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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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農曆新年貨品表格        Ref: V4 

 

現貨售賣 貨品於 22/11/2018(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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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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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2019 – 2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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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表格可 傳真 2736-6020 或 電郵至 c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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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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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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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 卡付款，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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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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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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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於本人以下之 VISA 卡戶口內收取費用：  付款方式只接受 VISA 卡戶口過數 (任何銀行之 VISA 卡均可) 
 

 有效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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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份單之總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專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姓名︰              賬戶號碼： 4     -       -     -      
 

 

http://www.nurse.org.hk/
mailto:電郵至cny@nur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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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法紅燒南非鮑魚 6 隻罐裝 420g $518 $468 901   

蠔皇鮑魚 6 隻罐裝 420g $488 $418 902   

紅燒澳寶鮑魚 3 隻罐裝 420g $528 $488 903 售罄 

紅燒元貝鮑魚 8 隻罐裝 420g $438 $378 904   

至尊一口鮑 15 隻罐裝 420g $368 $328 905   

紅燒鮑魚乾鮑口味 6 隻罐裝 420g $318 $288 906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裝禮盒 430g $338 $288 907   

蠔皇花菇鮑魚 6 隻禮盒 430g $338 $298 908   

(贈品)紅燒元貝鮑魚 2 隻盒裝 (購買 3 件罐裝或盒裝鮑魚) $168 贈品 909   

阿一『祿』福袋 (鮑魚,蝦子麵,花菇,XO醬,鮑魚汁,黑木耳) $475 $268 910   

鮑魚瑤柱麵及鮑魚蝦子麵 400g 禮盒 (各 4 個)     $68 
$60/1 盒 

$165/3 盒 911   

官燕棧/養生薈 

 

鮑魚/燕窩/乾貨 

紅燒鮑魚 4-6 頭罐裝 425g $210 $210/2 罐 912   

紅燒鮑魚 8-10 頭罐裝 425g $168 $168/2 罐 913   

紅燒鮑魚 4 頭罐裝 200g $88 $88/2 罐 914  (只限同款) 

紅燒鮑魚 6 頭罐裝 200g $88 $88/2 罐 915  (只限同款) 

盈.低糖官燕 輕型版(45g x6 樽) $178 $119 916   

CS4 蟲草雞精(70g x5 樽) $98 $68 917   

金絲棗雪蛤(70g x5 樽) $185 $98 918   

鱈魚膠花菇禮盒 $198 $108 919   

金牌鮑汁螺片花菇禮盒 $168 $88 920   

頂級原木椎茸禮盒 350g $105 $88 921   

杏汁雪耳撈燕窩 300g 盒裝 $79 $38 922   

木瓜雪耳撈燕窩 300g 盒裝 $79 $38 923   

金牌鮑汁螺片罐裝 $43 $33 924   

雪燕 100g 袋裝 $108 $75 925   

原色雞心棗 250g $50 $35 926   

特粗蟲草花 100g 袋裝 $60 $42 927   

(贈品)鮑汁靈芝菇片罐裝(購買官燕棧產品滿$600，送完即止)  贈品 928   

Gavottes 

金樂絲 

法式雲呢拿味什錦薄脆 100g           (送貨必須 12盒同款之倍數) $40 

$24/盒 

$120/6 盒 

929  (送貨必須 12 盒之數) 

法式純味朱古力薄脆 90g             (送貨必須 18 盒同款之倍數) $34.5 930  

(送貨必須 18 盒 

同款之數) 

法式牛奶朱古力薄脆 90g              (送貨必須 18盒同款之倍數) $34.5 931  

法式榛子朱古力味威化趣脆 90g        (送貨必須 18盒同款之倍數) $34.5 932  

法式抺茶威化趣脆 90g                (送貨必須 18盒同款之倍數) $34.5 933  

法式橙味黑朱古力薄脆 90g            (送貨必須 18 盒同款之倍數) $34.5 934  

法式傳統薄脆禮盒 186g $128 
$78/1 盒 
$312/6 盒 935   

法式雜錦薄脆餅乾尊貴禮盒 252g $158 
$88/1 盒 
$168/2 盒 936   

法式雜錦朱古力薄脆金裝鐵罐禮盒 240g $168 
$98/1 盒 
$188/2 盒 937   

法式薄脆復古鐵罐禮盒 150g - 牛奶朱古力 $128 $78 938 售罄 

法式薄脆復古鐵罐禮盒 150g - 純味朱古力 $128 $78 939   

Border 英國酥餅 豪華雜錦禮盒 500g $158 $95 940   

Chocmod 

法國朱古力 

法國可可榛子軟心朱古力 200g $55 

$32/1 盒 

$58/2 盒 

941   

法國可可粉原味軟心朱古力 200g $55 942   

法國覆盆子脆脆黑朱古力棉花糖 200g $62 943   

Marini Azzolini 
意大利馬索尼黑松露醬 80g (松露, 蘑菇, 黑橄欖) $72 

$88/2 樽 
944   

意大利馬索尼白松露醬 90g (松露, 芝士, 牛油) $82 945   

GRAND 比利時花紙雜錦朱古力 175g (花紙款式恕未能提供選擇) $128 $59 946   

Desobry 比利時熱情雜錦餅乾禮盒 400g $168 
$98/1 盒 

$150/2 盒 947   

Cape Herb 
南非吉普調味海鹽 360g $48 $38/1 樽 

$168/6 樽 

948   

南非吉普調味粉紅岩鹽 390g $48 949   

 

EL Brezal 

西班牙蜜糖 

 

 

愛比素由加利蜜 500g                  (送貨必須 6 樽同款之倍數) $104.8  
$74.5/1 樽 

$390/6 樽 

 

 

950   

(送貨必須 6 樽 

同款之數) 

 

 

(送貨必須 6 樽 

愛比素高山蜜 500g                    (送貨必須 6 樽同款之倍數) $104.8 951  

愛比素野花蜜 500g                    (送貨必須 6 樽同款之倍數) $104.8 952  

愛比素橙花蜜 500g                    (送貨必須 6 樽同款之倍數) $104.8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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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Brezal 

西班牙蜜糖 
愛比素森林蜜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04.8 $74.5/1 樽 

$390/6 樽 
954  同款之數) 

愛比素迷迭香蜜500g                  (送貨必須 6樽同款之倍數) $104.8 955  

美國 

Blue Diamond 

藍鑽石杏仁 

Lightly Salted 輕鹽杏仁 170g 罐裝 $52.9 $30 956   

Honey Dijon 蜜糖芥末杏仁 170g 罐裝 $52.9 $30 957   

黑朱古力烘焗杏仁 142g 袋裝 $51.9 $33.5 958   

海鹽烘焗杏仁 142g 袋裝 $51.9 $33.5 959   

Supreme 至尊杏仁 450g 禮盒(煙焗/鹽焗/蜜焗杏仁各 150g) $141.9 $86 960   

極品杏仁 - 黑松露味 142g $58.9 $39.5 961   

極品杏仁 - 喜瑪拉雅岩鹽味 142g $58.9 $39.5 962   

精巧杏仁薄脆 - 意式芝士味 4.25oz  $42 
$55/2 盒 

963   

精巧杏仁薄脆 - 綜合種籽 4.25oz $42 964   

杏仁薄脆 - 原味 4.25oz $36.8 
$50/2 盒 

965   

杏仁薄脆 - 田原香蒜 4.25oz $36.8 966   

法國 

YVES THURIES 

馬卡龍朱古力 

椰子馬卡龍朱古力 177g $58 $38 967   

青檸馬卡龍朱古力 177g $58 $38 968   

熱情果馬卡龍朱古力 177g $58 $38 969   

法國 Mathez 
特級松露軟心朱古力 500g 閃亮金罐 $102.9 

$130/2 罐 
970   

特級松露軟心朱古力 500g 經典紅罐 $102.9 971   

FEEL FRUITY 
法國完全果感朱古力 

凍乾草莓牛奶朱古力 100g $52.3 $35 972   

凍乾紅桑莓白朱古力 100g $52.3 $35 973   

德國 Bohme 

酒心朱古力 

拔蘭地酒心朱古力 400g 禮盒 $94.5 

$100/2 盒 

974   

車厘子酒心朱古力 300g 禮盒 $99.9 975   

Laroshell 雜錦酒心朱古力 247g 禮盒 $87.5 976   

The Little Prince 

小王子行星系列雜錦餅乾紀念禮罐 375g - 木星 $188 

$108/1 件 
 

$388/4 件 

977   

小王子行星系列雜錦餅乾紀念禮罐 375g - 天王星 $188 978   

小王子行星系列雜錦餅乾紀念禮罐 375g - 土星 $188 979   

小王子行星系列雜錦餅乾紀念禮罐 375g - 火星 $188 980   

小王子 B612 星球雜錦餅乾特別版禮罐 750g $238 $148 981   

小王子六角形手袋禮盒 68g $88 $68 982   

小王子手拿包長方小禮盒 50g $88 $68 983   

小王子星球遊歷摩天輪禮罐 100g $108 $78 984   

小王子雲呢拿餅乾紀念禮罐 216g $138 $98 985   

小王子與玫瑰花朱古力禮盒 125g $108 $88 986   

小王子手袋朱古力禮盒 240g $138 $98 987   

小王子與玫瑰小貨車 45g $88 $48 988   

小王子收音機形禮罐 106g $78 $58 989   

小王子 B612 星球朱古力小禮罐 54g $48 $32/1 件 

$60/2 件 

990        

小王子星際旅程 UFO 形罐 30g $48 991   

澳洲 

Suncoast Gold 
夏威夷果仁 

鮑魚味夏威夷果仁 3 袋裝 375g 金色禮盒 $252 $179 992   

雜錦夏威夷果仁 3 袋裝 375g 紅色禮盒 (鮑魚/日本芥茉/鹽烤) $246 $173 993   

海鹽烤味夏威夷果仁 125g 袋裝 $76.9 $58 994   

鮑魚味夏威夷果仁 125g 袋裝 $79.5 $62 995   

日式芥末味夏威夷果仁 125g 袋裝 $79.5 $62 996   

法國 
Cemoi 

朱古力 

覆盆子莓松露軟心朱古力 150g $89 $50 997   

90%純朱古力 125g 袋裝 $80 $50 998   

82%純朱古力 150g 袋裝 $80 $50 999   

Classic 松露軟心朱古力 200g $85 $45 1000   

Hazelnut 松露榛子軟心朱古力 200g $85 $45 1001   

Guyax 松露軟心朱古力 200g 禮盒 $60 $45 1002   

Guyax 松露軟心朱古力 500g 禮盒 $138 $99 1003   

精選雜錦朱古力 250g 禮盒 $180 $125 1004   

比利時 Perlege 無添加糖雜錦朱古力豪華禮盒 170g  $198 $138 1005   

Trias 
西班牙杏仁餅  

雜錦杏仁餅禮盒 175g (2 款杏仁餅,杏仁蛋卷,杏仁薄脆) $70 $49 1006   

雜錦杏仁餅禮盒 300g (4 款杏仁餅, 3 款杏仁蛋卷,杏仁鳥結糖威化餅) $116 $78 1007   

雜錦杏仁餅禮盒 500g  

(4 款杏仁餅, 5 款杏仁蛋卷,杏仁鳥結糖,杏仁鳥結糖威化餅) 
$180 $125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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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s Sensation     

天然之選乾果 

美國加州 乾果禮盒 570g (無花果乾、雜莓乾、無核提子乾) $105 $80 1009   

年年豐收 乾果禮盒 600g (無花果乾、杏脯肉乾、西梅乾) $108 $83 1010   

Sunkist  新奇士 雜錦果仁 450g 禮盒  (少鹽杏仁、少鹽腰果、鹽焗開心果) $138 $109 1011   

Nutworks 澳洲雜錦夏威夷果仁 480g  (蜜糖、鹽焗、芥辣、鮑魚味) $248 $188 1012   

Nut Walker 果仁世家 鹽焗雜果仁 130g  (腰果、杏仁、開心果、夏威夷果仁) $46 $33 1013   

Sunkist 
新奇士 鹽焗開心果 454g $99 $89 1014   

新奇士 無鹽開心果 454g $99 $89 1015   

Lindt 

瑞士蓮朱古力 

精選雜錦軟心朱古力 22 粒 264g 禮盒 (金禮罐) $150 $120 1016   

牛奶軟心朱古力 22 粒 264g 禮盒 (紅禮罐) $50 $120 1017   

榛子軟心朱古力 14 粒 168g (啡禮盒) $110 $89 1018   

精選雜錦軟心朱古力 14 粒 168g (銀禮盒) $110 $89 1019   

精選雜錦片裝朱古力 530g (橢圓形盒裝) $230 $195 1020   

精選雜錦軟心朱古力 45 粒 540g (橢圓形盒裝) $230 $195 1021   

牛奶軟心朱古力 200g (紅盒) $69 $55 1022   

精選雜錦軟心朱古力 200g (金盒) $69 $55 1023   

(贈品)瑞士蓮純白軟心排裝朱古力 100g (購買瑞士蓮產品 2 件，送完即止) - 贈品 1024   

GHIRARDELLI 

特醇 72%黑朱古力 138g 袋裝 $67.5 $45 1025   

特醇 60%黑朱古力 149g 袋裝 $67.5 $45 1026   

海鹽黑朱古力 117g 袋裝 $67.5 $45 1027   

海鹽腰果牛奶朱古力 136g 袋裝 $62.9 $42 1028   

Jules Destrooper 

精選皇家雜錦禮盒 400g $165 $98 1029   

皇家薄脆雜錦禮盒 150g  $85 $49 1030   

Almond Thins 杏仁薄脆 100g           (送貨必須 12 盒同款之倍數) $42 

$26/1 盒 

$69/3 盒 

1031  

(送貨必須 12 盒   

同款之數) 

Butter Waffles 鮮牛油窩夫 100 g        (送貨必須 12 盒同款之倍數) $42 1032  

Butter Crisp 鮮牛油窩夫脆餅 100g      (送貨必須 12 盒同款之倍數) $42 1033  

Chocolate Thins 朱古力薄脆 100g       (送貨必須 12 盒同款之倍數) $42 $28/1 盒 

$75/3 盒 

1034  

Rice Crisp Crunch 朱古力脆米薄脆 100g  (送貨必須 12 盒同款之倍數) $42 1035  

Kambly 

瑞士脆餅 

瑞士雜錦餅乾禮盒(聖誕裝)350g    $116 $80 1036   

瑞士雜錦餅乾禮盒 175g $78 $48 1037   

瑞士櫻花精選脆餅禮罐 300g $198 $145 1038   

Butterfly 蝴蝶餅 100g  $32.5 

$26/1 盒 

$69/3 盒 

1039   

Caprice 杏仁酥卷 100 g $32.5 1040   

Mont Choco 鳥結朱古力餅 100g $32.5 1041   

日本精選 

特色食品 
 

食品新鮮製造 

賞味期只有 2-3 個月 

赤之帽子 曲奇禮盒 208g $138 $80 1042   

北海道 燒蟹煎餅禮盒 72g $72 $48 1043   

KOJIMA 栲明太子飛魚干 55g $45 $35 1044   

"岡田屋" 一口蝦餅 60g $38 $28 1045   

不二家 LOOK4 朱古力 185g $38 $24 1046   

大阪草莓白朱古力 120g $79 $59 1047   

北海道 蜜瓜曲奇禮盒 70g $48 $39 1048   

京都之戀人(抹茶)曲奇禮盒 132g $75 $63 1049   

北海道之戀人曲奇禮盒 132g $75 $63 1050   

"大阪" 抹茶夾心曲奇 98g $49 $38 1051   

精選日本 

特色禮盒 

           
食品新鮮製造 

賞味期只有 4-5 個月 

北海道 士多啤梨粟米朱古力 10 件袋裝 $49.9 $34 1052   

HORI 粟米朱古力 16 件禮盒(紅色) $89 $57 1053   

HORI 粟米白朱古力 16 件禮盒(黃色) $89 $57 1054   

北海道 夕張蜜瓜朱古力夾心曲奇 12 件禮盒 $69.9 $39 1055   

日本(FIGARO)雜錦曲奇 23 件禮盒 $69.9 $45 1056   

沖繩島 辣椒蝦餅 18 件禮盒 $79.9 $58 1057   

龍島 

曲奇/朱古力 

(券)賀年雜錦曲奇禮盒 24 片裝                   (不設送券) $165 $100 1058  (不設送券) 

(券)朱古力及曲奇禮盒 8件(2 盒裝)               (不設送券) $98 $128/2 盒 1059  (不設送券) 

(券)大吉朱古力及曲奇禮盒 5 件裝                (不設送券) $99 $78 1060  (不設送券) 

(券)千層酥禮罐 27 片(原味+士多啤梨+芝麻)       (不設送券) $188 $126 1061  (不設送券) 

(券)茶餐廳曲奇禮盒 16 片裝                     (不設送券) $108 $88 1062  (不設送券) 

(券)輕便裝特滑果仁朱古力禮盒(2 盒裝)約 125g    (不設送券) $98 $110/2 盒 1063  (不設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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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belle 

法式經典禮餅 

Mabella 瑪貝娜 雜錦曲奇 112g 禮盒 (方形紫藍色花紙) $80 

$44/1 盒 

$122/3 盒 

1064   

Royanna 露茵妮 雜錦曲奇 112g 禮盒 (方形淺藍條紋花紙) $80 1065   

Estelle 艾絲蓮 雜錦曲奇 112g 禮盒 (方形紅色花紙) $80 1066   

Rosee 玫瑰 (雙層) 雜錦曲奇 409g 禮罐 $175 $99 1067   

Sherry 雪莉 雜錦曲奇 131g 禮盒 (方形黃色花紙) $84 $48/1 盒 

$88/2 盒 

1068   

Tamara 達瑪拉 雜錦曲奇 131g 禮盒 (方形紅色花紙) $84 1069   

Michelle 錦繡年華 雜錦曲奇 190g 織錦禮盒 $128 $70 1070   

Brigitte 碧姬 雜錦曲奇 212g 禮盒 $102 $63 1071   

Athena 雅典娜 雜錦曲奇 222g 禮盒 $182 $80 1072   

Purple Love 愛的故事(羅蘭紫) 雜錦曲奇 193g 禮盒 $154 $85 1073   

Flossie 佛蘿茜 雜錦曲奇 164g 禮盒 $188 $98 1074   

Charming France 南法風情 雜錦曲奇 467g 禮盒 $188 $99 1075   

御倉屋日式曲奇 Masayo 京綻 雜錦曲奇 571g 日式禮盒 $220 $109 1076   

韓國 Tom’s 

Honey Butter 

Nuts 

珍藏收納桶禮盒 (杏仁 35g x5 +收納桶) $95 $58 1077   

蜂蜜牛油杏仁迷你裝 30 包 (蜂蜜牛油,香辣雞味,芥末,乳酪,紫菜) $118 $75 1078 售罄 

小確杏巴士禮盒 (杏仁 35g x3 +乳酪 35g x2) $95 $58 1079   

蜂蜜牛油果仁至尊禮盒 (雜果仁 220g + 杏仁 250g + 35g x2 ) $220 $102 1080 售罄 

BJ Noodle 韓國 

泡菜味即食米線 92g $17.5 

$27/3 包 

1081   

海鮮味即食米線 92g $17.5 1082   

越式牛肉味即食米線 100g $17.5 1083   

即食切片湯年糕 163g $17.5 1084   

唐舖子 

南棗核桃糕 150g $45 

$52/2 包 

1085   

原味牛軋糖 150g $45 1086   

芒果牛軋糖 150g $45 1087   

鹹蛋黃牛軋糖 150g $45 1088   

草莓牛軋糖 150g $45 1089   

優格牛軋糖 150g $45 1090   

鹹蛋黃雪花酥糖禮盒 400g $120 $65 1091   

芒果牛軋糖禮盒 400g             *包裝外盒已由黃色轉為粉紅色* $120 $65 1092   

原味黑糖 240g $60 

$49/2 件 

1093   

薑母黑糖 240g $60 1094   

玫瑰黑糖 240g $60 1095   

桂圓紅棗黑糖 240g $60 1096   

Natural Park 

原粒小紅莓乾 170g $48 

$58/2 件 

1097   

雲呢拿果仁燕麥零食 170g $48 1098   

水果乾楓糖燕麥零食 170g $48 1099   

水果乾果仁燕麥零食 170g $48 1100   

加拿大 

Golden Bonbon 

鳥結糖 

雜錦杏仁鳥結糖 150g 禮盒 $65 $42 1101   

杏仁鳥結糖 - 香脆海鹽焦糖 70g $28 $18 1102   

杏仁鳥結糖 - 軟滑海鹽焦糖 70g $28 $18 1103   

杏仁鳥結糖 - 香脆雜錦 454g 家庭袋裝  $160 $99 1104   

杏仁鳥結糖 - 雜錦 454g 家庭袋裝 $160 $99 1105   

杏仁鳥結糖 - 軟滑雜錦 454g 家庭袋裝  $160 $99 1106   

美國 

Snyder’s 

迷你酥片 9oz $32 $24 1107   

車打芝士酥片 12oz $38 $26 1108   

蜜糖芥末洋蔥酥片 12oz $38 $26 1109   

Woodridge 

有機甘栗 180g $26 $18 1110   

蜜餞生姜乾 130g $28 
$36/2 包 

1111   

清香百香果乾 90g $28 1112   

手造糯米脆片 - 香蒜椒盬味 80g $25 
$28/2 包 

1113   

手造糯米脆片 - 海苔味 80g $25 1114   

比利時 D. Olivier 
杏仁奶油薄脆餅、牛油窩夫及朱古力脆餅 300g 禮盒 $100 $64.5 1115   

杏仁奶油薄脆餅、牛油窩夫 425g 禮盒 $90 $56 1116   

Churchill's 朱古力榛子曲奇 300g 水仙花罐 $155 $106 1117   

Elizabeth Shaw 
英國 

薄荷脆米黑朱古力 175g $52 $36 1118   

海鹽焦糖味牛奶朱古力 175g $52 $36 1119   

薄荷朱古力禮盒 200g $88 $6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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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St.Michel 原味鮮蛋糕禮盒裝 200g(紅盒) $40 $28 1121   

比利時 Gavarny 奶心純朱古力 200g 禮盒 $70 $46 1122   

意大利         

Loacker 

威化 

Raspberry Yoghurt 紅莓乳酪威化 220g 袋裝 $36 

$50/2 包 

1123   

Chocolate 朱古力威化 250g 袋裝 $36 1124   

Napolitaner 榛子威化 250g 袋裝 $36 1125   

Espresso 特濃咖啡威化 220g 袋裝 $36 1126   

Tiramisu 提拉米蘇威化 220g 袋裝 $36 1127   

蘇格蘭 

Walkers 

鬆餅/曲奇 

 什錦曲奇餅 500g 禮盒 $100 $78 1128   

什錦牛油鬆餅 500g 禮盒 $85 $72 1129   

碎朱古力牛油曲奇 150g $38 $20 1130   

紐西蘭 

Airborne 

蜜糖 

麥蘆卡蜂蜜 500g +麥蘆卡(檸檬)蜂蜜喉糖 16 粒 $268 $209 1131   

麥蘆卡蜂蜜 500g +麥蘆卡(蜜露)蜂蜜喉糖 16 粒 $268 $209 1132   

Clover 三葉草蜂蜜 500g $133 $98 1133   

Multi Floral 百花蜂蜜 500g $133 $98 1134   

Whittard 奢華熱朱古力組合(朱古力,白朱古力,70%朱古力粉 120g各一罐) $238 $193 1135   

iSolai 意大利香醋禮盒裝 250ml $218 $180 1136   

Nature Garden 

特級奧米加 3 雜錦果仁系列 (獨立 7 小包) $57 $45 1137   

雜錦果仁 蔓越莓系列 (獨立 7 小包) $57 $45 1138 售罄 

健康心臟 雜錦果仁系列 (獨立 7 小包) $57 $45 1139 售罄 

Oh So Heathy  
石榴紫薯香蕉脆果片 40g $24.9 

$30/2 包 
1140   

芒果甜薯香蕉脆果片 40g $24.9 1141   

Cavendish 經典雜錦果味橡皮糖 180g $25.9 $30/2 包 1142   

Seed & Bean 

英國 朱古力 

有機 72% 純朱古力 85g $46.5 
$50/2 包 

1143   

有機 58%黑朱古力(特濃咖啡味) 85g $46.5 1144   

Little Hearts 

Muesli 

朱古力燕麥脆脆 100g $19.9 $14.5 1145   

蘋果及奇亞籽燕麥脆脆 100g $19.9 $14.5 1146   

Hang Sloane 

英國朱古力飲品 

厄瓜多爾特濃 70%粒粒純朱古力飲品 270g $152 $89 1147   

香濃 53%粒粒純朱古力飲品 270g $133 $79 1148   

Chincoteague 美國辛堤 新英格蘭周打蜆湯 425g $69.9 $51.5 1149   

意大利格氏 1605 

陳年香醋 

GIUSTI 經典黑醋醬 150ml $65.9 $48.5 1150   

GIUSTI 松露黑醋醬 150ml $79.9 $59 1151   

Benji’s 

手製曲奇 

新鮮原味無花果曲奇 400g 禮盒         (送貨禮券，佐敦現貨) $298 $198 1152  (送貨禮券) 

新鮮原味無花果曲奇 200g 禮盒         (送貨禮券，佐敦現貨) $168 $110 1153  (送貨禮券) 

Leonidas 
新年禮盒                            (送貨禮券，佐敦現貨) $320 $220 1154  (送貨禮券)   

(券)朱古力曲奇 3 盒裝 $168 $150 1155  (送貨禮券) 

ROUGIE 
鵝肝醬 75g 罐裝 $260 $192 1156   

鵝肝醬 145g 罐裝 $340 $275 1157   

LA  

TOURANGELLE 

法國有機初搾冷壓椰子油 314ml  $180 $85 1158   

法國傳統合桃油 250ml $72 $58 1159   

Comvita 

康維他 

UMF5+麥蘆卡蜂蜜 250g+瑞瓦瑞瓦蜂蜜 250g $298 $229 1160   

UMF5+麥蘆卡蜂蜜 1kg+蜂膠麥蘆卡蜂蜜潤喉糖 40 粒 $678 $549 1161   

美國 

太子牌 

花旗參 

原枝花旗參茶 40 包禮盒 $429 $339 1162   

野山花旗參速溶茶 100 包禮盒 $539 $429 1163   

原枝花旗參蜜糖茶 18 包禮盒 $142 $198/2 盒 1164   

薑糖(軟糖)124g $20 $15 1165   

参糖 100g 禮盒 $31 $22 1166   

(贈品)野山花旗參速溶茶 10 包裝(購買太子牌產品滿$600，送完即止) $59.9 贈品 1167   

点点綠 

慈康有機芴梨蜜糖(玻璃樽)500g $99 $79 1168   

椴樹蜜 454g $79 $63 1169   

100%老薑粉 120g $138 $110 1170   

有機頂級杞子 180g $78 $62 1171   

雪蓮子 80g $99 $79 1172   

泰國龍眼肉 250g $85 $68 1173   

有機獨子黑蒜 100g $75 $60 1174   

点点綠專門店$100 現金券                        (不設送券) $100 $88 1175  (不設送券) 

(贈品)有機黑糖 500g (購買点点綠產品滿$300，送完即止) $38 贈品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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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ca 

精選果仁 

美國開心果 142g $52 $36 1177   
美國開心果 454g $128 $92 1178   
美國杏仁 142g $52 $37 1179   
澳洲夏威夷果仁 130g $83 $59 1180   
南非有機碧根果 120g $83 $58 1181   
印度腰果 142g $52 $37 1182   
智利核桃 120g $52 $37 1183   
土耳其無花果乾 150g $58 $39 1184   
美國藍莓乾 120g $60 $39 1185   
土耳其杏脯乾 150g $58 $38 1186   
尊貴雜錦果仁 300g 禮盒 (夏威夷果仁、開心果、杏仁) $158 $95 1187   

菁雲 

野生食用菌 

美味牛肝菌 200g $208 $168 1188   

野生黑木耳 80g $75 $55 1189   

蟲草花 200g $108 $83 1190   

新彊雪棗 500g $108 $84 1191   

有機三色藜麥 500g $82 $63 1192   

有機奇異籽 400g $78 $58 1193   

野生松茸麵 400g 家庭裝 $130 $99 1194   

野生牛肝菌麵 400g 家庭裝 $89 $66 1195   

雪蓮子 200g $250 $185 1196   

桃膠 250g $98 $75 1197   

伊朗無花果乾 200g $42 
$30/1 包 
$55/2 包 1198   

美味棧 

醬料/乾貨/杏仁餅 

8 頭紅燒鮑魚 425g 罐裝 $158 $110 1199   

冰島鱈魚膠 227g 袋裝 $288 $200 1200   

純天白花菇 340g 袋裝 $198 $138 1201   

正宗金華火腿 400g 袋裝 $198 $138 1202   

西非螺肉 250g 袋裝 $98 $68 1203   

爆魚肚 100g 袋裝 $58 $40 1204   

原味蝴蝶酥 100g $98 $58 1205   

手工蝴蝶酥 100g $98 $58 1206   

粒粒杏仁餅 250g 盒裝 $68 $45 1207   

腰果杏仁餅 250g 盒裝 $68 $45 1208   

櫻花蝦干貝 XO 醬 380g $198 $125 1209   

南北行 

 

鮑魚/海味/湯包 

年年有餘 禮袋 
(特級花菇+蠔皇鮑魚+有邊螺片+蟲草花+湯包+養生花茶) 

$680 $268 1210   

 皇牌精選禮盒 (特級花菇＋蠔皇鮑魚) $298 $168 1211   

皇牌精選禮盒 (特級花菇＋日本元貝＋花膠) $368 $208 1212   

日本特選元貝 120g 袋裝 $268 $158 1213   

澳洲醬皇鮑魚 1 隻 罐裝 $318 $218 1214   

精選花膠筒 100g 袋裝 $298 $188 1215   

三星拱照禮盒 (花膠 75g +螺片 120g +特級花菇 190g) $428 $288 1216   

四囍臨門禮盒 (花菇 90g +元貝 112g +花膠 75g +螺片 120g) $628 $438 1217   

雙星報喜禮盒 (特級花菇 220g +花膠 75g) $338 $228 1218   

滋潤湯包套裝 (金蟲草+茶樹菇螺片+珍菌+五指毛桃+雪梨椰片) $228 $100 1219   

日本優選元貝 225g 禮盒 $528 $338 1220   

特級厚身花菇皇 450g 禮盒 $228 $142 1221   

一級花中玉菇 250g 袋裝 $78 $58 1222   

有邊螺片 150g 袋裝 $68 $45 1223   

美國 

Mauna Loa 

夏威夷果仁 

精選果仁 3 樽裝 265g 紅色禮盒 (夏威夷果仁、腰果及開心果) $116.9 $88 1224   

夏威夷果仁 3 樽裝 255g 藍色禮盒 $139.9 $108 1225   

夏威夷果仁 3 罐 381g 金色禮盒 $199.9 $158 1226   

夏威夷果仁鹽焗禮盒 (24 獨立小包，每包約 0.5oz) $185.9 $149 1227   

夏威夷果仁 127g 罐裝 - 鹽焗 $69.9 $56 1228   

夏威夷果仁 127g 罐裝 - 蜜糖味 $69.9 $56 1229   

夏威夷果仁 127g 罐裝 - 無鹽 $69.9 $56 1230   

 
 



(送貨訂單必須填寫) 護協會員証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8頁之總金額:_____________ 

 

以下 Sayvour、Haagen-Dazs、添好運、榮華、鴻福堂、香宮、鴻星之禮券不設送券服務， 

請親臨護協 3樓節日部購買，售完即止。 

Sayvour 
特色手工朱古力 

聖誕系列/ 

農曆新年系列 

黑白朱古力 2 片裝禮券 (聖誕圖案/ 農曆新年) $48 $38 1231   
黑白朱古力禮盒 12 片裝禮券 (聖誕圖案/ 農曆新年) $238 $150 1232   
字母朱古力 8 粒裝禮券 (MERIXMAS / HAPICNY) $268 $168 1233   

Haagen-Dazs 

禮券 

 
購買火鍋禮券贈送 

時尚冰袋 

Classis 經典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 (32 個迷你雪糕球) $488 $429 1234   
Deluxe 尊貴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 (48 個迷你雪糕球) $598 $526 1235   
Refill Pack 補充裝禮券 (32 個迷你雪糕球) $390 $343 1236   
LINE FRIENDS (Brown)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32 個迷你雪糕球) $528 $486 1237   
LINE FRIENDS (Cony)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32 個迷你雪糕球) $528 $486 1238   
LINE FRIENDS (Choco)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32 個迷你雪糕球) $528 $486 1239   
LINE FRIENDS (Sally)火鍋套裝禮券送贈券(32 個迷你雪糕球) $528 $486 1240   
Bon Bon 軟心朱古力禮盒 9 粒裝禮券 $260 $228 1241   
Almond Dark Chocolate Cluster 杏仁格斯黑朱古力禮盒 2 包裝禮券 $260 $228 1242   
Bon Bon 軟心朱古力禮盒 20 粒裝禮券 $520 $458 1243   

添好運 

賀年糕點 

蘿蔔糕 900g 禮券 $199 $169 1244   
芋頭糕 900g 禮券 $199 $169 1245   
合桃糕 900g 禮券 $199 $169 1246   
土紅糖年糕 900g 禮券 $199 $169 1247   
馬蹄糕 900g 禮券 $199 $169 1248   

榮華 
賀年糕點 

金玉滿堂蘿蔔糕 850g 禮券 $120 $90 1249   
鴻運蔗汁年糕 850g 禮券 $104 $78 1250   
如意椰汁年糕 850g 禮券 $104 $78 1251   
臘味香菇蘿蔔糕 650g 禮券 $96 $72 1252   
加瘦招牌臘腸 (一斤裝) 禮券 $260 $206 1253   

鴻福堂 
賀年糕點 

金腿瑤柱蘿蔔糕 750g 禮券 $175 $86 1254   
鴻運椰糖年糕 750g 禮券 $138 $65 1255   
雙重芝士年糕 700g 禮券 $153 $78 1256   
桂花蔗汁馬蹄糕 750g 禮券 $153 $78 1257   
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 750g 禮券 $153 $78 1258   
燕窩楊枝甘露糕 700 g 禮券 $175 $86 1259   

香格里拉酒店 
香宮 

原隻鮑魚黑松露蘿蔔糕 1.16kg 禮券 $498 $387 1260   

臘味芋頭糕 1.16kg 禮券 $298 $231 1261   
椰汁年糕 1.16kg 禮券 $288 $224 1262   
薑汁黑糖棗皇糕 1.16 kg 禮券 $268 $208 1263   
芋蝦 8 件裝禮券 $228 $196 1264   
五福臨門(五種果仁配特色海鹽)禮券 $338 $290 1265   

鴻星 

賀年糕點/盆菜/ 

新春食品禮券 

鴻運年糕 900g 禮券 $138 $116 1266   
瑤柱蘿蔔糕 900g 禮券 $138 $116 1267   
臘味芋頭糕 900g 禮券 $138 $116 1268   
蔗汁馬蹄糕 900g 禮券 $138 $116 1269   
金絲貢棗糕 900g 禮券 $138 $116 1270   
山芋千絲糕 680g 禮券 $148 $126 1271   
鴻運四喜 2000g 禮券(蘿蔔糕/芋頭糕/金箔鴻運年糕/金絲貢棗糕各一件) $318 $272 1272   
原味鴛鴦臘腸券 12 條裝禮券(鮮肉及鮮鴨膶腸) $218 $126 1273   
原味鮮肉臘腸券 12 條裝禮券 $218 $126 1274   
(贈品)自家製 XO 醬禮券(購買鴻星賀年糕點/臘腸滿$500 或以上) $120 贈品 1275   
六人冬日盤菜盛宴(原隻 30 頭鮑魚 6 隻裝，糯米飯，燒腩肉) 

送即食紅燒貢品鮑魚 8 隻盒裝 
$1,598 $1,508 1276   

原隻 30 頭鮑魚銀裝盤菜券《6 位用》送生炒糯米飯禮券乙張 $1,388 $1,188 1277   
原隻 30 頭鮑魚金裝盤菜券《12 位用》送脆皮燒腩肉一斤禮券乙張 $2,288 $2,048 1278   
大利雞+燒肉禮券 $298 $258 1279   
酒釀脆皮鴨禮券 $228 $198 1280   
發財煎釀鯪魚禮券 $128 $118 1281   
脆皮燒腩肉(約一斤)禮券 $148 $130 1282   
鴻運乳豬全體禮券 $718 $628 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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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興 
(券)鮮肉腸皇 - $103 1284   
(券)甘香膶腸 - $93 1285   

聖安娜 

(券)尊貴賀年糕品禮盒 $344 $233 1286   
(券)極品賀年糕品禮盒 $364 $244 1287   
(券)金裝賀年糕品禮盒 $378 $259 1288   
(券)至尊年糕 $108 $74 1289   
(券)至尊馬蹄糕 $108 $74 1290   
(券)瑤柱蘿蔔糕 $128 $85 1291   
(券)瑤柱芋頭糕 $128 $85 1292   
(券)尊貴黃金糕 $128 $85 1293   
(券)桂花紅荳軟心年糕 $123 $84 1294   
(券)富貴棗皇糕 $123 $84 1295   
(券)至尊奶黃糕 $123 $84 1296   
(券)牛油曲奇禮盒 

任何 3 張 $209 

$123 $84 1297   
(券)法式蝴蝶酥禮盒 $123 $84 1298   
(券)手工全蛋蛋卷禮盒 $118 $81 1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