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州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德州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德州食品供應有限公司德州食品供應有限公司
沙田大圍成運道25-27號成全工業大廈地舖9號 (入口向成興街) 沙田大圍成運道25-27號成全工業大廈地舖9號 (入口向成興街) 沙田大圍成運道25-27號成全工業大廈地舖9號 (入口向成興街) 沙田大圍成運道25-27號成全工業大廈地舖9號 (入口向成興街)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六  上午九時 至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  (星期日及勞工假期休息) 
QUALITY  MEAT

T.F.S.

電話: 2341 6346     傳真: 2343 4550    E-mail: info@texasfood.com.hk  網址：www.texasfood.com.hk

價 目 表價 目 表價 目 表價 目 表

食物製造廠牌照: 2997002285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

01010101 日本鹿兒島 和牛日本鹿兒島 和牛日本鹿兒島 和牛日本鹿兒島 和牛

日本 A5和牛西冷(切塊) 0.3公斤 /公斤1,3001,3001,3001,300

日本 A5和牛肉眼(切塊) 0.3~0.4公斤 /公斤1,3001,3001,3001,300

02020202 牛肉 - 美 國牛肉 - 美 國牛肉 - 美 國牛肉 - 美 國

精選牛柳,原條 2.5~3.5公斤 /公斤370370370370

精選西冷,原條 6~8公斤 /公斤280280280280

*精選西冷(切塊) 0.3公斤 /公斤340340340340

精選牛肉眼,原條 7-9公斤 /公斤340340340340

*精選牛肉眼(切塊) 0.35公斤 /公斤400400400400

精選去骨牛小排,原條 2.5~3公斤 /公斤360360360360

*精選去骨牛小排(切塊) 0.32公斤 /公斤400400400400

*精選 牛頸脊(火鍋片) 0.4公斤 /公斤250250250250

安格士牛柳,原條 3公斤 /公斤320320320320

*安格士牛柳(切塊) 0.26公斤 /公斤360360360360

安格士西冷,原條 6~8公斤 /公斤215215215215

*安格士西冷(切塊) 0.28公斤 /公斤255255255255

安格士牛肉眼,原條 7-9公斤 /公斤300300300300

*安格士牛肉眼(切塊) 0.3公斤 /公斤330330330330

安格士去骨牛小排,原條 2.5~3.5公斤 /公斤350350350350

安格士 牛肩胛肉 2.3公斤 /公斤150150150150

安格士 封門柳 2~3公斤 /公斤180180180180

安格士斧頭牛扒 0.9公斤 /公斤485485485485

安格士有骨牛肉眼 0.46公斤 /公斤350350350350

安格士 T骨牛扒 0.4公斤 /公斤350350350350

安格士側腹牛排 0.5公斤 /公斤138138138138

安格士生牛肉漢堡(4安士) 0.9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和牛牛肩肉卷(火鍋片) 0.3-0.5公斤 /公斤240240240240

*特級去骨牛小排(火鍋片) 0.4公斤 /公斤330330330330

美國牛肉(切粒) 0.4公斤 /公斤168168168168

牛仔骨(切塊) 0.5公斤 /公斤170170170170

美國牛肋條肉 1.3公斤 /公斤140140140140

03030303 紐西蘭冰鮮牛肉紐西蘭冰鮮牛肉紐西蘭冰鮮牛肉紐西蘭冰鮮牛肉

紐西蘭冰鮮牛柳 2~3公斤 /公斤200200200200

紐西蘭冰鮮西冷 3~4公斤 /公斤142142142142

紐西蘭冰鮮牛肉眼 3-5公斤 /公斤184184184184

04040404  新西蘭 急凍牛肉 新西蘭 急凍牛肉 新西蘭 急凍牛肉 新西蘭 急凍牛肉

紐西蘭牛柳,原條 1.4~1.8公斤 /公斤120120120120

紐西蘭西冷,原條 4~5公斤 /公斤130130130130

*紐西蘭西冷(切塊) 0.4公斤 /公斤140140140140

紐西蘭牛肉眼,原條 4~5公斤 /公斤165165165165

*紐西蘭牛肉眼(切塊) 0.5公斤 /公斤180180180180

紐西蘭 免治牛肉 0.5公斤 /公斤95959595

紐西蘭芝士漢堡(8塊) 0.64公斤 /包70707070

安格士牛肉漢堡(6塊) 0.72公斤 /包85858585

紐西蘭無麩質漢堡(8塊) 0.64公斤 /包62626262

焦糖洋蔥漢堡扒(8塊) 0.88公斤 /包95959595

紐西蘭迷你漢堡(40克) 0.8公斤 /包80808080

紐西蘭牛肉球(35粒) 0.525公斤 /包58585858

06060606 豬肉 - 美國/西班牙豬肉 - 美國/西班牙豬肉 - 美國/西班牙豬肉 - 美國/西班牙

美國豬柳,原條 0.8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美國 豬肉眼(切塊) 0.5公斤 /公斤66666666

美國 有骨豬扒(切塊) 0.7公斤 /公斤52525252

美國豬背排(開2) 0.6公斤 /公斤130130130130

美國極黑豬腩(1cm 切) 0.5公斤 /公斤140140140140

伊比利Bellota豬鞍扒 2公斤 /公斤295295295295

伊比利Bellota豬梅肉 1.4~1.7公斤 /公斤195195195195

伊比利黑豚豬柳 0.4公斤 /公斤230230230230

伊比利黑豚豬肉眼(切塊) 0.26~3公斤 /公斤220220220220

伊比利黑豚梅肉(切塊) 0.35公斤 /公斤190190190190

伊比利黑豚梅肉(火鍋片) 0.3公斤 /公斤200200200200

伊比利黑豚豬鞍扒 2.3公斤 /公斤245245245245

伊比利黑豚豬鞍扒(切塊) 0.22公斤 /公斤270270270270

伊比利黑豚豬肋條 0.48公斤 /公斤170170170170

西班牙黑豚豬背排(2塊) 1.7公斤 /公斤120120120120

西班牙黑豚豬梅肉,原條 2~2.8公斤 /公斤160160160160

西班牙黑豚豬梅肉(切塊) 0.4公斤 /公斤175175175175

西班牙黑豚豬鞍扒 3公斤 /公斤180180180180

西班牙黑豚豬鞍扒(切塊) 0.3公斤 /公斤200200200200

西班牙黑豚豬軟骨 0.3公斤 /公斤88888888

西班牙黑豚免治豬(600克) 0.6公斤 /包66666666

西班牙腩卷(日式叉燒片) 0.35公斤 /公斤88888888

西班牙白豬展肉 0.4~0.5公斤 /公斤80808080

西班牙白豬寸骨 0.5公斤 /公斤88888888

荷蘭豬展 0.4公斤 /公斤66666666

07070707 加工肉類加工肉類加工肉類加工肉類

西班牙黑豚原味豬漢堡 0.44公斤 /包64646464

西班牙黑豚豬肉腸 0.26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美國白牛仔肉腸 (8條) 0.23公斤 /公斤144144144144

美國墨西哥辣肉腸(低鹽) 0.454公斤 /包50505050

美國豬肉早餐腸(低鹽) 0.454公斤 /包50505050

美國意式豬肉腸(低鹽) 0.454公斤 /包50505050

~ 購買完條貨品,可提供免費代切服務 (鮮三文魚及冰鮮肉類除外)

                                                                        

聯絡人: 送貨日期: 

送貨地址: 

電話:  E-mail:傳真:

January January January January (1月份), 2021(1月份), 2021(1月份), 2021(1月份), 2021
(凡惠顧滿 HK$1,000 可免費送貨) 原條加工或額外加工,需另收抽真空袋費每個 2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包裝約重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訂貨量

美國 雞肉豬肉腸 0.454公斤 /包18181818

荷蘭煙背(刨片) 0.5公斤 /公斤88888888

美國煙腩片 0.454公斤 /包60606060

美國半切(無骨)熟煙腿 0.85公斤 /公斤80808080

美國傳統煙火腿 2.5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西班牙黑豚熟豬手 1.2公斤 /公斤70707070

西班牙黑豚巴馬腿片 0.1公斤 /包50505050

08080808 羊肉-新西蘭/西班牙/內蒙古羊肉-新西蘭/西班牙/內蒙古羊肉-新西蘭/西班牙/內蒙古羊肉-新西蘭/西班牙/內蒙古

紐西蘭有骨羊腿 2.2~3公斤 /公斤88888888

*紐西蘭羊骨扒(切塊) 0.5~0.6公斤 /公斤210210210210

紐西蘭法式羊骨扒(單排) 0.5~0.6公斤 /公斤260260260260

法式羊骨扒-香料,橄欖油 0.5公斤(切) /公斤270270270270

法式羊骨扒-香料,橄欖油 0.7公斤(原塊) /公斤270270270270

紐西蘭 羊肉(火鍋片) 0.4公斤 /公斤150150150150

紐西蘭去骨羊腿肉 1.5~2公斤 /公斤120120120120

紐西蘭羊後膝(3隻) 1.6公斤 /公斤85858585

紐西蘭羊漢堡(6塊) 0.72公斤 /包85858585

紐西蘭一口羊粒(10粒) 0.24公斤 /包38383838

內蒙古 羊柳 1公斤 /公斤140140140140

內蒙古 法式羊骨扒 2~2.5公斤 /公斤150150150150

09090909 挪威 / 阿拉斯加  三文魚挪威 / 阿拉斯加  三文魚挪威 / 阿拉斯加  三文魚挪威 / 阿拉斯加  三文魚

有皮鮮三文魚柳,原邊 2.2公斤 /公斤220220220220

去皮鮮三文魚柳,原邊 2公斤 /公斤230230230230

* 去皮鮮三文魚柳 0.5公斤 /公斤240240240240

* 去皮鮮三文魚 柳/腩 0.7公斤 /公斤250250250250

切片煙三文魚(分包) 0.4公斤 /公斤220220220220

10101010 海 產 -魚海 產 -魚海 產 -魚海 產 -魚

白鱈魚扒(切塊) 0.32公斤 /公斤400400400400

* 白鱈魚柳 0.3~0.6公斤 /公斤480480480480

*紐西蘭青衣柳(切件) 0.55公斤 /公斤135135135135

紐西蘭龍脷魚 0.5~0.7公斤 /公斤70707070

吞拿魚柳 0.4~0.6公斤 /公斤145145145145

美國 銀鱈魚柳 0.7公斤 /公斤430430430430

*銀鱈魚扒(切塊) 0.3公斤 /公斤350350350350

紐西蘭橙魚柳 0.4公斤 /公斤180180180180

美國 帝王三文魚柳 1公斤 /公斤260260260260

美國 帝王三文魚扒 0.4~0.6公斤 /公斤200200200200

11111111 海 產 類海 產 類海 產 類海 產 類

熟亞拉斯加蟹爪 0.6公斤 /公斤550550550550

加拿大全殼藍青口 0.454公斤 /公斤60606060

紐西蘭半殼青口 1公斤 /公斤88888888

紐西蘭半殼大蠔 12隻 /打120120120120

半殼扇貝 1公斤 /公斤70707070

美國單凍大粒帶子 0.25公斤 /公斤320320320320

*美國黃螺頭(3隻) 0.45~0.5公斤 /公斤350350350350

12121212 海 產 - 蝦海 產 - 蝦海 產 - 蝦海 產 - 蝦

波士頓 熟龍蝦 0.38公斤 /公斤200200200200

* 白蝦肉 (散包) 0.25公斤 /公斤160160160160

印度海虎蝦 (6-8隻) 1公斤 /公斤280280280280

印度海虎蝦 (8-10隻) 1公斤 /公斤260260260260

印度海虎蝦 (10-12隻) 1公斤 /公斤235235235235

印度海虎蝦 (13-15隻) 1公斤 /公斤205205205205

印度海虎蝦 (16-20隻) 1公斤 /公斤175175175175

印度海 花蝦 (16-20隻) 1公斤 /公斤155155155155

13131313 家  禽家  禽家  禽家  禽

美國 野雞 0.68公斤 /隻40404040

去皮雞胸肉 2公斤 /公斤36363636

巴西雞中翼 1公斤 /公斤50505050

鵝肝 (¼隻) 0.2~0.25公斤 /公斤480480480480

生 去骨火雞胸 4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生有骨火雞胸 3~5公斤 /公斤66666666

美國原味煙火雞胸 3.8公斤 /公斤100100100100

14141414 美國 有機/走地 家禽美國 有機/走地 家禽美國 有機/走地 家禽美國 有機/走地 家禽

有機 啡雞蛋(特大) 12隻 /打68686868

有機 原隻雞 2.2公斤 /公斤78787878

有機 雞翼槌 0.65公斤 /公斤95959595

有機 雞全翼 0.7~0.8公斤 /公斤90909090

有機 去皮雞脾肉 0.7公斤 /公斤160160160160

有機 雞胸肉 0.7公斤 /公斤160160160160

有機 雞下脾 0.8公斤 /公斤80808080

(走地) 原隻雞 1.5~2公斤 /公斤63636363

(走地) 雞肶(2隻) 0.5~0.6公斤 /公斤40404040

(走地) 雞中翼 0.7公斤 /公斤105105105105

(走地) 雞下肶 0.6~0.8公斤 /公斤60606060

(走地) 有骨雞上肶 0.56公斤 /公斤83838383

(走地) 雞中翼/鎚 0.5公斤 /公斤83838383

(走地) 原隻鴨 2.5公斤 /公斤94949494

(走地) 有骨鴨腿(2隻) 0.51公斤 /公斤135135135135

(走地) 有皮鴨胸肉(2塊) 0.5公斤 /公斤240240240240

15151515 其 它其 它其 它其 它

紐西蘭素漢堡 (4塊) 0.48公斤 /包40404040

鮮忌廉 1公升 /盒60606060

燒肉汁(甘口/蒜味/黑椒) 210克 /樽34343434

魚生豉油 200亳升 /樽28282828

支裝芥辣, 日本製 42克 /支30303030

薄荷汁 200克 /樽15151515

特級初榨欖油 500亳升 /樽63636363

意大利黑醋 500毫升 /樽28282828

~ 購買完條貨品,可提供免費代切服務 (鮮三文魚及冰鮮肉類除外)

                                                                        

聯絡人: 送貨日期: 

送貨地址: 

電話:  E-mail:傳真:

January January January January (1月份), 2021(1月份), 2021(1月份), 2021(1月份), 2021
(凡惠顧滿 HK$1,000 可免費送貨) 原條加工或額外加工,需另收抽真空袋費每個 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