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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貨品及禮券由 18/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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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樓取券/貨；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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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ft desserts 

(券)法式優雅朱古力月餅券《6 個裝》 $298 $238 1801   

(券)杯子蛋糕禮券《6 個裝》 $174 $139 1802   

(券)蛋糕禮券 $380 $304 1803   

官燕棧/ 

養生薈 

燕窩/海味/ 

湯包 

即飲燉湯 3 包裝 $120 $78 1804   

盈•低糖官燕(輕型版)45g x 6 樽 $168 $128 1805   

金絲棗雪蛤 70g x 5 樽 $185 $98 1806   

杏汁雪耳撈燕窩 300g 盒裝 $79 $38 1807   

木瓜雪耳撈燕窩 300g 盒裝 $79 $38 1808   

馬蹄玉露撈燕窩 300g 盒裝 $79 $38 1809   

頂級泰國生曬圓肉(半斤裝) $50 $35 1810   

原色淮山(半斤裝) $67 $39 1811   

特粗蟲草花 100g $60 $42 1812   

紅燒鮑魚 4-6 頭 425g $210 $138 1813   

金牌鮑汁螺片罐裝 $43 $33 1814   

北海道至尊元貝 100g 禮盒 $328 $258 1815   

頂級原木椎茸 350g 禮盒 $105 $88 1816   

鮑汁螺片花菇禮盒 $105 $80 1817   

鱈魚膠花菇禮盒(鱈魚肚 50g, 花菇 3 両) $198 $108 1818   

贈品: 鮑汁靈芝菇片乙罐              *購買官燕棧產品滿$600 或以上 (單一發票計) - 贈品 1991   

美心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60 $203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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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196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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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皮七星伴明月月餅券《8 個裝: 楊枝甘露約 185g 1 個，其餘每個約 95g》 $315 $182 1825   

幻彩粒粒冰月餅券《迷你 16 個裝及 16 款口味》 $290 $168 1826   

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40 $199 1827   

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68 $210 1828   

流心蛋黃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68 $210 1829   

東海堂 

流心抹茶月餅券《6 個裝》 $282 $163 1830   

十勝紅豆粒月餅券《6 個裝》 $282 $163 1831   

奶皇月餅券《6 個裝》 $282 $163 1832   

Haagen 

Dazs 

Lune et Etoiles 七星明月雪糕月餅券《8 件裝:(月)士多啤梨雪糕配荔枝紅桑子玫瑰流心， 

(星)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芒果、士多啤梨、曲奇雲呢嗱、焦糖脆餅各 1 件》 
$688 $430 1833   

Moonlight Jewels 九星瑞月雪糕月餅券《10 件裝:(月)士多啤梨雪糕配藍莓菠蘿流心，(星)朱古力、 

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芒果、士多啤梨芝士餅、曲奇雲呢嗱、焦糖脆餅、仲夏野莓及藍莓各 1 件》 
$738 $475 1834   

Greeny Moonlight 茶•亮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抹茶》 $378 $255 1835   

Twinkle Night 法式復古雪糕月餅券《4 件裝:朱古力 2 件,仲夏野莓及雲呢嗱各 1 件》 $338 $216 1836   

Twinkle Fruity 法式明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芒果 2 件,仲夏野莓及士多啤梨各 1 件》 $338 $216 1837   

Harmony Mochi 雪•望月雪糕月餅券《4 件裝:紅豆及士多啤梨各 2 件》 $378 $255 1838   
Rainbow Collection 彩花盈月雪糕月餅券《9 件裝: (月)士多啤梨雪糕配福岡甜王雪果， 

(星)朱古力、比利時朱古力、雲呢嗱、士多啤梨芝士餅、曲奇雲呢嗱、焦糖脆餅、芒果及藍莓各 1 件》 
$1,118 $735 1839   

Twinkle Crispy 法式浪漫雪糕月餅券《脆皮三文治雪糕 6 件裝: 雲呢嗱,焦糖及仲夏野莓各 2 件》 $438 $285 1840   

Twinkle Night Mix 法式華麗雪糕月餅券《6件裝:朱古力,芒果各 2件,仲夏野莓及士多啤梨各 1件》 $438 $285 1841   

**不設送貨/券服務** 

http://www.nur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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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agen 

Dazs 

贈券:「單球雪糕券及雪糕蛋糕優惠券」乙張        (買 2 盒或以上雪糕月餅每盒贈送乙張) - 贈品 1842   

(換購) Haagen-Dazs 時尚冰袋   (購買 3 盒或以上雪糕月餅即可以$1 換購。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換購價 $1 1843   

贈券:「Thank You Gift」乙套                         (買 5 盒或以上雪糕月餅贈送乙張) - 贈品 1844   

Starbucks 星巴克月餅券《6 個裝:香滑奶黃,雲呢拿奶黃各 3 個》*每盒贈送 Starbucks 中杯(354ml)手調飲品券乙張* $288 $226 1845   

龍島 

(券)中秋雜錦曲奇朱古力及曲奇禮盒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80g1 個、紫薯曲奇 3 片、牛奶脆米朱古力 3 粒、黃金蛋黃千層酥 6 片、 

 原味千層酥 6 片、玉兔牛油曲奇 3 片、綠茶酥條 2 條、咖啡酥條 2 條、士多啤梨酥條 2 條) 
$268 $158 1846   

(券)原味千層酥禮罐 $178 $119 1847   

(券)原味、杏仁及芝麻千層酥禮罐 $188 $119 1848   

(券)茶餐廳曲奇禮盒 $188 $150 1849   

香格里拉 

大酒店 

香宮 

三十年陳皮紅豆蓉月餅券《8 個裝》 $458 $343.5 1850   

迷你十勝紅豆綠茶冰皮月餅券《8 個裝》 $368 $276 1851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368 $276 1852   

迷你奶黃月餅券《8 個裝》 $348 $261 1853   

班蘭潮式芋泥月餅券《8 個裝》 $348 $261 1854   

奇華 

雙黃金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288 $230 1855   

雙黃純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288 $230 1856   

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券《4 個裝》 $328 $262 1857   

迷你余仁生陳皮豆沙月餅券《8 個裝》 $238 $190 1858   

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券《8 個裝》 $193 $154 1859   

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餅券《8 個裝》 $193 $154 1860   

迷你蛋黃奶黃月餅券《8 個裝》 $213 $170 1861   
八星聚寶月餅券《9 個裝:雙黃金黃蓮蓉 1 個及迷你余仁生陳皮豆沙、迷你蛋黃金黃蓮蓉、 

迷你蛋黃純白蓮蓉、迷你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各 2 個》 
$288 $230 1862   

大班冰皮 

尊貴官燕月餅券《6 個精裝:冰糖官燕、椰汁官燕、杏汁官燕、香芒官燕、荔枝官燕、日本白桃官燕》 $510 $315 1863   

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券 

《9 個裝: 1 個標準冰糖官燕及 8 個迷你裝:經典綠荳蓉、流沙芝麻、芒果、心太軟各 2 個》 
$385 $206 1864   

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券《9 個裝:1 個標準冰糖官燕及 8 個迷你蛋黃綠荳蓉》 $385 $206 1865   

玲瓏九星月餅券《9 個裝:1 個精裝楊枝甘露及迷你 8 個裝》 $390 $209 1866   

蛋黃綠荳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90 $209 1867   

迷你軟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95 $172 1868   

迷你八寶月餅券 

《迷你 8 個裝:楊枝甘露、粒粒栗子、抹茶紅荳、藍莓、焦糖布甸、芒果、榛子爆脆芝麻、翡翠綠荳》 
$295 $172 1869   

迷你榴槤綠荳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95 $172 1870   

迷你四色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經典綠荳蓉、紫甘薯紅荳、抺茶拿鐵、心太軟各 2 個》 $295 $159 1871   

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95 $159 1872   

榮華 

三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78 $192.5 1873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68 $187.5 1874   

雙黃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58 $182.5 1875   

伍仁金腿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88 $197.5 1876   

正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348 $177 1877   
雪燕繽紛燕窩冰皮月餅券 
《9 個裝:1 個標準燕窩鮮牛奶栗子豆蓉 180g + 8 個 4 款口味迷你綠豆蓉及白豆蓉各 55g》 

$315 $161 1878   

雪彩繽紛冰皮月餅券 
《9 個裝:1 個標準芒果粒粒綠豆蓉 180g + 8 個 4 款口味迷你綠豆蓉、白豆蓉及朱古力豆蓉各 55g》 

$293 $149.5 1879   

雪中情冰皮月餅券 
《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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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2 個各 55g》 

$172 $88 1880   

孖裝冰皮月餅券《迷你 2 個裝》 $56 $28.5 1881   

聖安娜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45 $168 1882   

雙黃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25 $159 1883   

三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405 $192 1884   

至尊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20 $154 1885   

金莎流心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45 $168 1886   

金腿五仁月餅券《4 個裝》 $380 $183 1887   

至尊八星月餅券《迷你 8 個裝:蛋黃白蓮蓉、蛋黃蓮蓉各 4 個》 $315 $149 1888   

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40 $163 1889   



 

聖安娜 

至尊七星伴明月冰皮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332 $161 1890   

至脆驚喜冰皮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45 $120 1891   

至 Q 一口冰皮月餅《迷你 12 個裝》 $245 $120 1892   

水果軟心冰皮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45 $120 1893   

至愛經典冰皮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45 $120 1894   

鴻星 

金莎奶黃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198 $160 1895   

金華火腿瑤柱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208 $170 1896   

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186 $150 1897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288 $200 1898   

雙黃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278 $194 1899   

金箔全黃紅荳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186 $150 1900   

金箔低糖白蓮蓉月餅券《迷你 8 個裝》 $186 $150 1901   

七星伴月禮盒月餅券《1 個雙黃白蓮蓉標準裝、5 個迷你金箔蓮蓉月餅及 2 個迷你金華火腿月餅》 $358 $278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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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贈品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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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贈品 1904   

醉榴香 

D24 榴槤冰皮月餅券《4 個裝》 $410 $299 1905   

貓山皇榴槤冰皮月餅券《4 個裝》 $808 $589 1906   

金鳳凰榴槤冰皮月餅券《4 個裝》 $858 $589 1907   

D24 榴槤竹炭冰皮月餅券《4 個裝》 $420 $319 1908   

D13 榴槤冰皮月餅券《4 個裝》 $485 $349 1909   

迷你 D24 榴槤冰皮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339 $190 1910   

迷你貓山皇榴槤冰皮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459 $330 1911   

迷你流心 D24 榴槤冰皮月餅券《迷你 6 個裝》 $499 $270 1912   

太興 
果仁叉燒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每張可獲贈「太興冷熱飲品貴賓券」乙張 $218 $188 1913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標準 4 個裝》             *每張可獲贈「太興冷熱飲品貴賓券」乙張 $208 $178 1914   

和記隆 

潮式月餅 

迷你三式月餅券《迷你 6 個裝: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及炸皮蛋黃紅豆各 2 個》 $300 $180 1915   

迷你蛋黃鴛鴦月餅券《8 個裝:炸皮蛋黃芋泥及炸皮蛋黃綠豆各 4 個》 $230 $138 1916   

迷你蛋黃芋泥月餅券《8 個裝》 $230 $138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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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96 1918   

潮州至尊月餅券《12 個裝:炸皮蛋黃芋泥、炸皮蛋黃綠豆、炸皮蛋黃紅豆各 4 個》 $380 $228 1919   

鴛鴦月餅券《4 個裝: 炸皮芋泥及炸皮綠豆各 2 個》 $300 $180 1920   

香滑淨芋泥月餅券《4 個裝》 $300 $180 1921   

蛋黃鴛鴦月餅券《4 個裝:炸皮蛋黃芋泥及炸皮蛋黃綠豆各 2 個》 $340 $203 1922   
贈品: 炸皮蛋黃月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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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贈品 贈品於換領月餅當日贈送 

翠亨邨 
雙黃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98 $236 1923   

花好月圓月餅券《迷你 8 個裝:有機黑白芝麻蓉蛋黃及冬薑紅蓮蓉蛋黃各 4 個》 $328 $192 1924   

Divine 

無花果月餅 

紫無花果月餅券 – 流心綠茶《4 個裝》 $288 $182 1925   

紫無花果月餅券 – 健腦伍仁《4 個裝》 $298 $195 1926   

紫無花果月餅券 - 夏威夷果仁《4 個裝》 $278 $175 1927   

紫無花果月餅券 - 不含麩質桃山《4 個裝》 $248 $162 1928   

贈品:美國紫無花果粒 150g              *凡購買任何紫無花果月餅兩盒可獲乙罐* - 贈品 1929   

紫月金秋月餅券《紫無花果月餅 8 個裝: 桃山皮 2 個、夏威夷果仁 3 個、原味 3 個》 $418 $288 1930   

贈品:什錦果仁無花果酥餅禮盒                *凡購買紫月金秋月餅券可獲乙盒* - 贈品 1931   

點點綠 

廿年陳皮有機豆蓉月餅券《4 個裝》 $360 $170 1932   

素食八寶月餅券《4 個裝:主要材料 - 有機南瓜籽、有機葵花籽、有機黑芝麻、有機亞麻籽、白芝麻》 $360 $170 1933   

金華八寶月餅券《4 個裝:主要材料 - 有機南瓜籽、有機葵花籽、有機黑芝麻、瓜子、金華火腿》 $360 $170 1934   

金桔雙黃有機白蓮蓉月餅券《4 個裝》 $360 $170 1935   
四星有營月月餅券 
《4 個裝:廿年陳皮有機豆蓉月、素食八寶月、金華八寶月、金桔雙黃有機白蓮蓉月各 1 個》 

$360 $170 1936   

(券)專門店$100 現金券 $100 $88 1937   

(贈品)有機三色藜麥 500g    *凡購買點點綠月餅禮券及其他產品滿$350 (單一發票計)* $78 贈品 1938   

Leonidas (券)雜錦意大利曲奇禮盒 400g $258 $168 1939   



 

 

Leonidas 

(券)朱古力曲奇 3 盒裝 $204 $150 1940   

(券)日本高級水果籃連比利時純黑朱古力乙盒 $2,380 $1,680 1941   

(券)日本高級水果籃 $2,200 $1,500 1942   

(券)比利時純黑朱古力禮盒《16 粒裝》 $280 $180 1943   

Emack & 

Bolio's 

(券)Emack & Bolio's $50 現金禮券《1 套 8 張》 $400 $330 1944   

(券)Emack & Bolio's 單球雪糕券套票《1 套 8 張》 $344 $284 1945   

美國太子牌 

花旗參 

原枝花旗參茶 40 包禮盒 $429 $339 1946   

野生花旗參速溶茶 100 包禮盒 $539 $429 1947   

原枝花旗參蜜糖茶 18 包禮盒 $142 $198/2 盒 1948   

蜂蜜姜王晶 10 包裝(速溶) $33 $50/2 盒 1949   

姜糖(軟糖)124g 袋裝 $20 $15 1950   

贈品:黑糖姜茶 10 包                 *購買太子牌產品滿$500 或以上 (單一發票計) - 贈品 1951   

美味棧 

白刺參 227g $528 $320 1952   

8 頭紅燒鮑魚 425g $328 $185 1953   

原味蝴蝶酥 100g $95 $65 1954   

手工蝴蝶酥 100g (原味及黑芝麻味) $95 $65 1955   

小卷花膠 454g $198 $130 1956   

純天白花菇 340g $230 $138 1957   

西非螺肉 250g $128 $68 1958   

爆魚肚 100g $58 $40 1959   

菁雲 

野生食用菌/

茶葉 

美味牛肝菌 200g 袋裝 $208 $168 1960   

野生黑木耳 80g 袋裝 $75 $55 1961   

蟲草花 200g $108 $83 1962   

新彊雪棗 500g $108 $84 1963   

雪蓮子 200g $250 $185 1964   

桃膠 250g $98 $75 1965   

寧夏有機杞子 150g $54 $40 1966   

伊朗無花果乾 200g $42 $30 1967   

有機黃豆 350g $26 $20 1968   

有機小米 350g $28 $20 1969   

野生牛肝菌麵 400g 家庭裝 $89 $66 1970   

 

南北行 

海味/湯包 

精選花膠筒 100g 袋裝 $298 $188 1971   

精選鱈魚膠 120g 袋裝 $198 $128 1972   

澳洲醬皇鮑魚 1 隻罐裝 $338 $218 1973   

一級花中玉菇 250g 袋裝 $78 $58 1974   

有邊螺片 150g 袋裝 $68 $45 1975   

日本元貝 120g 袋裝 $268 $158 1976   

3 合 1 禮盒(特級花菇 150g+花膠 20g+螺片 60g) $298 $168 1977   
【中秋月滿團圓】禮袋  
 (蠔皇鮑魚 2 隻/特級花菇皇 200g/螺片 150g/蟲草花 100g/滋潤養生湯包 1 包/養生花茶 1 盒) 

$580 $268 1978   

滋潤湯包 5 包套裝(茶樹菇螺片/雪梨椰片/霸王花/五指毛桃/羅漢果菜乾) $198 $99 1979   

時令湯包 8 包套裝(霸王花/清熱袪火/白背木耳野生紅棗/桑枝野葛/牛蒡茅根 2 包/薏米袪濕 2 包) $228 $99 1980   

阿一鮑魚 

蠔皇鮑魚 6 隻 - 金裝 420g $488 $418 1981   

紅燒元貝鮑魚 8 隻裝 420g $438 $378 1982   

蠔皇鮑魚 12 隻 – 銅裝 420g $418 $358 1983   

紅燒澳寶鮑魚 2/3 隻 420g $538 $458 1984   

至尊一口鮑 15 隻 420g $368 $328 1985   

紅燒鮑魚(乾鮑口味)6 隻 420g $318 $288 1986   
阿一「祿」福袋 (紅燒元貝鮑魚 2 隻盒裝、御品鮑魚蝦子麵 6 個盒裝、精選花菇 200g 袋裝、 

元貝 XO 醬、元貝鮑魚汁及特選野生黑木耳 100g 袋裝) 
$475 $268 1987   

紅燒元貝鮑魚 6 隻裝禮盒 430g (送阿一元貝鮑魚汁乙包, 送完即止) $338 $288 1988   

蠔皇花菇鮑魚 6 隻裝禮盒 430g (送阿一鮑魚汁乙包, 送完即止) $338 $308 1989   

贈品: 紅燒元貝鮑魚 2 隻盒裝          (滿 3 件罐裝或盒裝鮑魚送, 不包括福袋; 送完即止) - 贈品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