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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貨品及禮券由 2/8/2021(星期一) 於護協 3 樓福利部發售，售完即止。贈品數量均以單一發票計算，送完即止及恕不補發。查詢電話 2314 6941 

【此表格內之禮券及產品請於 3樓福利部付款後再到 8 樓取券/貨；部分中秋特刊內之貨品可於 3樓福利部直接選購。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貨品種類《詳情請參考彩頁》 標準價 護協價 編號 數量 金額 

阿一鮑魚 

「祿」福袋 (紅燒元貝鮑魚 4 隻盒裝、元貝鮑魚汁 150g、特選黑木耳 100g 袋裝、御品鮑魚 

蝦子麵 6 個盒裝、紅燒花菇鮑魚 4 隻袋裝、精選花菇 200g 袋裝) 
$505 $268 201   

換購: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裝 420g          (購買阿一鮑魚任何產品滿$3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238 $168 202   

換購: 濃湯鮑魚 8 隻裝 420g              (購買阿一鮑魚任何產品滿$3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98 $188 203   

換購: 如意禮盒(鮑魚 2 隻+鮑魚蝦子麵 2 包)360g  (購買阿一鮑魚任何產品滿$3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88 $168 204   

蠔皇鮑魚 6 隻裝 420g $488 $418 205   

蠔皇鮑魚 12 隻裝 420g $398 $358 206   

至尊一口鮑 15 隻裝 420g $368 $328 207   

紅燒元貝鮑魚 8 隻裝 420g $438 $368 208   

紅燒鮑魚(乾鮑口味)6 隻裝 420g $318 $288 209   

蠔皇花菇鮑魚 6 隻禮盒裝 430g $338 $298 210   

紅燒鮑魚(乾鮑口味)8 隻禮盒裝 430g $328 $278 211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禮盒裝 430g $338 $288 212   

贈品: 川味麻辣鮑魚 6 隻袋裝   (凡購買罐裝或盒裝鮑魚滿 2 件贈送；換購品,袋裝海味及福袋除外) $98 贈品 213   

贈品: 紅燒元貝鮑魚 2 隻盒裝   (凡購買罐裝或盒裝鮑魚滿 3 件贈送；換購品,袋裝海味及福袋除外) $168 贈品 214   

精選花菇+元貝鮑魚汁套裝 360g $108 $88 215   

精選竹笙+元貝鮑魚汁套裝 185g $98 $78 216   

精選北海道元貝 215g $428 $388 217   

精選黑木耳 100g $48 $42 218   

精選杞子皇 200g $68 $58 219   

官燕棧 

中秋佳節福袋 (紅燒鮑魚 4 頭盒裝, 養生薈天然厚花菇包裝, 紅棗即食花膠盒裝, 養生薈金牌

鮑汁螺片罐裝, 花膠海底椰燉竹絲雞燉湯盒裝) 
$498 $268 220   

贈品: 鮑汁靈芝菇片罐裝                         (凡購買官燕棧產品滿$600 送贈) $40 贈品 221   

紅燒鮑魚 4-6 頭 425g 罐裝 $228 $268/3 罐 222   

紅燒鮑魚 8-10 頭 425g 罐裝 $178 $198/3 罐 223   

紅燒鮑魚 6 頭 200g 罐裝 $88 $99/3 罐 224   

紅燒鮑魚 4 頭 200g 罐裝 $88 $99/3 罐 225   

滋潤養生湯包 5 包套裝(猴頭菇螺片/霸王花螺片/五指毛桃螺片/花旗蔘猴頭菇/鯊魚骨姬松茸) $258 $138 226   

珍品花菇皇 300g 包裝 $82 $59 227   

盈.低糖官燕(蜂蜜添加)45g x 6 樽 $188 $118 228   

北海道精選元貝盒裝(65-90 粒/半磅) $238 $188 229   

挪威鱈魚肚 120g 包裝 $158 $108 230   

頂級泰國生曬龍眼肉(半斤庄)包裝 $68 $48 231   

特粗蟲草花 100g 包裝 $60 $38 232   

桃膠(半斤裝)包裝 $68 
$79/2 包 

233   

雪燕 100g 包裝 $78 234   

杏汁雪耳撈燕窩 330g 盒裝 $79 
$88/2 盒 

235   

木瓜雪耳撈燕窩 330g 盒裝 $79 236   

原色淮山(半斤裝)包裝 $67 $42 237   

金牌鮑汁螺片(厚片) 425g 罐裝 $43 $60/2 罐 238   

南北行 

【中秋月滿團圓】禮袋 
 (特級厚身花菇皇 200g,澳洲蠔皇鮑魚 3-4 隻,蟲草花 100g,野生雪耳 75g,養生花茶 1 盒,養生湯包 1 盒) 

$580 $228 239   

【滋潤湯包】禮袋 (金蟲草潤肺湯,五指毛桃湯,雪耳椰片清肺湯,茶樹菇螺片湯,霸王花 

潤肺湯,猴頭菇 100g,蟲草花 100g,有邊螺片 150g,雪耳 25g) 
$450 $198 240   

精選花膠筒 75g 袋裝 $268 $148 241   

日本元貝 120g 袋裝 $148 $88 242   

日本優選元貝 225g 禮盒 $428 $228 243   

有邊螺片 150g 袋裝 $68 $45 244   

*不設送貨/寄券服務* 

http://www.nur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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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行 

一級花中玉菇 250g 袋裝 $98 $58 245   

澳洲醬皇野生鮑魚 1 隻罐裝 $320 $238 246   

澳洲清湯野生鮑魚 1 隻罐裝 $340 $238 247   

澳洲極品味皇鮑魚 4 隻盒裝 $298 $188 248   

贈品: 紅燒鮑魚 1 罐 425g                  (凡購買任何南北行澳洲鮑魚滿 2 件贈送) - 贈品 249   

「特級花菇鱈魚膠」禮盒 190g (花菇 150g+鱈魚膠 40g) $168 $98 250   
「皇牌精選系列」禮盒 250g (特級花菇+元貝+花膠) $288 $188 251   
「皇牌精選系列」禮盒 230g (特級花菇+花膠+螺片) $298 $158 252   
「皇牌精選系列」禮盒 350g (特級花菇+澳洲極品鮑魚) $198 $128 253   
滋潤湯包 4 包套裝 F43 (花膠養顏湯, 螺片健脾湯, 雪耳椰片清肺湯, 靈芝養肝湯) $188 $88 254   

時令湯包 6 包套裝 F22 (牛蒡茅根,薏米袪濕,桑枝野葛,霸王花潤肺,清熱袪火,白背木耳紅棗) $198 $88 255   

利苑 

雙聚嚐月禮盒券《5 個裝: 雙黃白蓮蓉 1 個及迷你奶黃月餅 4 個》 $268 $169 256   

迷你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88 $188 257   

雙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28 $207 258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48 $216 259   

雙黃低糖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58 $226 260   

金華火腿月餅券《4 個裝》 $368 $235 261   
精選月餅禮盒券 
《4 個裝: 雙黃白蓮蓉月餅, 雙黃蓮蓉月餅, 雙黃低糖白蓮蓉月餅及金華火腿月餅各 1 個》 

$358 $226 262   

半島精品店 

迷你奶黃月餅券《4 個裝》 $228 $195 263   

迷你奶黃月餅券《8 個裝》 $418 $355 264   

迷你雙輝月餅券《8 個裝: 迷你奶黃月餅 4 個, 迷你蛋黃金黃蓮蓉 4 個》 $448 $380 265   
七星伴月禮盒券《8 個裝: 雙黃白蓮蓉月餅 1 個, 迷你鐵觀音奶黃月餅 2 個, 迷你早餐茶奶黃 

月餅 2 個, 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 3 個》 
$638 $542 266   

特級月餅禮盒券《10 個裝: 四黃白蓮蓉月餅 1 個, 四黃金黃蓮蓉月餅 1 個, 迷你蛋黃豆沙月餅 

2 個, 迷你葵花子南棗泥月餅 2 個, 迷你鳳梨月餅 2 個, 迷你陳皮月餅 2 個》 
$1,028 $873 267   

迷你名茶奶黃月餅《8 個裝: 迷你鐵觀音奶黃月餅, 迷你伯爵茶奶黃月餅, 迷你早餐茶 

奶黃月餅, 迷你荔枝紅茶奶黃月餅各 2 個 》 
$448 $380 268   

映月禮盒《8 個裝: 迷你奶黃月餅 8 個, 普洱茶 1 罐 35g》 $568 $482 269   

星廚月餅禮盒《8 個裝: 迷你合桃無花果奶黃月餅 4 個, 迷你紅棗南棗蓮蓉月餅 4 個》 $648 $550 270   

星廚賞月禮盒《8 個裝: 迷你合桃無花果奶黃月餅 4 個, 迷你紅棗南棗蓮蓉月餅 4 個,  

普洱茶 1 罐 35g, 手繪陶瓷茶杯一對及手繪陶瓷碟一套》 
$2,288 $1,944 271   

美心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75 $218 272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10 張或以上可享優惠價) 請致電 2314 6941 並必須提供                          

護協會員証號碼查詢優惠價。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50 張或以上可享優惠價) 

雙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65 $212 273   

雙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10 張或以上可享優惠價) 請致電 2314 6941 並必須提供              

護協會員証號碼查詢優惠價。 雙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50 張或以上可享優惠價)  

限量版精選口味月餅券《6 個裝: 雙黃白蓮蓉月餅及雙黃白蓮蓉月餅各 1 個 185g, 經典五仁 

月餅, 蛋黃豆沙月餅, 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低糖松子仁白蓮蓉月餅各 1 個 90g》 
$410 $239 274   

『迪士尼公主系列』冰皮禮盒券《4 個裝》 $198 $105 275   

冰皮七星伴明月月餅券《8 個裝: 明月月餅約 185g，七顆明星小月餅約 95g》 $330 $192 276   

粒粒初雪冰皮月餅券《16 個裝》 $303 $175 277   

貓山王榴槤冰皮禮盒券《6 個裝》 $312 $181 278   
  **流心系列: 每位會員憑護協會員証限購 8 張**                                                                                

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98 $239 279   

東海堂 

十勝紅豆粒蛋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297 $172 280   
流心芝士月餅券《迷你 4 個裝》 $222 $129 281   

DORAEMON X AROME 多啦 A 夢月餅券《迷你 4 個裝: 奶黃月餅,十勝紅豆粒月餅各 2 個》 $178 $133 282   

奶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297 $172 283   

恆香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82 $195 284   
金華火腿伍仁月餅券《4 個裝》 $408 $210 285   

伍仁月餅券《4 個裝》 $398 $205 286   

三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98 $205 287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280 $145 288   

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175 289   

四喜滿堂月餅券《4 個裝: 雙黃白蓮蓉月餅,雙黃蓮蓉月餅,雙黃紅豆沙月餅及伍仁月餅各 1 個》 $382 $198 290   

經典雙喜月餅券《4 個裝: 蛋黃白蓮蓉月餅, 金華火腿伍仁各 2 個》 $382 $198 291   



 

奇華 

雙黃金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08 $246 292   

雙黃純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08 $246 293   

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券《4 個裝》 $348 $278 294   

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券《8 個裝》 $208 $166 295   

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208 $166 296   

迷你蛋黃奶黃月餅券《8 個裝》 $235 $188 297   

迷你余仁生陳皮豆沙月餅券《8 個裝》 $258 $206 298   
八星聚寶月餅券《9 個裝: 雙黃金黃蓮蓉 1 個及迷你蛋黃金黃蓮蓉、迷你蛋黃純白蓮蓉、 

迷你余仁生陳皮豆沙、迷你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各 2 個》 
$308 $246 299   

皇玥 

經典系列 

流心雙輝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流心奶黃, 流心芝麻各 4 個》 $398 $328 300   
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98 $328 301   
碧綠流心雙輝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流心奶黃, 流心綠茶各 4 個》 $398 $328 302   

時尚系列 

奶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03   
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04   
流心貓山王榴槤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05   
流心芝麻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06   
流心綠茶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07   
經典流心雙輝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流心奶黃, 流心芝麻各 3 個》 $348 $288 308   
真味流心雙輝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流心奶黃, 流心薑汁各 3 個》 $348 $288 309   

傳承系列 

陳皮紅豆沙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8 $278 310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48 $288 311   
精選中秋禮盒禮券《迷你 4 個裝: 流心奶黃月餅, 流心芝麻月餅各 2 個； 

原味蝴蝶酥 2 包, 伯爵茶蝴蝶酥 2 包, 牛油脆曲奇 3 塊, 椰絲脆曲奇 3 塊》 
$368 $298 312   

低糖系列 

低糖奶黃月餅券《迷你 4 個裝》 $238 $198 313   
低糖綠茶月餅券《迷你 4 個裝》 $238 $198 314   
低糖經典雙輝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低糖奶黃, 低糖芝麻各 4 個》 $398 $328 315   
低糖醇香雙輝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低糖抹茶, 低糖烏龍茶各 4 個》 $398 $328 316   

至尊系列 

皇至尊月餅禮券《11 個裝: 雙黃白蓮蓉月餅 1 個 185g； 

迷你月餅 45g：花膠奶黃 4 個, 流心奶黃 2 個, 流心榴槤 1 個, 流心芝麻 1 個,  

流心薑汁 1 個, 流心綠茶 1 個》 

$1,388 $1,178 317   

玥至尊月餅禮券《迷你 8 個裝: 花膠奶黃月餅》 $888 $778 318   

大班冰皮 

ELITE 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券 

《9 個裝: 標準冰糖官燕 1 個及 8 個迷你裝: 流沙芝麻、芒果、心太軟、經典綠荳蓉各 2 個》 
$399 $214 319   

PREMIUM 冰皮尊貴官燕月餅券 
《6 個精裝: 冰糖官燕、香芒官燕、椰汁官燕、荔枝官燕、杏汁官燕及日本白桃官燕各 1 個》 

$520 $322 320   

DELUXE 冰皮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券 
《9 個裝: 標準裝冰糖官燕 1 個及迷你蛋黃綠荳蓉 8 個》 

$399 $214 321   

SUPREME 冰皮玲瓏九星月餅券《9 個裝: 精裝楊枝金露 1 個及迷你 8 個裝: 芒果、經典 

綠荳蓉、草莓、西尾抺茶紅荳、栗子、海鹽焦糖爆脆、流沙芝麻及榛子朱古力各 1 個》 
$405 $218 322   

BLING BLING 冰皮黑鑽榴槤荳蓉月餅券《6 個精裝:貓山王, D24,金枕頭各 2 個》 $480 $268 323   
FUSION 冰皮迷你八寶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楊枝金露、芒果、翡翠綠荳、蛋黃綠荳蓉、 

紫薯紅荳、榛子爆脆芝麻、雙重特濃朱古力及藍莓各 1 個) 

蛋黃綠荳蓉、藍莓、西尾抹茶拿鐵及松露特濃朱古力各 1 個》 

$310 $179 324   

ASSORTED 冰皮迷你四色月餅券 
《迷你 8 個裝: 芒果、北海道赤肉蜜瓜、日本白桃及日本巨峰提子各 2 個》 

$310 $167 325   

CLASSIC 冰皮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10 $167 326   

聖安娜 

*購買聖安娜月餅任何款式 3 張以上即享有優惠價* 標準價 護協價 
3張以上 

優惠價 
編號 數量 金額 

(券)雙黃白蓮蓉月餅 $390 $198 $188 327   

(券)雙黃蓮蓉月餅 $371 $188 $178.5 328   

(券)三黃白蓮蓉月餅 $438 $223 $211.5 329   

(券)金腿五仁月餅 $419 $213 $202 330   

(券)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371 $188 $178.5 331   

(券)至尊八星月餅 $352 $178 $169 332   

(券)金莎流心奶黃月餅 $390 $198 $188 333   

(券)金月奶黃月餅 $371 $188 $178.5 334   

(券)至尊七星伴明月冰皮月餅 $352 $178 $169 335   

(券)至愛經典冰皮月餅 $275 $138 $131 336   

(券)水果軟心冰皮月餅 $275 $138 $131 337   

(券)至 Q 一口冰皮月餅 $275 $138 $131 338   

(券)至脆驚喜冰皮月餅 $275 $138 $131 339   



 

榮華 

三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88 $197 340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78 $192 341   

雙黃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68 $187 342   

伍仁金華火腿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98 $202 343   

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58 $182 344   

流沙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68 $210 345   
雪燕繽紛 燕窩冰皮月餅券《9 個裝:燕窩鮮牛奶栗子粒粒豆蓉 180g 標準 1 個, 珍珠朱古力, 

斑蘭豆蓉, 芒果粒粒綠豆蓉, 紅豆粒粒抺茶白豆蓉, 藍莓粒粒綠豆蓉 55g 各 2 個) 

迷你綠豆蓉及白豆蓉各 55g》 

$322 $164 346   

雪彩繽紛 冰皮月餅券《9 個裝:芒果粒粒綠豆蓉 180g 標準 1 個, 黑芝麻軟心綠豆蓉, 士多啤梨 

綠豆蓉, 藍莓粒粒芝士味白豆蓉, 香濃朱古力豆蓉 55g 各 2 個) 

藍莓粒粒芝士味白豆蓉及香濃朱古力豆蓉各 2 個》 

$299 $152 347   

雪中情 冰皮月餅券《6 個裝:芒果粒粒綠豆蓉,黑芝麻軟心綠豆蓉,珍珠朱古力斑蘭豆蓉 55g 各 2 個》 $175 $89 348   

孖裝冰皮月餅券《迷你 2 個裝》 $57 $29 349   

Haagen 

Dazs 

** 即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購買 Haagen Dazs 雪糕月餅券即享有早早鳥優惠價 ** 

< 2021 年 8 月 17 日起享有早鳥優惠價 > 
標準價 

早早鳥 
優惠價 

早鳥 
優惠價 編號 數量 金額 

MOONLIGHT BLOOM 七星鏡月雪糕月餅券《8 件裝: (明月)士多啤梨雪糕配白桃流心， 

(繁星) 焦糖脆餅、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芒果、士多啤梨、曲奇雲呢嗱、黑朱古力杏仁各 1 件》 
$718 $453 $501 350   

MOONLIGHT JEWELS 九星華月雪糕月餅券《10 件裝: (明月)芒果雪糕配北海道蜜瓜夾心，(繁星) 

哈密瓜、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芒果、夏威夷果仁、曲奇雲呢嗱、焦糖脆餅、黑朱古力杏仁及士多啤梨 1 件》 
$768 $494 $538 351   

RAINBOW COLLECTION 彩花盈月雪糕月餅券《9 件裝: (明月)芒果雪糕配北海道蜜瓜夾心，(繁星) 

哈密瓜、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芒果、夏威夷果仁、曲奇雲呢嗱、焦糖脆餅、黑朱古力杏仁及士多啤梨各 1 件》 
$1,168 $774 $835 352   

CHOCO MOONLIGHT 醇伴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朱古力雪糕配薄荷朱古力、朱古力雪糕配海鹽焦糖 

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榛子雪糕配榛子朱古力、黑朱古力杏仁雪糕配香橙朱古力各 1 件》 
$398 $266 $306 353   

GREENY MOONLIGHT 茶亮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抹茶雪糕配日本玄米茶朱古力、抹茶雪糕 

配日本抹茶朱古力、雲呢嗱雪糕配斯里蘭卡錫蘭紅茶朱古力、朱古力雪糕配斯里蘭卡伯爵茶朱古力 1 件》 
$398 $266 $306 354   

DELUXE COLLECTION 星鑽賞月雪糕月餅券 
《8件裝: (明月)哈密瓜雪糕配土耳其無花果夾心及杏仁、榛子、胡桃朱古力， 
(繁星-雙層雪糕配脆脆榛子朱古力果仁外層)：焦糖脆餅與咖啡雪糕配榛子朱古力、哈密瓜與芒果雪糕配胡桃朱古力、 

雲呢嗱與抺茶雪糕配腰果朱古力、士多啤梨與藍莓雪糕配杏仁朱古力、曲奇雲呢嗱與夏威夷果仁雪糕配夏威夷果仁 

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與黑朱古力杏仁雪糕配核桃朱古力、黑朱古力杏仁與士多啤梨雪糕配巴西堅果朱古力各 1件》 

$1,448 $1054 $1191 355   

TWINKLE FRUITY 星明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芒果 2 件、仲夏野莓及士多啤梨各 1 件》 $358 $225 $260 356   

TWINKLE NIGHT 星復古雪糕月餅券《4 件裝:朱古力 2 件、仲夏野莓及雲呢嗱各 1 件》 $358 $225 $260 357   

TWINKLE NIGHT MIX 星華麗雪糕月餅券《6 件裝:朱古力及芒果 2 件、仲夏野莓及雲呢嗱各 1 件》 $458 $296 $330 358   

TWINKLE CRISPY 星同趣 脆皮雪糕三明治券《6 件裝:雲呢嗱、焦糖、仲夏野莓各 2 件》 $458 $296 $330 359   

贈券:「單球雪糕券及雪糕蛋糕優惠券」乙張      (買 2 張或以上雪糕券每盒贈送乙張) - 贈券 360   

贈券:「Thank You Gift」乙套                          (買 5 張或以上雪糕券贈送) - 贈券 361   

凡購買 Haagen Dazs 雪糕月餅券或脆皮雪糕三明治券 3 張或以上，即贈送「Haagen Dazs 冰袋」乙個，送完即止。 

鴻星 

贈券: 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2 個裝》 *購鴻星產品滿$600 或以上 (單一發票計) $62 贈券 362   

贈券: 鴛鴦臘腸券 12 條裝《鮮肉及鮮鴨膶腸》 *購鴻星產品滿$800 或以上 (單一發票計) $218 贈券 363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08 $195 364   

迷你金箔全黃紅荳蓉月餅券《8 個裝》 $198 $158 365   

迷你低糖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198 $158 366   

迷你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198 $158 367   

迷你金莎奶黃月餅券《8 個裝》 $218 $168 368   

迷你金華火腿瑤柱月餅券《8 個裝》 $238 $180 369   

雙星盈月流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68 $218 370   

(券)鴻運乳豬全體 $788 $750 371   

(券)大利雞+燒肉《走地雞 1 隻, 腩肉約 1 斤及豬脷 1 條》 $328 $288 372   

(券)原味 鴛鴦臘腸 12 條裝《鮮肉及鮮鴨膶腸》 $218 $126 373   

(券)原味 鮮肉臘腸 12 條裝 $218 $126 374   

(券)原味 鮮鴨膶腸 12 條裝 $218 $126 375   

(券)原味 鮮鵝肝腸 10 條裝 $218 $126 376   

鴻福堂 

微熱山丘鳳梨奶黃月餅《6 個裝》 $299 $209 377   
FORBIDDEN 貓山王榴槤法式千層月餅《6 個裝: 抺茶、咖啡及芒果各 2 個》 $439 $349 378   

FORBIDDEN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4 個裝》 $659 $549 379   

A L’Olivier/     

Marini Azzolini/ 

愛比素蜜糖 

A L'OLIVIER 法國特純橄欖油與黑醋(噴霧裝)250g $108 $88 380   

Marini Azzolini 意大利 馬素尼白松露醬 90g (松露,芝士,牛油) $88 
$118/2 件 

381   

Marini Azzolini 意大利 馬素尼黑松露醬 80g (蘑菇松露醬) $68 382   

森林花蜜 500g $118 

$156/2 樽 

383   

野花蜜 500g $118 384   

迷迭香蜜 500g $118 385   



 

愛比素蜜糖 

高山蜜 500g $118 

$156/2 樽 

386   

橙花蜜 500g $118 387   

由加利蜜 500g $118 388   

有機野花蜜 500g $128 $88 389   

參蜜 500g $138 $98 390   

蜂王蜜 500g $138 $98 391   

槐花蜜糖 500g $138 $98 392   

花粉 235g $158 $118 393   

GODIVA 

(券)中秋節巧克力月餅禮盒 4 顆裝 $368 $298 394   

(券)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8 顆裝 $438 $368 395   

(券)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10 顆裝 $598 $498 396   

(券)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14 顆裝 $698 $598 397   

和記隆 

潮州月餅 

迷你三式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炸皮蛋黃紅豆各 2 個》 $350 $180 398   

迷你蛋黃鴛鴦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各 4 個》 $300 $168 399   

迷你蛋黃芋泥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炸皮蛋黃芋泥》 $300 $150 400   

潮州精選月餅券《4 個裝: 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炸皮蛋黃紅豆,炸皮蛋黃白蓮蓉各 1 個》 $200 $90 401   

鴛鴦月餅券《4 個裝: 炸皮芋泥,炸皮綠豆各 2 個》 $360 $210 402   

香滑芋泥月餅券《4 個裝: 炸皮芋泥》 $360 $210 403   

蛋黃鴛鴦月餅券《4 個裝: 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各 2 個》 $410 $240 404   
贈品: 炸皮蛋黃月餅《單個裝約 83 克》  

*凡購買和記隆 護協價$150 或以上之月餅券可獲乙張 (單一月餅券計萛) 
$50 贈品 贈品於換領月餅當日贈送 

Nuts N Nuts 

杏仁乾果雜錦 90g $38 $35 409   

黑加侖子乾 90g $38 $35 410   

香辣雜錦果仁 90g $38 $35 411   

原味開心果 230g $108 
$92/1 盒 

$165/2 盒 

412   

香烤鹽味開心果 230g $108 413   

檸香喜馬拉雅山岩鹽開心果 230g $108 414   

新東陽/義美/

海邊走走 

新東陽 蜜汁豬肉乾 180g $65.9 $50 415   

新東陽 辣味牛肉乾 160g $65.9 $50 416   

新東陽 五香牛肉乾 160g $65.9 $50 417   

新東陽 炙燒黑胡椒豬樂條 165g $85 $65 418   

新東陽 炙燒蜜汁豬樂條 165g $85 $65 419   

新東陽 精緻海苔豬肉鬆 248g $85 $70 420   

新東陽 精緻豬肉鬆 270g $85 $70 421   

義美 核棗糕經濟包 400g $118 $88 422   

海邊走走 原味牛軋餅 168g   $65.9 $50 423   

海邊走走 蔓越莓牛軋餅 168g $65.9 $50 424   

海邊走走 魚骨酥 120g $75 $55 425   

海邊走走 海苔肉紙卷 75g $89.9 $69 426   

Woodridge 

SNACKS 

嚴選有機甘栗 180g $26.9 $20 427   

嚴選糯香蓮子 170g $32 $22.5 428   

嚴選丹波蜜黑豆 190g $32 $22.5 429   

MISURA 

意大利健怡麥香脆餅(無添加糖)120g $19.5 $12.5 430   

意大利健怡粟米脆片(無添加糖)350g $52 $38 431   

意大利健怡乳酪消化餅(無添加糖)400g $32 $24 432   

Lorenz 

德國天然意式黑醋薯片 100g $22 

$29/2 件 

433   

德國天然迷迭香薯片 100g $22 434   

德國天然原味海鹽薯片 100g $22 435   

海鹽蝴蝶餅 150g $22 436   

原味怪獸焗薯脆脆 75g $22 437   

芝士味怪獸焗薯脆脆 75g $22 438   

GOLDEN 

BONBON 

加拿大杏仁鳥結糖 - 雜錦 70g $29.5 $18 439   

加拿大杏仁鳥結糖 – 軟滑海鹽焦糖 70g $29.5 $18 440   



 

金燕子 

優質海味 

南非花膠筒 300g 約 20 頭盒裝 $1,080 $980 441   

AAA1 花菇 1 磅盒裝 $178 $168 442   

日本宗谷一等級 SA 元貝 300g 盒裝 $345 $298 443   

西澳禿參 300g 盒裝 $1,080 $980 444   

日本宗谷一等級 M 元貝 300g 盒裝 $445 $398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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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3 罐 
446   

正南棗 200g 包裝 $138 $128 447   

新疆紅棗 300g 包裝 $38 $33 448   

袋裝小元貝 300g 包裝 $168 $160 449   

2A 寧夏杞子 300g 包裝 $80 $76 450   

頂級生曬淮山 300g 包裝 $98 $88 451   

一級精選桃膠 150g 樽裝 $78 $72 452   

特選姬茸菇 150g 包裝 $72 $69 453   

蟲草花 150g 包裝 $63 $60 454   

羊肚菌 37.5g 包裝 $145 $138 455   

美味棧 

挪威鱈魚膠 227g $542 $380 456   

小卷花膠 454g $200 $140 457   

日本宗谷元貝 454g $842 $590 458   

澳洲野生鮑魚 425g $750 $525 459   

佛跳牆 425g $182 $128 460   

8 頭清湯鮑魚 425g $268 $188 461   

8 頭紅燒鮑魚 380g $170 $210/2 罐 462   

4 頭紅燒鮑魚 180g $100 $120/2 罐 463   

深海螺片 300g $135 $95 464   

2-3 爽口金錢茶花菇 300g $100 $70 465   

4-5 白花菇 340g $231 $162 466   

厚花菇 250g x 2 包 $171 $120 467   

正宗金華火腿 400g $228 $160 468   

櫻花蝦干貝 XO 醬 380g $198 $139 469   

寧夏特級杞子 300g $76 $55 470   

爆魚肚 100g $71 $90/2 包 471   

贈品: 師傅頭抽 150ml                           (凡購買美味棧產品滿$180 送贈) - 贈品 472   

Slimeasy 

輕代美 

蕃茄海鮮濃湯 360g $238 

$296/2 件 

473   

玉米濃湯 (北海道風味) 360g $238 474   

咖啡拿鐵 (榛果風味) 360g $238 475   

綜合莓果奶昔 360g $238 476   

Bee Products 

THAI 

柚子蜂蜜 420g 

$128-$140 $168/2 件 

477   

熱情果蜂蜜 420g 478   

青檸蜂蜜 420g 479   

生薑蜂蜜 420g 480   
贈品: 龍眼蜂巢蜜 150g                   (凡購買 Bee Products THAI 蜂蜜 2 件送贈) $70 贈品 481   

HBAF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杏仁 210g 

$78-$88 $76/2 件 

482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腰果 210g 483   
乾焗蜂蜜牛油雜錦果仁 220g 484   

乾焗原粒芥末杏仁 210g 485   

乾焗原粒蜂蜜牛油花生 190g 

$33 $44/2 件 

486   

乾焗原粒芥末花生 190g 487   

乾焗焦糖花生脆圈 190g 488   
烤焗原粒花生粟米粒 190g 489   

唐舖子/ 

福源 

花生醬雪 Q 餅 150g $49 $39 490   
雪之戀水滴型蛋捲 64g $62 $45 491   



 

唐舖子/ 

福源 

花生醬夾心酥 192g 
$62 $45 

492   
花生醬夾心餅 135g 493   

蔓越莓南棗核桃糕 120g $38 $26 494   

鳳梨黑糖海燕窩 200g 

$45-$52 $35 

495   

桂圓紅棗黑糖海燕窩 200g 496   

花生鬆餅 88g 497   

李錦記 

金牌蠔皇至尊鮑魚拼花膠 560g $299 $229 498   
紅燒元貝至尊鮑魚 560g $299 $229 499   

蠔皇元貝頂級鮑魚 425g $188 $178 500   

秘製金湯頂級鮑魚 425g $188 $178 501   

蠔皇極品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02   

秘製鮑汁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03   

紅燒元貝鮑魚 4 隻裝 180g  $68 $38 504   

蠔皇極品鮑魚 180g+原味 XO 醬 80g 禮盒 $115 $75 505   

原味 XO 醬 220g+舊庄特級蠔油 255g 禮盒 $115 $80 506   

特辣 XO 醬 220g+舊庄特級蠔油 255g 禮盒 $115 $80 507   

雙璜醇釀頭抽 500ml x 2 支+雙璜醇釀頭抽 150ml 套裝 $29.8 $28 508   

秘製麻辣雞煲醬 243g $59.9 $35 509   

金湯酸菜魚醬 278g $59.9 $35 510   

蘋果醋 473ml $25.9 $18 511   

海皇 XO 醬 80g $32.9 $18 512   

贈品: 秘制麻辣雞煲醬 243g                       (凡購買李錦記產品滿$300送贈) $59.9 贈品 513   

贈品: 蠔皇極品鮑魚 180g 禮盒+ XO 醬 80g          (凡購買李錦記產品滿$500 送贈) $115 贈品 514   

點點綠 

有機黑奇亞籽 250g $88 $49 515   
有機白奇亞籽 250g $88 $49 516   
十穀粉 400g $75 $53 517   
100%純山藥粉 400g $148 $104 518   
100%純核桃粉 400g $155 $109 519   
珍珠薏仁粉 300g $176 $123 520   
大豆卵磷脂粉 400g $210 $147 521   
紅棗燉雪梨 400g $38 $28 522   
瑤柱淮山烏雞湯 350g $48 $35 523   
鮮茄猪骨濃湯 400g $56 $39 524   
椰子老雞濃湯 400g $56 $39 525   
點點綠 專門店$100 現金券 $100 $88 526   
贈品: 金茶王港式奶茶 280ml   (凡購買點點綠產品每張訂單滿$200 送贈乙件。不包括現金券) $18.8 贈品 527   

Krisca 

精選果仁 

美國無鹽杏仁 142g $59.9 $39 528   
美國無鹽開心果 142g $59.9 $39 529   
美國無鹽開心果 454g $136 $96 530   
印度無鹽腰果 142g $59.9 $39 531   
智利無鹽核桃 120g $59.9 $39 532   
土耳其天然無花果乾 150g $59.9 $39 533   
土耳其天然杏脯乾 150g $59.9 $39 534   
美國天然藍莓乾 120g $69.9 $39 535   
澳洲無鹽夏威夷果仁 130g $89 $62 536   
南非有機無鹽碧根果 120g $89 $62 537   
Calona 美國天然紅莓乾 100g $39.9 $30 538   
Calona 泰國天然士多啤梨乾 100g $49.9 $34 539   

香宮 

傳統月餅系列: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438 $328.5 540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408 $306 541   
迷你奶皇月餅券《8 個裝》 $388 $291 542   

香宮廚神系列: 迷你黑金玫瑰糖白蓮蓉蛋黃月餅券《8 個裝》 $388 $291 543   

香宮皇牌系列: 

香宮五十年陳皮紅豆沙月餅連柑普茶禮盒套裝券《8 個裝及 4 個茶沱》 $1,488 $1,116 544   
香格里拉五十年陳皮豆沙玫瑰月餅禮盒券《9 個裝》 $888 $666 545   
香宮三十年陳皮豆沙月餅禮盒券《8 個裝》 $488 $366 546   
香宮中秋月餅四重奏禮券《12 個裝: 迷你奶皇月餅,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雲呢拿奶皇月餅, 斑蘭潮州芋泥月餅各 3 件》 
$568 $426 547   

香宮中秋月餅二重奏禮券《8 個裝: 雲呢拿奶皇月餅, 流心朱古力月餅各 4 件》 $428 $321 548   

斑蘭潮州芋泥月餅券《8 個裝》 $388 $291 549   



 

香宮 香宮皇牌系列: 

迷你抹茶紅豆柚子白玉月餅券《8 個裝》 $398 $298.5 550   
迷你培茶紅豆柚子白玉月餅券《8 個裝》 $398 $298.5 551   

迷你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券《8 個裝》 $448 $336 552   

迷你抹茶紅豆冰皮月餅券《8 個裝》 $398 $298.5 553   

Heywood Tea 

曦活茶 

洛神花紅棗茶 10 個茶包 $98 $85 554   

苦瓜綠茶 10 個茶包 $98 $85 555   

菊花杞子茶 10 個茶包 $105 $90 556   

玫瑰花茶 10 個茶包 $90 $78 557   

玫瑰蜜 280g $210 $178 558   

玫瑰杞子茶 10 個茶包 $98 $85 559   

金盞花茶 10 個茶包 $90 $78 560   

薰衣草茶 10 個茶包 $90 $78 561   

抹茶蜜 280g $198 $168 562   

苦瓜綠茶 10 個茶包 $98 $85 563   

苦瓜茶 10 個茶包 $80 $68 564   

當歸紅棗杞子茶 10 個茶包 $98 $85 565   

紅棗茶 10 個茶包 $80 $68 566   

蜜糖加草莓 280g $198 $168 567   

安記 

(贈品)溏心雙喜鮑 2 隻裝                   (購買安記鮑魚/花膠/海參產品滿$1000) $188 贈品 568   
(贈品)溏心鮑魚三重滋味優惠裝(包括金牌溏心鮑 180g+金蠔溏心鮑 180g+花膠溏心鮑 180g) 

 (購買安記鮑魚/花膠/海參產品滿$2000,再送) 
$135 贈品 569   

溏心吉品鮑 4 隻盒裝 430g $338 $160 570   

溏心網鮑 6 隻盒裝 425g $318 $180 571   

溏心鮑魚 8 隻盒裝 425g $298 $170 572   

頂級鮑魚佛跳牆罐裝 780g (送”鮑你鍋心”不鏽鋼鍋乙個) $298 $280 573   

極品紅燒鮑魚 3-4 隻裝 180g $48 $42 574   

至尊干貝鮑魚 3-4 隻裝 180g $48 $42 575   

日式照燒汁鮑魚 3-4 隻裝 180g $48 $42 576   

溏心鮑魚三重滋味優惠裝(包括金牌溏心鮑 180g+金蠔溏心鮑 180g+花膠溏心鮑 180g) $135 $108 577   

清湯鮑魚 8 隻罐裝 420g $288 $160 578   

澳洲一品鮑 1-2 隻罐裝 425g $268 $230 579   

鮑魚 XO 醬(內附原隻鮑魚)220g $85 $75 580   

換購: 挪威鱈魚花膠 150g 袋裝         (購買安記任何產品滿$100 即可以優惠價換購) $145 $99 581   

花菇套裝(金牌厚花菇 2 包+花寸菇 1 包)600g $150 $100 582   

日本北海道 S 乾元貝 150g $150 $130 583   

清水非洲花膠筒 150g 袋裝 $405 $400 584   

滋補湯包+挪威花膠套裝 (袪濕強身湯, 降火養陰湯, 健脾提神湯, 挪威花膠 50g 袋裝) $240 $138 585   

精選福袋(溏心雙喜鮑 2隻裝, 安記金牌溏心鮑 180g, 金牌花寸菇 100g, 頂級鮑魚麵 4個裝, 袪濕強身湯) $338 $198 586   

九龍酒店 迷你酥皮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68 $265 587   

文華 

迷你奶黃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418 $345 588   

迷你雜錦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奶黃, 朱古力流心, 陳皮豆沙各 2 個》 $438 $362 589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498 $412 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