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名 稱 門市
參考價
(HK$)

會員價
(HK$)

數量 總銀碼
(HK$)

備註

美心
1. 美心雙黃白蓮蓉月餅券 $360 $205 *凡購買編號１或２滿 3張

送孖裝冰皮二人世界 1張2. 美心雙黃蓮蓉月餅券 $350 $199

3. 美心流心奶黃月餅券 $368 $220 售罄 數量有限，每位會員每日
限購 5張(售完即止)4. 美心香滑奶黃月餅券 $338 $202

5. 美心流心蛋黃白蓮蓉月餅券 $368 $220
6. 美心七星伴明月月餅券 $668 $380

/

7. 美心金腿五仁月餅券 $372 $212
8. 美心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券 $362 $206
9. 美心冰皮七星伴明月月餅券 $315 $179
10. 美心冰皮幻彩粒粒冰月餅券券 $292 $166
11. 美心冰皮仲夏水果禮盒月餅券 $235 $133

12. 美心貓山王榴槤冰皮禮盒月餅券 $308 $175

13. 美心冰室茶冰檸走冰皮月餅券 $222 $126

東海堂
14. 東海堂十勝紅豆粒月餅券 $282 $160

/
15. 東海堂紫薯月餅券 $282 $160
16. 東海堂奶黃月餅券 $282 $160
17. 東海堂流心抹茶月餅券 $282 $160
18. 東海堂日式冰皮月餅券 $223 $127

奇華
19. 奇華金華火腿五仁月餅券 $328 $262

/

20. 奇華雙黃金黃蓮蓉月餅券 $288 $230
21. 奇華雙黃純白蓮蓉月餅券 $288 $230
22. 奇華余仁生陳皮豆沙月餅券 $238 $190
23. 奇華迷你蛋黃奶皇月餅券 $213 $170
24. 奇華迷你蛋黃金黃蓮蓉月餅券 $193 $154
25. 奇華迷你蛋黃純白蓮蓉月餅券 $193 $154

大班
26. 冰皮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券 $385 $206

/

27. 冰皮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券 $385 $206
28. 冰皮蛋黃綠荳蓉月餅券 $390 $209
29. 冰皮玲瓏九星月餅券 $390 $209
30. 冰皮迷你八寶月餅券 $295 $172
31. 冰皮迷你榴槤綠荳蓉月餅券 $295 $172
32. 冰皮迷你四色月餅券 $295 $159
33. 冰皮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券 $285 $159

榮華
34. 三黃白蓮蓉月券 $378 $193 一次過購買各款榮華月餅券

滿 50張送榮華臘腸券 1張

及孖裝冰皮月餅券 3張 (送

完即止)

35. 雙黃白蓮蓉月券 $368 $188
36. 正式白蓮蓉月券 $348 $177
37. 雙黃蓮蓉月券 $358 $183
38. 伍仁金華火腿月券 $388 $198
39. 蛋黃白蓮蓉月券 ＄358 $183 只限旺角現貨發售



以上各券類於以下辦事處發售：
1) 總辦事處
2) 港島辦事處
3) 旺角會員購物中心
＊各月餅券換領期限及地點，請參看換領券正面或背面之說明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購買月餅券後請自行安排換領，如逾期換領，本會一概並不負責*

福利及優惠委員會

2018 年 8月 10 日

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 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 數量： __________________張 (合共)

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同事：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號 名 稱 門市
參考價
(HK$)

會員價
(HK$)

數量 總銀碼
(HK$)

備註

聖安娜
40. 聖安娜三黃白蓮蓉月餅券 $405 $202
41. 聖安娜雙黃白蓮蓉月餅券 $345 $177
42. 聖安娜雙黃蓮蓉月餅券 $325 $167
43. 聖安娜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券 $340 $172
44. 聖安娜金沙流心奶黃月餅券 $345 $177
45. 聖安娜至Ｑ一口冰皮月餅券 $245 $126

/46. 聖安娜至愛經典冰皮月餅券 $245 $126
47. 聖安娜至脆驚喜冰皮月餅券 $245 $126

Haagen-Dazs
48. Haagen-Dazs Twinkle Night $338 $216 1. 凡購買Haagen-Dazs 雪糕月

餅券 2張，均獲贈「單球雪糕券

及雪糕蛋糕優惠券」2套 (第 2張

月餅券起買1送 1)

2. 凡購買Haagen-Dazs 雪糕月

餅券 5張，每 5張即額外獲贈

「Thank You Gift」乙套（包

括：單球雪糕券4張，$80雪糕

蛋糕優惠券， $100堂食火鍋優

惠券， $80 下午茶套餐優惠券及

禮品 9折優惠券 1張） (每 5張

月餅券起買 5送 1)

哈根達斯法式復古雪糕月餅券

49. Haagen-Dazs Twinkle Fruity $338 $216
哈根達斯法式明月雪糕月餅券

50. Haagen-Dazs Harmony Mochi $378 $255
哈根達斯雪．望月雪糕月餅券

51. Haagen-Dazs Greeny Moonlight $378 $255
哈根達斯茶．亮月雪糕月餅券

52. Haagen-Dazs Twinkle Night Mix $438 $285
哈根達斯法式華麗雪糕月餅券

53. Haagen-Dazs Lune et Etoiles $688 $430
哈根達斯七星明月雪糕月餅券

54. Haagen-Dazs Moonlight Jewels $738 $475
哈根達斯九星瑞月雪糕月餅券

醉榴香
55. 貓山皇榴槤冰皮月餅券 $808 $589
56. D24榴槤冰皮月餅券 $410 $299
57. 迷你貓山皇榴槤冰皮月餅券 $459 $330
58. 迷你D24榴槤冰皮月餅券 $339 $190

太興
59. 果仁叉燒月券 $218 $188 凡購買太興月餅券 1張，即送

太興飲品券 1張60. 雙黃白蓮蓉月券 $208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