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飛燕批發中心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97號                       TEL:2385-8533

                                        東區商業大廈1306室                                         FAX:2831-0839

                Email:amy@goldenbird.com.hk

           website:http://www.goldenbird.com

                       全部海味均不含硫磺

            售價未必是最平，質量一定是最靚

             產品        重量       產地     售價

23-24條澳洲海參 一斤 澳洲 1850

制茨實 半斤 紹興 40

一級大淮山 半斤 河南 98

特級AAA杞子 半斤 寧夏 92

胎菊 50克 浙江 52

白蓮子 半斤 福建 75

南杏 半斤 中國 60

果皮 二兩 新會 98

百合王 半斤 龍牙 110

雪耳 四兩 漳州 125

一級紅豆 一斤 天津 36

雲耳（老鼠耳） 四兩 四川 85

金針 四兩 中國 22 優惠價

沙參 四两 山東 90

蝦米 四兩 泰國 74

花旗參片 二兩 美國 150

生意米 半斤 貴州 25

美國無花果 半斤 美國 115

即食無花果 一磅 土耳其 84

湘蓮 半斤 湖南 35

姬茸菇 半斤 巴西 245

日月魚 半斤 湛江 220

法國玫瑰花 60克 法國 60

厚肉韓國冬菇 一斤 韓國 410

特大紅螺頭 四两 美國 120

小炮肚 二兩 南非 30

特級石斛 60克 浙江 880

正南棗 半斤 浙江 145

合桃肉 半斤                                    78 雲南 78

180粒印度腰果 半斤 印度 88

野生冬虫夏草 105--220條/两 8500 至13800/两

銀魚乾 半斤 曰本 140

韓國蠔市-300克 半斤 韓國 180

北芪 半斤 山西 210

一级纹党参 半斤 甘肅 340

山渣片 半斤 山東 20

特厚杜仲 4两 四川 68

一級巴戟 4两 四川 120

白背木耳 一斤 中國 75

白背木耳 半斤 中國 38

石斛粉 50克 雲南 250

日本冬菇 一斤 日本 640

生晒元肉 半斤 泰國 68

麥冬 230克 四川 84

新疆紅棗 半斤 新疆 60

Y6s大白盞 一斤 印尼 5800 優惠價

桂花 1两 桂花 36



特大黄耳 二两 浙江 75

生晒象拔蚌 一斤 大連 850

法國玫瑰花 60克 法國 60

猴頭菇 半斤 福建 62

扎膠仔 一斤 南美 1680 優惠價 $ 1480/斤

小紅螺头 半斤 美國 120

鰵魚膠 半斤 印尼 2900

南美遼参 一斤 南美 2200

南美遼参 半斤 南美 1100

鴨巴肚 300克 南非 1100 優惠價

頂级海玉竹 300克 山東 160

CA 花膠 600克 南非 1800

S3B 小膠 600克 南非 498 優惠價

蟲草花 150克 中國 85

青島小貝 600克 青島 320

金蚝 300克 中國 240

SA元貝 600克 曰本 580 優惠價

M元貝 600克 曰本 698 優惠價

C花膠礼盒 150克 南非 498 優惠價

即食红燒吉品鲍 8頭260/罐  750/3罐  2870/箱/12罐 台灣 優惠價

即食红烧吉品鲍 9頭250/罐  725/3罐   2770/箱/12罐 優惠價

大紅螺頭 (300克) 美國 240

以上海味産品 8折優惠貴校員工  花膠 9折  (優惠價産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