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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比賽指定食材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香港區初賽．中華美食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芬蘭 Omega-3豬梅頭肉 

比賽每隊獲發 1件 

淨重 約 2.2公斤 

包裝 急凍真空袋裝 

指定供應商 HKSCAN 

聯絡人 Ms. Mandy Yu 

地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8號中環廣場 18號 

電話 2422 0182 

電郵 mandy.yu@hkscan.com 

 

產品名稱 鮑中寶 3頭野生黃鮑魚 

比賽每隊獲發 1罐 

淨重 每罐 454克 

包裝 罐裝 

指定供應商 南海養殖有限公司 

聯絡人 Stella Mak / Roger Law 

地址 九龍長沙灣長順街 1號新昌工業大廈 4字樓 2室 

電話 2719 4600 

電郵 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roger.law@southchina-seafarm.com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香港區初賽．點心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黑白®煉奶 

比賽每隊獲發 2罐 

淨重 397克 

包裝 罐裝 

指定供應商 菲仕蘭(香港)有限公司 

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產品名稱 多多生磨純黑芝麻粉 

比賽每隊獲發 2包 

淨重 每包 300克 

包裝 袋裝 

指定供應商 林和成貿易有限公司 

聯絡人 Andy Lai 

地址 新界大埔汀角路 51號太平工業園 A座 11樓 

電話 3904 3868 

電郵 andy@ettason.com.hk 

零售點 百佳、Fusion、Taste 

代理商 中榮行有限公司  電話: 2340 0450 

mailto: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mailto:roger.law@southchina-sea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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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龍貿易有限公司  電話: 2432 2972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香港區初賽．國際美食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皇健少爺雞 

比賽每隊獲發 2隻 

淨重 約 1.3kg 

包裝 袋裝 

指定供應商 活健禽畜發展有限公司 

聯絡人 葉珊珊 

地址 元朗壽富街 71號元發樓 3座地下 

電話 2443 1801  

電郵 woodley_co@yahoo.com.hk 

 

產品名稱 淘大荔枝醋汁 

比賽每隊獲發 1樽 

淨重 500毫升 

指定供應商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廚神復活賽．中華美食組 (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美極鮮醬油 

比賽每隊獲發 1樽 

淨重 800毫升 

生產商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廚神復活賽．國際美食組 (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本地有機白苦瓜 

比賽每隊獲發 1公斤 

淨重 - 

生產商 本地農場 

指定供應商 蔬菜統營處 

聯絡人 羅家豪 

電話 2387 4164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環球總決賽．中華美食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淘大金標生抽 

比賽每隊獲發 1樽 

淨重 500毫升 

指定供應商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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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產品名稱 澳洲 SunRice低糖白米 

比賽每隊獲發 1包 

淨重 750克 

包裝 袋裝 

指定供應商 林和成貿易有限公司 

聯絡人 Andy Lai 

地址 新界大埔汀角路 51號太平工業園 A座 11樓 

電話 3904 3868 

電郵 andy@ettason.com.hk / ettason@ettason.com.hk 

代理商 豐泰米行(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 2432 2972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環球總決賽．點心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多多生磨純杏仁粉 

比賽每隊獲發 2包 

淨重 每包 300克 

包裝 袋裝 

指定供應商 林和成貿易有限公司 

聯絡人 Andy Lai 

地址 新界大埔汀角路 51號太平工業園 A座 11樓 

電話 3904 3868 

電郵 andy@ettason.com.hk 

零售點 百佳、Fusion、Taste 

代理商 中榮行有限公司  電話: 2340 0450 

 豐龍貿易有限公司  電話: 2432 2972 

 

產品名稱 美極鮮醬油 

比賽每隊獲發 1樽 

淨重 800毫升 

生產商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環球廚神．國際挑戰賽 – 環球總決賽．國際美食組 (2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芬蘭 Omega-3豬架 

比賽每隊獲發 1件 

淨重 約 3公斤 

包裝 急凍真空袋裝 

指定供應商 HKSCAN 

聯絡人 Ms. Mandy Yu 

地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8號中環廣場 18號 

電話 2422 0182 

電郵 mandy.yu@hkscan.com 

mailto:andy@ettason.com.hk
mailto:ettason@ettas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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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匈牙利陶罐鵝肝醬 

比賽每隊獲發 1 瓶 

淨重 220克 

包裝 陶罐 

指定供應商 南海養殖有限公司 

聯絡人 Stella Mak / Roger Law 

地址 九龍長沙灣長順街 1號新昌工業大廈 4字樓 2室 

電話 2719 4600 

電郵 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roger.law@southchina-seafarm.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環球廚神．世界錦標賽 (3款指定食材) 

產品名稱 芬蘭 Omega-3豬腩 

比賽每隊獲發 1件 

淨重 約 4公斤 

包裝 急凍真空袋裝 

指定供應商 HKSCAN 

聯絡人 Ms. Mandy Yu 

地址 香港灣仔港灣道 18號中環廣場 18號 

電話 2422 0182 

電郵 mandy.yu@hkscan.com 

 

產品名稱 鮑中寶 3頭野生黃鮑魚 

比賽每隊獲發 1罐 

淨重 每罐 454克 

包裝 罐裝 

指定供應商 南海養殖有限公司 

聯絡人 Stella Mak / Roger Law 

地址 九龍長沙灣長順街 1號新昌工業大廈 4字樓 2室 

電話 2719 4600 

電郵 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roger.law@southchina-seafarm.com 

 

產品名稱 淘大極品 XO醬 

比賽每隊獲發 1樽 

淨重 220克 

指定供應商 淘化大同食品有限公司 

零售點 各大超級市場 

 

mailto: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mailto:roger.law@southchina-seafarm.com
mailto:stella.mak@southchina-seaf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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