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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單位 容量 保存 單價  

金華火腿／整隻 隻 8 公斤 常溫 6000  

金華火腿／切塊 隻 6.5 公斤 冷凍 6200  

火塊／帶皮 包 600 公克 冷凍 720  

火塊／全瘦 包 600 公克 冷凍 750  

火條 包 600 公克 冷凍 640  

火膧 包 600 公克 冷凍 640  

火骨 包 600 公克 冷凍 330  

帶肉火骨 包 600 公克 冷凍 390  

火片 包 180 公克 冷凍 280  

家鄉肉 條 600 公克 冷凍 480  

蜜汁火腿 包 12 片 冷凍 230  

蜜汁火腿麵包組 套 各 12 片 冷凍 320  

富貴雙方 套 各 12 片 冷凍 450  

湖南臘肉／五花 條 600 公克 冷凍 480  

湖南臘肉／五花切片 包 200 公克 冷凍 270  

湖南臘肉／後腿肉 條 600 公克 冷凍 480  

湖南臘肉／後腿切片 包 200 公克 冷凍 270  

廣東臘肉 條 600 公克 冷凍 480 僅限門市 

玫瑰臘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玫瑰肝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玫瑰鴛鴦腸 包 200 公克 冷凍 160  

湖南原味香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湖南麻辣香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湖南煙燻原味香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湖南煙燻麻辣香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豆腐香腸 包 300 公克 冷凍 230 僅限門市 

風雞腿 隻  冷凍 130  

臘雞腿 隻  冷凍 150  

珍珠鳳球 包 250 公克 冷凍 250  

扁尖筍 包 250 公克 冷凍 320  

榨菜粒 包 300 公克 冷藏 80  

榨菜絲 包 300 公克 冷藏 80  

東北酸白菜 包 1 公斤 冷藏 390  

梅乾菜 包 150 常溫 75  

臭豆腐 包 10 片裝 冷藏 180  

金華火腿粽 2 顆 400 公克 冷凍 180  

臘腸粽 2 顆 400 公克 冷凍 180  

豆沙粽 2 顆 420 公克 冷凍 140  

年糕／片狀 包 500 公克 冷凍 120  

北海道干貝 S1 級／小 包 100 公克 冷凍 600  

北海道干貝 S1 級／大 包 300 公克 冷凍 1600  

鰻魚乾 塊 600 公克 冷凍 580  

馬友魚乾／切塊 塊 300 公克 冷凍 500  

台灣烏魚子／小 片 170 公克 冷凍 800  

台灣烏魚子／中 片 280 公克 冷凍 1800  



台灣烏魚子／大 片 320 公克 冷凍 2200  

台灣烏魚子／一口吃 包 150 公克 冷凍 800  

XO 干貝醬／原味 罐 250 公克 冷藏 600  

XO 干貝醬／辣味 罐 250 公克 冷藏 600  

辣醬／葷 包 100 公克 冷藏 70  

豆腐乳 罐 300 公克 常溫 250  

火腿干貝雞高湯 包 500 公克 冷凍 280  

梅花獅子頭 包 600 公克 冷凍 400  

手路香豬捲 隻 500 公克 冷凍 490  

港式臘腸蘿蔔糕 條 750 公克 冷藏 250  

豆沙鬆糕原味 盒 550 公克 冷凍 350  

豆沙鬆糕綜合 盒 550 公克 冷凍 350  

玫瑰鴛鴦腸禮盒 盒 600 公克 冷凍 500  

雙色禮盒 盒 1.2 公斤 冷凍 1020  

四色禮盒／中 盒 1.2 公斤 冷凍 1030  

四色禮盒／富貴火腿 盒 1.2 公斤 冷凍 1360  

海陸四拼／烏魚子小 盒 1.07 公斤 冷凍 1600  

海陸四拼／烏魚子大 盒 1.18 公斤 冷凍 2600  

海陸四拼／烏魚子烏魚子一口吃 盒 1.05 公斤 冷凍 1600  

海陸四拼／北海道干貝 盒 1.1 公斤 冷凍 2000  

禮盒（大） 盒 2.4 公斤 冷凍 1960  

粽夏狂歡 盒 1.6 公斤 冷凍 769  

XO 北海道干貝醬禮盒 盒 500 公克 常溫 1200  

圍爐年菜／酸白菜鍋海陸八拚 組  冷凍 3230  

圍爐年菜／酸白菜鍋海陸六拚 組  冷凍 1940  

經典臘味三件組 組  冷凍 940  

經典臘味六件組 組  冷凍 1480  

生麻辣臭豆腐組 組  冷藏 240  

 

優惠折扣 

3000 免運 

10000／95 折 

30000／9 折 

 

 
如有問題歡迎使用萬有全官方 Line 群組討論 

 

價格以網站實際公佈為主 

介紹：各式火腿、香腸、高級乾貨生產製造。 

地址：台南市仁德區太乙三街 33 號 

負責：田種苗 

手機：0975-609860 



網址：https://eham.com.tw/  

本公司於高雄並無分店，選購時請您留意，以保障您的權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