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6月 22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2022年中秋月餅禮券優惠 訂購表格 

 

訂購人資料 (必須填寫) 

社員姓名：        社員號碼：                  聯絡電話：          
 

美心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雙黃白蓮蓉月餅 $398.0 $216.0        張  $ 

2. 雙黃蓮蓉月餅 $388.0 $211.0        張  $ 

3. 流心奶黃月餅     $428.0 $256.8            張  $ 

4. 流心四式月餅    $438.0 $262.8           張 $ 

5. 拔絲蓮蓉月餅    $410.0 $246.0           張 $ 

6. 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405.0 $220.0        張 $ 

7. 金腿五仁月餅 $418.0 $227.0        張 $ 

8. 冰皮七星伴明月禮盒 

     明月：楊枝甘露 

 七小星：香甜芒果、藍莓二重奏、抹茶紅豆、士多啤梨、 

     特濃純朱古力、夏威夷果仁芝麻、粉紅番石榴杏果 

$355.0 $200.0        張 $ 

9. 貓山王榴槤冰皮禮盒 $332.0 $187.0        張 $ 

10. 「迷你兵團蘿蔔」拔絲蓮蓉月餅 $259.0 $168.0        張 $ 

11. 「漫威蜘蛛俠」拔絲蓮蓉月餅 $290.0 $188.0        張 $ 

東海堂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十勝紅豆三重奏月餅 

 十勝紅豆蛋黃、十勝紅豆粟子 、十勝紅豆果仁  各 2個 
$315.0 $175.0        張 $ 

2. 奶黃月餅 $315.0 $180.0        張 $ 

3. 流心芝士月餅 $235.0 $132.0        張 $ 

4. 多啦 A 夢月餅  

 奶黃月餅、十勝紅豆月餅   各 2個 
$228.0 $138.0        張 $ 

星巴克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星巴克月餅禮盒 

 流心焦糖咖啡月餅、伯爵茶麻糬月餅、 

 燕麥奶奶皇月餅 各2個 
$329.0 $280.0        張 $ 

COVA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圓悅月餅禮盒 

 奶黃月餅、蔓越莓果仁月餅、流心朱古力月餅  各2個 
$508.0 $398.0        張 $ 

2. 米蘭之秋月餅禮盒 

 奶黃月餅3個、蔓越莓果仁月餅2個、流心朱古力月餅2個 、

 雙黃白蓮蓉1個、Gianduiotti Chocolate 10件 

$998.0 $698.6        張 $ 

(節日產品 供應有限，售完即止。) 
總數量      張 $ 

** 背頁尚有皇玥及榮華產品可供選購 

** 訂購方法及細則請查閲下頁 

  
社址 Address：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富爾敦樓 305室     Room 305, John Fulton Centre, The CUHK, Shatin, N.T. 
網址 Homepage：http://www.cuecu.hk     電話 Tel：2614 3383     電郵 Email：staff@cuecu.hk     傳真 Fax：2603 7275 

柯打編號： 

http://www.cuecu.hk/
mailto:staff@cuecu.hk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2022年中秋月餅禮券優惠 訂購表格 

 

訂購人資料 (必須填寫) 

社員姓名：        社員號碼：                  聯絡電話：          
 

皇玥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玥至尊月餅禮盒 (9件裝) 

 花膠奶皇月餅 6件 

 流心奶皇月餅 3件 

$888.0 $698.0        張  $ 

2. 流心奶黃月餅 (8件裝) $408.0 $338.0        張  $ 

3. 經典流心雙輝月餅 (6件裝) 

  流心奶黃、流心芝麻    各 3件 
$358.0 $298.0        張  $ 

4. 真味流心雙輝月餅 (6件裝) 

 流心奶黃、流心薑汁    各3件 
$358.0 $298.0        張  $ 

5. 流心貓山王榴槤月餅 (6件裝) $348.0 $288.0        張  $ 

6. 陳皮紅豆沙月餅 (6件裝) $348.0 $288.0        張  $ 

7. 低糖醇香四色月餅 (8件裝) 

 低糖奶皇、低糖芝麻、低糖綠茶及低糖烏龍茶    各 2件 
$418.0 $348.0        張  $ 

8. 精選中秋禮盒 (24件裝) 

 流心奶黃及綠茶月餅    各 2件 

 原味及伯爵茶蝴蝶酥    各 4件 

 原味及椰汁蛋卷            各 3件 

 牛油及紫菜脆曲奇        各 3件 

$388.0 $308.0        張  $ 

9. 明玥四色月餅禮盒 (8件裝) 

 柑桔奶黃、蔓越莓、紫甘薯及鳳梨   各 2件 

 *只限在金鐘或旺角店换領 

$428.0 $358.0        張  $ 

  總數量      張 $ 
 

 
榮華月餅 貨品名稱 原價 社員價 禮券數量 合計金額 

1. 雙黃白蓮蓉月餅 $378.0 $196.5        張 $ 

2. 雙黃蓮蓉月餅 $368.0 $191.0        張 $ 

3. 伍仁金華火腿月餅 $398.0 $206.5        張 $ 

4. 冰皮禮盒：雪燕繽紛 

 燕窩鮮牛奶栗子粒粒豆蓉 (180g 1件) 

 芒果粒粒綠豆蓉、紅豆粒粒抹茶白豆蓉、 

 藍莓粒粒綠豆蓉、珍珠朱古力斑蘭味豆蓉 (55g各 2件) 

$322.0 $171.0        張 $ 

5. 冰皮禮盒：雪彩繽紛 

 芒果粒粒綠豆蓉 (180g 1件) 

 士多啤梨綠豆蓉、黑芝麻軟心綠豆蓉、 

 香濃朱古力豆蓉、藍莓粒粒芝士味白豆蓉 (55g各 2件) 

$299.0 $158.5        張 $ 

6. 冰皮禮盒：雪中情 

 芒果粒粒綠豆蓉、黑芝麻軟心綠豆蓉、 

 珍珠朱古力斑蘭味豆蓉 (55g各 2件) 

$175.0 $93.0        張 $ 

(節日產品 供應有限，售完即止。) 
總數量      張 $ 

凡訂購任何皇玥月餅 5盒，將獲贈“經典流心雙輝月餅” (6件

裝) 及 脆曲奇/蛋卷精裝禮盒各 1盒[款式以餅店送出爲凖]。 

柯打編號： 



(必須簽妥) 

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2022年中秋月餅禮券優惠 訂購表格 

 

訂購人資料 (必須填寫) 

社員姓名：        社員號碼：               聯絡電話：          

 

…………………………………………… 

【付款方式】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號 
 

 劃線支票  支票號碼：    (抬頭：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 

 入數紙正本 入數紙號碼：   (存入本社恒生銀行戶口：293-353322-001)  

         (不接受網上轉帳) 

 股金    本人明白並願意在本人股金扣除是項總額。社員簽署：     
 

訂購表格需連同劃線支票或入數紙正本；寄/交回本社辦事處(富爾敦樓 305

室)，如以股金支付費用，則可傳真/電郵至本社。 
 

  

訂購方法及細則： 

 

(1) 截止訂購日期：2022年 7月 18日 (推廣期有限，欲購從速) 

(2) 月餅禮券領取日期：2022年 8月 8日至 19日，帶同社員證親臨本社辦事處領取； 

如代領者，必須出示訂購社員之授權書及其社員證副本，方可代領「月餅禮券」。 

(3)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中文大學僱員儲蓄互助社社員。 

(4) 美心集團、皇玥集團及榮華集團其商舖恕不直接提供以上優惠。 

(5) 月餅禮券換領期有限，請參閱禮券背面資料。 

(6) 本社只提供介紹之方便，並不負上任何法律或財政上之責任。 

(7) 消費者宜先行比較有關優惠價格，方作決定。 

 

 

 

 

 

 

 

 

 

 

 

 

 
 

社址 Address：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富爾敦樓 305室     Room 305, John Fulton Centre, The CUHK, Shatin, N.T. 

網址 Homepage：http://www.cuecu.hk     電話 Tel：2614 3383     電郵 Email：staff@cuecu.hk     傳真 Fax：2603 7275 

  

 辦事處專用欄 

http://www.cuecu.hk/
mailto:staff@cuecu.hk


 

 

 

 

 

 

 

 

 

 

 

 

 

 

 

 

 

 

 

 

 

 

 

 

 

 

 

 

 

 

 

 

 

 

 

 

 

 

 

 

  

 

 

                

       

通訊地址如有變更，敬請聯絡本社辦事處作

更新，以免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