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威音響真空管直銷中心 

<<<<<重要啟事>>>>> 

在這段日子，一如過往，不斷收到很多顧客查詢今年開倉大特賣的日期。但，經過一番慎重考

慮及思量，本公司決定今年停辦開倉大特賣。 

一年一度的開倉大特賣，不經不覺舉辦了二十多年，由開初於舊舖大家擠迫在梯間，同事們攞

貨要跑上跑落樓梯，開單俾錢要大排長龍，顧客間交換玩膽心得，每年的開倉日也同時間讓大家交

流在音響上的喜好和知識，新知舊雨共聚一堂有講有笑。這是值得珍惜的回憶。 

可惜大家喜愛的 NOS (new old stock) 真空管，已經買少見少；加上這兩年的疫情關係，到各

地搜羅貨源也實在有困難。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手上已經擁有的，如果還有什麼需要的真空管，歡迎查詢問價。 

為答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在新一年的一月份內，所有現今尚有生產管子將以特價發售。 
 

Gold Lion/Genalex 最新金獅復刻系列 俄製 Electro Harmonix - Gold  俄製 Electro Harmonix 
KT88 (一套 4 支) 特價 $1890/套 300B 金裝 特價 $1650/對 300B 特價$1380/對 
KT77 (一套 4 支) 特價 $1650/套 2A3 金裝 特價 $1180/對 KT90 特價 $420/支 
KT66 (一套 4 支) 特價 $1500/套 6CG7/6FQ7 金裝 特價  $250/支 6L6 特價 $195/支 
EL84/N709(一套 4 支) 特價 $1150/套 6072/12AY7 金裝

金裝裝 

特價  $275/支 6V6GT 特價 $160/支 
PX300B (對裝) 特價 $2400/對 6922 金裝 特價  $275/支 5U4GB 特價 $195/支 
GZ34/U77 特價  $325/支 6H30Pi 金裝 特價  $310/支 6072/12AY7 特價 $200/支 
E88CC/6922 特價  $350/支 6SN7 金裝 特價  $350/支 6922 特價 $195/支 
ECC81/B739/12AT7 特價  $325/支 12AT7 金裝 特價  $220/支 6CA7/EL34 肥管 特價 $250/支 
ECC82/B749/12AU7 特價  $325/支 12AU7 金裝 特價  $220/支 6CG7/6FQ7 特價 $185/支 
ECC83/B759/12AX7 特價  $325/支 12AX7 金裝 特價  $220/支 6SN7 特價 $195/支 

TUNGSOL 俄製 復刻版 7591A 特價 $275/支 
KT170 特價 $1100/支 5AR4/GZ34 特價  $250/支 7868 特價 $285/支 
KT150 特價  $825/支 EL34B 特價  $220/支 EL34 特價 $195/支 
KT120 特價  $500/支 EL84/6BQ5 特價  $150/支 EL84 特價 $150/支 
KT66 大葫蘆 特價  $395/支 6L6G 特價  $350/支 6CA4/EZ81 特價 $180/支 
6550 特價  $380/支 6L6GC-STR 特價  $225/支 12AT7 特價 $175/支 
5881 特價  $220/支 6SN7GT 特價  $225/支 12AU7 特價 $175/支 
7027A 特價  $325/支 6V6GT 特價  $225/支 12AX7 特價 $175/支 
7581A 特價  $265/支 12AX7 特價  $180/支 12BH7 特價 $195/支 
7591A 特價  $300/支 ECC803S 金腳 特價  $250/支 EF86 特價 $185/支 

PSVANE 貴族之聲 COSSOR 最新授權 俄製 舊裝 電子管 

Acme 274B 極致版 特價 $1850/支 WE274B 西電版 特價 $1180/支 5AR4/GZ34 Sovtek 特價$180/支 

Acme 300B 極致版 特價 $5980/對 WE300B 西電版 特價 $3400/對 6C33C-B Sovtek 特價$550/支 

Acme 845 極致版 特價 $5980/對 7300B 最新出品 特價 $2300/對 2A3 Sovtek 特價$450/支 

Acme 211 極致版 特價 $5780/對 300B 黑屏 特價 $1100/對 6550 Sovtek 特價$350/支 

Acme 2A3 極致版 特價 $3900/對 2A3C 黑屏 特價  $780/對 6922 Sovtek 特價$175/支 

Acme 805 極致版 特價 $5700/對 845 炭灰屏銅座 特價 $1300/對 7199 Sovtek 特價$195/支 

WE300B 西電版 特價 $3990/對 211 炭灰屏銅座 特價 $1200/對 6550C Svetlana 特價$350/支 

WE845 西電版 特價 $3990/對 805 炭灰屏銅座 特價 $1200/對 5U4G Svetlana 特價$235/支 

WE211 西電版 特價 $3790/對 6SN7-T 球型 特價  $980/對 EL34 Svetlana 特價$220/支 

WE274B 西電版 特價 $1300/支 另有各款名牌舊裝單支 

12AU7 / 12AT7 / 12BH7 / 6922 

ECC88 / 5U4GB / 6X4 / 6X5 / ……  

等等不能盡錄 

 

WE101D 西電版 特價 $3500/對 
WE205D 西電版 特價 $3500/對 
WE310A 西電版 特價 $1680/對 

WR23 西電版 特價 $2280/對 

6SN7-UK 特價  $680/對 
EL34-UK (一套 4 支) 特價  $900/套 

特價貨品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Wi Wi Trading Co. Ltd.             2 2 /0 1  
3 r d  F loor,  Hang Lung House,  
184-192 Queen’s Road Centra l ,  Hong Kong.  
Phone:  25442579, 28151700   Fax: 28541330  
Web: www.wiwi tubes.com;   
E-Mai l :  enquiry@wiwitubes.com  

威威音響真空管直銷中心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 184-192 號 恒隆大廈 三樓全層 

營 業 時 間 ： 10：00 am - 7：00 pm 
逢星期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一律$120/支 

http://www.wiwitubes.com/
mailto:enquiry@wiwitub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