g 42HK$        -HK$              

15 笙惠素迷你香腸(300g) 每包300g 38HK$        -HK$              

16 廷豐素荷葉包(300g)-純素 每包300g 35HK$        -HK$              

17 廷豐素鮮味魚(300g)-純素 每包300g 35HK$        -HK$              

18 廷豐素牛蒡丸(300g)-蛋素 每包300g 40HK$        -HK$              

19 素味香燉羊肉(300g)-純素 每包300g 45HK$        -HK$              

20 素味香素漢堡排(300g) 每包300g 43HK$        -HK$              

21 素味香素肉魯(300g)-純素 每包300g 43HK$        -HK$              

22 廷豐素喜洋洋(300g)-純素 每包300g 55HK$        -HK$              

23 長華素燒肉排(300g) 每包300g 40HK$        -HK$              

24 長華素爌肉丁(300g) 每包300g 40HK$        -HK$              

素食推介(細包裝袋系列)-訂購表

日期 :

單編號 :

→(每天下午: 5點截單)←

數量

產品盡多, 歡迎致電查詢

如需要送貨上樓 : 司機加收30元費用(購物滿$1200可免)

$500元或以下 - 不設送貨服務

$1500元或以上離島區送貨服務(寄船費另議)

九龍區$650元,荃灣區及觀塘區$700元,油塘$800元,新界區

獨立包裝, 品質保証

大角咀$500元, 太子及旺角區$650元, 深水埗區至油麻地$650

如未滿免費送貨最低要求, 必需付加送貨車費:

九龍區$80元, 新界區$120元, 香港區$150元

部份貨品需預訂

(製作時間需要2-3天)

→(每天下午:5點截單)←

中式包點點心, 素食點心, 火鍋料, 餡料, 素齋類, 健康食品 及 各類食品批發  或  零售  ---  專門店

網址 : http://www.tungyuenho.com

本店還有其他貨品供應, 因不能盡錄,

歡迎致電查詢或到本公司網站瀏覽

免費送貨 : 香港區$1000元,東涌$1500元,山頂$2000元



序號 產品名稱 份量 價格 總數數量

25 長華素燉肉-蛋素(454g) 每包454g 50HK$        -HK$              

26 廷豐素牛蒡排-蛋素(454g) 每包454g 50HK$        -HK$              

27 廷豐素燉牛肉(250g) 每包250g 40HK$        -HK$              

28 廷豐素香芋燒(300g) 每包300g 38HK$        -HK$              

29 廷豐素魚片頭(300g)-純素 每包300g 40HK$        -HK$              

30 素味香素鹼魚(300g)-純素 每包300g 40HK$        -HK$              

31 長華素海參-純素(454g) 每包454g 48HK$        -HK$              

32 廷豐素花枝片(300g)-純素 每包300g 42HK$        -HK$              

33 廷豐素小鮑魚(250g) 每包250g 43HK$        -HK$              

34 香菇香椿醬(菇王)(240g) 每瓶240g 45HK$        -HK$              

35 素食炸醬(菇王)(240g) 每瓶240g 45HK$        -HK$              

36 香椿辣椒醬(菇王)(240g) 每瓶240g 45HK$        -HK$              

付款形式 :   入款後安排發貨 或 門市購買 -HK$              

以上報價單為(東源號有限公司)擁有，請勿轉載及翻印。

備註 : 所有產品在包裝開封後/丟掉，恕不退換/退款(如貨品有壞,請收貨後3天內回覆)                          

如有任何爭議，東源號有限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支付寶/Pay me(匯豐) / 8859241 (恒生轉數快) / 8192031 (匯豐轉數快)

總數 :如需要: 司機上樓 (加收30元)

中國銀行 012 (678-0-003295-8)銀行賬戶: 東源號有限公司 /

TUNG YUEN HO COMPANY LIMITED

恆生銀行 024 (227- 239126 - 001)

滙豐銀行 004 (124-511395-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