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Food ⾺亞食品 

        地址：九⿓尖沙咀梳⼠巴利道3號星光⾏⻄座10樓1023A室 
                                           Address：1023A, 10/F, West Tower, Star House, No 3 Salisbury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 Tel : (852) 9324 4547/ 9763 9249   電郵：mayfoodhk@gmail.com  
 
填妥後，請Whatsapp +852 9324 4547/ 9763 9249 或電郵⾄ mayfoodhk@gmail.com 落單，本公司會於 1-2 個⼯作天內確實。 
付款後，訂單會於 3 個⼯作天內會寄出，3-5 個⼯作天到貨。 
購物滿港幣200以上，可享香港免費送貨、港幣250以上可選順豐速遞/順便智能櫃取貨。以上⾦額以單⼀發票計算。 
(以上送貨條款不包括東涌、離島、⾺灣、愉景灣及偏遠地區等，本公司可安排另⾏報價。) 



 
*教聯會員獨享全單9折優惠~優惠限期⾄30/6/2021  




                                                                            Order Form                         教聯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 
姓名 Name：                                                                         ⽇期 Date：                                                                                                                                                  


聯絡電話 Contact no：                                                          電郵 E-mail：                                                      


送貨地址 Delivery Address：                                                                                                                                    

                                                                                                                                                                              

貨品名稱  
Item Name

單價 (HKD)  
Unit Price

優惠價 (HKD) 

Special Price

數量  
Qty

總額 (HKD) 
Total 

Amount

MayFood-超值優惠零食套裝 
套裝包括有以下零食: 
*Big Foot 岩鹽檸檬喉糖1盒 
*Big Foot 岩鹽薑檸喉糖1盒 
*OHGYA ⼀⼝鱈⿂芝⼠條1盒
*Sanritsu 源⽒蝴蝶酥1包
*TASTO 鹹蛋味薯⽚1包
*CARADA 魷⿂脆⽚1桶
*Oriental 芝⼠波1包

$307.8/ 套 $220/ 套

Big Foot 喜⾺拉雅⼭ 
岩鹽檸檬喉糖(15g x 12包) 
產地：⾺來⻄亞

$79.9/ 盒 $66/ 盒

Big Foot 喜⾺拉雅⼭ 
岩鹽薑檸喉糖(15g x 12包) 
產地：⾺來⻄亞

$79.9/ 盒 $66/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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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Item Name

單價 (HKD)  
Unit Price

優惠價 (HKD) 

Special Price

數量  
Qty

總額 (HKD) 
Total 

Amount

Big Foot 含維他命C⾦梅⽚ 
(25g x 12包) 
產地：⾺來⻄亞

$86/ 盒 $66/ 盒

CARLOS 鹹蛋⿂⽪(100g) 
產地：⾺來⻄亞 

$50/ 包 $88/ 2包

CARLOS 芝⼠⿂⽪(100g) 
產地：⾺來⻄亞 

$50/ 包 $88/ 2包

HOFU 鹹蛋薯條(100g) 
產地：⾺來⻄亞 

$55/ 包 $95/ 2包

TASTO 鹹蛋味薯⽚(50g) 
產地：泰國 

$18/ 包 $28/ 2包

TASTO 鹹蛋辣味薯⽚(50g) 
產地：泰國 

$18/ 包 $28/ 2包

ORIENTAL 芝⼠波(60g) 
產地：⾺來⻄亞 

$10/ 包 $8.8/ 包 

$75/ 1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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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Item Name

單價 (HKD)  
Unit Price

優惠價 (HKD) 

Special Price

數量  
Qty

總額 (HKD) 
Total 

Amount

CARADA 魷⿂脆波(90g)  
(原味) 
產地：泰國 

$20/ 桶 $15/ 桶

CARADA 魷⿂脆波(90g)  
(紫菜味) 
產地：泰國 

$20/ 桶 $15/ 桶

CARADA 魷⿂脆⽚(90g)  
(原味) 
產地：泰國 

$20/ 桶 $15/ 桶

CARADA 魷⿂脆⽚(90g)  
(紫菜味) 
產地：泰國 

$20/ 桶 $15/ 桶

Sanritsu 三立-源⽒蝴蝶酥  
(14包x2枚 獨立包裝)  
產地：⽇本 

$45/ 包 $28/ 包

OHGYA扇屋 ⼀⼝鱈⿂芝⼠
條 (2.8g x48本) ⿈* 
芝⼠味濃郁，⼝感柔軟，含
⾼鈣質、DHA，營養豐富 
產地: ⽇本

$55/ 盒 $42/ 盒

OHGYA扇屋 ⼀⼝鱈⿂芝⼠
條 (2.8g x48本)  
(含⾼DHA版)藍* 
芝⼠味濃郁，⼝感柔軟，含
⾼鈣質、DHA，營養豐富 
產地: ⽇本

$55/ 盒 $42/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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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  
Item Name

單價 (HKD)  
Unit Price

優惠價 (HKD) 

Special Price

數量  
Qty

總額 (HKD) 
Total 

Amount

amore健康燕麥曲奇(162g)  
(⿊加侖⼦味)  
不含反式脂肪、含28%燕
麥、無防腐劑 
產地：⾺來⻄亞 

$32/ 包 $28/ 包

LEE曲奇(70g)  
(朱古⼒味/朱古⼒粒⿊加侖⼦
味)  
產地：⾺來⻄亞 

$10/ 包 $8/ 包 朱古⼒味： 
 
 

朱古⼒粒
⿊加侖⼦
味：

MILO朱古⼒脆脆(15g)  
產地：⾺來⻄亞

$26/ 4包 $20/ 4包

獨立包裝夾層蛋糕(180g)  
(⽜油味)  
產地：⾺來⻄亞

$18/ 盒 $15/ 盒 

$28/ 2盒

獨立包裝夾層蛋糕(180g) 
(Tiramisu味)  
產地：⾺來⻄亞

$18/ 盒 $15/ 盒 

$28/ 2盒

獨立包裝夾層蛋糕(180g)  
(朱古⼒味)  
產地：⾺來⻄亞

$18/ 盒 $15/ 盒 

$28/ 2盒

合共 TOTAL : 


折實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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