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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產品訂購表 (1/3) 

貨號/品名 分類 價格/四兩 價格/半斤 價格/每斤 數量 金額 

FS904 春毫香片 (蝴蝶牌) 花茶 - $200 $380   

優質茉莉花茶 (蝴蝶牌) 花茶 - - $90   

武夷岩茶大紅袍 (蝴蝶牌) 青茶 $800  $1,600  $2,880    

高級鐵觀音 (海堤牌) 青茶 - $130 $234    

清香烏龍 青茶 - - $60   

壽眉王(牡丹王) 白茶 - - $160    

高級壽眉 白茶 - - $96    

宮廷陳年普洱 (古樹幼芽) 黑茶 - $300  $570    

陳年特級普洱 黑茶 - $100  $180    

米蘭花茶 黑茶 - - $60    

陳年小沱茶(普洱熟茶) 黑茶 - 每粒約 6克 $82    

陳年小沱茶(普洱生茶) 黑茶 - 每粒約 6克 $90    

 班章野生喬木茶磚(普洱熟茶) 黑茶 *每片＞＞ 每片 250 克 $60    

1996 年野生青沱茶(普洱生茶) 黑茶 *每片＞＞ 每片 250 克 $150    

2011 年百年老樹茶餅(普洱熟茶) 黑茶 *每片＞＞ 每片 357 克 $200    

2006 年南糯正山茶餅(普洱熟茶) 黑茶 *每片＞＞ 每片 357 克 $500    

福建優質'金駿眉'(單芽芽尖) 紅茶 - $700.00  $1,260    

獅 峰 龍 井 - - 每盒重量 每盒價格   

Q-11 明前 綠茶 - 250 克 $470    

Q-12 雨前 綠茶 - 250 克 $400    

7101 一級龍井 綠茶 - 500 克 $320    

合共﹕   

 
備註： 
� 每斤 = １６兩 = 約６００克     

� 保証行貨入口，及絕不配(混)茶，即以上每種茶不混入其他茶降低質量和成本。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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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產品訂購表  (2/3) 

產品 標準價 (張) 會員價 (張) 數量 金額 

榮華_鴻運蔗汁年糕券 (850 克 圓形) $104 $78   

榮華_如意椰汁年糕券 (850 克 圓形) $104 $78   

榮華_金玉滿堂蘿蔔糕券 (850 克 圓形) $120 $90   

榮華_臘味香菇蘿蔔糕券 (650 克 方形) $96 $72   

榮華_至尊蘆薈椰汁桂花糕(杞子圓肉)券 $104 $78   

榮華_加瘦招牌臘腸券(一斤裝)券 $234 $198   

鴻福堂_鴻運年糕 750 克 $138 $65   

鴻福堂_金腿瑤柱蘿蔔糕 750 克 $175 $86   

鴻福堂_桂花蔗汁馬蹄糕 750 克 $153 $78   

鴻福堂_沖繩海鹽瑤柱芋頭糕 750 克 $153 $78  售罄 

鴻福堂_燕窩楊枝甘露糕 700 克 $175 $86   

鴻福堂_雙重芝士年糕 700 克 $153 $78   

 合共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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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新年產品訂購表 (3/3) 

貨品編號 中文名稱 規格 單位 售價 會員價 數量 金額 

10372 花膠(130-140 頭/ 每磅)(挪威) (225 克/g) 盒 $238 $167   

10134 花膠筒(90-100 頭/ 每磅)(烏干達) (300 克/g) 盒 $698 $558   

69310 紅燒鮑魚(台灣) (425 克/g) 罐 $298 $179   

31710 黑蒜(香港產品) (250 克/g) 罐 $38 $35   

10228 威斯康辛州花旗參片(美國) (100 克/g) 罐 $88 $53   

10275 桃膠(中國) (500 克/g) 罐 $78 $62   

10268 胎菊(中國) (100 克/g) 罐 $58 $41   

10271 玫瑰花(中國) (100 克/g) 罐 $38 $33   

10267 雪菊(中國) (80 克/g) 罐 $58 $43   

66199 蜜棗(30-35 粒/ 每斤)(中國) (250 克/g) 包 $10 $9   

66193 無核紅棗(中國) (130 克/g) 包 $8 $7   

52417 冬菇(70-90 粒/每磅)(中國) (420 克/g) 包 $85 $60   

52415 花菇(50-70 粒/每磅)(中國) (420 克/g) 包 $118 $83   

66169 螺片(55-65 片/ 每斤)(東非) (225 克/g) 包 $49 $47   

□ 送貨服務 (離島及偏遠地區除外) $150   

□ 送貨服務 (東涌及柏麗灣) $200   

□ 自取產品    

合共﹕   

 
 

** 此頁產品由尚品之薈有限公司提供； 
 
備註： 

1. 各款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價格如有調整，恕未能預告，一切價格以本會落單時為準； 

2. 此訂購表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年 2月 2 日；    

3. 購物滿$2000 或以上才送貨； 

4. 本會不設免費送貨，送貨另需加運費，需 7 至 10 個工作天； 

5. 如不選取送貨服務，取貨地點為教聯會所，本會逢星期四落單，到貨後專人通知到取； 

6. 請將支票連同訂購表格寄回 九龍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字樓 郭志樂先生收 

（支票抬頭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 

7. 如有任何爭議，教聯會保留最終決定權。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聯絡電話：  電郵：  

送貨地址：(只限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