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禮劵均可在各培訓中心或工會辦事處即場購買 

2020 年職工盟會員月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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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至福利部電話：5546 5303，預約上門取劵 或 加$26 速遞上門。 
 

取禮劵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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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8-0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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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1-1285    

石籬中心地址: 葵涌石梨街 18 號                              Tel: 3758-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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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門中地地址: 沙田石門安耀街 3 號匯達大廈 12 樓 17 至 18 室          Tel: 2633-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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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中秋節月餅禮劵，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榮華 

傳統 

系列 

傳統系列 

8000301 雙黃蓮蓉月餅 $368 $187   

8000302 雙黃白蓮蓉月餅 $378 $192   

8000303 三黃白蓮蓉月餅 $388 $197   

8000304 正式白蓮蓉月餅 $358 $182   

8000305 伍仁金華火腿月餅 $398 $202   

榮華 

冰皮 

系列 

冰皮系列 

8000307 雪燕繽紛‧燕窩冰皮月餅 $322 $164   

8000308 雪彩繽紛冰皮月餅 $299 $152   

8000309 雪中情(三款口味)‧冰皮月餅 $175 $89   

小計：   

大班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0401 冰皮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 $399 $214   

8000402 冰皮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 $399 $214   

8000410 冰皮玲瓏九星月餅  $405 $218   

8000405 冰皮迷你八寶月餅 $310 $179   

8000407 冰皮迷你四色月餅 $310 $167   

8000408 冰皮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 $310 $167   

8000409 冰皮尊貴官燕月餅 $520 $322   

8000411 冰皮極品官燕奶黃月餅 $480 $268   

8000406 冰皮黑鑽榴槤荳蓉月餅 $480 $268   

小計：   

鴻星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0601 迷你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  $188 $150   

8000602 迷你金華火腿瑤柱月餅 $228 $170   

8000604 雙黃白蓮蓉月餅 $308 $195   

8000605 雙黃蓮蓉月餅 $298 $190   

8000606 迷你金莎奶黃月餅 $208 $160   

8000609 七星伴月禮盒 $368 $288   

8000607 雙星盈月流心月 $268 $218   

8000610 迷你低糖白蓮蓉月餅 $188 $150   

小計：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所有中秋節月餅禮劵，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鴻星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0611 迷你金箔全黃紅荳蓉月餅 $188 $150   

8000612 雙黃白蓮蓉月餅 (單個裝)  $80 $55   

8000613 迷你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孖寶月餅)  $62 $48   

小計：   

聖安娜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0701 雙黃白蓮蓉月餅 $355 $183   

8000703 雙黃蓮蓉月餅 $335 $173   

8000704 金月奶黃月餅 $330 $173   

8000705 至愛經典冰皮月餅 $245 $128   

8000707 水果軟心冰皮月餅 $245 $128   

8000708 至 Q 一口冰皮月餅 $245 $128   

8000709 至尊七星伴明月冰皮月餅 $332 $168   

8000710 至尊八星月餅 $315 $163   

8000711 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340 $173   

8000712 金腿伍仁月餅 $380 $198   

8000713 金沙流心奶黃月餅 $345 $183   

8000714 至脆驚喜冰皮月餅 $245 $128   

8000715 三黃白蓮蓉月餅 $405 $208   

小計：   

Haagen 

Dazs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0208 愛‧明月、雪糕月餅 $338 $220   

8000207 愛‧復古、雪糕月餅 $338 $220   

8000211 愛‧華麗、雪糕月餅 $438 $288   

8000213 愛‧同趣、雪糕月餅 $438 $288   

8000210 茶‧亮月、雪糕月餅 $378 $260   

8000214 七星‧追月、雪糕月餅 $688 $437   

8000215 九星‧迎月、雪糕月餅  $738 $478   

8000219 醇‧伴月、雪糕月餅 (NEW) $378 $260   

8000221 彩花‧盈月、雪糕月餅 (NEW) $1118 $745   

8000222 尊尚‧賞月、雪糕月餅 (NEW) $1388 $928   

8000217 買 2 盒或以上送「單球雪糕劵、雪糕蛋糕優惠劵及咖啡劵」乙張 

8000218 買 5 盒或以上送「Thank You Gift」乙張 

小計：   



 

                        

 
 
 

查詢請致電工會熱線︰2770 8668 

   所有中秋節月餅禮劵，欲購從速，售完即止     
職工盟保留最終權利 

 

恆香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1102 雙黃白蓮蓉月餅 $370 $185   

8001103 雙黃蓮蓉月餅 $360 $180   

8001104 伍仁月餅 $385 $195   

8001100 金華火腿伍仁月餅 $395 $200   

8001109 四喜滿堂月餅 $370 $185   

8001101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255 $128   

8001106 流心奶黃月餅 $320 $160   

小計：   

人民超市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1200 嘉麟金月-迷你流沙奶皇月餅 $338 $238   

8001201 嘉麟金月-迷你金沙奶皇月餅 $338 $238   

D0035 每盒送 3 層外科口罩 Level 2 一包 

<1 包 10 個> 

- - 
  

小計：   

COUVER

TURE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1300 Hello Kitt-手工朱古力月餅 $198 $152   

8001301 Ahirunopekkl-手工古力月餅 $198 $152   

小計：   

Duria 

項目 產品內容 原價 會員優惠價 數量 總金額 

8001400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398 $278   

8001401 七星伴月 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598 $418   

8001402 貓山王榴槤炭黑冰皮月餅 $398 $278   

8001403 翡翠榴心月餅 $328 $230   

小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