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數量 訂購金額 產品編號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數量 訂購金額 產品編號

1 $248 $218 62100469 1 $237

2 $448 $395 62100318  10-39張 $234

3 $478 $420 62100470  40張或以上 $230

4 $478 $420 62100519 2 $231

 10-39張 $228

 40張或以上 $225

1 $498 $373.5 62100267 3 $405 $242 62100050

2 $888 $666 62100521 4 $418 $249 62100190

3 $398 $298.5 62100263 5 $410 $246 62100489

4 $428 $321 62100259 6 $428 $256 62100135

5 $448 $336 62100258 7 $438 $262 62100464

7 $408 $306 62100505 9 $748 $447 62100136

8 $458 $343.5 62100523 10 $268 $159 62100323

10 $498 $373.5 62100522 12 $355 $212 62100046

11 $498 $373.5 62100261 13 $332 $198 62100257

12 $1488 $1116 62100260 14 $259 $159 62100462

15 $290 $178 62100217

16 $697 $688 62100534

17 $828 $818 62100535

18 $516 $499 62100536

19 $738 $728 62100537

1 $348 $207 62100219

2 $235 $140 62100331

3 $320 $191 62100193

4 $235 $140 62100001
5 $222 $129 62100467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1-31/7)

職員價

(1-31/8)
數量 產品編號 5 $310 $185 62100467

6 $245 $146 62100222

7 $285 $170 62100141

8 $228 $140 62100515

2 $888 $638 $698 62100499 1 $263 $131.5 62100345

3 $408 $318 $338 62100492 2 $263 $131.5 62100347

4 $408 $318 $338 62100309 3 $293 $146.5 62100346

5 $358 $278 $298 62100457 4 $293 $146.5 62100348

6 $348 $268 $288 62100454 5 $363 $181.5 62100343

7 $348 $268 $288 62100455 6 $393 $196.5 62100342

8 $418 $328 $348 62100497 7 $405 $202.5 62100341

9 $358 $278 $298 62100496 8 $428 $214 62100344

10 $238 $198 $208 62100460 9 $293 $146.5 62100351

11 $388 $288 $308 62100317 1 $299 $219 62100516

12 $358 $268 $288 62100461 2 $299 $219 62100517

13 $408 $318 $338 62100310

14 $348 $268 $288 62100493

62100324$328 $195

九

龍

香

格

里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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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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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紅棉中秋迷你月餅禮盒 (4個裝: 蛋黃純白蓮蓉、陳皮紅

豆月餅各2個)
$238 $178

$398 $298.5

香宮中秋月餅四重奏 (12件裝: 包括迷你奶皇月餅、迷

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迷你流心朱古力月餅、三十年陳

皮豆沙月餅各3件)

15

6 香宮迷你抹茶紅豆柚子白玉月餅 (8件裝) $408 $306

香宮中秋月餅二重奏 (8件裝: 包括迷你雲呢拿奶皇月餅

及迷你流心朱古力月餅各4件)
$438 $328.5

皇玥時尚系列迷你奶黃月餅 (6件裝，每個約45克)

東海堂十勝紅豆三重奏月餅禮盒 (6個裝: 十勝紅豆蛋黃

月餅、十勝紅豆栗子月餅、十勝紅豆雜果仁月餅各2個

，每個約70克)

皇玥傳承系列精選中秋禮盒(24件裝: 包括流心奶黃月餅,

流心綠茶月餅, 原味及伯爵茶蝴蝶酥, 原味及椰汁蛋卷、

牛油及紫菜曲奇)

皇玥傳承系列雙黃白蓮蓉月餅 (4件裝傳統月餅，每個約

185克)

皇玥經典系列流心雙輝月餅 (8件裝: 流心奶黃月餅及流

心芝麻月餅各4件，每個約45克)

皇玥至尊系列皇至尊月餅禮盒  [11件裝: 包括至尊月餅:

花膠奶黃月餅4件；流心月餅: 流心奶黃月餅2件、流心

榴槤月餅1件、流心芝麻月餅1件、流心薑汁月餅1件 、

流心綠茶月餅1件 (迷你月餅每個約45 克) 及傳承月餅:

雙黃白蓮蓉月餅1件 (每個約185 克)

產品名稱

皇玥低糖系列低糖奶黃月餅 (4件裝，每個約45克)

13

14

美心‧東海堂‧最強之選 (美心拔絲蓮蓉月餅+美心冰皮七

星伴明月+東海堂十勝紅豆蛋黃月餅+東海堂「多啦A

夢」月餅禮盒)

*每買5張再送1張美心冰皮二人世界月餅券 (價值$56)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每人每日限買5張，售完即止

$598 $448.5 62100268

62100520

62100504

香宮素食月餅二重奏 (8件裝: 包括迷你松子棗蓉月餅及

迷你金蓮蓉月餅各4件) 美心榴‧流‧蓮之選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美心流心四式

月餅+美心貓山王榴槤冰皮禮盒)

美心‧一家慶團圓! 老幼咸宜之選 (美心低糖蛋黃白蓮蓉

月餅+美心「漫威蜘蛛俠」月餅禮盒+美心「迷你兵團

– 蘿蔔」Bob月餅禮盒+美心金腿五仁月餅)

東海堂‧日式滋味月餅 (東海堂十勝紅豆三重奏月餅禮盒

+東海堂流心芝士月餅+東海堂奶黃月餅)

香宮椰子斑蘭冰皮月餅 (8件裝)

香宮三十年陳皮豆沙月餅 (8件裝)

香宮五十年陳皮豆沙月餅連柑普茶禮盒套裝 (8件月餅及

4個茶沱)

東海堂奶黃月餅 (6個裝，每個約50克)

美心七星伴明月月餅 [8個裝: 三黃白蓮蓉月餅(明月月

餅)1個，約230克; 蛋黄白蓮蓉月餅2個、蛋黄蓮蓉月餅

2個、經典五仁月餅1個、蛋黃豆沙月餅1個、低糖蛋黃

白蓮蓉月餅1個，每個約160克]

^美心流心奶黃月餅-限量產品 (8個裝，每個約45克)

^美心流心四式月餅-限量產品 (8個裝，包括流心芝

士、流心奶黃、流心焦糖咖啡及流心朱古力，每個約45

克)

美心「漫威蜘蛛俠」月餅禮盒 (6個裝: 拔絲蓮蓉月餅，

每個約45克)

東海堂十勝紅豆蛋黃月餅 (4個裝，每個約70克)

八珍精選迷你果仁月餅 (6個裝:無花果松子、核桃棗

蓉、藍莓伍仁月餅各2個，每個約60克)

醫管局職員合作社 2022 月餅禮券 訂購表格
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美心九星迎月禮盒月餅  (9件裝: 紫薯栗子月餅1個、紫

薯月餅1個、蛋黃白蓮蓉月餅1個、蛋黃蓮蓉月餅1個、

純正豆沙月餅 1個、蛋黃豆沙月餅1個、低糖(減糖) 蛋

黃白蓮蓉月餅1個、低糖 (減糖) 松子仁白蓮蓉月餅1

個、經典五仁月餅1個，每個約70克)

8 $448 $267 62100490

美心金腿五仁月餅 (6個裝, 每個約90克)

^美心拔絲蓮蓉月餅-限量產品  (8個裝，每個約45克)

62100475

香宮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8件裝)

香宮雙黃白蓮蓉月餅 (4件裝)

半

島

請攜帶禮券到以下月餅換領中心換領月餅，逾期之禮券將會無效

地址: 鰂魚涌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康橋大廈1樓Artis Tree

換領日期: 2022年8月26日至8月30日

時間: 上午10:00至晚上8:00

半島迷你奶黃月餅  (4個裝)

62100045

$388 62100044

$398
半島迷你奶黃月餅  (8個裝)

半島迷你雙輝月餅  (8個裝，包括4個迷你奶黃月餅及4

個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 )

半島迷你名茶奶黃月餅 (8個裝，包括2個迷你半島精選

名茶奶黃月餅、2個迷你伯爵茶奶黃月餅、2個迷你鐵觀

音奶黃月餅及2個迷你荔枝味紅茶奶黃月餅 )

*美心雙黃蓮蓉月餅(4個裝, 每個約185克)           1 - 9張

美

心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4個裝, 每個約185克)        1 - 9張

美心「迷你兵團 – 蘿蔔」Bob月餅禮盒 (3個裝: 拔絲蓮

蓉月餅，每個約45克)

美心森雪果園冰皮月餅 (8個裝: 藍莓二重奏、香甜芒

果、楊枝甘露及粉紅番石榴杏果各2個，每個約60克)

香格里拉貓山王冰皮榴槤月餅 (6件裝)

香格里拉豪華精選月餅禮盒 (9件裝: 包括五十年陳皮豆

沙玫瑰月餅、五十年陳皮豆沙栗蓉月餅及五十年陳皮豆

沙月餅各3件)

香宮迷你焙茶紅豆柚子白玉月餅 (8件裝)

香宮 x 新竹福源花生醬月餅 (8件裝)

香宮迷你奶皇月餅 (8件裝)

美心貓山王榴槤冰皮禮盒 (6個裝，每個約60克)

美心冰皮七星伴明月 (8個裝: 楊枝甘露1個,約185克; 香

甜芒果、藍莓二重奏、抹茶紅豆、士多啤梨、特濃純朱

古力、夏威夷果仁芝麻及粉紅番石榴杏果各1個，每個

約95克)

美心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6個裝, 每個約90克)

$389 62100518$569

八珍迷你金莎奶黃月餅 (6個裝，每個約40克)

八珍豆沙雙黃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八珍雙黃金黃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八珍雙黃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鴻福堂花月精品月餅 (6個裝: 單黃白蓮蓉【減糖】、陳

皮豆沙、宇治綠茶各2個，約420克)

$1388 $998 $1,098 62100498

東

海

堂

微熱山丘@鴻福堂鳳梨奶黃月餅 (6個裝，約504克)

八珍金華火腿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皇玥經典系列碧綠流心雙輝月餅 (8件裝: 流心奶黃月餅

及流心綠茶月餅各4件，每個約45克)

皇玥經典系列流心奶黃月餅 (8件裝，每個約45克)

八珍迷你藍莓伍仁月餅 (6個裝，每個約60克)

八珍迷你柚子紅莓月餅 (6個裝，每個約60克)

皇玥時尚系列流心奶黃月餅 (6件裝，每個約45克)

皇玥至尊系列玥至尊月餅禮盒 (9件裝: 包括花膠奶黃月

餅及流心奶黃月餅 - 迷你月餅 (每個約45 克)

東海堂「多啦A夢」月餅禮盒 (4個裝: 奶黃月餅及十勝

紅豆月餅各2個，每個約45克)

東海堂日式冰皮月餅 (6個裝: 芝士柚子、牛乳芝士、牛

乳朱古力、士多啤梨、芝士焦糖及芝麻各1個，每個約

60克)

東海堂冰兔月餅 (8個裝: 綠茶芝士、藍莓、芒果及綠茶

朱古力各2個，每個約55克)

皇

玥

八

珍

鴻

福

堂

3
FORBIDDEN@鴻福堂榴槤冰皮月餅 (4個裝: 貓山王、

D24榴槤各2個，約500克)

皇玥時尚系列流心貓山王榴槤月餅 (6件裝，每個約45

克)

皇玥低糖系列低糖醇香四色月餅 (8件裝: 低糖奶黃月

餅、低糖芝麻月餅、低糖綠茶月餅、低糖烏龍茶月餅各

2件，每個約45克)

八珍迷你金華火腿月餅 (6個裝，每個約60克)

皇玥低糖系列低糖碧綠雙輝月餅 (6件裝: 低糖奶黃月餅

及低糖綠茶月餅各3件，每個約45克)

1

皇玥時尚系列經典流心雙輝月餅 (6件裝: 流心奶黃月餅

及流心芝麻月餅各3件，每個約45克)

62100533

東海堂雙黃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東海堂流心芝士月餅 (4個裝，每個約45克)

美心粒粒初雪冰皮月餅 (16個裝: 楊枝甘露、香甜芒

果、芒果栗子、紅豆冰、士多啤梨、藍莓二重奏、粉紅

番石榴杏果、檸樂味、白桃、皇牌綠豆、抺茶紅豆、夏

威夷果仁朱古力、特濃純朱古力、曲奇妙趣、夏威夷果

仁芝麻及芝麻花生，每個約30克)

11香宮 x 新竹福源黑芝麻醬月餅 (8件裝)9 $458 $343.5 62100524

訂購

金額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1-31/7)

職員價

(1-21/8)
數量 產品編號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數量 訂購金額 產品編號

1 $370 $185 $195 62100064 1 $308 $197 62100250

2 $390 $195 $205 62100063 2 $348 $216 62100251

3 $390 $195 $205 62100075 3 $368 $226 62100248

4 $390 $195 $205 62100065 4 $378 $235 62100249

5 $410 $205 $215 62100062 5 $388 $245 62100252

6 $410 $205 $215 62100184 6 $288 $178 62100501

7 $440 $220 $230 62100066 7 $378 $235 62100247

8 $460 $230 $240 62100253 1 $225 $179 62100033

9 $286 $143 $148 62100067 2 $225 $179 62100034

10 $286 $143 $148 62100164 3 $250 $199 62100169

11 $286 $143 $148 62100069 4 $275 $219 62100276

12 $286 $143 $148 62100070 5 $326 $259 62100029

13 $366 $183 $188 62100071 6 $326 $259 62100030

7 $368 $292 62100028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即日起

至8/8)

職員價

(9/8至

9/9)

數量 產品編號 8 $326 $259 62100032

1 $358 $225 $260 62100205 1 $329 $175 62100101

2 $358 $225 $260 62100206 2 $329 $175 62100102

3 $398 $266 $306 62100211 3 $329 $185 62100099

4 $398 $266 $306 62100468 4 $418 $222 62100095

5 $398 $266 $306 62100526 5 $418 $222 62100096

6 $458 $296 $330 62100207

7 $505 $278 62100319

8 $718 $453 $501 62100212 8 $549 $343 62100094

9 $768 $494 $538 62100014 1 $358 $182 62100128

2 $368 $187 62100126

3 $378 $192 62100124

4 $388 $197 62100123

5 $398 $202 62100127

6 $368 $210 62100507

7 $175 $89 62100131

8 $299 $152 62100130

9 $322 $164 62100129

10 $348 $188 62100528

榮華雪中情冰皮月餅 (6個裝: 芒果粒粒、黑芝麻軟心及

珍珠朱古力斑蘭豆蓉各2個，每個約55克)

榮華雪彩繽紛冰皮月餅 (9個裝: 芒果粒粒綠荳蓉1個，

約180克 / 藍莓粒粒芝士味、士多啤梨、黑芝麻軟心及

香濃朱古力豆蓉各2個，每個約55克)

榮

華

1. 購買2盒或以上，每盒均可獲贈「單球雪糕券及雪糕蛋糕$50優惠券」乙張

2. 購買5盒或以上，每5盒可獲贈「Thank You Gift」禮券乙套 (包括「單球雪糕券」3張、「雙球雪糕買一送一券」1

張、「堂食雪糕火鍋$100優惠券」1張、「Häaburger第二件半價優惠券」1張、「雪糕蛋糕$80優惠券」1張及「禮

券套裝9折優惠券」1張)

3. 購買3盒雪糕月餅或以上，可獲贈冰袋乙個。(款式須視乎當時實際情況而定)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榮華雙黄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榮華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大班冰皮黑鑽榴槤荳蓉月餅 (6個精裝:貓山王榴槤荳

蓉、D24榴槤荳蓉、金枕頭榴槤荳蓉各2個)

利苑精選月餅禮盒 (4個裝，包括雙黃白蓮蓉月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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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華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 (8個裝，每個約60克)

奇華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餅 (8個裝，每個約60克)

奇華迷你蛋黃奶皇月餅 (8個裝，每個約35克)

聖安娜至尊七星伴明月冰皮月餅 (8個裝: 包括杏仁松子

燕窩1個，約150克；比利時朱古力榛子、藍莓軟心、

香滑奶黃、蛋黃綠豆蓉、檸檬芝士、比利時石板街、京

都抹茶紅豆各1個, 每個約55克)

產品名稱

聖安娜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8個裝，每個約80克)

聖安娜雙黃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Häagen-Dazs 賞‧明月 (4件裝: 芒果、士多啤梨、哈密

瓜、藍莓各1件)

大

班

Häagen-Dazs 茶‧亮月 (4件裝: 哈密瓜雪糕配中國烏龍

茶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雪糕配日本焙茶朱古力、抹茶

雪糕配日本麥茶朱古力、抹茶雪糕配日本抹茶朱古力各

1件)

Häagen-Dazs 賞‧華麗 (6件裝: 比利時朱古力、曲奇呍

呢嗱、夏威夷果仁、濃香牛乳、芒果、士多啤梨各1件)

Häagen-Dazs 七星‧藝月 (8件裝: 明月:士多啤梨雪糕配

巨峰提子流心1件；繁星:焦糖脆餅、比利時朱古力、藍

莓、芒果、士多啤梨、曲奇呍呢嗱、黑朱古力杏仁各1

件)

Häagen-Dazs 和‧望月 (4件裝: 曲奇呍呢嗱雪糕配黑芝

麻朱古力、夏威夷果仁雪糕配紫薯朱古力、濃香牛乳雪

糕配開心果朱古力、濃香牛乳雪糕配白芝麻朱古力各1

件)

大班冰皮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 (9個裝: 標準裝冰糖官燕

綠荳蓉月餅1個及迷你經典綠荳蓉、流沙芝麻荳蓉、芒

果綠荳蓉、心太軟朱古力荳蓉月餅各2個)

Häagen-Dazs 賞‧復古 (4件裝: 比利時朱古力、曲奇呍

呢嗱、夏威夷果仁、濃香牛乳各1件)

聖安娜至愛經典冰皮月餅 (8個裝: 包括開心果紅豆、芝

麻松子、蛋黃綠豆蓉及栗子夏威夷果仁各2個，每個約

55克)

大班冰皮迷你四色月餅 (8個迷你裝: 日本白桃荳蓉、北

海道赤肉蜜瓜荳蓉、芒果綠荳蓉及日本巨峰提子荳蓉各

2個)

大班冰皮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 (8個迷你裝)

產品名稱

7

Häagen-Dazs 賞‧歡聚 (6件裝: 濃香牛乳雪糕配開心果

朱古力、濃香牛乳雪糕配白芝麻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

雪糕配薄荷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雪糕配海鹽焦糖朱古

力、抹茶雪糕配日本麥茶朱古力、抹茶雪糕配日本抹茶

朱古力各1件，附Häagen-Dazs保溫袋1個)

$558 $373 $429 62100527

10

Häagen-Dazs 羅浮．映月 (9件裝: 明月:士多啤梨雪糕

配日向夏蜜柑檸檬夾心1件；繁星:藍莓、比利時朱古

力、士多啤梨芝士餅、芒果、夏威夷果仁、曲奇呍呢

嗱、焦糖脆餅及黑朱古力杏仁各1件)

$1168

Häagen-Dazs 九星‧賞月 (10件裝: 明月:夏威夷果仁及

芒果雪糕配肉桂蘋果夾心1件；繁星: 藍莓、比利時朱古

力、抹茶、芒果、夏威夷果仁、曲奇呍呢嗱、焦糖脆

餅、黑朱古力杏仁、士多啤梨各1件)

利

苑

利苑雙聚嚐月禮盒 (5個裝，包括迷你奶黃月餅4個及雙

黃白蓮蓉月餅1個)

奇

華

奇華八星聚寶月餅 (9個裝: 雙黃金黃蓮蓉1個，約185

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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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金華火腿五仁各2個，每個約60克)

聖安娜金腿五仁月餅 (4個裝，每個約140克)

聖安娜至尊八星月餅 (8個裝: 包括蛋黃白蓮蓉月餅及蛋

黃蓮蓉月餅各4個，每個約80克)

聖安娜三黃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90克)

聖安娜雙黃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0克)

奇華金華火腿伍仁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利苑金華火腿月餅 (4個裝)

利苑雙黃低糖白蓮蓉月餅 (4個裝)

奇華迷你余仁生陳皮豆沙月餅 (8個裝，每個約60克)

聖安娜金沙流心奶黃月餅 (8個裝，每個約45克)

聖安娜香滑奶黃月餅 (8個裝，每個約40克)

產品名稱

聖安娜至脆驚喜冰皮月餅 (8個裝: 包括至脆京都抹茶紅

豆、至脆芝麻松子、至脆雞蛋布丁、至脆香滑奶黃、至

脆粒粒紫薯、至脆粒粒杏仁、至脆比利時朱古力及至脆

朱古力咖啡各1個，每個約55克)

聖安娜水果軟心冰皮月餅 (8個裝: 包括芒果軟心、菠蘿

椰子軟心、藍莓軟心及楊枝金露軟心各2個，每個約55

克)

聖安娜至Ｑ一口冰皮月餅 (12個裝: 包括蛋黃綠豆蓉、

曲奇妙趣、芝麻、香滑奶黃、菠蘿、開心果、京都抹茶

紅豆、紫薯、芒果、比利時朱古力、朱古力咖啡及比利

時朱古力榛子各1個，每個約30克)

利苑迷你奶黃月餅 (8個裝)

利苑雙黃蓮蓉月餅 (4個裝)

奇華雙黃金黃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奇華雙黃純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利苑雙黃白蓮蓉月餅 (4個裝)

榮華雪燕繽紛燕窩冰皮月餅 (9個裝: 燕窩鮮牛奶栗子粒

粒豆蓉1個，約180克 / 芒果粒粒、紅豆粒粒抺茶、藍

莓粒粒、珍珠朱古力斑蘭豆蓉各2個，約55克)

榮華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774 $835 62100214

62100153

H
ä
a
g

e
n

-D
a
z
s

$226 62100166

榮華三黄白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6

大班冰皮玲瓏九星月餅 (9個裝: 1個精裝楊枝金露綠荳

蓉月餅及8個迷你裝，包括經典綠荳蓉、芒果綠荳蓉、

流沙芝麻荳蓉、西尾抹茶紅荳荳蓉、草莓綠荳蓉、海鹽

焦糖爆脆雲呢拿荳蓉、榛子朱古力荳蓉及栗子荳蓉各1

個)

$425

11

Häagen-Dazs 殿堂‧瑰月 (8件裝: 明月:夏威夷果仁及黑

朱古力杏仁雪糕配伯爵茶拖肥夾心及杏仁、榛子、胡桃

朱古力1件；繁星(雙層雪糕): 焦糖脆餅與咖啡雪糕配榛

子朱古力、士多啤梨芝士餅與芒果雪糕配胡桃朱古力、

哈密瓜與抹茶雪糕配腰果朱古力、士多啤梨與藍莓雪糕

配杏仁朱古力、曲奇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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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 $1,104 $1,191

榮華雙黄蓮蓉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Häagen-Dazs 醇‧伴月 (4件裝: 比利時朱古力雪糕配薄

荷朱古力、比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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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華伍仁金華火腿月餅 (4個裝，每個約185克)

榮華流沙奶黃月餅 (8個裝，每個約40克)

大班冰皮尊貴官燕月餅 (6個精裝: 冰糖官燕綠荳蓉、椰

汁官燕綠荳蓉、杏汁官燕荳蓉、香芒官燕綠荳蓉、荔枝

官燕荳蓉、日本白桃官燕荳蓉月餅各1個)

大班冰皮迷你八寶月餅 (8個迷你裝: 藍莓荳蓉、楊枝金

露綠荳蓉、芒果綠荳蓉、紫薯紅荳荳蓉、檸檬夾心餅綠

荳蓉、雙重特濃朱古力荳蓉、榛子爆脆芝麻荳蓉、蛋黃

綠荳蓉各1個)

大班冰皮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 (9個裝: 標準裝冰糖官燕

綠荳蓉月餅1個及迷你蛋黃綠荳蓉月餅8個)

聖

安

娜

凡購買任何3張同等價錢月餅禮券，可享95折優惠

訂購

金額

訂購

金額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即日至

17/7)

職員價

(18/7至

22/8)

數量 產品編號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數量 訂購金額 產品編號

1 $398 $270 $318  62100511 1 $310 $195 62100480

2 $330 $205 62100514

品牌 編號 標準價 職員價 數量 訂購金額 產品編號

1 $399 $328 62100281

2 $499 $410 62100282 2 $398 $275 62100530

3 $699 $574 62100476 3 $408 $285 62100532

4 $799 $656 62100477 4 $418 $295 62100531

訂購表格有效期至: 2022年8月26日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如遇缺貨或售罄恕不另行通知，歡迎向店員查詢。)

$128 $85 62100529

產品名稱

GODIVA  中秋節巧克力月餅禮盒 (4顆裝)

凡購買 Italian Tomato 月餅券1張，送 Italian Tomato $20蛋糕現金券1張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產品名稱

Italian Tomato 流心奶皇月餅禮盒 (6個裝: 迷你流心奶

皇月餅，每個約45克)

Italian Tomato 尊尚三品月餅禮盒 (6個裝: 迷你流心奶

皇、迷你焦糖咖啡奶皇月餅、迷你芝士奶皇月餅各2個

，每個約45克)
62100525

GODIVA  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8顆裝)

GODIVA  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10顆裝)G
O

D
I
V

A

GODIVA  中秋節巧克力禮盒 (14顆裝)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原味) - 6入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原味&竹炭) - 6入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竹炭) - 6入

一

个

不

榴

1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原味) - 2入

龍

島

2

龍島圓月 - 中秋月餅禮盒 (16件裝: 朱古力流心月餅、奶

皇流心月餅各3件；荔枝軟心白朱古力、柚子棉花糖朱

古力、氈酒酒心朱古力、73% 軟心黑朱古力、原粒榛

子黑朱古力、烏龍茶軟心朱古力各1件；香橙馬卡龍曲

奇、水蜜桃馬卡龍曲奇各2件)

$698 $475 $558

產品名稱

龍島月見 - 中秋月餅禮盒 (8件裝: 朱古力流心月餅、奶

皇流心月餅、港式奶茶朱古力千層酥、麥芽糖千層酥各

2件)

I
ta

li
a
n

 T
o

m
a
to

訂購

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