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職工會聯盟 

賀年食品優惠 2019 

訂購表格 

 
訂購方法： 
1. 填妥以下表格並連同全數金額交到以下各培訓中心辦事處 / 工會辦事處。 
2. 入數至職工盟戶口(恒生銀行：024-295-164578-006)，並連同入數紙及訂購表 

交回各培訓中心辦事處 / 工會辦事處。 
 
 
 取貨地點 
工會地址: 九龍彌敦道 557-559 號 永旺行 19 樓      Tel: 2770-8668    

佐敦培訓中心地址: 九龍彌敦道 208-212 號四海大廈 1 樓 02-03 室  Tel: 2332-9368    
大埔培訓中心地址: 大埔太和邨翠和樓地下       Tel: 2651-9833    
元朗培訓中心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 162-168 號聯昇樓 3/F(4 樓)   Tel: 2478-0883    
元朗英卓中心地址: 元朗泰祥街 2-8 街大鴻輝商業大廈 5 樓             Tel: 3758-5188          
天水圍天晴中心地址: 天水圍天晴邨社區綜合服務大樓 4 樓 403 室  Tel: 3758-5446    
石籬中心地址: 葵涌石梨街 18 號                              Tel: 2633-8860    
屯門中心地址: 屯門海榮路 22 號屯門中央廣場 19 樓 18 至 19 室         Tel: 2662-1223         
 
      (訂購後 14 個工作天會聯絡取貨，取貨時請帶同收據或 ATM 入數紙正本)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傅真號碼：2384 0261 

~~~~~~~~~~~~~~~~~~~~~~~~~~~~~~~~~~~~ 訂購表 ~~~~~~~~~~~~~~~~~~~~~~~~~~~~~~~~~~~~ 

 

姓名︰                             聯絡電話︰                                  

  

所屬工會︰                          電郵︰                                

 

注意：香港職工會聯盟-擬使用你的姓名、電話號碼及地址作活動聯繫之用， 

如課程推介、康樂文化、工會福利、工會活動、工會倡議事項、籌款及選舉等。 

如閣下不欲本會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請在以下空格加上「剔」號，然後簽署。 

 

□    本人（姓名如上）反對使用個人資料作以上提及的活動。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職員專用 

 

      收據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貨品編號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聖安娜賀年食品 

6000130 聖安娜 – 桂花紅豆軟心年糕券 $123 $84   

6000132 聖安娜 – 富貴棗皇糕劵 $123 $84   

6000133 聖安娜 – 尊貴黃金糕劵 $128 $85   

6000134 聖安娜 – 瑤柱蘿蔔糕券 $128 $85   

6000135 聖安娜 – 瑤柱芋頭糕券 $128 $85   

6000136 聖安娜 – 至尊年糕券 $108 $74   

6000137 聖安娜 – 至尊馬蹄糕券 $108 $74   

6000157 聖安娜 – 金裝賀年糕品禮盒禮劵 $378 $259   

6000158 聖安娜 – 極品賀年糕品禮盒禮劵 $364 $244   

6000159 聖安娜 – 尊貴賀年糕品禮盒禮劵 $344 $233   

6000160 聖安娜 – 手工全蛋蛋卷禮盒禮劵 $118 $81   

 6000173 聖安娜 – 至尊奶黃糕劵  $123 $84   

6000161 聖安娜 – 法式蝴蝶酥禮盒禮劵 $123 $84   

6000162 聖安娜 – 牛油曲奇禮盒禮劵 $123 $84   

6000174 
牛油曲奇、法式蝴蝶酥、手工全蛋蛋卷禮盒 

(選購任何 3 款) $364 $209   

鴻星賀年食品 

6000100 鴻星 - 孖寶小錦鯉(年糕) (約 175g x2 條) $148 $126   

6000102 鴻星 - 鴻運年糕 (約 900g) $138 $116   

6000103 鴻星 - 山芋千絲糕 (約 660g) $148 $126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6000104 鴻星 - 瑤柱蘿蔔糕 (約 850g) $138 $116   

6000105 鴻星 - 臘味芋頭糕 (約 850g) $138 $116   

6000106 鴻星 - 蔗汁馬蹄糕 (約 900g) $138 $116   

6000107 

鴻星 - 鴻運四喜年糕禮盒 

(臘味蘿蔔糕/瑤柱芋頭糕/金箔鴻運糕/金絲貢

棗糕) 1900 克 
$318 $272   

6000109 鴻星 - 生意興隆大利寶盤 (約 2100g) $498 $440   

1000206 鴻星 - 金絲貢棗糕 (約 900g)  $138 $116   

1000201 鴻星 - 脆皮燒腩肉 (約 1 斤) $148 $130   

1000202 鴻星 - 乳豬全體 $718 $628   

1000204 鴻星-生炒糯米飯 4-6 位用 $88 $82   

1000209 鴻星-原味鮮鴛鴦臘腸(鮮肉及鮮鴨膶腸)12 條 $218 $126   

1000208 鴻星-原味鮮肉臘腸 12 條 (454g) $218 $126   

1000210 鴻星-原味鮮鴨膶腸 12 條 (454g) $218 $126   

1000211 鴻星-原味鮮鵝肝腸 10 條 (378g) $218 $126   

6000113 

鴻星- 六人冬日盆菜套餐 ：原隻 30 頭鮑魚銀

裝盆菜(6 隻鮑魚),生炒糯米飯,脆皮燒腩肉(約 1

斤)及即食紅燒貢品鮑魚(8 頭裝) 
$1598 $1508   

6000112 鴻星- 原隻 30 頭鮑魚銀裝盆菜(6 位) $1388 $1188   

1000212 鴻星- 原隻 30 頭飽魚金裝盆菜(12 位) $2288 $2048   

7000105 鴻星- 如意上素盆菜(6 位) $788 $728   

1000205 鴻星- 大利雞+燒肉 $298 $258   

1000213 鴻星- 發財煎釀鯪魚 $128 $118   

1000203 鴻星- 酒釀脆皮鴨 $228 $198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翠園賀年食品 

6000139 翠園金腿蘿蔔糕 (約 1250 克) $238 $150   

6000164 翠園鴻運年糕 (約 1400 克) $213 $133   

6000140 翠園豐味芋頭糕 (約 1350 克) $238 $150   

6000175 翠園如意馬蹄糕 (約 1250 克)  $213 $133   

6000176 翠園桂花杞子棗皇糕 (約 600 克)  $153 $95   

6000177 北京樓豌豆黃年糕 (約 850 克)  $153 $95   

美心賀年食品 

6000141 美心瑤柱蘿蔔糕 (約 850 克) $163 $105   

6000142 美心椰汁年糕 (約 900 克) $146 $95   

6000143 美心芋頭糕 (約 850 克) $163 $105   

6000144 美心馬蹄糕 (約 770 克) $146 $95   

6000178 美心椰汁奶黃年糕 (約 600 克)  $139 $92   

6000145 
美心『四喜臨門』年糕禮盒 (每款約 500 克) 

(蘿蔔糕 + 椰汁年糕 + 芋頭糕 + 馬蹄糕) $335 $212   

6000179 
美心『好事雙年』年糕禮盒 (每款約 600 克) 

(金腿瑤柱蘿蔔糕 + 椰汁奶黃年糕) (NEW) $266 $169   

6000147 美心精致雞蛋卷禮盒 (原味) (36 條) $112 $69   

6000165 美心精致雞蛋卷禮盒 (精致) (36 條)  $125 $75   

6000167 美心三重奏禮盒 (38 件)  $150 $92   

6000169 
美心杏仁條禮盒 (18 件) 或 甜心酥禮盒 (22

件) 或 甜心三意禮盒 $150 $92   

6000146 美心臘味 (10 條) $183 $120   

小計：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東海堂 

6000148 東海堂紅豆金栗年糕 (約 600 克) $116 $78   

6000149 東海堂北海道元貝蘿蔔糕 (約 850 克) $148 $96   

6000170 東海堂紫薯黑糖年糕 (約 600 克)  $126 $82   

6000182 東海堂海鹽芋頭糕 (約 850 克)  $138 $90   

6000189 東海堂日式禮盒 38 件 <新> $175 $121   

6000190 東海堂和風曲奇禮盒 18 件 <新> $125 $86   

6000191 東海堂宇治抹茶蛋卷禮盒 20 件 <新> $148 $103   

6000192 東海堂沖繩紫薯蛋卷禮盒 20 件 <新> $148 $103   

6000193 東海堂 3.6 牛乳蛋白卷禮盒 32 件 <新> $165 $110   

鴻福堂 

6000114 鴻福堂- 鴻運年糕券 $138 $65   

6000115 鴻福堂- 金腿瑤柱蘿蔔糕券 $175 $86   

6000116 鴻福堂- 桂花蔗汁馬蹄糕券 $153 $78   

6000194 鴻福堂- 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券 $153 $78   

6000118 鴻福堂- 燕窩楊枝甘露糕券 $175 $86   

6000195 鴻福堂- 雙重芝士年糕券 $153 $78   

6000196 買任何”鴻福堂”糕劵 6 張送給 50 禮劵一張 

小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