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罐 可口可樂 67 罐 香滑/ 香濃 咖啡 102

罐 健怡 / 健怡檸檬 可樂 67 罐 特濃 / 歐陸 咖啡 102

罐 ZERO 無糖可樂 67 罐 雀巢奶茶 102

罐 雪碧 / 芬達橙汁 67 罐 喬亞醇奶咖啡 140

罐 芬達提子汁 / 青提 67 罐 喬亞經典咖啡 140

罐 玉泉忌廉 / 西柚 67 支 鮮奶絲滑咖啡 (268mlx15) 95

罐 檸檬 +C / 蜂蜜 +C 67

罐 玉泉梳打 / 湯力 76 罐 檸檬茶 /雪梨茶 76

罐 玉泉乾薑 / 薑啤 76 罐 冰極檸檬茶 76

支 可口可樂 / ZERO可樂 97 支 爽健美茶 127

支 芬達 橙汁 / 雪碧 / 忌廉 97 支 檸檬茶 / 雪梨茶 127

支 玉泉 蜂蜜+C / 檸檬 +C 97 支 冰極檸檬茶 127

支 健怡 / 健怡檸檬 可樂 97 支 雀巢 蘆薈粒雪梨茶 132

支 可口可樂 / 橙汁/ 忌廉 92 小紙包 檸檬茶 57

小紙包 椰子荳奶 / 蜜瓜荳奶 57

小紙包 菊花茶 / 雜果賓治 57

支 夏枯草 / 山楂蘋果 122

支 竹蔗茅根 122 大紙包 檸檬茶 / 菊花綠茶 76

大紙包 椰子荳奶 / 蜜瓜荳奶 76

支 極尚烏龍 / 大紅袍 / 人蔘烏龍 132 小紙包 白提子汁 / 芒果汁 84

支 銀毫苿莉綠茶 132 小紙包 酷兒之荳奶 67

罐 美粒果 橙汁(250gx24) 90 橙味 / 檸檬味 122

支 果粒橙 / 果粒桃 112

支 果粒芒果 / 果粒菠蘿 112

支 美粒蜂蜜梨汁 112 Appletiser 172

支 美粒黑加侖蘋果 112 Grapetiser 172

支 蘆薈粒青提 / 蘋果 112

1.2L 果橙汁 (12支) 137

太古 罐裝 (330mlx24)

太古 500ml支裝 (24支)

太古 1.25 L支裝 (12支)

雀巢 罐裝 (250mlx24)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健康工房 支裝 (500mlx24)

美粒果 系列 (420mlx24)

太古 可口可樂公司 飲料

淳。茶舍 (500mlx24)

雀巢 支裝 (480mlx24)

陽光細紙包 (250mlx24)

陽光大紙包 (375mlx24)

酷兒Qoo 系列 (200mlx24)

雀巢 罐裝 (315mlx24)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批發熱線: 2950 0083  /  2950 0113    傅真號碼: 2950 0026    E-mail: hoiwantat@yahoo.com.hk

GLACEAU 維他命水 (500mlx12)

有氣果汁(275mlx24)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大 維他檸檬茶 / 菊花茶 111 小 檸檬茶 / 菊花茶 59

大 維他奶 / 麥精 111 小 錫蘭檸檬茶 59

大 錫蘭檸檬茶 /  蜂蜜菊花茶 113 小 蜜糖菊花茶 59

大 低糖檸檬茶 / 低糖菊花茶 113 小 提子汁/ 蘋果 59

大 低糖維他奶 / 低糖維麥精 113 小 芒果  / 石榴汁 59

小 維他奶 / 麥精 69

支 查字典 蜂蜜綠茶 90 小 維他朱古力奶 99

支 查字典 冰震檸檬茶 90

支 查字典 蜂蜜青檸茶 90 支 檸檬茶 / 低糖檸檬茶 117

支 查字典 蜂蜜蜜桃茶 90 支 蜜糖檸檬茶/ 菊花茶 117

支 蜜糖綠茶 / 蘋果綠茶 117

營鈣 70 支 清心棧蘋果茉莉 117

大豆益纖 / 燕麥 83

大豆膠原蛋白 83

罐 寶礦力(330mlx24) 103 . 細罐 原味綠力 (350ml) 65

迷你 350ml 寶礦力(350mlx24) 109 大罐 原味綠力 89

支裝 500ml 寶礦力(500mlx24) 151 大罐 綠力石榴/ 蜜桃 99

支裝 900ml 寶礦力(900mlx15) 161 大罐 綠力 芒果/ 冬瓜茶 99

支裝 1.5 L 寶礦力 (1.5Lx12) 171

紅牛飲品 膠樽 利賓納(500mlx24) 125

罐 金罐泰版紅牛 85

罐裝 港版紅牛 296

罐裝 港版紅牛(低糖) 296 佳得樂 橙/ 檸檬 味 95

其他運動飲品 佳得樂 藍梅味 95

罐 水動樂 (315mlx24) 98

支 水動樂 (500mlx24) 130

支 水動樂 維加 (黃色) 130 沛力特電解 (800mlx20) 130

葡萄適 原味(300mx24) 128 沛力特電解 (590x24) 130

葡萄適 橙味 128

批發熱線: 2950 0083  /  2950 0113    傅真號碼: 2950 0026    E-mail: hoiwantat@yahoo.com.hk

維他 大紙包 (375mlx24)

維他公司 飲料

佳得樂 系列 (600mlx12)

利賓納系列

寶礦力 系列 綠力 系列 (500mlx24)

健康及運動飲料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維他 膠樽 (500mlx24)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維他 細紙包 (250mlx24)

解渴誌 系列 (600mlx12)

維他 鈣思寶 (250mlx24)

維他 查字典 (480mlx24)



價錢 貨品 價錢

150

140 XO 醬海鮮 / 咖哩海鮮 / 香辣海鮮 146

140G 茶語系三層10卷裝(1箱x5條x12卷) 135 什錦 / 蟹柳 / 鮮蝦 / 海鮮  / 雞肉 146

230 冬菇雞肉 / 香辣牛肉 / 五香牛肉 146

260

170 香辣海鮮 / 海鮮 / 豬骨濃湯 160

144

麻油味 / 黑蒜油豬骨湯味 146

貨品 價錢 豬骨濃湯味 146

袋裝 (15條1袋, 20袋1箱) 750 麻油味 / 黑蒜油豬骨湯味/ XO海鮮 153

盒裝 (10條1盒, 12盒1箱) 330 豬骨濃湯味 / 特辣豬骨濃湯味 153

越南堤岸 咖啡 (每磅)

MOCHA 咖啡粉 35 黃帶 麻油味 (3箱 / 扎) 275

盒裝 好立克 / 阿華田 (3合1) 黃帶 麻油味 (30小包 / 箱) 95

即溶麥芽飲品 (8小包 x 24 盒) 420

營與美 (8小包 x 24 盒) 420 福字伊麵 (30小包 / 箱) 80

阿華田 (30gx10x30盒) 800 上湯雞汁/海鮮/ 香菇上素 麵 50

罐裝 阿華田 / 好立克 上湯米粉 / 雞絲米粉 50

1.9 公斤阿華田 x 6 罐 / 箱 610

2 公斤好立克 x 6 罐 / 箱 800 卡邦尼芝士煙肉味(3箱/扎) 270

罐裝 吉百利 朱古力粉 卡邦尼芝士煙肉(30包/箱) 92

500克 x 6罐 / 箱 198

罐裝 杏仁霜 30小包 / 箱 115

寶馬牌(1 lbx12罐 /箱) 300 辛辣杯麵 (24杯) 125

支裝 菜蜜 辣白菜/ 香菇杯麵 (24杯) 125

金杯牌 菜蜜 (12支/箱) 150

支裝 利賓納 紅燒牛肉 (192gx12) 130

支 利賓納 (1Lx6支 / 箱) 230 珍味牛肉 (192gx12) 130

荷蘭 黑白淡奶

410g x 48罐 / 箱 375 爌肉麵 / 牛肉味 / 海鮮味 95

120片x36盒/ 箱 1045 炸醬味 / 蠔油牛肉味 59

出前一丁杯麵 (72克x24杯 / 箱)

農心 辛辣麵

味味一品 大碗麵 (8碗)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批發熱線: 2950 0083  /  2950 0113    傅真號碼: 2950 0026    E-mail: hoiwantat@yahoo.com.hk

Liton 茶包

生活用紙 及麵 類別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160G 茶語系三層10卷裝(1箱x5條x10卷)

合味道杯麵 (大杯 100g)

出前一丁碗麵 (103克x24杯 / 箱)

M-Ford 200張抹手紙(1x20包x200張)

茶語系兩層盒裝紙 (1箱x5盒x10條)

恆安國際 心相印 高級生活用紙

茶語系四層迷你包裝紙(1箱x36條x10包)

統一 滿漢大餐 碗面 (12碗)

日清 新意派 (30小包 / 箱)

190G 特柔三層10卷裝(1箱x5條x10卷) 合味道杯麵 (75克x24杯/ 箱)

福面 系列 (75gx12)

出前一丁麵 (30小包 / 箱)

廚房萬用紙4卷裝(1箱x8包x4 卷)

其他飲料(以下飲料需定貨)

舊街埸白咖啡 (2合1) (3合1)

日清大將炒麵 (12杯/ 箱)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25克 熱浪 (25gx24) 84 OREO 原味夾心威化(87gx24) 170

25克 BBQ味 (25gx24) 84 OREO 士多啤梨夾心威化(87gx24) 170

55克 熱浪 (55gx20) 151 OREO 朱古力夾心曲奇(137gx24) 175

50克 Pizza 味(50gx20) 151 OREO 夾心黃金曲奇(137gx24) 175

55克 BBQ味 (55gx20) 151 OREO 士多啤梨夾心(137gx24) 175

OREO 冰涼藍莓夾心(137gx24) 175

22克 原味味蝦條(60包) 125 OREO 原味夾心威化232克 380

22克 BBQ味蝦條(60包) 125 OREO 士多啤梨夾心威化232克 380

40克 原味蝦條 (30包) 110

40克 燒烤味蝦條(30包) 110 太平芝麻梳打(100gx36/盒) 130

40克 辛之辣味蝦條 110 太平香蔥梳打(100gx36/盒) 130

32克 粟一燒BBQ(30包) 110 太平奶鹽梳打(100gx36/盒) 130

80克 粟一燒BBQ(20包) 110

10g卡樂B什菜薯條(10g x80包/箱) 150 利是 芝士夾心餅(27g x 6盒/箱) 90

42g卡樂B什菜薯條 (42gx20包/箱) 95 利是 檸檬夾心餅(27g x 12盒/箱) 180

四洲粟米條 - 喜洋洋(40gx12包/箱) 55 利是 迷你芝士餅(298gx12盒/箱) 245

固力果 薄餅味(38g x 10盒) 110

媽咪麵 (40x60g/盒) 92 固力果 沙律味(38g x 10盒) 110

時興隆 魷魚絲(15gx36/盒) 280 固力果 辣沙律味(38g x 20盒) 110

時興隆 萬里望花生 (80gx30) 190

時興隆 萬里望花生 (160gx20) 205 固力果 雙重朱古力百奇(47gx10盒) 80

時興隆14g芝士圈 (14g x30/袋) 38 固力果 朱古力百奇(47gx10盒) 80

Wiener 維也納大洋腸(22gx30/盒) 55 固力果 草莓百奇(47gx10盒) 80

樂天小熊餅(朱古力味)( 41gx6筒) 40

盒裝 愉快動物餅 (37g x 24/盒) 95

大發 鱈魚香絲 (8gx30包/盒) 38 時時食夾心餅 芝士味(50gx24/盒) 80

明治欣欣杯 (25g x 6杯 /盒) 35 時時食夾心餅 檸檬味(50gx24/盒) 80

品客 原味薯片 (40g x 12罐 / 盒) 70 時時食夾心餅 花生味(50gx24/盒) 80

品客 洋濍薯片 (40g x 12罐 / 盒 70 花生味 迷你威化 (34gx24/盒) 75

童星點心麵 炒麵味(50gx48包/ 箱) 180 草莓味 迷你威化 (34gx24/盒) 75

童星點心麵 雞肉味(50gx48包/ 箱) 180 朱古力味 迷你威化 (34gx24/盒) 75

旺旺雪餅 (9gx40包x5袋) 130

旺旺仙貝 (8.4gx40包x6袋) 110

四洲脆脆蝦餅 (原味) (15gx8包/箱) 105 經典味/ 海鮮風味 / 番茄風味 240

山葵味 / 冬蔭功味 / 辣香味 240

嘉頓 系列

RITZ - 利是餅 系列

百奇 系列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其他零食 系列

CRISPY小老板脆紫菜 (36gx6小包x4大包)

卡樂 B 蝦條 系列

百力滋 系列

卡樂 B 薯片 系列

批發熱線: 2950 0083  /  2950 0113    傅真號碼: 2950 0026    E-mail: hoiwantat@yahoo.com.hk

OREO餅 系列

零食類別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太平梳打 系列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罐 七喜 63 紙包 極品烏龍茶 55 罐 蜂蜜綠茶 90

罐 激浪 63 紙包 極品玄米茶 55 罐 冬瓜茶 / 冷泡綠茶 90

罐 百事 可樂 63 紙包 柑桔檸檬 55 罐 極品烏龍茶 90

罐 百事 極度 63 紙包 巨峰提子 55 罐 黑糖薑茶 90

罐 美年達橙汁 63 紙包 白桃汁 55 罐 粒粒奶茶 (椰果) 137

罐 美年達青蘋果汁 63 紙包 蜂蜜綠茶 55

罐 美年達葡萄汁 63 紙包 蘋果綠茶 55

紙包 雪梨綠茶 55 支 西瓜汁 137

支 600ml百事可樂(24支) 79 紙包 檸檬綠茶 55 支 菠蘿蘆薈汁 / 士多啤梨 137

支 1.25L百事可樂(12支) 79 紙包 菠蘿綠茶 55 支 鹽味 荔枝 / 青檸 137

支 2L百事可樂(8支) 79 紙包 檸檬V果汁 55 支 蜂蜜綠茶 132

支 600ml七喜(24支) 85 紙包 蘋果V果汁 55 支 蘋果綠茶 132

支 1.25L七喜(12支) 85 紙包 芒果V果汁 55 支 柑桔檸檬 132

支 2L 七喜(8支) 85 支 清烏龍茶 / 十八茶 132

支 極品白茶 / 煎茶 132

支 阿薩姆奶茶 (15支) 97 罐 蘋果/ 荔枝 玉露 90 支 極品烏龍茶 / 玄米茶 132

罐 蜜桃 / 芒果 玉露 90 支 巨峰提子汁 132

支 佳得樂 橙 / 檸檬 味 95 罐 番石榴 / 菠蘿 玉露90 支 檸檬綠茶 / 雪梨綠茶 132

支 佳得樂 藍梅味 95 罐 巨峰提子 玉露 90

支 荔枝玉露 137

罐裝 港版紅牛 296 支 巨峰提子玉露 137 西班牙 紅酒 Palacio De 370

罐裝 港版紅牛(低糖) 296 支 雪梨玉露 137 澳洲 袋鼠紅酒 (Yellow Tail) 850

支 芒果玉露 137

支  500ml 清熱飲 147

愛爾蘭 Claymore 850

支 紅豆豆奶 147 支 勝獅梳打水(325mlx24)70

支 香蕉豆奶 147 罐 勝獅啤酒(330mlx24)140 J.D. Tennessee Whiskey 320

細支 勝獅啤酒(330mlx24)168 Single Barrel T.W(700mlx6)510

大支 勝獅啤酒(630mlx24)130

檸檬青檸味/士多啤梨 248

藍莓 / 橙柑 / 紅莓味 248 人頭馬V.S.O.P.(350ml) 240

熱情果 248 越洲花雕十年壇裝 1300 人頭馬V.S.O.P.(700ml) 430

越洲家釀十年白瓷裝瓶1755 人頭馬X.O.干邑 (700ml) 1520

美國 Vodka (1Lx12) 600

佳得樂 系列 (600mlx12)

統一阿薩姆奶茶 (500ml)

百事 支裝 汽水

SINGHA 勝獅系列豆奶系列 (200mx24)

清熱飲

匯泉 公司 飲料

Esprit 果汁梳打(300mlx24)

批發熱線: 2950 0083  /  2950 0113    傅真號碼: 2950 0026    E-mail: hoiwantat@yahoo.com.hk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道地 支裝 (500mlx24)

道地 玉露 (340mlx24)

道地 罐裝 (340mlx24)道地 紙包 (250mlx24)百事 汽水 (330mlx24)

紅牛飲品 (250mlx24) 紅酒 (750mlx12)

威士忌 (1Lx12)

美國 Jack Daniel's

人頭馬 大酒

越洲白酒 (500mlx12)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支 津路烏龍茶 120 支 五草茶(500mlx24)108 支 橙汁味 (320mlx24) 103

支 依藤園綠茶 120 支 初菊露(500mlx24)108 支 芒果汁味 (320mlx24) 103

支 依藤園綠茶(濃味) 120 支 荔枝汁味 (320mlx24) 103

支 依藤園玄米茶 120 支 雞骨草 / 夏枯草 99 支 提子汁味 (320mlx24) 103

大支 烏龍茶(900mlx12) 106 支 花旗蔘蜜 / 菊花蜜 99 支 菠蘿汁味 (320mlx24) 103

支 甘蔗汁/ 濃香豆漿 99 支 蘋果汁味 (320mlx24) 103

支 冰紅茶 / 綠茶(低糖) 65 支 雪梨茶 /  五花茶 99 支 香桃汁味 (320mlx24) 103

支 綠茶 (2Lx6) 55 支 雪梨海底椰 99 支 椰子汁味 (320mlx24) 103

支 酸梅湯 (500mlx15) 50 支 竹蔗茅根 / 銀菊露 99 支 士多啤利味 (320mlx24) 103

支 川貝枇杷蜜 99

罐 冰紅茶 (310mlx24) 53 支 鮮檸蜜 / 柑桔檸蜜 99

罐 冰綠茶 (310mlx24) 53 支 咸金桔 / 粒粒咸金桔99 罐 忌廉溝鮮奶 90

紙 冰紅茶 (250mlx24) 43 支 鴻福堂涼茶 / 清補涼99 罐 菠蘿味 / 蘋果味 90

紙 冰綠茶 (250mlx24) 43 支 竹蔗甘荀海底椰 99 罐 桃味 / 蜜瓜味 90

支 無糖 花旗蔘 99 罐 士多啤梨味 90

罐 新奇士橙汁 67 支 無糖 羅漢果 99 罐 韓國檸七 (250ml x30) 85

罐  OJ / 沙士 67 罐裝涼茶系列 支 鮮蘆薈樂 (500mlx24) TBC

罐 碧泉檸檬茶 / 蜜桃茶 67 罐 華元堂(300mlx24)80

罐 加多寶(310mlx24)115 YOU C1000 系列

罐 藍山咖啡 ( 240mlx24) 95 罐 王老吉(310mlx24)120 細支 蘋果味 (140mlx30) 145

支 藍山咖啡 (330mlx24) 118 細支 檸檬味 (140mlx30) 145

罐 清涼爽 / 馬蹄爽 66 細支 香橙味 (140mlx30) 145

罐 特濃咖啡 (320mlx24) 95 罐 菊花茶 / 清涼茶 66 大支 檸檬味 (500mlx24) 150

罐 美式咖啡 (320mlx24) 95 罐 甘蔗水 66 大支 香橙味 (500mlx24) 150

清熱酷 (350mlx24)

罐 珍珠奶茶 85 清熱酷 原味 168 三得利系列 (448mlx24)

罐 仙草凍奶茶 85 清熱酷 檸檬味 168 罐 C.C.檸檬飲品(330ml) 85

罐 芋香珍珠奶茶 85 清熱酷 百花菊 168 支 大和 原味豆漿 110

支 大和 低糖豆漿 110

支 五穀米漿 (300mlx12) 59 支  500ml 清熱飲 145 支 大和 黑豆漿 110

支 黑豆漿 (300mlx12) 59 支 C.C 檸檬飲品 (500ml) 145

支 紫米豆漿 (300mlx12) 59 純牛奶(250mlx24) 100 支 POKKA 奶茶(500mlx24) 145

支 蘋果醋 (350mlx24) 145 低脂高鈣奶(250mlx24)116 支 POKKA 咖啡(500mlx24) 145

純牛奶(1Lx12) 132 支 奈奈子橙汁 145

純牛奶(1Lx12) 153 低脂高鈣奶(1Lx12) 156 支 奈奈子蜂蜜檸檬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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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西龍傳香飯糰 飲品系列

 韋恩咖啡

鴻福堂 (500mlx24)

伯朗咖啡

新奇士 系列 (310mlx24)

十字牌 / 牛頭牌 牛奶

洪大媽 奶茶系列 (320gx24)

清熱飲

蒙牛 牛奶 (保質期約半年)

津路 系列 (500mlx24) MOGU MOGU 水之果物 系列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楊協成 系列 (300mlx24)

康師傅 系列 (500mlx24)

康師傅 罐裝及紙包

百康堂 (500mlx24)

樂天 系列 ( 250ml x30)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貨品 價錢

罐 台灣金牌啤酒 135 小支 藍妹啤 193 750ml MEKO礦泉水(24支) 42

罐 台灣鳳梨味啤酒 135 小支 嘉士伯 200 500ml 飛雪水(24支) 48

罐 藍妹啤 178 小支 喜力啤 205 770ml 飛雪水(24支) 48

罐 生力啤 120 小支 健力士 (波打) 245 1.5L 飛雪水(12支) 48

罐 青島啤 113 小支 青島啤 150 5L 飛雪水(4支) 82

罐 獅威 76 小支 泰國Singha 啤 170

罐 泰國Singha 啤 140 小支 日本Asahi 啤 缺 280ml 屈臣氏水(35支) 78

罐 日本Asahi 啤 TBC 小支 韓國海特Hite 啤缺 430ml 屈臣氏水(24支) 68

罐 日本麒麟 啤 190 小支 韓國海特Hite 黑啤缺 800ml 屈臣氏水(24支) 88

罐 韓國海特 Hite 啤 140 1.8L 屈臣氏水(12支) 81

罐 韓國海特 Hite 黑啤 140 大支 藍妹啤 189 430ml 維他水(24支) 44

罐 百威 146 大支 生力啤 118 700ml 維他水(24支) 44

罐 嘉士伯 133 大支 泰國Singha 啤 130 1.5L 維他水(12支) 44

罐 喜力啤 128 大支 日本Asahi 啤 缺 380ml 清涼水(35支) 59

罐 藍冰 75 大支 青島啤 113 750ml 清涼水(24支) 44

罐 金威(綠) 61 大支 喜力啤 149 1.5L 清涼水(12支) 44

罐 藍帶 85 大支 健力士 (波打) 203

罐 森堡 75 大支 嘉士伯 135

罐 健力士 (波打) 195 大支 森堡 75 支 原味330mlx24 240

罐 珠江啤酒 56 大支 金威 69 支 檸檬味330mlx24 240

大支 獅威 97 支 青檸味330mlx24 240

BURG 麥啤 : 5.5% 120 大支 燕京精品啤酒 100 膠樽 原味500mlx24 248

BURG 黑麥啤 : 8% 160 大支 燕京金裝啤酒 105

BURG 麥啤 酒精度: 10% 160 大支 珠江啤酒 55

BURG 麥啤 酒精度: 12% 160

支 原味 (330mlx24) 400

支 金黃啤酒 (330mlx24) 400

支 全麥啤酒 (330mlx24) 400

支 黑啤 (330mlx24) 400

啤酒 類別

*香港行貨，非假貨*

罐裝啤酒(330mlx24)

大支裝啤酒(640mlx12)

Web Site: http://www.hoiwantat.com.hk

蒸餾水

(本公司為匯泉公司認可折家)  (海天堂自動售賣機香港代理)

礦泉水小支裝啤酒(330mlx24)

德國BURG啤酒 (500mlx24)

德國弗倫斯堡啤酒系列

水類別

Perrier 有汽礦泉水蒸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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