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福利優惠 

榮華月餅 標準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 $378 $192.50 

雙黃蓮蓉月 $368 $187.50 

三黃白蓮蓉 $388 $197.50 

正式白蓮蓉 $358 $182.50 

伍仁金華金腿月 $398 $202.50 

 

備註：購券時需出示有效勞聯咭或本會認

可之證件，方可獲會員優惠，部份餅類限

量發售。如需大量訂購，請先致電 

2776 7242查詢。 

【所有月餅券，售完即止】 

勞聯代售月餅券價目表(2019)    { 發售日期: 2019 年 7 月 23 日 } 

               查詢電話: 2776 7242 

 

 

  

大班冰皮月餅 門市價 會員價 

冰皮尊貴官燕月餅 $352 $322 

冰皮玲瓏八星伴官燕月餅 $228 $214 

冰皮玲瓏四色伴官燕月餅 $228 $214 

冰皮玲瓏九星月餅 $232 $218 

冰皮黑鑽榴槤荳蓉月餅 $288 $268 

冰皮極品官燕奶黃月餅 $288 $268 

冰皮迷你八寶月餅 $190 $179 

冰皮迷你四色月餅 $178 $167 

冰皮迷你經典綠荳蓉月餅 $178 $167 

美心月餅 零售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 $365 $210 

雙黃蓮蓉 $355 $204 

傳統七星伴明月 $673 $394 

精選口味限量版 $403 $232 

金腿伍仁 $377 $217 

低糖蛋黃蓮蓉 $367 $211 

冰皮七星伴明月 $320 $185 

森雪果園 $238 $138 

粒粒初雪 $294 $169 

貓山王 $305 $176 

榴槤控 $292 $172 

迪士尼公主音樂城堡月餅 $238 $138 

流心奶黃(每人限購 5 張)  $380 $228 

流心朱古力(每人限購 5 張)  $380 $228 

流心盈月(每人限購 5 張)
 

$348 $208 

 

 

套餐：(每人限購 5 套)

流心奶黃 + 雙黃白蓮蓉  
$745 $438 

凡購買「流心奶黃 + 雙黃白蓮蓉」套餐，送美心冰皮2人

世界券乙張(價值$49)，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東海堂月餅 零售價 會員價 

十勝紅豆粒蛋黃 $288 $165 

雙黃白蓮蓉 $316 $182 

流心抹茶 $295 $170 

流心芝士 $295 $170 

紫薯月餅 $288 $165 

奶黃月餅 $288 $165 

日式冰皮 $228 $131 

雪兔冰皮 $256 $148 

POKEMON奶黃月餅 $188 $135 

 

因貨源有限，各區分銷處只提供部份款式之月餅券， 

如欲購買請先致電該聯絡處查詢。 

 

月餅券銷售地點 

(1) 勞聯會員服務部   電話：2776 7242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 6-8號福耀大廈 2字樓

(近太子站 A出口) 
 

(2) 觀塘聯絡處       電話：2793 9887 
地址:觀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7樓 
 
(3) 屯門聯絡處       電話：2441 1110 
地址:屯門屯喜路 2號栢麗廣場 1806室 
 
(4) 大埔聯絡處       電話：2638 0896 
地址:大埔廣福道 152-172號大埔商業中心 

4樓 A-B室     

     
 

流心月餅

8月3日起

公開發售



 

會員福利優惠 

勞聯代售月餅券價目表(2019)  { 發售日期: 2019 年 7 月 23 日 } 

               查詢電話: 2776 7242 

 

鴻星月餅 原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月餅 $308 $195 

雙黃蓮蓉月餅 $298 $190 

迷你金莎奶黃月餅 $208 $160 

迷你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 $188 $150 

迷你金箔全黃紅荳蓉月餅 $188 $150 

迷你金華火腿瑤柱月餅 $228 $170 

七星伴月禮盒 $368 $288 
1) 凡購買鴻星產品滿$600，送迷你金箔全黃白蓮蓉月餅(孖
寶月餅)禮券 1張(標準價$62)。 

2) 凡購買鴻星產品滿$800，送鴛鴦臘腸(鮮肉及鮮鴨膶腸

12 條裝)禮券 1張(標準價$218)，贈券優惠，多買多送，送

完即止。  

Haagen Dazs雪糕月餅券 標準價 會員價 

七星‧追月(8件指定口味) $688 $437 

愛‧復古 

(朱古力 2件、野莓及呍呢拿各 1件) 
$338 $220 

愛‧明月(芒果 2件、野莓及藍莓各 1件) $338 $220 

愛‧華麗(朱古力、芒果各 2件、野莓及呍

呢拿各 1件) 
$438 $288 

愛‧同趣(脆皮三文治雪糕(呍呢拿、焦糖、

香濃咖啡各 2件) 
$438 $288 

雪‧望月(芒果、曲奇呍呢拿各 2件) $378 $260 

茶‧亮月 

(抺茶、焙茶、玄米茶、紅茶各 1件) 
$378 $260 

盈‧伴月(原味乳酪、黃桃乳酪各 2件) $378 $260 

凡購買 2 盒或以上，每盒可獲贈單球雪糕券及雪糕蛋糕券各一張；購買 5盒

或以上，可獲贈「Thank You Gift」一套。 

 

 

 

恆香月餅 原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月餅 $360 $185 
雙黃蓮蓉月餅 $350 $183 

伍仁月餅 $375 $195 
金華火腿伍仁月餅 $385 $200 

四喜滿堂月餅  $360 $188 

迷你蛋黃白蓮蓉月餅 $245 $128 
迷你低糖蛋黃白蓮蓉月餅 $290 $153 

流心奶黃月餅 $345 $179 
流心宇治抹茶紅豆月餅 $320 $166 

流心日本芝麻奶黃月餅 $320 $166 

 

陶源月餅 原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 $198 $178 
迷你奶皇 $208 $188 

 

備註：購券時需出示有效勞聯咭或本會

認可之證件，方可獲會員優惠，部份餅

類限量發售。如需大量訂購，請先致電

2776 7242查詢。 

【所有月餅券，售完即止】 

月餅券銷售地點 

(1) 勞聯會員服務部 電話：2776 7242 
地址:深水埗大埔道 6-8號福耀大廈 

2字樓(近太子站 A出口) 
 
(2) 觀塘聯絡處     電話：2793 9887 
地址:觀塘巧明街 111號富利廣場 7樓 
 
(3) 屯門聯絡處     電話：2441 1110 

地址:屯門屯喜路 2號栢麗廣場 1806室 
 
(4) 大埔聯絡處     電話：2638 0896 
地址:大埔廣福道 152-172號大埔商業

中心 4樓 A-B室     

     
 

因貨源有限，各區分銷處只提供部份款式

之月餅券，如欲購買請先致電該聯絡處查

詢。 
 

富臨月餅 原價 會員價 

雙黃白蓮蓉 $168 $148 
金腿伍仁 $188 $168 

流心奶皇 $198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