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名 產地 品名 產地 品名 產地

波士頓活龍蝦 美國/加拿大 生食干貝(帶子) 日本 冰鮮鮭魚 挪威/加拿大/澳洲/法羅/蘇格蘭

紅蟳 東南亞各國 熟帶子/蒸干貝 日本/中國 冰鮮帝王鮭 紐西蘭

沙公/沙母 東南亞各國 (小白鯨)生凍帶子 中國 冰鮮鱒鮭 挪威

水姑娘龍蝦 西澳 乾燥帆立貝柱 日本 冷凍大西洋鮭魚 智利/挪威

活鮑魚 南非 含卵帆立貝 日本 冷凍鱒鮭 挪威

半殼扇貝 日本/中國 冷凍銀鮭 智利

整隻生凍帝王蟹 智利 全殼生蠔 日本 鮭魚片 智利

整隻熟凍帝王蟹 智利 廣島生蠔肉 日本 鮭魚清肉 智利

熟凍帝王蟹腳 智利 半殼淡菜 紐西蘭 鮭魚菲力 智利

生凍帝王蟹腳 智利 全殼淡菜 紐西蘭 大比目魚(帶頭尾/去頭尾) 格陵蘭/冰島/加拿大

熟帝王蟹切盤 智利 刺螺肉 印度/斯里蘭卡 大比目魚片 格陵蘭

帝王蟹殼 智利 鳥貝 加拿大 鯖魚 挪威/冰島/英國/愛爾蘭/格陵蘭

生凍鱈場蟹腳 日本/俄羅斯 南美貝(智利鮑魚) 智利 鯖魚片/鯖魚一夜干 挪威/台灣

熟凍鱈場蟹腳 俄羅斯 (岩見)熟凍鮑魚 中國 青甘魚下巴 日本

熟凍松葉蟹腳 俄羅斯 (岩見)鮑魚清肉 中國 紅甘鰤魚下巴 日本

南極雪蟹 智利 青甘魚頭 日本

熟凍雪蟹鉗 智利 生食章魚腳 日本 鱈魚菲力(帶皮/去皮) 紐西蘭

熟凍松葉蟹鉗 日本 生凍小章魚 泰國 黑鰈魚 紐西蘭

熟凍紅蟳 緬甸 整尾花枝 中東 無鬚鱈(哈克魚) 阿根廷

特級紅蟳卵 東南亞各國 透抽 印尼 花鯧 阿根廷

軟殼蟹 東南亞各國 軟絲(整尾/切圈) 東南亞各國 白鯧/暗鯧 印度

佐渡花蟹(公/母) 斯里蘭卡/地中海 白帶魚 中東/委瑞內拉

藍蟹 突尼西亞/巴林 鮭魚卵 日本 香魚(公/母) 台灣

明太子醬(盤裝/袋裝) 日本 鱸魚片 台灣

中南美龍蝦(生/熟) 中南美各國 裹粉生蠔肉 日本 秋刀魚 台灣

美國龍蝦(生/熟) 美國 海鮮捲(5P/10P) 泰國 鯰魚片/鯰魚捲 越南

青殼龍蝦(生/熟) 中東 花枝蝦排 泰國 土魠魚片 印尼

印度龍蝦(生/熟) 印度 裹粉竹筴魚片 泰國

龍蝦尾 中南美各國 蟹風味棒 泰國 橡實果伊比利豬(正)松阪肉 西班牙

高壓生凍波士頓龍蝦 加拿大 猿村屋泥信(盒裝/單條) 中國 橡實果伊比利豬腹松阪肉 西班牙

熟凍波士頓龍蝦 加拿大 櫻花板前(蟹味棒泥信) 中國 橡實果伊比利豬梅花肉 西班牙

熟凍澳洲龍蝦 澳洲 太鼓判讚岐烏龍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肋眼上蓋肉 西班牙

蝦蛄(扇海老) 斯里蘭卡/印度 太鼓判拉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肋條肉 西班牙

味噌拉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法式小戰斧豬排 西班牙

牡丹蝦 美國/加拿大/俄羅斯 醬油拉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火腿切片 西班牙

國王蝦(紅刺蝦) 澳大利亞 日式炒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香腸切片 西班牙

熊海老 澳大利亞 手延勝烏龍麵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嫩里肌肉 西班牙

淡水長臂大蝦 斯里蘭卡 玉子燒 日本 橡實果伊比利豬肋排 西班牙

花蝦 斯里蘭卡 北海道可樂餅 日本 伊比利豬(正)松阪肉 西班牙

天使紅蝦 阿根廷 章魚燒 日本 伊比利豬腹松阪肉 西班牙

天使紅蝦仁 阿根廷 鯛魚燒 日本 伊比利豬梅花肉 西班牙

生凍白蝦 中美洲/泰國/馬來西亞 銅鑼燒 日本 伊比利豬肋條肉 西班牙

熟凍白蝦 泰國/馬來西亞/台灣 蕨餅 日本 伊比利豬肋排 西班牙

草蝦 越南 調味干貝唇 台灣 伊比利豬肋眼上蓋肉 西班牙

割背蝴蝶草蝦 越南 調味海蜇絲 台灣 伊比利豬法式小戰斧豬排 西班牙

調味海帶絲 日本/台灣 伊比利豬火腿切片後腿 西班牙

壽司蝦 泰國 黑豆 台灣 伊比利豬大里肌肉 西班牙

生食甜蝦 俄羅斯 毛豆 台灣 西班牙豬雪花松坂肉 西班牙

去殼帶尾甜蝦 加拿大/丹麥 納豆 日本 西班牙豬大腸頭 西班牙

開背赤蝦 阿根廷 芥末章魚(生/熟) 中國 荷蘭帶皮五花豬肉 荷蘭

竹筴魚片 泰國 麻辣鮮蛤 中國

沙腸魚片 泰國 山葵醬 日本

調味星鰻片 中國

箭齒鰈魚片 中國

炙燒鮭魚腹肉 中國

比目魚鰭邊肉 中國

箭齒鰈魚鰭邊肉 中國

紋甲花枝/壽司花枝 泰國

熟凍章魚片 中國

冷凍鮑貝類 冰鮮魚/冷凍魚類

軟體類

壽司片類

豬肉類

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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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宴席食材 批發中盤供應
以安心的價格提供安全美味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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