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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鐘即食

無麩質

口感軟滑

一試難忘

無鹼水異味

非基因改造

每份只有6卡路里

無化學添加劑及防腐劑

Tastaz 蒟蒻河粉
Tastaz 珍珠米

建議零售價: $19.9

低卡低脂主食類
6 kcal

per serving

即食 | 無異味



Eggyday 蛋白米線

麵線粗度跟雲南米線一樣

口感近9成似米線

Eggyday 蛋白幼麵

麵條粗度跟台灣麵線一樣

口感100%與台灣麵線一樣

生酮友好 容易消化-適合幼童及長

者

低卡路里

軟熟而且彈牙
適合控制體重人仕
無化學添加劑及防腐劑

高蛋白質

低卡低脂主食類

零脂肪

泰國國家級

食品科學家

及營養師研發

無麩質

Eggyday 蛋白麵

建議零售價: $26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黑椒醬

建議零售價: $58

海南雞醬、甜辣醬、麻辣醬、各款醬汁 150ml

建議零售價: $49.9

使用零升糖天然代糖

相對傳統醬汁

更低卡路里

適合生酮飲食、

關注血糖人士

泰國Sunturi 生酮醬料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黑椒醬

建議零售價: $58

海南雞醬、甜辣醬、麻辣

醬、各款醬汁 150ml

建議零售價: $48

使用零升糖天然代糖

相對傳統醬汁

更低卡路里

適合生酮飲食、

關注血糖人士

泰國Sunturi 生酮醬料

甜辣醬、照燒汁 300ml

建議零售價: $68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泰國 Sun Chaw Wong

不含化學物質、防腐劑

不含味精、香料、色素

不含基因改造成份

不含致癌物3-MCPD

建議零售價: $89/48/19.9/55/55

健康豉油
700ml/300ml/95ml

減鹽豉油
300ml

老抽
300ml



無添加

牛油果油製

生酮友好

無糖低鈉

香港製造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Tastaz

酮家牛油果油製

四川辣椒油
香辣 麻辣 辣椒皇 麻辣皇 100g

建議零售價: $98

建議零售價: $78

麻
辣

辣
椒
皇

麻
辣
皇

香
辣

X
O
醬

建議零售價: $98

甜菊葉糖調味

牛油果油製

生酮友好

無糖

香港製造



Tastaz

 建議�售價: $128

零升糖指數，不升血糖，糖尿病患者適用

零淨碳水化合物，生酮人士適用

零卡路里、減肥人士必選

不蛀牙 - 小童合適

非基因改造、純天然食材、100%純素及無麩質

天然羅漢果
   黃金代糖800g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Tastaz

 建議�售價: $88

零升糖指數，不升血糖，糖尿病患者適用

極低碳水化合物，生酮人士適用

極低卡路里、減肥人士必選

不蛀牙 - 小童合適

非基因改造、純天然食材、100%純素及無麩質

天然阿洛酮糖
340g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Tastaz

 建議�售價: $99

天然羅漢果
   代糖糖粉500g

零升糖指數，不升血糖，糖尿病患者適用

零淨碳水化合物，生酮人士適用

零卡路里、減肥人士必選

不蛀牙 - 小童合適

非基因改造、純天然食材、100%純素及無麩質



無糖低卡低脂調味類

Tastaz

 建議�售價: $69.9

零升糖指數，不升血糖，糖尿病患者適用

零淨碳水化合物，生酮人士適用

零卡路里、減肥人士必選

不蛀牙 - 小童合適

非基因改造、純天然食材、100%純素及無麩質

赤藻糖醇(稀少糖) 500g 



Tastaz

原產地: 印度

易溶於水

口感幼滑

不帶沙沙口感

烘焙不變色

洋車前子殼粉250g

其他/ 生酮烘焙類

建議零售價: $89

改善便祕

減低食慾

純度特高

特幼質地

�量 Total Energy 15千卡 (Kcal)

   ��纖維 Dietary Fiber 4.5克(g)
��⽔�合物 Total Carb 4.5克(g)

   � Sugar 0克(g)

Nutrition Facts
每包裝所��⽤�量�⽬ 
Servings per container:       
�⽤�量 Serving Size: 5g (1tbsp)

每���值 Amount per serving

   �和�� Saturated Fat 0 (g)
��� Total Fat 0 克(g)

   �式�� Trans-fatty acids 0克(g)

蛋⽩質Protein 0克(g)
� Sodium 4 毫克(mg)

50



Tastaz

其他/ 生酮烘焙類

雞蛋黃粉
雞蛋��是採⽤�鮮雞蛋為原��經�挑揀�上蛋�洗蛋�吹乾�打蛋�

����質�巴⽒���噴�乾����⼯序製成�純物理加⼯�不經�

何�學提鍊�儲存⽅便�是傳�蛋�的�為理想的�代品�

還原蛋黃液
1包蛋���於31隻雞蛋��8g蛋��加�10毫升45度溫⽔可�原成1個⼤
雞蛋的蛋�液�可�����代部��譜蛋�部��

高乳化特性
製作���蛋���吉⼠�添加蛋��可乳�其�油�成��更容易製成

�厚質�����汁�

增加香味及色澤
添加蛋��在�團製作�乾��包�意⼤利���可增加��性�為成品

添加蛋����⾊潭�

高營養價值
蛋����豐富的卵���鈣�����維�命A�維�命D�維�命B�
�物質�維�命�同�其蛋⽩質成�具�⾼⽣物價��完整的18種必須�
基��⼈�容易�收�是⼩童��⼈����收⾼蛋⽩⼈⼠的不⼆之��

建議零售價: $69.9
蛋清蛋白粉 200g



Tastaz

其他/ 生酮烘焙類

雞蛋黃粉
雞蛋��是採⽤�鮮雞蛋為原��經�挑揀�上蛋�洗蛋�吹乾�打蛋�

����質�巴⽒���噴�乾����⼯序製成�純物理加⼯�不經�

何�學提鍊�儲存⽅便�是傳�蛋�的�為理想的�代品�

還原蛋黃液
1包蛋���於31隻雞蛋��8g蛋��加�10毫升45度溫⽔可�原成1個⼤
雞蛋的蛋�液�可�����代部��譜蛋�部��

高乳化特性
製作���蛋���吉⼠�添加蛋��可乳�其�油�成��更容易製成

�厚質�����汁�

增加香味及色澤
添加蛋��在�團製作�乾��包�意⼤利���可增加��性�為成品

添加蛋����⾊潭�

高營養價值
蛋����豐富的卵���鈣�����維�命A�維�命D�維�命B�
�物質�維�命�同�其蛋⽩質成�具�⾼⽣物價��完整的18種必須�
基��⼈�容易�收�是⼩童��⼈����收⾼蛋⽩⼈⼠的不⼆之��

建議零售價:

$69.9

雞蛋黃粉 200g



零食類

建議零售價: $69

Prik.Me 魚皮

生酮、糖尿病人、孕婦、長者、兒

童都適合

不含MSG、麵粉、無添加糖

PRIK ME 泰國生酮三文魚魚皮 BBQ味 95g / 辣椒粉味 95g 

/ 麻辣味 95g / 泰式炸雞味 95g / 原味 95g / 芝士味 95g

/ 咸蛋黃味 95g / 辣咸蛋黃味 95g



零食類

建議零售價: $42.9

Prik.Me 烘炸豬皮

Prik.me 烘炸豬皮是用豬油油炸再

氣炸將多餘油脂炸出，特別鬆脆

無糖/ 無麵粉/ 無味精/ 無防腐劑

絕對是生酮必備零食

Prik me 烘炸豬皮 50g / 辣椒粉味 / 50g 冬陰公味

/ 50g 麻辣味 / 50g BBQ味 / 50g 黑松露芝士味

/ 50g 咸蛋黃味 / 50g 原味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7018&action=edit&lang=zh-hant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7011&action=edit&lang=zh-hant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7005&action=edit&lang=zh-hant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6999&action=edit&lang=zh-hant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6991&action=edit&lang=zh-hant
https://ketomarket.net/wp-admin/post.php?post=166983&action=edit&lang=zh-hant


糖漿類

建議零售價: $98

Seasun 零糖零卡 糖漿

生酮、糖尿病人、孕婦、長者、兒

童都適合

不含MSG、麵粉、無添加糖

Seasun 生酮糖漿 320ml

Sweetener: stevia/ erythritol/ inulin

Flavor: Cola/ Cream Soda/ Passion fruit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