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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菌率可達99％

舒緩
 濕疹 

   殺菌不傷手嘅

消毒搓手液

洗手液與搓手液引發之症狀

抗疫之選 | 無需水洗 | 滋潤保護

中東著名 消毒殺菌品牌   50年歷史

添加維他命及甘油，殺菌同時護膚

脫皮

痕癢

皺紋

龜裂

皮膚呈現乾燥

指尖麋爛

小水庖

紅斑

澳 洲 膚潤康高能軟膏

護手消毒搓手液

*部份產品於樂協社團優惠坊及悅購網網上商店有售

改
善

*

無香料無副作用，針對經常接觸水、清潔液、消毒水而導致 皮膚濕疹，

幫助皮膚回復柔軟細膩。接觸水後經常使用，有良好的預防作用。

2020年6月30日

www.fuyunhon.com 一般辦公室及工商區

*The products has demonstrated the bactericidal activity in 30 seconds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the Microorganism/ATCC. It is equivalent to 99.999% of germs.
Households & Toiletries Mfg. Co. Sukhtian (50ml-Jan 2014 ; 500/1000ml-Nov 2019)

原價: $58
會員價: $47

HiGeen 護手消毒
搓手液50毫升
原價: $36
會員價: $18

HiGeen 護手消毒搓手液1000毫升
原價: $158
會員價: $104

HiGeen 護手消毒搓手液500毫升
原價: $98
會員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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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協樂協樂協樂協 及及及及 悅購網悅購網悅購網悅購網  2020 端午粽禮券端午粽禮券端午粽禮券端午粽禮券、、、、各式精選禮券各式精選禮券各式精選禮券各式精選禮券訂購表格訂購表格訂購表格訂購表格 (端午粽禮券詳細資料可參考本刊第端午粽禮券詳細資料可參考本刊第端午粽禮券詳細資料可參考本刊第端午粽禮券詳細資料可參考本刊第3頁頁頁頁)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 會員價會員價會員價會員價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訂購訂購訂購訂購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產品編號產品編號產品編號產品編號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產品名稱 會員價會員價會員價會員價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訂購訂購訂購訂購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產品編號產品編號產品編號產品編號

美心尊貴薈萃(禮盒套裝) $233.0 62300061 九龍香格里拉 九龍香格里拉 亞洲風味系列 $366.0 62300145
美心原粒瑤柱裹蒸粽(經典套裝) $176.0 62300013 利苑端午粽尊貴套裝禮券 $253.0 62300132
美心家鄉靚粽(孖寶套裝) $99.0 62300015 利苑金華火腿裹蒸粽 $138.0 62300133
美心原粒瑤柱裹蒸粽 $108.0 62300014 利苑瑤柱蛋黃鹹肉粽 $78.0 62300134
美心精緻裹蒸粽 $79.0 62300071 利苑秘製蓮蓉鹼水粽 $60.0 62300135
美心一品家鄉粽 $65.0 62300016
美心嘉興粽 $52.0 62300066
美心冰粽 果蜜 或 甜品系列 $54.0 62300108 惠康$100 現金券 $97.0 63300016
美心優惠套裝 A  (優惠套裝售完即止) $99.0 62300141 惠康$50 現金券 $48.5 63300015
美心優惠套裝 B  (優惠套裝售完即止) $149.0 62300142 美心 美心$50西餅禮餅券 (*10張或以上$40) 1-9張 $41* 63100026
美心優惠套裝 C  (優惠套裝售完即止) $199.0 62300143 東海堂 東海堂$50心意禮餅券 $40.0 63100001
鴻褔堂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糉 $80.0 62100018 聖安娜禮餅券$25 $20.0 63100109
鴻福堂原粒瑤柱金腿香菇上海糭 $68.0 62300107 聖安娜禮餅券$50 $40.0 63100108
鴻褔堂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糉 $71.0 62300054 Crostini $50 禮券 $44.0 63200094
鴻褔堂陳皮豆沙蓮子百合梘水糉 $50.0 62300073 Crostini $25 飲品現金券 (*每買10張每張$17.5) $18.8* 63200093

奇華金盈喜禮餅咭 $68.0 63100022
鴻星四寶禮盒裝 $225.0 62300038 奇華金雅喜禮餅咭 $87.0 63100023
鴻星極品裹蒸糭組合 $158.0 62300083 奇華金緣喜禮餅咭 $134.0 63100024
鴻星原隻鮑魚竹筒粽 $170.0 62300033 稻香 稻香集團$100現金券 $90.0 63200019
鴻星極品佛跳牆粽 $160.0 62300040 富臨 富臨集團$100現金券 $90.0 63200008
鴻星金華兩頭烏瑤柱裹蒸糭 $120.0 62300084 Pizza Hut Pizza Hut 現金券 $50 $46.0 63200057
鴻星原粒瑤柱火腿粽 $116.0 62300035 太興 太興集團現金券美食禮券$50 $47.5 63200087
鴻星蓮蓉鹼水粽 $78.0 62300036 鴻福堂$50禮券 (1張) $35.0 63100020
鴻星紅豆鹼水粽 $78.0 62300037 鴻福堂自家湯套票 (1套10張) $375.0 63100018
鴻星皇牌火腿糭組合 $97.0 62300140 鴻福堂藥製龜苓膏套券(10張) (*$550/2套) $337* 63100015

鴻福堂鮮製飲品套票 (1套10張) $185.0 63100016
聖安娜裹蒸八寶粽套裝 $246.5 62300074 總訂購金額總訂購金額總訂購金額總訂購金額：：：：

聖安娜極品八寶粽套裝 $184.5 62300028
聖安娜特級極品粽套裝 $155.5 62300021
聖安娜尊貴極品粽套裝 $153.0 62300020
聖安娜極品元貝金腿裹蒸粽 $93.0 62300022
聖安娜極品家鄉粽 $62.5 62300026
聖安娜江南極品粽 $62.5 62300023
聖安娜桂花紅荳粽 $59.5 62300025
聖安娜極品鹼水雙色粽 $59.5 62300024
大班雙黃瑤柱裹蒸糭 $89.0 62300043
大班端陽糭套裝 $63.0 62300044
榮華極品紅燒一口鮑魚粽皇套裝 $216.0 62300136
榮華豐盛裹蒸粽 $92.0 62300137
榮華風味蛋黃金腿隻咸肉粽 $79.5 62300138
榮華黑糖豆沙及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粽 $60.0 62300139
太興裹蒸粽及原粒元貝鹹肉粽 $148.0 62300089
太興裹蒸粽及八穀豐登豚肉粽 $144.0 62300090
太興裹蒸粽1隻及紫米蓮蓉鹼水粽 $144.0 62300109
原粒元貝鹹肉粽及八穀豐登豚肉粽各1隻,紫米蓮蓉鹼水粽2隻 $128.0 62300092

八珍至尊粽 $227.1 62300146
八珍精選粽 $151.1 62300147
八珍經典粽 $297.4 62300148
八珍原隻鮑魚裹蒸粽 $259.4 62300149
八珍佛跳牆裹蒸粽 $302.1 62300150

富臨 富臨粽套裝 $138.0 62300082
陶源 陶源原隻鮑魚裹蒸粽 $183.0 62300106

九龍香格里拉鮑魚裹蒸粽 $231.0 62300112
九龍香格里拉瑤柱裹蒸粽 $178.5 62300113
九龍香格里拉三十年陳皮豆沙粽 $73.5 62300116
九龍香格里拉蓮蓉鹼水粽 $58.5 62300117
九龍香格里拉柚子芒果水晶粽 $103.5 62300118
九龍香格里拉綠茶紅豆水晶粽 $103.5 62300119
九龍香格里拉紫甘薯水晶粽 $103.5 62300120
九龍香格里拉26頭吉品乾鮑魚金腿粽 $1,699.2 62300144

八珍

九龍

香格里拉

1. 傳真訂購  (查詢電話: 8101 0308)1. 傳真訂購  (查詢電話: 8101 0308)1. 傳真訂購  (查詢電話: 8101 0308)1. 傳真訂購  (查詢電話: 8101 0308)

     1.1   填寫以上訂購表格並傳真至 2264 8029 或whatsapp 至 5425 4091

             (傳真訂購表格優先處理, whatsapp只限收單不作查詢)

     1.2   專人會於三個工作天內致電確認訂單 (如要更改訂單,請在確認時提出)

     1.3   訂單確認後請入數到恒生戶口 264-087214-012並把入數紙傳真至 2264 8029或

             whatsapp 至 5425 4091

2. 親臨2. 親臨2. 親臨2. 親臨「「「「樂協樂協樂協樂協」」」」社團優惠坊選購社團優惠坊選購社團優惠坊選購社團優惠坊選購

    ˙樂協(銅鑼灣)地址：銅鑼灣軒尼詩道423-425號 嘉年華商業大廈2樓

     ( 銅鑼灣港鐵站C出口近鵝頸橋 和電車路交界) (查詢電話: 8101 0308)

    ˙ 樂協(灣仔)地址：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稅務大樓地下2號舖 (查詢電話: 2157 0051)

訂購資料:訂購資料:訂購資料:訂購資料:

    

職員/會員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協會/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條款及細則 :條款及細則 :條款及細則 :條款及細則 :

1. 專人會於三個工作天內致電確認訂單。所有已確認之訂單不可取消或更改產品內容

   ，如需更改送貨地址或其他聯絡資料，請於確認訂單時通知職員，否則不作處理。

2. 訂購貨物會於確認訂單後7個工作天內安排送貨，確實送貨日期會有專人最後確認

    (東涌及離島不設送貨服務)。

3. 如收貨後發現任何問題，請致電 8101 0308 查詢。

4. 有關商戶保留修改所有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須事先通知。如有任何爭議，一切以

    有關商戶，「悅購網」及「樂協」之決定為最終決定。

5. 購貨或取貨時請出示職員/會員證。

                                                                                   訂購表格有效期至訂購表格有效期至訂購表格有效期至訂購表格有效期至2020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訂購方法:  訂購滿 $1000 可享免費送貨訂購方法:  訂購滿 $1000 可享免費送貨訂購方法:  訂購滿 $1000 可享免費送貨訂購方法:  訂購滿 $1000 可享免費送貨

榮華

太興

利苑

凡購買任何鴻褔堂粽券6張，送鴻褔堂$50禮券1張 ，多買多送，送完即止

凡購買鴻星五月粽滿$400，送鴻星楊枝甘露券1張(價值$112) ，多買多送，送完即止

凡購買任何太興粽券1張，送太興冷熱飲品貴賓券1張 ，多買多送，送完即止

美心

鴻褔堂

鴻星

聖安娜

大班

各式精選券類各式精選券類各式精選券類各式精選券類#
# 精選券類產品不設送貨精選券類產品不設送貨精選券類產品不設送貨精選券類產品不設送貨，，，，惟訂購其他端午粽禮券滿惟訂購其他端午粽禮券滿惟訂購其他端午粽禮券滿惟訂購其他端午粽禮券滿$1000可安排一併送貨可安排一併送貨可安排一併送貨可安排一併送貨

惠康

Crostini

奇華

鴻福堂

聖安娜

2121



2222



2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