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em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百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Room 906, New Treasure Centre, 10 Ng Fong Street, San Po Kong, HONG KONG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新寶中心906室

Tel:  (852) 3694 0485                Fax:  (852) 3020 8717 Email:  info@elementihl.com

Product Image

產品圖片

Product Name

產品名稱

Packing

包裝

Price

價格

Order Quantity

訂購數量

1
「老楊」名勝方塊酥    

(咖啡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2
「老楊」名勝方塊酥    

(芝士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3
「老楊」名勝方塊酥    

(蔬菜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4
「老楊」名勝方塊酥    

(茶梅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5
「老楊」名勝方塊酥    

(杏仁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6
「老楊」名勝方塊酥    

(雞蛋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7
「老楊」名勝方塊酥    

(綠茶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8
「老楊」名勝方塊酥    

(麥纖味)

12g x 10片/盒     

24盒/箱

  $13.5 (單盒)                          

$12.5 (6盒或以上*) 

9

「老楊」名勝方塊酥     

禮盒 

(可從以上8款名勝方塊酥

組合)

120g x 4/禮盒   $54 (禮盒)  

  咖啡___   芝士___

  蔬菜___   茶梅___

  杏仁___   雞蛋___

  綠茶___   麥纖___

Product Order Form  產品訂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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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老楊」千層方塊酥 

小四方盒 (杏仁果)

12g x 12片/盒     

24盒/箱

  $16.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11
「老楊」千層方塊酥 

小四方盒 (海苔)

12g x 12片/盒     

24盒/箱

  $16.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12
「老楊」千層方塊酥 

小四方盒 (芝麻)

12g x 12片/盒     

24盒/箱

  $16.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13
「老楊」千層方塊酥 

小四方盒 (地瓜)

12g x 12片/盒     

24盒/箱

  $16.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14
「老楊」養生方塊酥 

(紅棗)

12g x 20片/盒     

18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15
「老楊」養生方塊酥 

(蓮子)

12g x 20片/盒     

18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16
「老楊」養生方塊酥 

(山藥/淮山)

12g x 20片/盒     

18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17

「老楊」養生方塊酥禮盒 

(可從以上3款養生塊方酥

自由組合) 

240g x 3/禮盒   $147 (禮盒)                          

紅棗______

           

蓮子______

          

山藥______

18

「老楊」阿里山方塊酥  

(日本芥末) 

(送精美紙袋乙個)

13g x 20片/盒 

21盒/箱

  $59 (單盒)                          

$53 (6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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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老楊」阿里山方塊酥  

(麻辣紅椒) 

(送精美紙袋乙個)

13g x 20片/盒 

21盒/箱

  $59 (單盒)                          

$53 (6盒或以上*) 

20

「老楊」阿里山方塊酥  

(櫻花)          

(送精美紙袋乙個)

13g x 20片/盒 

21盒/箱

  $59 (單盒)                          

$53 (6盒或以上*) 

21

「老楊」阿里山方塊酥  

(烏龍茶)   

(送精美紙袋乙個)

13g x 20片/盒 

21盒/箱

  $59 (單盒)                          

$53 (6盒或以上*) 

22

「老楊」阿里山方塊酥 

禮盒 

(可從以上4款阿里山方塊

酥自由組合)

260g x 4/禮盒   $236 (禮盒)        

日本芥末____

     麻辣紅椒____

    櫻花____   

烏龍茶____

23
「老楊」黑面老楊   

(竹炭)

13g x 20片/盒 

21盒/箱

  $59 (單盒)                          

$53 (6盒或以上*) 

24 「老楊」黑芝麻棒棒條
10g x 20條/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25 「老楊」白芝麻棒棒條
10g x 20條/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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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富味果汁棒棒糖            

(芒果 + 香桃)

25g x 24條/盒     

12盒/箱

  $53 (單盒)                          

$48 (6盒或以上*) 

27
富味果汁棒棒糖            

(士多啤梨 + 藍苺)

25g x 24條/盒     

12盒/箱

  $53 (單盒)                          

$48 (6盒或以上*) 

28
「富味」果汁棒棒糖            

(蘋果 + 香橙)

25g x 24條/盒     

12盒/箱

  $53 (單盒)                          

$48 (6盒或以上*) 

29
「富味」果汁星星橡皮糖  

(士多啤梨味)

20g x 5包/盒     

24盒/箱

  $13 (單盒)                          

$10 (6盒或以上*) 

30
「吃果籽」芒果汁布丁 

(無防腐劑)

130g x 5杯/盒       

15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31
「吃果籽」黑荔枝        

鮮果汁凍 (無防腐劑)

130g x 5杯/盒       

15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32
「吃果籽」百香果        

鮮果汁凍 (無防腐劑)

130g x 5杯/盒       

15盒/箱

  $49 (單盒)                          

$44 (6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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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豐喜」布丁             

(鳯梨椰果)

130g x 3杯/盒     

24盒/箱

  $17.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34
「豐喜」布丁             

(草苺)

130g x 3杯/盒     

24盒/箱

  $17.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35
「豐喜」布丁             

(芒果)

130g x 3杯/盒     

24盒/箱

  $17.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36
「豐喜」布丁             

(荔枝)

130g x 3杯/盒     

24盒/箱

  $17.5 (單盒)                          

$15 (6盒或以上*) 

37 「妙磨坊」有機燕麥米漿
30g x 8包/盒      

15盒/箱

  $64 (單盒)                          

$57 (6盒或以上*) 

38 「妙磨坊」有機擂茶米漿
30g x 8包/盒      

15盒/箱

  $64 (單盒)                          

$57 (6盒或以上*) 

39 「妙磨坊」有機芝麻米漿
30g x 8包/盒      

15盒/箱

  $64 (單盒)                          

$57 (6盒或以上*) 

40

Yummy Crisps  

天然雜果片  

(蘋果、黃桃、奇異果)

20g x 48包 /箱
  $5.5 (單包)                          

$4 (6包或以上*) 

41

Yummy Crisps  

天然雜菜片  

(薯仔、南瓜、青豆、   

芋頭)

20g x 48包 /箱
  $5.5 (單包)                          

$4 (6包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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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sa北海道札幌奶茶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3
Casa沖繩黑糖奶茶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4
Casa淺草櫻之苺奶茶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5
Casa長崎蜂蜜綠奶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6
Casa宇治抹茶奶綠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7
Casa函館戀人巧克力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8
Casa伊豆巧克力飲  

(10片裝)

25g x 10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49
Casa 巴西風味            

濾泡式咖啡

9g x 6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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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asa 曼巴風味            

濾泡式咖啡

9g x 6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51
Casa 曼特寧風味            

濾泡式咖啡

9g x 6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52
Casa 藍山風味            

濾泡式咖啡

9g x 6片/盒   

24盒/箱

  $35 (單盒)                          

$31.5 (6盒或以上*) 

   * 重要提示：(6盒或以上*) = 只按一種產品口味計，不能混合口味。

客戶資料：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方法：

(一) 傳真：3020 8717

(二) 電郵：info@elementihl.com

付款方式：

     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400 588547 001   (百斗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客戶存款後，請把入數存根以傳真或電郵傳送給本公司。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

只需填妥訂購表格，透過傳真或電郵，將表格傳送回本公司。當本公司收妥後，會以電話或電郵確認及核
實訂單。

(一) 客戶可存款到本公司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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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貨安排：

(一) 凡每單購物滿港幣$500或以上，本公司可免費送貨。(離島及偏遠地區除外)*

地點一：九龍新蒲崗五芳街10號新寶中心9樓906室

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am 至 7:00pm

            星期六，9:30am 至 12:30pm

地點二：九龍葵涌大圓街2-10號美羅工業大廈6樓

時間：星期一至五，9:30am 至 5:30pm  (1:00pm 至 2:00pm 休息)

            星期六，9:30am 至 12:30pm

備註：

* 如客戶對離島及偏遠地區有疑問，可先直接向本公司查詢。

* 基於私隠條例，本公司絕不會將客戶資料向非必要之第三者透露。

(務必提早兩天前填妥並交回訂購表，並須先獲本公司確認及核實訂單)

(二) 客戶亦可到本公司以下兩個地點直接購貨，須購物滿港幣$10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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