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絡我們

電話 : (852) 2111 2861  傳真 : (852) 2111 3861

電郵 : info@viewfull.com.hk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L-N室

網址 : www.viewfull.com.hk

日期 : 6/2/2023

關注我們 Facebook

  

獨享專屬優惠

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B030060-1 美國 牛肋條 454gm/克 89HK$    包/pack

B030091-1 美國 牛肉粒 454gm/克 95HK$    包/pack

B030083-1 美國 迷你牛扒 (厚切8亳米) 280gm/克 101HK$  包/pack

B030090-2 美國 巨型牛魔王扒(1塊裝) 119HK$  塊/piece

B030150-1 美國 安格斯牛仔骨 300gm/克 75HK$    包/pack

B030012-1 美國 安格斯牛肉眼扒 8oz/安士 132HK$  塊/piece

B030012-4 美國 安格斯牛肉眼扒 300gm/克 170HK$  塊/piece

B030022-1 美國 安格斯牛肉西冷 8oz/安士 98HK$    塊/piece

B030022-6 美國 安格斯牛肉西冷 300gm/克 125HK$  塊/piece

B030011-4 美國 頂級(PRIME)牛肉眼扒 10oz/安士 181HK$  塊/piece

B030021-1 美國 頂級(PRIME)牛肉西冷 10oz/安士 158HK$  塊/piece

B030073-5 美國 安格斯去骨牛小排火鍋片(切2亳米) 200gm/克 114HK$  包/pack

B030073-2 美國 安格斯去骨牛小排扒 (厚切8亳米) 300gm/克 166HK$  包/pack

B260950-1 北美 肥牛火鍋片(切2亳米) 300gm/克 46HK$    包/pack

B050642-1 日本 和牛粒 250gm/克 225HK$  包/pack

B050642-2 日本 鹿兒島A3和牛片 約150gm克 128HK$  包/pack

B050012-2 日本 鹿兒島A4和牛肉眼扒 300gm/克 416HK$  塊/piece

B050022-2 日本 鹿兒島A4和牛西冷扒 300gm/克 416HK$  塊/piece

B060017-1 澳洲 和牛粒 250gm/克 121HK$  包/pack

B060025-2 澳洲 和牛M5西冷扒 10oz/安士 232HK$  塊/piece

B060015-2 澳洲 和牛M5肉眼扒 10oz/安士 243HK$  塊/piece

RCP001-A 加拿大 加拿大豬手粒681克 33HK$    包/box

RTC001-A 泰國 泰國雞腳454克 30HK$    包/box

RBB001-A 巴西 巴西牛尾粒700克 49HK$    包/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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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我們 Facebook

  

獨享專屬優惠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L070045-1 紐西蘭 羊卷肉片(切2亳米) 250gm/克 80HK$    包/pack

L060010-2 紐西蘭 法式羊架塊 (已切)350gm/克 230HK$  包/pack

P100200-3 西班牙 黑毛豬梅肉片 (切2亳米) 300gm/克 108HK$  包/pack

P100200-2 西班牙 黑毛豬梅肉扒 2pcs/塊,250gm/克 96HK$    包/pack

P030240-3 美國 豬梅肉扒400克 53HK$    包/box

P010060-1 巴西 美式燒排骨 約500gm/克 48HK$    條/piece

P160260-6 荷蘭 豬腩片 (切2亳米) 454gm/克 46HK$    包/pack

P160260-7 荷蘭 韓式豬腩 (厚切8亳米) 454gm/克 46HK$    包/pack
s032310-2 美國 黃螺頭 (特大) 約1lb/磅 326HK$  包/pack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C110240-1 泰國 雞柳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52HK$    包/pack
C110051-1 泰國 雞下脾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58HK$    包/pack
C110050-1 泰國 雞翼鎚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53HK$    包/pack
C110043-1 泰國 雞中翼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73HK$    包/pack
C110180-1 泰國 去皮雞胸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64HK$    包/pack
C110250-1 泰國 去骨雞腿扒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64HK$    包/pack

C110830-1 泰國 單骨雞中翼 (無添加激素及生長促進劑) 1.5lb/磅 78HK$    包/pack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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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直送" 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JS006-A 日本 日本青森縣產帶子(刺身級)(MIX SIZE)300克 174HK$ 盒/box

J000230-A 日本 Morisho 宮城煙三文魚120克 69HK$   包/pack

RJS001-A 日本 日本宮城蠔2L 300克 77HK$   包/box
RJS002-A 日本 日本有殼生蠔(宮城縣產)4只 59HK$   盒/box
RJS003-A 日本 日本芝士焗蠔(3個入)300克 56HK$   包/box
RJO038-A 日本 北海道魷魚(一夜干)(350克x2枚入) 70HK$   包/box 2月到港
RJS005-A 日本 日本油甘魚鮫1公斤 189HK$ 包/box
RJS007-A 加拿大 加拿大去殼甜蝦2L(20尾)* 56HK$   包/box
RJS008-A 日本 日本熊本七彩扇貝(每只) 20HK$   隻/pc
RJS009-A 日本 日本白姬蝦(30/40)(刺身級)500克 235HK$ 盒/box

"日本直送" 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J000160-C 日本 日本KANESADA海苔炸竹輪(8本入)280克 31HK$   包/box

J000170-a 日本 Sanjirushi 明太子餃子雞翼 10本入 500克 95HK$   包/pack

j000180-a 日本 Sanjirushi 芝士餃子雞翼 10本入 500克 95HK$   包/pack

N050110-A 日本 真打「手打」稻庭烏冬250克x5個 1.25公斤/包 43HK$   包/pack
RJO001-A 日本 DELSOLE 7色什錦披薩 19cm (1枚)200克 43HK$   盒/box
RJO002-A 日本 DELSOLE 蛋黃醬煙肉披薩 19cm (1枚)220克 43HK$   盒/box
RJO003-A 日本 DELSOLE 5重芝士拉絲披薩19cm (1枚)195克 43HK$   包/box
RJO004-A 日本 DELSOLE 香烤照燒雞肉披薩 19cm (1枚)194克 43HK$   包/box
RJO006-A 日本 TABLE MARK甜麵醬洋蔥豚肉拌麵 約295克(一食入) 28HK$   包/box
RJO007-A 日本 TABLE MARK天婦羅鍋燒海帶湯烏冬297克(一食入) 34HK$   包/box
RJO008-A 日本 TABLE MARK辛辣海鮮拌麵(大盛)(麺屋武藏監製)390克/包 34HK$   包/box
RJO009-A 日本 "讃岐麺一番"洋蔥牛肉湯烏冬338克 (一食入) 26HK$   包/box
RJO010-A 日本 "讃岐麺一番"甜腐皮湯烏冬283克(一食入) 23HK$   包/box
RJO011-A 日本 "讃岐麺一番"咖哩牛肉湯烏冬305克(一食入) 26HK$   包/box
RJO012-A 日本 TABLE MARK關西風味章魚燒190克(6個入) 41HK$   包/box
RJO013-A 日本 TABLE MARK海鮮燒餅(魷魚+蝦)300克(一本入) 43HK$   包/box
RJO014-A 日本 TABLE MARK洋蔥牛肉燒餅(大板名物) 225克(一本入) 36HK$   包/box
RJO015-A 日本 TABLE MARK關西風味豚肉燒餅241克(一本入) 39HK$   包/box
RJO032-A 日本 TABLE MARK大阪風味豚肉炒麵燒餅251克(一本入) 39HK$   包/box
RJO016-A 日本 TABLE MARK鹽味唐揚雞粒(使用日本国産若鶏+赤穗天鹽製)280克 52HK$   包/box
RJO017-A 日本 TABLE MARK雞蛋培根包(使用鹿兒島産卵)108克(4個入) 29HK$   包/box
RJO019-A 日本 TABLE MARK男爵咖哩可樂餅(6個入)156克 29HK$   包/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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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O020-A 日本 TABLE MARK甜紫薯天婦羅(6個入)108克 26HK$   包/box
RJO021-A 日本 TABLE MARK天婦羅蝦52克(4個入) 29HK$   包/box
RJO022-A 日本 日本DELSORE法式蒜蓉牛油長法包(1本入)175克 33HK$   包/box
RJO023-A 日本 日本TABLE MARK醬汁燒肉米飯漢堡(1個入)135克 28HK$   包/box
RJO024-A 日本 日本TABLE MARK大蔥牛肉米飯漢堡(1個入)135克 28HK$   包/box
RJO026-A 日本 日本KS FROZEN一味雞棒(5本入)110克(使用國產雞) 40HK$   包/box
RJO031-A 日本 日本DAICHI紅酒汁漢堡扒(1個入)(內附蔬菜湯)155克 26HK$   包/box
RJO035-A 日本 TABLE MARK魚介豚骨湯叉燒拉麵271克 32HK$   包/box
RJO036-A 日本 TABLE MARK雞白湯雞肉拉麵275克 28HK$   包/box
RJO037-A 日本 TABLE MARK麻辣湯雞肉拉麵289克 28HK$   包/box
F001150-A 日本 日東雜錦香腸(5本入)125克/包 34HK$   包/box
F001130-A 日本 日東燒汁漢堡扒(5本入)750克/包 88HK$   包/box
RJO039-A 日本 日本大粒燒賣(10個入)300克* 25HK$   包/box
RJO040-A 日本 日本玉子燒(壽司蛋)500克 33HK$   包/box

F001140-B 中國 日式唐揚炸雞300克 30HK$   包/pack

"日本直送" 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JD001-A 日本 TABLE MARK 牛油鬆餅(2個入)(內附楓葉糖漿) 36HK$   包/box
RJD002-A 日本 TABLE MARK 奶油肉桂卷(2個入) 36HK$   包/box
RJD003-A 日本 TABLE MARK 厚切法式烤吐司(1個入) 44HK$   包/box
G000200 日本 日東宇治抹茶卷蛋210克 79HK$   盒/box
G000800 日本 日東薄荷朱古力卷蛋 215克 79HK$   盒/box
G001001-A 日本 日東沖繩產黑糖海鹽卷蛋210克 79HK$   盒/box

G001003-A 日本 日東檸檬芝士卷蛋210克 79HK$   盒/box

G000900 日本 日東Tiramisu卷蛋230克 79HK$   盒/box

G000600 日本 日東北海道蜜瓜卷蛋210克 79HK$   盒/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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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直送" 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JC001-A 日本 日本 "地養鳥" 雞腿扒 250克 42HK$   包/box
RJC002-A 日本 日本 "地養鳥" 雞胸 250克 36HK$   包/box
RJC003-A 日本 日本 "地養鳥" 雞半節翼 250克 36HK$   包/box
RJC004-A 日本 日本 "地養鳥" 雞腎 250克 32HK$   包/box
RJC005-A 日本 日本 "地養鳥" 雞肝 250克 32HK$   包/box
RJC006-A 日本 日本 "四國匠通" 雞頸肉 250克 42HK$   包/box
RJC007-A 日本 日本 "四國匠通" 雞皮 250克 36HK$   包/box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JP001-A 日本 日本北海道豬腩肉(原切)220克 65HK$   包/box
RJP002-A 日本 日本北海道豬梅肉扒250克 53HK$   包/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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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S280220-A 挪威 急凍三文魚腩條 500gm/克 59HK$         包/pack
S280210-A 挪威 急凍三文魚鰭 500gm/克 43HK$         包/pack
S062001-A 澳洲 青邊鮑魚1-2頭 按重量計算  (期間限定) 205HK$       100克/g
S991264-A 法國 藍水晶蝦刺身 1kg/公斤 365HK$       盒/box
F090022-A 法國 法國春雞約500-550克/隻 67HK$         包/pack
RFCD001-A 法國 法國CLOVIS蜜糖芥末200克* 46HK$         包/box
R030080-A 美國 醬燒BBQ 豬燒排骨 約1.5kg/公斤 246HK$       包/pack
RUCD001-A 英國 英國MALDON美頓煙燻有機海鹽125克/盒  54HK$         包/box
RICD001-A 意大利 意大利COLLITALI辣椒連磨器45克/樽* 61HK$         包/box
RICD002-A 意大利 意大利COLLITALI混合胡椒連磨器45克/樽* 46HK$         包/box
RICD003-A 意大利 意大利COLLITALI黑胡椒連磨器45克/樽* 46HK$         包/box
RICD004-A 意大利 意大利COLLITALI喜瑪拉雅山粉紅天然鹽連磨器45克/樽*  46HK$         包/box
RICD005-A 意大利 意大利MONARI FEDERZONOI唧唧黑樽陳年醋250ml* 81HK$         包/box
RKCD001-A 韓國 韓國不倒翁純正芝麻油500ml* 75HK$         罐 /CAN
RJO033-A 日本 "日之味屋"原味炸雞軟骨90克* 29HK$         包/box
RJO034-A 日本 "日之味屋"甜辣醬油炸雞軟骨90克* 29HK$         包/box

土耳其"Feast" 系列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TO001-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甜粟米粒450克    22HK$         包/box
RTO002-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有機西蘭花450克  24HK$         包/box
RTO003-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香脆(Mozzarella)拉絲芝士條300克 44HK$         包/box
RTO004-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粗直薯條10*10mm 1公斤  39HK$         包/box
RTO005-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有皮薯角(原味) 1公斤   39HK$         包/box
RTO006-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香脆洋蔥圈450克   24HK$         包/box
RTO007-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盛宴珍寶桶A 740克  68HK$         桶/BUCKET
RTO008-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墨西哥風味什錦披薩 410克   38HK$         包/box

RTO009-A 土耳其 土耳其Feast 傳統肉腸芝士披薩 405克   38HK$         包/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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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鮮"零售包裝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192060-1 台灣 "品鮮" 仿鮑片 300gm/克 30HK$  包/pack

R001410-A 台灣 "品鮮" 香菇貢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250-A 台灣 "品鮮" 八爪墨魚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260-A 台灣 "品鮮" 辛辣脆牛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270-A 台灣 "品鮮" 芥末餡貢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300-A 台灣 "品鮮" 蔥香味貢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330-A 台灣 "品鮮" 香芋蓉貢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340-A 台灣 "品鮮" 黑椒馬蹄貢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310-A 台灣 "品鮮" 芝心牛肉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360-A 台灣 "品鮮" 流心芝士魚蛋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280-A 台灣 "品鮮" 咖喱包心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430-A 台灣 "品鮮"芫茜雞肉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420-A 台灣 "品鮮"韓式泡菜豬肉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001200-2 台灣 "品鮮"滷水牛筋丸 200克 29HK$  包/pack

RTO0002-A 台灣 品鮮手工花枝鑲油條160克 38HK$  箱/ctn

RTO0003-A 台灣 台灣"万嘉棠"韭菜魚餅(6塊裝)180克 25HK$  包/box

RTO0004-A 台灣 台灣"万嘉棠"花枝酥200克 36HK$  包/box

RTO0005-A 台灣 台灣"万嘉棠"玉米魚餅(6塊裝)180克 25HK$  包/box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995215-A 台灣 黃金脆皮雞腿捲(5條裝)450克 55HK$  包/box

RTO0001-A 台灣 手工胡椒烤餅(4個裝)280克 45HK$  包/box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RCO0001-A 中國 順德 麻辣 酸菜魚361克* 65HK$  包/box
RCO0002-A 中國 順德 金湯 酸菜魚356克* 65HK$  包/box
RCO0003-A 中國 順德 蕃茄湯 魚280克* 65HK$  包/box
RCO006-A 中國 均健金鳳魚片200克(彩袋)* 45HK$  包/box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聯絡我們

電話 : (852) 2111 2861  傳真 : (852) 2111 3861

電郵 : info@viewfull.com.hk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L-N室

網址 : www.viewfull.com.hk

日期 : 6/2/2023

原條代切

國家 產品 價格 單位
B030011-A 美國 頂級(PRIME)牛肉眼 (原條) 約7-9kg/公斤 427HK$      公斤/kg

B030021-A 美國 頂級(PRIME)牛西冷 (原條) 約7-9kg/公斤 325HK$      公斤/kg

B030033-A 美國 安格斯牛柳 (原條) 約3-4kg/公斤 325HK$      公斤/kg

B030022-A 美國 安格斯牛西冷 (原條) 約7-9kg/公斤 249HK$      公斤/kg

B030012-A 美國 安格斯牛肉眼 (原條) 約7-9kg/公斤 376HK$      公斤/kg

B030016-1 美國 安格斯斧頭扒(單骨)約1.2kg-1.8/公斤 319HK$      公斤/kg

B030016-A 美國 安格斯法式斧頭扒 (7-8支骨) (原條) 約10kg/公斤 274HK$      公斤/kg

B030072-A 美國 安格斯去骨牛小排 (原條) (厚切/火鍋片) 約2kg/公斤 343HK$      公斤/kg
B030152-A 美國 美國安格斯3支骨牛仔骨(原條)    169HK$      公斤/kg
B030100-A 美國 金錢展 (孖支裝) (按重量計算) 約0.8kg/公斤 145HK$      公斤/kg
B030881-A 美國 美國安格斯封門柳 170HK$      公斤/kg
B030680-B 美國 美國和牛牛舌芯(原條) 約600G/克 270HK$      公斤/kg

B060025 澳洲 和牛M5西冷 (原條) 約6-7kg/公斤 約5-6/公斤 504HK$      公斤/kg

B060015 澳洲 和牛M5肉眼 (原條) 約6-7kg/公斤 529HK$      公斤/kg

L070010-A 紐西蘭 法式羊架8支骨 (原個) (按重量計算) 約1kg/公斤 357HK$      公斤/kg

B070030-A 紐西蘭 牛柳(原條) 約2kg/公斤 217HK$      公斤/kg

P100230 西班牙 黑豚豬鞍 (12枝骨)(原條) 約4kg/公斤 185HK$      公斤/kg

P100200-A 西班牙 黑毛豬梅肉 (厚條/火鍋片) 約2kg/公斤 203HK$      公斤/kg

B050012-A 日本 鹿兒島A4和牛肉眼 (原條) 約3-5kg/公斤 720HK$      公斤/kg

B050022-A 日本 鹿兒島A4和牛西冷 (原條) 約3-5kg/公斤 720HK$      公斤/kg

B050024-A 日本 A5和牛西冷 (原條) 約4-5kg/公斤 750HK$      公斤/kg

B030680-A 美國 M.R "見島特選" 和牛牛舌(原條) 約1公斤 170HK$      公斤/kg

B030780-A 美國 M.R "見島特選" 和牛西冷 (原條) Ultra 650HK$      公斤/kg

B030790-A 美國 M.R "見島特選" 和牛肉眼 (原條) Ultra 699HK$      公斤/kg

S030020-A 美國 銀雪魚(原條) 約5-7磅 350HK$      公斤/kg

凡購買滿總金額$8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送貨詳情請登入www.viewfull.com.hk

自設產品展覽室，歡迎來臨參觀 地址 : 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荃灣段459號華力工業中心8樓G室

開放時間: 09:00-17:30(星期一至五), 09:00- 13:30(星期六), 星期日/公眾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