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貨訂單必須填寫) 護協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1頁之總金額:_____________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URSING STAFF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25-27號慶雲商業大廈三樓 3/F., Hing Wan Commercial Building, 25-27 Parkes Street, Jordan, Kowloon. 

 總機電話及二十四小時傳真熱線： 2314 6900 Website : http://www.nurse.org.hk 
  
 

2021-2022 農曆新年貨品表格  
 

現貨售賣  貨品於 22/11/2021 (星期一) 起於護協福利部(3 樓)開始發售，本會存貨有限，售完即止。現貨查詢電話: 2314 6941 
 

訂貨送貨服務須知    

送貨公司 : 物流公司 接受訂單日期 : 即日至 13/12/2021 <如超額訂購，本會將於截單日期前 

訂單查詢電話 : 2314 6947   停止接受任何送貨訂單及不作另行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傳真號碼 : 2736 6020 送貨日期 : 03/1/2022 – 14/1/2022 <不可指定送貨日期及時間> 
 

‧ 由即日起會員訂購農曆新年貨品，所有表格請連同有效護協會員証副本 傳真至 2736-6020 或 電郵至 eform@nurse.org.hk。 

‧ 每張訂單必須滿 $3500 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入閘費及停車費須知請參考**)，否則須收取 $450 送貨費。 

‧ 本會職員將於三個工作天內致電通知確認收妥訂單及編號，請緊記送貨編號，以便查詢。因時間緊迫或影響打單、執貨

及送貨時間，所有已確認之訂單不可取消或更改訂購產品內容；如須更改送貨地址或其他聯絡資料，請於確認訂單時 

通知職員，否則不作處理。如未能在三個工作天內收到確認通知，請務必自行致電 2314 6947 查詢有否收妥訂單。 

 送貨前一/二天物流公司將致電收貨人通知送貨時間。送貨地點只限醫院/辦公室及必須有合法停車場供停泊。 

 如停車場設有入閘費及停車費，所有被徵收之有關費用，本會保留向會員徵收款項之權利。 

➢ 唯 同一地址(如同一醫院/大廈)有多於一份訂單而總送貨時間超出豁免收費時限，所被徵收之款項將由同日送貨之   

所有訂購者平均攤分，並於持卡人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直接扣除。 

‧ 物流公司送貨時須記錄收貨者之姓名及職員號碼以便跟進，敬請合作。 

‧ 收貨後如發現訂購貨品有任何損毀，請拍下有關損毀之產品或貨箱情況之照片，並必須於當日或下一個工作天內致電 

2314 6947 或 電郵至 eform@nurse.org.hk 通知護協職員以便跟進。 
 

註： 因貨品數量有限而送貨時間緊迫，所訂購的部份貨品可能因缺貨而未能安排送上則恕不作另行通知。 

 所有贈品送完即止並不作另行通知。會員必須於表格上清楚填寫贈品數量，如有遺留，本會恕不補發。 

 收貨人簽收貨品時請按收貨單點算清楚收貨項目及箱數數量，詳情可參考「收貨須知及程序」。 

  如收貨後發現任何問題，會員可致電 2314 6947 查詢及必須親臨本會處理。本會恕不安排再次送貨或換貨。 

     指定貨品及禮券不設送券服務，請親臨護協 3 樓福利部購買，售完即止。所有產品均不附設花紙、禮袋、紙袋及膠袋。 
 

付款方式： 只接受香港銀行發行之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付款，信用卡有效期必須具一年或以上。 

請填妥此表格之信用卡付款授權書，本會將於送貨前直接於信用卡扣數。 

□ 本人已細閱及明白所有送貨服務的細則及安排，並同意經護協訂購送貨及於下列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

扣除有關費用(包括停車場及入閘費用)。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訂貨送貨請以中文填妥以下資料 

 

護協會員姓名：                              護協會員証號碼：                 訂單編號(由本會提供)：             
 

收貨人姓名(1)：                    電話: (手提)                  (辦公室)                 傳真號碼：              
 

收貨人姓名(2)：                    電話: (手提)                  其他聯絡號碼：                                  
 

送貨地址(中文)只限醫院/辦公室： (東涌及離島不設送貨)                              

**如停車場設入閘費及停車費，所有被徵收之有關費用，本會保留向會員徵收款項之權利** 
 

地區：                      街道及號數:                               醫院/大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座: ______樓:     室:_______ 部門/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貨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不可指定送貨時間)> 
 

付款授權書 請於本人信用卡戶口內收取費用 (注意: 付款方式只接受香港銀行發行之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戶口過數) 

持卡人姓名︰               賬戶號碼 □□□□-□□□□-□□□□-□□□□ 
 

 
                  

有效日期：      月/      年               持卡人簽署：                  持卡人電話：                (必須填寫) 
(必須具一年或以上) 

          

 

 

全份單之送貨總金額：$ _________________(只包括第 2-9 頁)                  本會專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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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訂單必須填寫) 護協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2頁之總金額:_____________ 

 

*所有產品均不附設花紙、禮袋、紙袋及膠袋；所有贈品均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訂購數量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牌子 產品 標準價 護協價 編號 數量(件/盒) 金額 

阿一鮑魚 

鮑魚/福袋/麵 

蠔皇鮑魚 6 隻罐裝 420g $488 $418 211   

蠔皇鮑魚 12 隻罐裝 420g $398 $358 212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罐裝 420g $438 $368 213   

紅燒鮑魚 - 乾鮑口味 6 隻罐裝 420g $318 $288 214   

紅燒澳寶鮑魚 2-3 隻罐裝 750g $598 $508 215   

古法紅燒南非鮑魚 5-6 隻罐裝 420g $598 $508 216   

蠔皇花菇鮑魚 6 隻禮盒裝 430g $338 $298 217   

紅燒鮑魚 - 乾鮑口味 8 隻禮盒裝 430g $328 $278 218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禮盒裝 430g $338 $288 219   

原隻花膠鮑魚燉雞禮盒裝 1800g $538 $488 220   

至尊鮑魚佛跳牆禮盒裝 1800g $598 $538 221   

(贈品) 紅燒花菇鮑魚(4 隻裝)乙袋 (凡購買以上項目(1) –(11)滿 2 件) $98 贈品 222   

(贈品) 紅燒元貝鮑魚(2 隻裝)乙盒 (凡購買以上項目(1) –(11)滿 3 件) $168 贈品 223   

鮑魚瑤柱及鮑魚蝦子麵 8 個禮盒裝 400g $68 
$60/1 盒 

$165/3 盒 
224   

(換購) 濃湯鮑魚 8 隻罐裝 420g (購物滿$3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98 $150 225   

(換購) 如意禮盒(2 隻鮑魚+蝦子麵 2 個) (購物滿$3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88 $150 226   

『祿』福袋 (紅燒元貝鮑魚 4 隻盒裝+御品鮑魚蝦子麵 6 個盒裝+精選花菇 200g+ 

紅燒花菇鮑魚 4 隻袋裝+元貝鮑魚汁 150g+特選黑木耳 100g) 
$505 $268 227   

安記 

鮑魚/海味/湯包 

極品紅燒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8 $40 228   

至尊干貝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8 $40 229   

日式照燒汁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8 $40 230   

金牌溏心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5 
$38/1 罐 

$108/3 罐 

231   

金蠔溏心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5 232   

花膠溏心鮑魚 3-4 隻罐裝 180g $45 233   

居酒鮑系列-三罐裝 540g (金牌紅燒/和風照燒/椒香麻辣(每罐 8-12 隻裝) 180g) $120 $118 234   

澳洲一品鮑 1-2 隻罐裝 425g $288 $228 235   

南非溏心鮑 1-2 隻盒裝 430g $288 $228 236   

溏心吉品鮑 4 隻盒裝 430g $268 $228 237   

至尊吉品鮑 6 隻盒裝 430g $268 $228 238   

溏心鮑魚 8 隻盒裝 430g $268 $228 239   

至尊鮑魚盆菜盒裝 1900g $450 $368 240   

頂級鮑魚佛跳牆盒裝 780g $348 $280 241   

精選福袋 (溏心鮑魚 3 隻裝+金牌溏心鮑 180g+金牌花寸菇 100g+頂級鮑魚麵 4 個 200g+ 

原隻鮑魚 XO 醬 80g+禮盒鴛鴦臘腸 1 磅裝) 
$438 $248 242   

星廚鮑+XO 醬套裝 440g (極品紅燒鮑魚 180g+至尊干貝鮑魚 180g+原隻鮑魚 XO 醬 80g)  $151 $99 243   

溏心鮑+上品花寸菇套裝 440g (金牌溏心鮑 180g+金蠔溏心鮑 180g+花寸菇 80g) $120 $88 244   

溏心鮑煲仔飯套裝 505g (金牌溏心鮑 180g+金蠔溏心鮑 180g+極上珍品花菇皇 80g+鴛鴦腸皇 65g) $135 $99 245   

鮑汁花膠盒裝 250g $288 $248 246   

鮑汁海參盒裝 250g $288 $248 247   

櫻花蝦 XO 醬盒裝(內附原隻鮑魚)220g  $85 $75 248   

鮑魚 XO 醬盒裝(內附原隻鮑魚)220g $85 $75 249   

極品紅燒鮑魚汁盒裝(3 包裝)300g $65 $48 250   

至尊干貝鮑魚汁盒裝(3 包裝)300g $65 $48 251   

臘腸皇 1 磅裝 $85 $75 252   

膶腸皇 1 磅裝 $85 $75 253   

(贈品)鴛鴦腸皇(3 臘 3 膶)盒裝(凡購買任何臘腸皇/膶腸皇共 2 盒即送) $55 贈品 254   

日本北海道 S 乾元貝包裝 150g $150 $130 255   

至尊挪威花膠禮盒 150g $200 $168 256   

極品花菇皇包裝 300g $64.9 $59 257   

滋潤湯包+挪威花膠套裝(滋補湯包 x3 包(健脾提神湯/袪濕強身湯/護脾養顏湯)+挪威花膠 50g 裝一包) $165 $128 258   

(贈品) 溏心雙喜鮑 2 隻裝 1 盒 250g(凡購買指定鮑魚、花膠及海味產品滿$1000 即送) $188 贈品 259   

(贈品) 鮑發財禮盒(紅燒 QQ 鮑)3 罐 540g(凡購買指定鮑魚、花膠及海味產品滿$2000 再送) $228 贈品 260   

(換購) 南非鮑魚 4-5 隻罐裝 400g (最多可換購 3 罐) $268 $188 261   

(換購) 雞湯鮑魚 8-10 隻罐裝 420g (最多可換購 3 罐) $268 $188 262   

椰片平貝湯盒裝 175g $68 $49 263   

潤肺養肝湯盒裝 170g $68 $49 264   

壯腰活洛湯盒裝 190g $68 $49 265   

安神健脾湯盒裝 195g $68 $49 266   

袪風天麻湯盒裝 175g $68 $49 267   

滋潤排毒湯盒裝 148g $68 $49 268   

總是燥得很(清熱菊花茶)每盒 10 包 75g $45 $38 269   

老是睡不著(安睡桂圓茶)每盒 10 包 75g $45 $38 270   

凡是覺得累(提神薄荷茶)每盒 10 包 75g $45 $38 271   

總是覺得胖(排毒薏仁茶)每盒 10 包 75g $45 $38 272   

臉色不夠好(美顏玫瑰茶)每盒 10 包 75g $45 $38 273   



(送貨訂單必須填寫) 護協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3頁之總金額:_____________ 

 

南北行 

鮑魚/海味/湯包 

<金虎賀歲>鮑魚養生福袋 
(特級花菇皇 250g+澳洲極品鮑魚 3-4 隻+鮑汁螺片+金牌發菜 20g+養生花茶(隨機款式) +雪耳椰片清肺湯) 

$680 $248 274   

四喜臨門禮盒 (花膠 75g +花菇 190g +元貝 120g +螺片 75g) $580 $428 275   

三星拱照禮盒 (花膠 75g +螺片 120g +花菇 190g) $398 $318 276   

雙星報喜禮盒 (花膠 75g+花菇 220g ) $338 $248 277   

滋潤湯包八寶福袋 (花膠養顏湯/螺片健脾湯/雪耳椰片清肺湯/五指毛桃湯/靈芝養肝湯/ 

精選猴頭菇 100g/精選蟲草花 100g/鹿茸菇 50g) 
$428 $168 278   

滋潤湯包 F15 套裝 5 包裝 (金蟲草潤肺湯/茶樹菇螺片湯/霸王花潤肺湯/五指毛桃湯/ 

雪梨椰片補肺湯) 
$228 $100 279   

養生湯包 F23 套裝 8 包裝 (白背木耳養生紅棗湯 2 包/雪耳椰片清肺湯 2 包/ 

霸王花潤肺湯 1 包/靈芝養肝湯 1 包/桑枝野葛湯 2 包) 
$248 $100 280   

花中玉菇包裝 250g $98 $58 281   

有邊螺片包裝 150g $68 $45 282   

精選蟲草花包裝 100g $68 $38 283   

日本元貝包裝 120g $198 $88 284   

花膠筒包裝 75g $298 $160 285   

一級花膠筒包裝 225g $880 $680 286   

  特選花膠筒盒裝 150g $528 $398 287   

日本優選元貝禮盒 225g $368 $228 288   

花菇紅燒鮑魚禮盒 (花菇 220g +紅燒鮑魚 425g) $248 $138 289   

皇牌精選禮盒 (花菇 150g+元貝 80g+花膠 20g) $368 $188 290   

特級厚身天白花菇皇禮盒 450g $248 $138 291   

澳洲濃湯魚翅罐裝(可持續海產)固體 170g $320 $238 292   

澳洲金裝清湯野生鮑魚 2 隻罐裝 $520 $398 293   

澳洲清湯野生鮑魚 1 隻罐裝 $340 $238 294   

澳洲醬皇野生鮑魚 1 隻罐裝 $320 $238 295   

(贈品)買任何 2 罐 罐裝魚翅或鮑魚送「紅燒鮑魚 425g」1 罐 - 贈品 296   

(贈品)買任何 3 罐 罐裝魚翅或鮑魚送「紅燒鮑魚 425g」2 罐 - 贈品 297   

(贈品)養生四神湯及花茶(一套) - 隨機款式 

(購買南北行產品滿$300，單一發票限贈一份，送完即止) 
- 

 
贈品 298   

(贈品)四季養生燉湯(一盒) - 隨機款式 

(購買南北行產品滿$600，單一發票限贈一份，送完即止) 
- 贈品 299   

Nuts N Nuts 

原味無鹽開心果 230g $108 

$92/1 盒 
$165/2 盒 

300   

香烤無鹽杏仁 180g $108 301   

檸香粉紅岩鹽開心果 230g $108 302   

杏仁乾果雜錦 90g $38 $35 303   

黑加侖子乾 90g $38 $35 304   

Moon Cheese 

白車打黑椒純芝士小食 56.7g $55 

$52/1 包 
$96/2 包 

305   

巴馬臣純芝士小食 56.7g $55 306   

車打純芝士小食 56.7g $55 307   

高達純芝士小食 56.7g $55 308   

胡椒傑克純芝士小食 56.7g $55 309   

Vitalia 
紅莓果茶 100g $78 $75 310   

野櫻莓果茶 100g $78 $75 311   

Morozoff 

日本杏仁曲奇 Arcadia 90g (只限訂購服務，不設門市銷售) $63 $60 312   

日本雜錦堅果曲奇禮盒 Arcadia 270g (只限訂購服務，不設門市銷售) $189 $180 313   

日本堅果朱古力薄脆片 Feuillage 9pcs (只限訂購服務，不設門市銷售) $93 $88 314   

日本堅果朱古力薄脆片 Feuillage 18pcs (只限訂購服務，不設門市銷售) $189 $180 315   

日本曲奇雜錦禮盒 Sweet Surprise M (日本杏仁曲奇 70g +日本腰果曲奇 70g +日本雜錦夾心

曲奇 8pcs +日本堅果朱古力薄脆片 9pcs) (只限訂購服務，不設門市銷售) 
$300 $210 316   

点点綠 

100%有機黑豆粉 400g $120 $84 317   

100%純黑芝麻粉 400g $105 $73 318   

黑五寶穀物粉 400g $118 $82.5 319   

100%純黑木耳粉 350g $162 $120 320   

100%老薑粉 120g $138 $110 321   

有機可可粉 150g $68 $48 322   

有機薑黃粉 150g $68 $48 323   

有機肉桂粉 150g $68 $48 324   

有機黑奇亞籽 250g $88 $49 325   

有機白奇亞籽 250g $88 $49 326   

有機黑藜麥 500g $78 $46 327   

淮杞螺片老雞湯 350g $48 $34 328   

蟲草花鮑魚老雞湯 350g $68 $47.5 329   

瑤柱淮山烏雞湯 350g $48 $35 330   

椰子老雞濃湯 400g $56 $39 331   

牛肝菌姬松茸素湯 350g $48 $34 332   

紅棗燉雪梨 400g $38 $28 333   

点点綠 $100 現金券                                   (不設送券) $100 $88 334  (不設送券) 

(贈品)有機頭水紫菜 33g (購買点点綠產品滿$500，送完即止) $29 贈品 335   



(送貨訂單必須填寫) 護協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4頁之總金額:_____________ 

 

Abtey 

法國雜錦酒心朱古力(藍膠箱)12 粒 108g $78 
$99/2 盒 

336   

法國雜錦酒心朱古力(紅膠箱)12 粒 108g $78 337   

法國雜錦酒心朱古力(木箱)12 粒 155g $148 $98 338   

Chocmod 

法國可可粉原味軟心朱古力 200g $65 $50 339   

法國可可粉榛子軟心朱古力 200g $65 $50 340   

法國牛奶朱古力棉花糖 200g $68 $50 341   

Mr Filbert’s 

秘魯粉紅胡椒味腰果和花生 100g $48 

$39/1 包 
$69/2 包 

342   

意大利香草味花生和榛子 100g $48 343   

墨西哥甜辣椒味雜錦堅果 100g $48 344   

蘋果木味雜錦堅果 100g $48 345   

Monty Bojangles 

英國可可粉特濃純味軟心朱古力 150g $75 $50 346   

英國可可粉曲奇脆脆軟心朱古力 150g $75 $50 347   

焦糖曲奇朱古力 100g $48 
$100/3 包 

348   

鹽味朱古力 100g $48 349   

EL Brezal  

西班牙蜜糖 

愛比素橙花蜜 500g                              (送貨必須 6 樽同款之倍數) $118 

$148/2 樽 

350   

愛比素由加利蜜 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18 351   

愛比素森林蜜 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18 352   

愛比素野花蜜 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18 353   

愛比素蜂王蜜 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38 $98 354   

愛比素花粉 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58 $118 355   

Monbana 

法國朱古力小禮盒-黑朱古力 8 片裝 36g $38 

$70/3 盒 

356   

法國朱古力小禮盒-鳥結糖黑朱古力 8 片裝 36g $38 357   

法國朱古力小禮盒-黑朱古力可可豆 8 片裝 36g $38 358   

雜錦黑朱古力禮罐 32 片裝 128g $138 $108 359   

法國凍飲可可粉 250g $78 $55 360   

法國香橙味可可粉 250g $78 $55 361   

法國焦糖可可粉 250g $78 $55 362   

JD 

比利時貝麗雅系列 

馬賽克小鎮厚格 10 包裝 180g $158 $118 363   

童話男孩厚格 4 包裝 72g (粉紅/橙色屋頂可供選擇) $78 $100/2 罐 364   

皇冠小鎮薄格 200g $78 $170/3 盒 365   

玫麗小鎮厚格 300g $188 $125 366   

河畔小鎮格格禮盒 8 包裝 168g $108 $275/4 盒 367   

Feodora 

黑朱古力及牛奶朱古力 60% 6 片裝花海小禮盒 45g $45 $85/3 盒 368   

黑朱古力及牛奶朱古力 60% 24 片裝花海小禮盒 180g $148 $108 369   

37%牛奶朱古力 30 片裝 225g $158 

$188/2 盒 

370   

60%黑朱古力 30 片裝 225g $158 371   

75%可可黑朱古力 30 片裝 225g $158 372   

San Remo 

澳洲聖賢母卡邦尼寬條麵 120g $21.9 

$55/4 包 

373   

澳洲聖賢母四式芝士寬條麵 120g $21.9 374   

澳洲聖賢母香菇洋蔥直紋通粉 120g $21.9 375   

(意大利馬素尼蘑菇松露醬 80g +澳洲聖賢母意大利粉#5 500g)一套 $96.9 $70 376   

Cape Herb and Spice (調味海鹽 360g +調味粉紅岩鹽 110g +調味黑胡椒 50g)一套 $116.7 $75 377   

Mrs Bridges 

香檳蜂蜜芥末醬 200g $48 $29 378   

法式芥末醬 200g $48 $29 379   

傳統英國芥末醬 200g $48 $29 380   

Fynbos Fine Foods 

南哈瓦那辣椒醬(10/10 辣度) 130g $38.8 $22 381   

指天椒辣醬(9/10 辣度) 130g $38.8 $22 382   

墨西哥甜辣椒醬(3/10 辣度) 130g $38.8 $22 383   

LGI-Wines 

Chevalier Montlort 750ml $78 $118/3 支 384   

Monastier Shiraz 2013 750ml $128 

199/2 支 

385   

Monastier Pinot Noir 750ml $128 386   

Monastier Sauvignon Blanc 2012/2015 750ml $128 387   

Manoir Grignon Chardonnay 2013/2015 750ml $128 388   

Almond Roca  

樂家杏仁糖原味盒裝 200g $72.8 $98/2 盒 389   

樂家杏仁糖原味及黑朱古力味盒裝 200g $72.8 $98/2 盒 390   

樂家杏仁糖特濃黑朱古力味盒裝 200g $72.8 $98/2 盒 391   

樂家杏仁糖原味盒裝 350g $102.9 $139/2 盒 392   

樂家杏仁糖原味及黑朱古力味盒裝 350g $102.9 $139/2 盒 393   

樂家杏仁糖原味盒裝 600g $167 $119 394   

Tyrrells 

海鹽黑椒味薯片 150g $31 

$40/2 包 

395   

車打芝士細香蔥味薯片 150g $31 396   

輕海鹽味薯片 150g $31 397   

甜辣椒及紅胡椒味薯片 150g $31 398   

黑松露海鹽味薯片 150g $31 399   

Irvins 

鹹蛋魚皮小包裝 105g $55 

$88/2 包 

400   

鹹蛋薯片小包裝 105g $55 401   

辣味鹹蛋魚皮小包裝 105g $55 402   

辣味鹹蛋薯片小包裝 105g $55 403   

鹹蛋魚皮大包裝 230g $110 $88 404   

鹹蛋薯片大包裝 230g $110 $88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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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 

法式經典禮餅 

Purple Love 愛的故事(羅蘭紫) 雜錦曲奇禮盒 191g $165 $95 406   

○a  Amora 安莫拉 雜錦曲奇禮盒 105g  $90 

$52/1 盒 

$90/2 盒 

407   

○b  Ariane 安麗娜 雜錦曲奇禮盒 105g  $90 408   

○c  Sherry 雪莉 雜錦曲奇禮盒 133g $92 409   

○d  Tamara 達瑪拉 雜錦曲奇禮盒 133g $92 410   

Isabelle x Twinings Giselle 吉賽爾 雜錦禮盒 187g $148 $108 411   

Isabelle x Twinings Ginette 吉納 雜錦禮盒 187g $148 $108 412   

Lake Salt & Cheese Cookie 湖鹽芝士曲奇 12 件禮盒 112g $138 $88/1 盒 
$168/2 盒 

413   

Lake Salt & Cheese with Honey Cookie 湖鹽蜂蜜芝士曲奇 12 件禮盒 112g $138 414   

Elegant Fly 瑰麗采蝶 雜錦曲奇禮盒(兩層) 402g $188 $110 415   

Natalie 娜塔莉 雜錦曲奇禮盒 177g $132 $95 416   

Gladyce 格拉廸 雜錦曲奇禮盒 73g $118 
$98/1 盒 
$118/2 盒 

417   

Athena 雅典娜 雜錦禮盒 230g $190 $95 418   

Claire 嘉兒 鐵罐禮盒 76g $108 $68 419   

Margo 瑪歌 鐵罐禮盒 100g $118 $78 420   

Moira 迎風新歲 雜錦禮盒 214g $118 
$65/1 盒 

$125/2 盒 421 
  

Splendid Love(s) 華麗芳華 雜錦禮盒(單層) 221g $148 $125 422   

Michelle 錦繡年華 雜錦曲奇禮盒 198g  $136 
$80/1 盒 

$148/2 盒 423 
  

Charming France 南法風情 雜錦曲奇禮盒 471g  $176 $110 424   

HBAF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杏仁 210g $78 

$76/2 件 

425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腰果 210g  $78 426   

乾焗蜂蜜牛油雜錦果仁 220g  $88 427   

乾焗原粒芥末杏仁 210g  $78 428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花生 190g $33 

$44/2 件 

429   

乾焗原粒芥末花生 190g $33 430   

乾焗焦糖花生脆圈 190g $33 431   

烤焗原粒花生粟米粒 190g $33 432   

杏仁花生禮盒 (蜂蜜牛油花生 190g x 1/蜂蜜牛油杏仁 40g x 1/花生粟米粒 35g x 1) $98 $68 433   

蜂蜜牛油杏仁迷你裝 15 包 (蜂蜜牛油杏仁 10g x 6/芥末杏仁 10g x 6/杏仁粟米粒 10g x3) $62 $39 434   

Mr. HOO /  

BJ Noodle 

泡菜味即食米線 92g $17.5 

$30/3 包 

435   

海鮮味即食米線 92g $17.5 436   

牛肉味即食米線 100g $17.5 437   

即食切片湯年糕 163g $17.5 438   

阿華田 

牛奶麥芽牛軋巧酥 100g $33 $26/1 件 
$50/2 件 

439   

巧克力麥芽牛軋巧酥 100g $33 440   

北海道戀人牛奶麥芽酥餅 8 件 88g $29.9 $20/1 件 
$38/2 件 

441   

北海道戀人巧克力麥芽酥餅 8 件 88g $29.9 442   

巧克力麥芽威化餅 8 件 120g $36.9 

$28/1 件 
$50/2 件 

443   

牛奶麥芽威化餅 8 件 120g $36.9 444   

巧克力麥芽脆拿滋 88g $42.9 445   

巧克力麥芽經典蛋卷 240g $148 $108 446   

唐舖子/福源 
南棗核桃糕禮盒 280g $148 $85 447   

新竹福源花生鬆餅 260g $140 $98 448   

Bee Products Thai 

尊貴蜂巢蜜禮盒(百花蜜 250g+龍眼蜂巢蜜 200g) $138 $95 449   

柚子蜂蜜 420g $140 

$110/1 件 
$165/2 件 

450   

熱情果蜂蜜 420g $128 451   

生薑蜂蜜 420g $128 452   

青檸蜂蜜 420g $128 453   

(贈品) 龍眼蜂巢蜜 1 個 150g (購買蜂蜜 420g 滿 2 支，送完即止) - 贈品 454   

美味棧 

日本宗谷元貝包裝 454g $842 $590 455   

澳洲野生鮑魚罐裝 425g $750 $525 456   

佛跳牆罐裝 425g $182 $128 457   

8 頭清湯鮑魚罐裝 425g $268 $188 458   

8 頭紅燒鮑魚罐裝 380g $170 $210/ 2 罐 459   

4 頭紅燒鮑魚罐裝 180g $100 $120/ 2 罐 460   

爆肚筒包裝 100g  $80 $58 461   

小卷花膠包裝 454g $210 $150 462   

深海螺片包裝 300g $135 $95 463   

煲湯靚料 5 連包裝優惠套裝 635g $170 $120 464   

厚花菇包裝 250g x 2 $171 $120 465   

2-3 爽口金錢茶花菇包裝 300g $100 $70 466   

正宗金華火腿包裝 400g  $228 $160 467   

櫻花蝦干貝 XO 醬樽裝 380g $198 $139 468   

(贈品) 師傅頭抽一支 150ml (購買美味棧產品滿$180，送完即止) - 贈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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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t 

瑞士蓮朱古力 

精選軟心朱古力 14 粒裝 168g(金禮盒) $89 $49 470   

牛奶軟心朱古力 14 粒裝 168g(紅禮盒) $89 $49 471   

精選軟心朱古力 18 粒裝 216g(金禮盒) $105 $72 472   

牛奶軟心朱古力 18 粒裝 216g(紅禮盒) $105 $72 473   

精選粉紅色軟心朱古力 14 粒裝 168g(海鹽焦糖軟心) (粉紅限量版禮盒) $89 $49 474   

精選粉紅色軟心朱古力 200g(海鹽焦糖軟心) (粉紅限量版) $72 $47 475   

精選軟心朱古力 200g (金盒) $72 $47 476   

牛奶軟心朱古力 200g (紅盒) $72 $47 477   

士多啤梨軟心朱古力 200g(粉盒) $72 $47 478   

經典精選筒裝 500g  $195 $149 479   

精選軟心筒裝 540g  $195 $149 480   

特醇精選筒裝 440g $195 $149 481   

(贈品)瑞士蓮特濃牛奶排裝朱古力 35g (購買瑞士蓮產品滿 2 件，送完即止) - 贈品 482   

加拿大 

Golden Bonbon 

鳥結糖 

杏仁鳥結糖 - 軟滑海鹽焦糖 70g $29.5 $18 483   

杏仁鳥結糖 - 香脆海鹽焦糖 70g $29.5 $18 484   

雜錦杏仁鳥結糖禮盒 300g $188 $118 485   

杏仁鳥結糖禮盒 - 香脆雜錦 300g $188 $118 486   

杏仁鳥結糖袋裝 - 雜錦 454g  $160 $108 487   

杏仁鳥結糖袋裝 - 香脆雜錦 454g $160 $108 488   

杏仁鳥結糖袋裝 – 軟滑雜錦 454g $160 $108 489   

Vicenzi 

意大利雜錦千層酥禮罐 375g $220 $118 490   

意大利精選牛油曲奇禮罐 420g $220 $118 491   

意大利極品茶點羅馬禮罐 907g $300 $178 492   

意大利極品茶點維羅納禮罐 907g $300 $178 493   

La Suissa 

意大利特滑皮埃蒙特榛子蓉朱古力禮盒 150g $75 $35 494   

意大利三層榛子蓉夾心 52%黑朱古力禮盒 155g $75 $35 495   

意大利特滑皮埃蒙特榛子蓉白朱古力禮盒 150g $75 $35 496   

意大利原粒榛子黑朱古力禮盒 180g $75 $35 497   

意大利薄荷夾心黑朱古力禮盒 150g $75 $35 498   

Lorenz 

德國天然迷迭香薯片 100g $22 

$29/2 件 

499   

德國天然意式黑醋薯片 100g $22 500   

德國天然原味海鹽薯片 100g $22 501   

德國全天然巴馬臣芝士薯片 100g $22 502   

海鹽蝴蝶餅 150g $22 503   

菁雲 

野生食用菌 

 

野生松茸麵禮盒 300g  $128 $92 504   

螺片花菇禮盒 200g $155 $118 505   

一點甜蝴蝶酥 280g $165 $128 506   

美味牛肝菌 200g $253 $194 507   

野生黑木耳 80g $75 $55 508   

特級木耳 200g $76 $59 509   

新疆雪棗 500g $108 $84 510   

桃膠 250g $108 $84 511   

伊朗無花果 200g $42 $30 512   

寧夏有機紅杞子 150g $54 $40 513   

Walkers 
皇室牌什錦曲奇 600g $218 $139 514   

皇室牌什錦牛油鬆餅 600g $218 $139 515   

Gavottes 

金樂絲 

黑朱古力法式薄脆 180g $99 $80 516   

原味法式薄脆 186g $99 $80 517   

牛奶朱古力法式薄脆 180g $99 $80 518   

Loacker 

萊家粒粒椰子威化 250g $30 

$50/2 包 

519   

萊家粒粒朱古力威化袋裝 250g $30 520   

萊家粒粒榛子威化袋裝 250g $30 521   

萊家粒粒紅莓乳酪威化袋裝 220g $30 522   

萊家粒粒 Tiramisu 威化袋裝 220g $30 523   

萊家粒粒特濃咖啡威化袋裝 220g $30 524   

萊家粒粒抹茶威化袋裝 220g $30 525   

萊家粒粒芝士威化袋裝 220g $30 526   

 

 

 

 

李錦記 

 

 

 

 

 

金牌蠔皇至尊鮑魚拼花膠 560g $299 $229 527   

紅燒元貝至尊鮑魚 560g $299 $229 528   

蠔皇元貝頂級鮑魚 8 隻裝 425g $188 $169 529   

秘製金湯頂級鮑魚 8 隻裝 425g $188 $169 530   

蠔皇極品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31   

秘製鮑汁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32   

紅燒元貝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33   

新年套袋 (舊庄特級蠔油 510g 2 支 + 豉油雞汁 410ml 1 支)  $67.8 $63 534   

XO 醬 220g +舊庄特級蠔油 255g 禮盒 (原味)  $115 $80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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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 

 

 

XO 醬 220g +舊庄特級蠔油 255g 禮盒 (特辣) $115 $80 536   

蒸魚豉油 410ml 2 支 +薑蓉 1 支 85g $29.8 $20 537   

秘製麻辣雞煲醬 243g $59.9 $35 538   

金湯酸菜魚醬 278g $59.9 $35 539   

蘋果醋 473ml $25.9 $18 540   

海皇 XO 醬(原味) 80g $32.9 $18 541   

海皇 XO 醬(漁港蝦鮮) 80g $32.9 $18 542   

海皇 XO 醬(椒香麻辣) 80g $32.9 $18 543   

(贈品) 秘制麻辣雞煲醬 1 包 243g (購買李錦記產品滿$300) - 贈品 544   

(贈品) 蠔皇極品鮑魚 180g +XO 醬 80g (購買李錦記產品滿$500) - 贈品 545   

GODIVA 

金裝巧克力禮盒 15 顆裝 $339 $288 546   

金裝巧克力禮盒 18 顆裝  $429 $358 547   

特選巧克力餅乾禮盒 20 片裝 $289 $228 548   

松露巧克力禮盒 12 顆裝 $439 $368 549   

Cube 松露巧克力禮盒 12 顆裝 $429 $358 550   

GlucosCare/ 

Gathong Instant 

GlucosCare 抗糖茶 60 包獨立包裝 $298 
$238/1 盒 
$458/2 盒 

551   

Gathong Instant 有機草本抗糖 4 合 1 咖啡 15 包裝 $180 
$144/1 盒 
$228/2 盒 

552   

(贈品) 寶樹林野生薑片 50g (購買抗糖茶及 Gathong 產品滿$400) - 贈品 553   

Whittard 

英式散茶珍藏精選 180g $288 $210 554   

八款口味獨立茶包精選禮盒 80g $288 $210 555   

八款經典口味茶包禮盒 400g $380 $290 556   

Nature’s Garden 

健康心臟雜錦果仁系列 7x34g $65 

$110/2 包 

557   

奧米加 3 雜錦果仁系列 7x28g $65 558   

「特級」奧米加 3 雜錦果仁系列 7x34g $65 559   

雜錦果仁蔓越莓系列 7x34g $65 560   

Airborne 

百花蜂蜜 500g $135 $95 561   

三葉草蜂蜜 500g $135 $95 562   

琉璃苣蜂蜜 500g $135 $95 563   

加爾蔓蜂蜜 500g $135 $95 564   

南島香花蜂蜜 500g $135 $95 565   

蜜露蜂蜜 500g $135 $95 566   

百花蜂蜜 1400g $315 $220 567   

麥蘆卡蜂蜜(花粉含量 25%或以上)500g $186 $139 568   

麥蘆卡蜂蜜(花粉含量 70%或以上)500g $308 $230 569   

三葉草野花濃厚蜂蜜 500g $99 $75 570   

叢林濃厚蜂蜜 500g $99 $75 571   

Egmont UMF 系列 

5+麥蘆卡蜂蜜 250g (MGO 83+) $168 $135 572   

5+麥蘆卡蜂蜜 500g (MGO 83+) $298 $238 573   

10+麥蘆卡蜂蜜 250g (MGO 263+) $278 $222 574   

10+麥蘆卡蜂蜜 500g (MGO 263+) $498 $398 575   

Rooibos Tea 

高山南非國寶茶 

高山南非國寶茶禮罐套裝 (節日限定版) $280 $168 576   

高山南非國寶薑茶 (獨立包裝 20 包) $80 
$59/1 盒 

$100/2 盒 
577   

高山南非國寶紅茶禮罐裝 (茶包裝 40 包) $150 $110/1 盒 
$200/2 盒 

578   

高山南非國寶綠茶禮罐裝 (茶包裝 40 包) $150 579   

高山南非國寶紅茶環保裝 (茶包裝 40 包)  $120 $89/1 盒 
$158/2 盒 

580   

高山南非國寶綠茶環保裝 (茶包裝 40 包)  $120 581   

高山南非國寶紅茶茶包裝 (獨立包裝 20 包) $80 $59/1 盒 
$100/2 盒 

582   

高山南非國寶綠茶茶包裝 (獨立包裝 20 包) $80 583   

ToxOut 腸毒清高效淨腸營素 14 包裝附送搖杯 $280 
$224/1 盒 
$368/2 盒 

584   

日本精選禮盒 

及小食 

 
食品新鮮製造 

賞味期只有 3-4 個月 

赤之帽子 禮盒曲奇 168g (中藍色) $108 $85 585   

赤之帽子 禮盒曲奇 116g (細紫色) $98 $75 586   

赤之帽子 禮盒曲奇 67g (蜜桃色) $58 $45 587   

金城 長野縣香印提子啫喱禮盒 512g $65 $48 588   

赤之帽子 朱古力夾心曲奇禮盒(細) 156g $65 $49 589   

赤之帽子 野菓仁禮盒(細) 153.6g $65 $49 590   

赤之帽子 野果仁什錦脆餅禮盒(中)251.2g $138 $90 591   

赤之帽子 野果仁脆餅 95.8g $42 $31/1 盒 
$55/2 盒 

592   

赤之帽子 野果仁雜錦脆餅禮盒(細) 81g $42 593   

KOJIMA 烤明太子飛魚干 55g(盒裝獨立包) $45 $35 594   

大阪 草莓白朱古力 120g $79 $59 595   

芝士條小食 200g $70 $55 596   

北海道 夕張蜜瓜朱古力 130g $52 $39 597   

北海道 燒蟹煎餅 72g $72 $48 598   

JUZEN 北海道元貝(原味)118g $108 $75 599   

岡田屋 一口蝦餅 60g $38 $28 600   

岡田屋 一口蟹餅 55g $38 $28 601   

TSUKUNAKA 蝦姿燒 60g $45 $35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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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Blue Diamond 

藍鑽石杏仁 

皇室精選果仁禮盒 (三罐) 405g $132.9 $99 603   

罐裝輕鹽杏仁 170g $52.9 $36.5 604   

精選果仁乾果禮盒 -鳥語花香(5 包裝) (金巴利莓乾 90g+特級杏脯乾 100g +天然
開邊合桃 80g +煙焗杏仁 80g +鹽焗開心果 80g) 

$78 $62 605   

包裝蜜糖杏仁 10 x 14.2g $54.9 

$100/3 件 

606   

包裝鹽焗杏仁 10 x 14.2g $54.9 607   

包裝精選雜仁 10 x 14.2g $54.9 608   

Colavita 純橄欖油罐裝 1ltr $143 $69 609   

Chincoteague    

美國辛堤 

美國辛堤 曼克頓蜆湯 425g $76.9 $50 610   

美國辛堤 龍蝦車打芝士濃湯 425g $76.9 $50 611   

艦長牌海鮮產品  
鱈魚魚肝醬 115g $32.9 $23.5 612   

煙鱈魚魚肝 120g $32.9 $23.5 613   

GREEN & 

BLACK'S 

"公平貿易"有機迷你朱古力品味禮盒 395g (25 件迷你純朱古力、牛奶朱古力及白朱古力) $223.9 $175 614   

"公平貿易"有機迷你朱古力經典禮盒 180g (12 件迷你純朱古力、牛奶朱古力) $112.9 $88 615   

法國 Mathez 
特級軟心朱古力(金罐)500g  $139.9 $109.5 616   

特級軟心朱古力(銀罐)500g $139.9 $109.5 617   

Laroshell 

香橙酒心朱古力 150g $55.9 $29.5 618   

蘇格蘭威士忌酒心朱古力 150g $55.9 $29.5 619   

忌廉威士忌酒心朱古力 150g $55.9 $29.5 620   

高美酒心朱古力 

(德國) 

車厘子酒心朱古力 150g $57 $29.5 621   

拔蘭地酒心朱古力 150g $48.9 $29.5 622   

拔蘭地酒心朱古力 400g $94.5 $55.5 623   

Ahmad Tea 

英倫巴士錢罌禮罐-英式早餐茶 40g（20 片信封茶包)  $49.9 $38 624   

英倫大笨鐘錢罌禮罐-英式早餐茶 40g（20 片吊牌茶包） $45 $28 625   

英倫電話亭錢罌禮罐-英式早餐茶 40g（20 片吊牌茶包） $45 $28 626   

CEMOI 

法國朱古力 

精裝雜錦朱古力杯禮盒 345g (不含棕櫚油) $238 $168 627   

精選雜錦朱古力禮盒 183g (不含棕櫚油) $160 $118 628   

90%純朱古力袋裝 125g $80 $58 629   

82%純朱古力袋裝 150g $80 $58 630   

72%純朱古力袋裝 150g $80 $58 631   

松露榛子碎粒軟心朱古力 200g $85 $45 632   

松露軟心朱古力 200g $85 $45 633   

松露杏仁碎粒軟心朱古力 200g $85 $45 634   

GUYAUX 
法國松露軟心朱古力禮盒 200g $60 $45 635   

法國松露軟心朱古力禮盒 500g $138 $99 636   

VANINI 
意大利藍玫瑰榛子軟心古力禮盒 255g  $168 $128 637   

意大利雜錦果仁蓉朱古力禮盒 189g $138 $99 638   

CACHET  精選比利時雜錦朱古力禮盒 195g (牛奶朱古力,純朱古力及白朱古力) $160 $118 639   

PERLEGE 比利時無添加糖雜錦朱古力豪華禮盒 170g $198 $138 640   

Suncoast Gold 

澳洲夏威夷果仁 

夏威夷果仁禮盒-雜錦三袋裝 375g (蜂蜜烤味/日本芥末味/海鹽烤味) $252 $186 641   

袋裝鹽烤味堅果(夏威夷果仁)125g $78 $63 642   

日式芥末味堅果(夏威夷果仁)125g  $80 $66 643   

TRIAS 

西班牙杏仁餅 

雜錦杏仁餅禮盒 175g (2 款杏仁餅,1 款杏仁蛋卷,1 款杏仁薄脆) $72 $52 644   

雜錦杏仁餅禮盒 300g (4 款杏仁餅,3 款杏仁蛋卷,1 款杏仁鳥結糖威化餅) $116 $78 645   

雜錦杏仁餅禮盒 500g(4 款杏仁餅,5 款杏仁蛋卷,1 款杏仁鳥結糖,1 款杏仁鳥結糖威化餅) $180 $125 646   

無添加糖西班牙雜錦杏仁餅禮盒 150g (1 款杏仁蛋卷,1 款杏仁鳥結糖,1 款薄脆) $76 $58 647   

Krisca/ 

     Calona 

Krisca 美國無鹽杏仁 142g $59.9 $39 648   

Krisca 美國無鹽開心果 142g $59.9 $39 649   

Krisca 美國無鹽開心果 454g $136 $96 650   

Krisca 印度無鹽腰果 142g $59.9 $39 651   

Krisca 智利無鹽核桃 120g $59.9 $39 652   

Krisca 土耳其天然無花果乾 150g $59.9 $39 653   

Krisca 土耳其天然杏脯乾 150g $59.9 $39 654   

Krisca 美國天然藍莓乾 120g $69.9 $39 655   

Krisca 澳洲無鹽夏威夷果仁 130g $89 $62 656   

Krisca 南非有機無鹽碧根果 120g $89 $62 657   

Krisca 尊貴果仁禮盒 300g (開心果/杏仁/夏威夷果仁) $165 $99 658   

Calona 美國天然紅莓乾 100g $39.9 $30 659   

Calona 泰國天然士多啤梨乾 100g $49.9 $34 660   

Nature’s Sensation 
美國加州 乾果禮盒 570g (無花果乾,雜莓乾,無核提子乾) $105 $80 661   

年年豐收 乾果禮盒 600g (無花果乾,杏脯肉乾,西梅乾) $108 $83 662   

Sunkist 

新奇士 雜錦果仁禮盒 450g (少鹽杏仁,少鹽腰果,鹽焗開心果) $138 $109 663   

新奇士少鹽雜果仁限量版 400g (含少鹽杏仁,腰果,合桃/開心果肉) $123 $92 664   

新奇士鹽焗開心果 454g $99 $89 665   

新奇士無鹽開心果 454g $99 $89 666   

Nutworks 澳洲雜錦夏威夷果仁 480g (蜜糖/鹽焗/芥辣/鮑魚味夏威夷果仁) $248 $188 667   

Heritage 優質雜錦乾果瓜籽獨立包裝 175g (含菠蘿乾/芒果乾/木瓜乾/南瓜子(每包含 7 小包) $55 $42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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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陽 

新典雅黑豬肉鬆 255g $109 $88 669   

精緻海苔豬肉鬆 248g $85.9 $70 670   

精緻豬肉鬆 270g $85.9 $70 671   

鳳梨酥禮盒 16 入 400g $69.9 $55 672   

蜜汁豬肉乾 180g $65.9 $50 673   

辣味牛肉乾 160g $65.9 $50 674   

五香牛肉乾 160g $65.9 $50 675   

炙燒黑胡椒豬樂條 165g $89 $68 676   

炙燒蜜汁豬樂條 165g  $89 $68 677   

海邊走走 

原味牛軋餅 168g   $69.9 $55 678   

蔓越莓牛軋餅 168g  $69.9 $55 679   

魚骨酥 120g $75 $55 680   

海苔肉紙卷 75g  $89.9 $69 681   

Tirol 

日本松尾什錦朱古力 27 粒 (冬季限定袋裝) $29.9 $24 682   

日本松尾什錦朱古力 27 粒 (原味袋裝) $29.9 $24 683   

日本松尾什錦朱古力 27 粒 (原味盒裝) $29.9 $24 684   

日本松尾什錦朱古力聖誕杯 40 粒 $48.9 $40 685   

義美 核棗糕經濟包 400g $118 $88 686   

丸三 
東京限定香蕉朱古力夾心菓子 15 入 $68.9 $55 687   

北海道芝士味杏仁餅 12 入 $55 $45 688   

日本大福 
綠茶味大福 30 粒裝禮盒 $79.9 $62 689   

夕張蜜瓜味大福 30 粒裝禮盒 $79.9 $62 690   

金燕子 

花菇禮盒(AAA1 級) 1 磅 $178 $168 691   

南非小花膠筒盒裝 300g $980 $880 692   

南非花膠筒約 20 隻盒裝 300g $1200 $1050 693   

日本一等級 M 元貝盒裝 300g $490 $425 694   

日本一等級 SA 元貝盒裝 300g $345 $298 695   

紅燒即食吉品鮑魚罐裝(8 頭-台灣)155g $325 
$305/1 罐 
$875/3 罐 

696   

袋裝小元貝包裝 600g $398 $360 697   

印度腰果包裝 300g $55 $99/2 包 698   

O Farm 

京工 台灣即溶薑母茶 10 包 x10g $60 $48 699   

一番營養 養生黑糖四物飲第二代 7 包 x13g $99 $78 700   

一番營養 黑芝麻糕 300g $65 $58 701   

一番營養 夏威夷果仁南棗糕 250g $109 $98 702   

一番營養 南棗核桃糕 330g $109 $98 703   

官燕棧/養生薈 

 

鮑魚/燕窩/乾貨 

官燕棧賀年福袋 (紅燒鮑魚 5 頭盒裝 280g, 紅燒鮑魚 4 頭罐裝 200g, 時令燉湯-靈芝蟲花燉雞盒裝

320g, 官燕棧養生薈天然厚花菇包裝 227g, 密花雪耳包裝 150g) 
$479 $198 704   

紅燒鮑魚 4-6 頭罐裝 425g $228 $268/3 罐 705   

紅燒鮑魚 8-10 頭罐裝 425g $178 $198/3 罐 706   

紅燒鮑魚 6 頭罐裝 200g $88 $99/3 罐 707   

紅燒鮑魚 4 頭罐裝 200g   $88 $99/3 罐 708   

紅燒鮑魚(5 頭)盒裝 280g $248 $248/2 盒 709   

北海道頂級元貝(35-45 粒/半磅/盒) $368 $288 710   

北海道精選元貝(65-90 粒/半磅/盒) $238 $188 711   

金牌鮑汁螺片花菇禮盒 (螺片 425g+花菇 3 兩) $120 $88 712   

花菇鱈魚肚禮盒 (花菇 3 兩+鱈魚肚 50g) $168 $108 713   

杏汁雪耳撈燕窩盒裝 330g $79 $88/2 盒 714   

木瓜雪耳撈燕窩盒裝 330g $79 $88/2 盒 715   

頂級原木椎茸禮盒 350g $118 $88 716   

滋潤養生湯包套裝 5 包裝 $258 $138 717   

極品有機茶禮盒套裝 3g x 10 包 $138 $88 718   

盈．低糖官燕(蜂蜜添加) 45g x 6 樽 $188 $118 719   

特粗蟲草花包裝 100g $60 $79/2 包 720   

原色淮山(半斤/包) $67 $79/2 包 721   

金牌鮑汁螺片(厚片)罐裝 425g $43 $60/2 罐 722   

頂級泰國生晒圓肉包裝 (半斤/包) $68 $48 723   

(贈品)有機茉莉伯爵茶 1 罐(1.7 克 x 10 包) (購買官燕棧產品滿$400，送完即止) - 贈品 724   

(贈品)紅燒鮑魚 4-6 頭 1 罐 425g (購買官燕棧產品滿$900，送完即止) - 贈品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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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服務不包括以下大班、鴻星、利苑、鴻福堂、Isabelle、皇玥、添好運、榮華、Haagen-Dazs、龍島之禮券，請親臨護協 3 樓節日部購買，售完即止。 

大班 

賀年糕點 

臘味蘿蔔糕 1000g 禮券 $175 $113 726   

椰汁年糕 1000g 禮券 $168 $108 727   

櫻花蝦芋籤糕 400g 禮券 $128 $80 728   

臘味蘿蔔糕 600g 禮券  $125 $78 729   

椰汁年糕 600g 禮券 $118 $73 730   

香菇芋頭糕 1000g 禮券 $175 $113 731   

泮塘馬蹄糕 1000g 禮券  $168 $108 732   

馬來叻沙臘味蘿蔔糕 600g 禮券 $128 $80 733   

香菇芋頭糕 600g 禮券 $125 $78 734   

紅豆抹茶年糕 600g 禮券 $118 $73 735   

鴻星 

賀年糕點/盆菜/ 

新春食品禮券 

鴻運年糕 900g 禮券 $148 $125 736   

瑤柱蘿蔔糕 850g 禮券 $148 $125 737   

奶皇黃金糕 900g 禮券 $148 $125 738   

臘味芋頭糕 850g 禮券 $148 $125 739   

蔗汁馬蹄糕 900g 禮券 $148 $125 740   

金絲貢棗糕 900g 禮券 $148 $125 741   

山芋千絲糕 660g 禮券 $152 $128 742   

孖寶小錦鯉年糕 350g 禮券 $152 $132 743   

雙星報喜年糕禮盒 共約 950g (鴻運年糕及瑤柱蘿蔔糕各一件) 禮券 $218 $188 744   

原味鴛鴦臘腸 12 條裝禮券(鮮肉及鮮鴨膶腸) $218 $126 745   

原味鮮肉臘腸 12 條裝禮券 $218 $126 746   

原味鮮鴨膶腸 12 條裝禮券 $218 $126 747   

原味鮮鵝肝腸 10 條裝禮券 $218 $126 748   

(贈品)自家製 XO 醬 1 樽禮券(購買鴻星賀年糕點及臘腸滿$500) $120 贈品 749   

六人冬日盆菜盛宴 <原隻 30 頭鮑魚銀裝盆菜(6 隻鮑魚)一盆, 生炒糯米飯 1 份, 

脆皮燒腩肉約 1 斤, 楊枝金露 4 枝> 送即食紅燒貢品鮑魚(8 隻裝) 
$2,154 $1,580 750   

原隻鮑魚銀裝盆菜券《6 隻鮑魚/6 位用》 送生炒糯米飯禮券 1 張 $1,388 $1,288 751   

原隻鮑魚金裝盆菜券《12 隻鮑魚/12 位用》送脆皮燒腩肉(約 1 斤)禮券 1 張 $2,288 $2,088 752   

生炒糯米飯(4-6 位用)禮券 $98 $85 753   

大利雞+燒肉禮券 $328 $288 754   

脆皮燒腩肉(約 1 斤)禮券 $168 $145 755   

鴻運乳豬全體禮券 $888 $850 756   

利苑 

賀年糕點 

招牌棗皇糕 1000g 禮券 $228 $188 757   

如意蘿蔔糕 1000g 禮券 $208 $169 758   

椰汁年糕 950g 禮券 $208 $169 759   

臘味芋頭糕 950g 禮券 $208 $169 760   

清香馬蹄糕 950g 禮券 $208 $169 761   

鮮肉臘腸 600g 禮券 $198 $188 762   

鴛鴦臘腸 600g 禮券 $198 $188 763   

利苑始創 XO 醬 160g 禮券 $148 $140 764   

琥珀合桃 150g 禮券 $78 $74 765   

鴻福堂 

賀年糕點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 $190 $92 766   

燕窩楊枝甘露糕禮券(凍食) $170 $75 767   

桂花蔗汁馬蹄糕禮券 $170 $75 768   

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禮券 $190 $92 769   

鴻運椰糖年糕禮券 $160 $72 770   

(贈品) 鴻運椰糖年糕禮券 (購買鴻福堂糕券滿 6 張送 1 張) - 贈品 771   

Isabelle 
櫻花蝦瑤柱蘿蔔糕禮券 500g $198 $135 772   

抹茶紅豆麻糬年糕禮券 500g $198 $135 773   

皇玥 

聖誕經典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20/12/2021) $158 $98 774   

聖誕品味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20/12/2021) $248 $148 775   

新年金裝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31/12/2021) $298 $188 776   

新年金裝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20/01/2022) $298 $198 777   

新年特級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31/12/2021) $388 $238 778   

新年特級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20/01/2022) $388 $248 779   

黑糖年糕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31/12/2021) $298 $188 780   

黑糖年糕禮盒禮券 (截止日期 20/01/2022) $298 $198 781   

添好運 

賀年糕點 

蘿蔔糕 900g 禮券 $199 $169 782   

芋頭糕 900g 禮券 $199 $169 783   

土紅糖年糕 900g 禮券 $199 $169 784   

馬蹄糕 900g 禮券 $199 $169 785   

榮華 

賀年糕點 

金玉滿堂蘿蔔糕 850g 禮券 $126 $94.5 786   

鴻運蔗汁年糕 850g 禮券 $110 $82.5 787   

如意椰汁年糕 850g 禮券 $110 $82.5 788   

臘味香菇蘿蔔糕 650g 禮券 $101 $75.5 789   

臘味芋頭糕 650g 禮券 $110 $82.5 790   

椰汁紅豆糕 610g 禮券 $95 $71 791   

精選瘦肉臘腸(一斤裝)禮券 $228 $187 792   

足料靚湯券 (人蔘雞湯/茶樹菇雞湯/蟲草花雞湯) (任選 3 包) $126 $100 793   

滋潤甜品券 (黑芝麻糊/陳皮紅豆沙/合桃糊/杏仁糊) (任選 5 包) $80 $66 794   

罐裝餅食禮券 (10 款選 1) $80 $67 795   

Haagen-Dazs 

雪糕火鍋禮券 

Classic Set 經典套裝送贈券 (32 個迷你雪糕球) $529 $476 796   

Deluxe Set 尊貴套裝送贈券 (48 個迷你雪糕球) $609 $548 797   

Refill Pack 補充裝 (32 個迷你雪糕球) $399 $359 798   

(贈券) 雙球雪糕券 1 張+雪糕優惠券 1 張+補充裝換領優惠券 1 張 

(凡購買經典或尊貴套裝附送) 
- 贈品 799   

雪糕火鍋禮券-櫻桃小丸子套裝 (32 個迷你雪糕球) $569 $512 800   

雪糕火鍋禮券-野口同學套裝 (32 個迷你雪糕球) $569 $512 801   

雪糕火鍋禮券-花輪同學套裝 (32 個迷你雪糕球) $569 $512 802   

龍島 

曲奇/朱古力 

(券)雜錦牛油曲奇禮罐 530g                        $258 $200 803   

(券)純黑片裝朱古力味禮盒 16 件裝 $208 $162 804   

(券)黑朱古力禮盒 9 件裝                             $248 $198 805   

(券)馬卡龍曲奇及朱古力禮盒 20 片裝 $298 $238 806   

(券)千層酥禮盒 30 片裝 (原味、士多啤梨及朱古力味)                $258 $200 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