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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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專享冬至賀年優惠 - 訂購表格

盞記燕窩蟲草專門店

2021
優惠價

黃金滿屋   (標準價$847)4

金額

388

數量編號

五福臨門   (標準價$1509)6 588

           福袋

98
智利無核西梅乾 (100克)

泰國生曬圓肉 (半斤裝)

南非精選有殼核桃 (1磅)

希臘特大無花果 (1磅)

蘋果牌紅燒鮑魚 (2-4頭, 90克)

3 「蔘」滿意足   (標準價$750) 298

1  「營」春接福  (標準價$300)     (每個訂單，限購5套)

2   鴻圖大展  (標準價$385)     (每個訂單，限購5套) 198

蘋果牌紅燒鮑魚 (4-5頭, 160克) x 2罐

特選剪椗冬菇 (1斤)

干貝  (半斤)

一政高麗蔘  (1両鐵罐裝)

蘋果牌紅燒鮑魚 (4-5頭, 160克)

特選剪椗冬菇 (1斤)

南非精選有殼核桃 (1磅)

貳八特瘦鮮肉臘腸 環保裝 (免盒)

5 金牛賀春   (標準價$783) 438

日本北海道元貝 (SA, 半磅)

韓國特選大蠔豉  (1磅)

印度特選腰果  (半斤)

河南淮山  (半斤)

爽爽小花菇 (半斤裝)

西非大螺頭 (1磅)

干貝 (半斤裝)

南非精選有殼核桃 (1磅)

貳八特瘦鮮肉臘腸 環保裝 (免盒)

精選蟲草花 (4両裝)

希臘特大無花果 (1磅)

紐西蘭蘋果鮑魚 (淨重150克)

美國花旗蔘片 (3両裝)

特級金絲石斛 (50克)

韓國特選大蠔豉  (1磅)

壹級姬松茸 (四両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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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記即食燕窩(無糖配方)(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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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福袋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日本北海道元貝 (SA, 半磅)

智利清湯鮑魚 (約16-24頭, 淨重213克)

韓國特選大蠔豉 (1磅)

特選剪椗冬菇  (1斤)

壹級姬松茸 (四両裝)

法國紅酒IGP Merlot紅酒 2015

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每樽有兩條蟲草!

$475全新推出，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濃縮版，啖啖燕窩!

老夫人絲羽烏骨雞滴雞精 (10X60毫升禮盒套裝)

無糖、無添加、無防腐劑。

方便配搭其他食材。

$315
台灣製造，補身恩物!

金額

數量

14

368
優惠價

$485

花旗參雪耳潤肺去熱湯

  -  滋陰益氣、潤肺生津

淮山杞子養生湯

  -  健脾養胃、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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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強抵抗湯包   (標準價$281)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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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415

13

盞記即食蟲草燕窩(無糖配方)(3X75克禮盒套裝)   (標準價$6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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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推介優惠 優惠價 數量

10

150

編號                套裝組合

7 歡慶團年   (標準價$1625) 668

精選花膠 (4-5隻,約二両)

生晒西非大螺頭 (1磅)

紐西蘭蘋果鮑魚 (淨重150克)

韓國特選大蠔豉 (1磅)

精選蟲草花 (4両裝)

精選髮菜 (55克)

民間智慧降三高    (標準價$1,180)

8 六福齊來   (標準價$1768) 828

金額

頁1

(共5樽, 每樽2両) 

(附糖包)

(附糖包)

(附糖包)

( 圖片僅供參考，以實物為準。 ) 頁2

(共5包, 每包

(附糖包)



金裝禮盒 : 25 x 25 x 4 (cm) 金裝尊貴禮盒 : 38 x 26 x 8.5 (cm)

   福袋+禮盒 購滿 HK$1,980    福袋+禮盒 購滿 HK$2,980

 盞記即食花膠  ( 75g x 3, 1盒)  智利清湯鮑魚  (淨重213克, 1罐)

    

              皇牌推介編號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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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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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西藏那曲冬蟲夏草 (珍珠草禮盒)(25條裝,3.5-4克±)

17

西藏那曲冬蟲夏草粉 (10克)  (標準價$1,188) 

$2,197 $1,288

購滿指定金額

即送

"禮品" 一份

19 北海道元貝 + 天白花菇 [金裝禮盒]
(淨重不少於600g)

20
精選花膠+西非螺頭+天白花菇

[尊貴禮盒]
(精選花膠 150g、西非螺頭 454g、天白花菇 300g)

$1,368 $928

編號                    賀年尊貴禮盒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21
北海道元貝+精選花膠+天白花菇

[尊貴禮盒]
(精選花膠 150g、元貝 454g、天白花菇 300g)

$350

$988

$939 $588

$1,159 $668

編號                    賀年金裝禮盒 優惠價 數量 金額

18 精選花膠 + 天白花菇 [金裝禮盒]
(淨重不少於2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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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

( 圖片僅供參考，以實物為準。 )



截止日期: 訂購: 2021 年 2 月 8日 送貨: 2021 年 2 月 9 日

訂購人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

公司/機構名稱 : 部門:

送貨地址 : 送貨日期:

送貨服務:

 - 福袋訂購滿 $1,800 即享免費送貨。(只限工商住宅地址，不包括偏遠及離島地區)

 - 如訂購 $1,800以下，客戶需支付每單$60運費。

 - 請預留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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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或whats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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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僑永亨帳戶 : 38036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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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 9696 1964

電郵地址 : wholesale@nest1964.com 查詢號碼 : 2950 9662

辨公時間 : 星期一至五 9:00 - 17:30

* 送貨安排:

 - 送貨服務只適用於全港各區(只限工商住宅地址)，不適用於偏遠或離島地區：馬灣、赤鱲角、香港廸士尼、愉景灣、

  長洲、大嶼山、梅窩、坪洲、大澳等  。

 - 派遞服務不適用於任何貨車禁止進入的區域或沒有升降機直達的樓層，故現階段大部份村屋地址未能提供送貨服務。

 - 速遞員送貨前約30分鐘以電話通知，如顧客因個人理由未能收件或貨物多次派送失敗，是次送貨費將不會退回。

   如需再次安排送貨，我們會收取額外送貨費用。

 - 一般派送時間為星期一至六: 9am - 6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設派送服務。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包括會員儲分)。

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如有任何爭議，盞記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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