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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僅供參考，以實物為準。 每款福袋附送金色盞記紙袋1個。 )

查詢請電 2950 9662

1 中秋悅目福袋  (標準價$335)          (*1號福袋每人限購2套)

日本北海道元貝   (SA, 半磅)

韓國蠔豉  (1磅)

印度特選腰果  (半斤)

精選寧夏杞子  (半斤)

河南淮山  (半斤)

焗乾蝦皮  (4両)

蘋果牌紅燒鮑魚 (4-5頭) x 3罐

剪椗特選冬菇 (1斤)

焗乾蝦皮  (4両)

一政高麗蔘40支  (6年蔘, 1両鐵罐裝)

蘋果牌紅燒鮑魚 (4-5頭)

剪椗特選冬菇   (1斤)

泰國生曬圓肉 (半斤裝)

精選蟲草花  (4両)

2 中秋明月福袋   (標準價$726) 298

金額

398

數量

壹級花膠(大花膠)  (4両, 約18-20隻)

智利清湯鮑魚 (213克)

生晒西非螺頭   (1磅)

剪椗特選冬菇   (1斤)

壹級姬松茸 (四両裝)

法國紅酒IGP Merlot紅酒 2015

編號

中秋歡慶福袋   (標準價$1933)4 688

           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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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福袋及禮品 - 訂購表格

盞記燕窩蟲草專門店

2020
優惠價

中秋月圓福袋   (標準價$8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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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皇牌推介

編號               推介優惠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7

盞記即食燕窩(濃縮)(無糖配方)(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618)

$475全新推出，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濃縮版，啖啖燕窩!

8 $485

9

盞記即食燕窩(無糖配方)(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538)

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每樽有兩條蟲草!

6

120

編號                套裝組合

$315
台灣製造，補身恩物!

民間智慧降三高    (標準價$1,180)

加拿大花旗蔘粉 x 2樽

  -  紓緩神經緊張，滋陰補氣、養胃潤肺、強化心肌

田七粉 x 1樽

  -  化瘀消腫、抗疲勞、降血脂、降血糖、養顏祛斑

丹蔘粉 x 1樽

  -  保護心血管，防心腦缺氧，降壓降脂、降尿酸

霍山鐵皮石斛粉 x 1樽

  -  寧神安眠、護肝補腎、治療便秘、提亮膚色

15

總金額:

金額

100% 那曲冬蟲夏原條磨粉而成，無添加。

早晚半匙，約兩條蟲草份量。

那曲是世界公認最高品質冬蟲夏草出產地，產量不多，天然珍貴。

增強抵抗湯包   (標準價$243)

5

11

盞記即食花膠 (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198)

$115

盞記即食蟲草燕窩(無糖配方)(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628)

數量

編號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10

368
優惠價

$415

花旗參雪耳潤肺去熱湯

  -  滋陰益氣、潤肺生津

五指毛桃舒筋活絡湯

  -  舒筋活絡、益氣補虛、行氣解鬱、健脾利濕

姬松茸健脾養胃湯

  -  健脾養胃、有助增強體質，促進新陳代謝

鯊魚翅骨強身湯

  -  滋補強身、祛風濕

350西藏那曲冬蟲夏草 (珍珠草禮盒)(25條裝,3.5克±)

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方便配搭其他食材。

盞記即食燕窩(極品)(6X70毫升飲料禮盒套裝)   (標準價$318)

$205
全新推出!  即食燕窩飲料，滋潤養顏。

盞記皇牌 印尼燕窩      (標準價$1980) 1,780
13 燕窩滋養身心，從內到外。一直以來，盞記燕窩地位超然，全因在

印尼擁有自家燕屋及和工場，由採集到售賣完全自控，質量有絕對

保證。

含豐富膠原蛋白，花膠Q彈軟滑。

12

老夫人絲羽烏骨雞滴雞精 (10X60毫升禮盒套裝)

14

西藏那曲冬蟲夏草粉 (10克)  (標準價$1,188)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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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5樽, 每樽2両) 

棉蘭半月盞 [乾] (3両) 

(附糖包)

(附糖包)

(附糖包)

( 圖片僅供參考，以實物為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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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訂購: 2020 年 9 月 25 日 送貨: 2020 年 9 月 30 日

訂購人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

公司名稱 :

門市購買 (請提前一天致電門市預訂，連同訂購表格到門市購買。)

 - 福袋訂購未滿 $1,800 ，可到就近門市購買 (預訂後請於2日內取貨)。

送貨服務:

 - 福袋訂購滿 $1,800 即享免費送貨，(不包括偏遠及離島地區)。

 - 請預留 4 個工作天安排送貨 。   

訂購確認及付款:

程序一 : 產品確認  -  煩請先傳真或電郵提交填妥的訂購表格以確認產品存貨。

程序二 : 付款  -  恆生銀行帳戶 : 024-273-221838-001  (君政國際有限公司 或 Cross International Ltd)

程序三 : 訂單確認  -  請把銀行入數記錄 * 提交，以確認訂單。

*提交方法 : 傳真號碼 : 2854 2754 查詢號碼 : 2854 2754

電郵地址 : wholesale@nest1964.com

送貨地址 : 送貨日期: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會員儲分)。

如有任何爭議，盞記保留最終決定權。

香港 銅鑼灣  -  怡和街22號 16樓 2573-3811 新界 上水  -  上水中心 2樓 2110舖 2668-8069

* 上環  -  干諾道西 38號 達隆中心地舖 2155-4040 粉嶺  -  粉嶺車站路18號 粉嶺名都商場 2樓 3號舖 3620-3145

* 香港仔 -  東勝道4號 地下 2873-3339 荃灣  -  南豐中心 1樓 A129舖 2416-5773

* 西營盤  - 干諾道西144-151號成基商業中心地舖G4 2815-5160 屯門時代廣場  -  屯門時代廣場 (南翼) 3樓 24舖 2613-0199

* 鰂魚涌  -  康山道1號 康怡廣場北座 2樓西上橋S4舖 2684-9648 屯門Vcity  -   鄉事會路83號 V City M-61號舖 2717-1706

柴灣新翠   -  新翠商場 1樓 142號舖 2295-3010 元朗  -  又新街27, 27A-B & 29A-J 建威大廈 地下 5號舖 2470-3869

* 北角  -  英皇道301-319號 麗宮大廈 地下10號舖 3580-2778 青衣  -   青衣城 3樓 316A號舖 3904-1203

九龍 旺角  -  彌敦道688號 旺角中心 第一期 G29A1舖 2398-2777 新界 將軍澳MCP中心  -  MCP中心(二期) 1樓 1075舖 3194-5299

鑽石山  -  荷里活廣場 3樓 320舖 2110-9288 將軍澳TKO Gateway -  東翼1樓E159舖 (常寧路) 2702-3778

西九龍  -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 2樓 202舖 2708-1769 沙田 大圍港鐵站 閘外 48 號舖 2698-5050

藍田  -  滙景道8號 滙景廣場 4樓 2V舖 2346-6615 沙田廣場  -   沙田廣場 3樓 15B舖 2967-5006

樂富  -  聯合道198號 樂富廣場 B區 UG1層 U123號舖 2336-8963 馬鞍山  -   鞍祿街18號 新港城中心 2樓 2202號舖 2633-5880

觀塘秀茂坪  -  秀茂坪商場 2樓 219舖 2354-8777 大埔大明里  -  大埔墟 大明里27號 寶華樓 9-1及9-2地舖 2653-0700

慈雲山  -  毓華街23號 慈雲山中心 5樓 542號舖 2322-9068 荃灣綠楊坊  -  綠楊新邨 綠楊坊 1樓 F19A號舖 2499-0277

太子  -  太子道西157號 別樹華軒 地下1號舖 2625-1315 * 葵芳  -   興芳路223號 新都會廣場 4樓 424舖 2422-2315

觀塘牛頭角  -  牛頭角道373號 仁安大廈 J舖 2379-9195 大埔新達廣場   -   南灣路9號 新達廣場 1樓 95號舖 2851-3130

九龍灣  -  德福廣場 2期 5樓 526號舖 2669-2311 天水圍  -   天華路33號 T Town North 2樓 N209B號舖 2812-9892

黃大仙   -  龍翔道136號黃大仙中心北館2樓N215A舖 2518-8728

Date: 20200825

盞記各分店地址 及 電話號碼 (營業時間早上十時半至晚上八時, * 店舖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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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wholesale@nest1964.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