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 家 優 惠 ‧ 一 觸 即 發

秋秋 SALESALE冬冬暖暖暖暖

個人衛生護理

有 機 益 食

日 本 酒 具

健 康 良 品

台日韓美食選

Made in HK

生 活 日 常

寶 寶 食 品

政 府 部 門 公 會 限 定

條款及細則︰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所有產品均不設退換。如有任何爭議，Clicks Marketing Solutions 保留最終決定權。產品圖片只供參考。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食品 / 用品於到貨後的最佳日期，不少於 3 個月至 1 年。歡迎 WhatsApp 個別查詢。

即日至 2020 年11月30日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WhatsApp 查詢

歡迎轉發給部門同事 /
家人 / 朋友訂購亦可！

觀塘預約自取 免運費免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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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remiOne】
全素排毒滋補焗湯（共 3 款）
1) 牛蒡雪梨蘋果芡實素湯（排毒祛濕）
2) 桑葉雪梨椰片素湯（清熱潤肺）
3) 松茸羊肚菌彩色素湯（增強抵抗力）
．按次序飲能排毒調理身體
．天然無添加
．真材實料

22 【PremiOne】
元貝螺頭花旗參焗湯（共 3 款）
1) 元貝螺頭清補涼湯（排毒祛濕）
2) 花旗參川貝椰片元貝螺頭湯（清熱潤肺）
3) 羊肚菌茶樹菇元貝湯（增強抵抗力）
．按次序飲能排毒調理身體
．天然無添加
．真材實料

33 有機接骨木花液（500ml）
．豐富維他命 C 預防感冒、化痰止咳
． 美白皮膚．防止黑色素粒子聚於皮下
．天然成份經 700 多天活菌發酵

44 天然黑桑椹酵素（500ml）
． 補血（enrich）、淨血（detox）、造血（circulate）

及抗氧化之皇
．美容養顏
． 新鮮黑桑椹以專利菌種經過長時間（約 730 天）低

温發酵而成

11

22

33

44
55

66 77

日本消毒濕紙巾 1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包
買買11件件 送送

價值 $50 以上隨機價值 $50 以上隨機
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

買買22件件 送送

特價：
市場零售價：$ $338產品編號：Hightlight-04

388

特價：
市場零售價：$ $208產品編號：Hightlight-03

238

特價：
市場零售價：$ $190產品編號：Hightlight-02

218

特價：
市場零售價：$ $178產品編號：Hightlight-01

198

德國

台灣

香港

香港 55 天然檸檬柑桔酵素（500ml）
．豐富維他命 C 預防感冒、化痰止咳
． 美白皮膚．防止黑色素粒子聚於皮下
．天然成份經 700 多天活菌發酵

66 天然諾麗果酵素（500ml）
．保健功效多，被稱為「天賜之果」
． 改善頭痛、經痛、風濕、肝病、支氣管炎、胃炎
．幫助睡眠．維持健康

77 天然鳳梨木瓜酵素（500ml）
． 豐富維生素 C 預防感冒、消除自由基和美白
． 「鳳梨酵素」分解蛋白質，幫助消化和吸收
．木瓜酵素代謝累積在肝臟的毒素

特價：
市場零售價：$ $338產品編號：Hightlight-07

388

特價：
市場零售價：$ $338產品編號：Hightlight-06

388

特價：
市場零售價：$ $338產品編號：Hightlight-05

388台灣

台灣

台灣

天氣凍，
一齊照顧好身體！

有機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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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消毒濕紙巾 1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包
買買11件件 送送

價值 $50 以上隨機價值 $50 以上隨機
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

買買44件件以上以上送送

11 【賈以食日】
麻辣鴨血冬粉（485g)
．飽滿多汁嫩鴨血
．傳統工藝製成 Q 彈冬粉
．獨門辛香料熬煮湯底

22 【賈以食日】
干貝鍋燒意麵 (535g)
．純鴨蛋製成高質鍋燒意麵
．精選珠貝、昆布、鰹魚慢熬湯料
．健康鮮甜高麗菜配料

33 【麻膳堂】
麻辣鴨血火鍋底料 (550g)
．台北知名食店「麻膳堂」出品
．麻而不辣的麻辣湯底
．搭配入味的鴨血與豆腐

44 【詹麵】
湯麵系列 - 茄燒湯麵 (133g x 3)
．台灣型廚詹姆士．精心研發
．零防腐劑
．新鮮番茄 3 小時燉煮甘味湯頭
．全素不辣

市場零售價：$88
產品編號：Yummy-01 特價：$68

市場零售價：$88
產品編號：Yummy-02 特價：$68

市場零售價：$98
產品編號：Yummy-03 特價：$78

市場零售價：$78
產品編號：Yummy-04 特價：$68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灣

55 【詹麵】
拌麵系列 - 激麻拌麵 (111.5g x 3)
．台灣型廚詹姆士．精心研發
．零防腐劑
． 新鮮花椒磨成粉，品嚐到花椒獨特口感

66 【詹麵】
拌麵系列 - 川麻拌麵 (125g x 3)
．台灣型廚詹姆士．精心研發
．零防腐劑
．濃厚辣味麻醬麵

77 【詹麵】
拌麵系列 - 堅果辣沾麵 (160g x 3)
．台灣型廚詹姆士．精心研發
．零防腐劑
．煮成「熱麵條」或「冷麵」都得

市場零售價：$88
產品編號：Yummy-05 特價：$68

市場零售價：$78
產品編號：Yummy-06 特價：$68

市場零售價：$78
產品編號：Yummy-07 特價：$68

台灣

台灣

台灣

台日韓美食選
11 22 33

台灣熱爆美食，
食完暖笠笠！

44 55 6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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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折折
買買滿滿55包包

8585折 折 加加
價值 $50 以上隨機價值 $50 以上隨機
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

買買滿滿1010包包

11 【Emart24】
番薯味爆米花（120g）

22 【Emart24】
奶酪味爆米花（145g）

33 【Emart24】
雙層芝士爆米花（85g）

44 【Emart24】
海鹽爆米花（100g）

55 【Emart24】
車打芝士球（100g）

66 【Emart24】
黑糖爆米花（75g）

77 【Emart24】
薯仔脆條（120g）

88 【Emart24】
紅薯片（120g）

產品編號：Snack-01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03
售價：$25

產品編號：Snack-02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04
售價：$25

產品編號：Snack-05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06
售價：$25

產品編號：Snack-07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08
售價：$28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台日韓美食選

韓國至 hit 零食，陪你過冬！

11

1010 1111 1212 1313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韓國

99 【Emart24】
辣炒年糕脆條（208g）

1010 【Emart24】
辣炒磅蟹蝦片（95g）

1111 【Emart24】
煙肉味脆片（95g）

1212 【Emart24】
小筒薯片（45g）

1313 【Emart24】
雞肉味脆脆（80g） 

產品編號：Snack-09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11
售價：$28

產品編號：Snack-12
售價：$12

產品編號：Snack-13
售價：$25

產品編號：Snack-10
售價：$28

99折折
買買滿滿33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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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NTORY 山崎蒸溜所貯蔵
焙煎樽熟成梅酒（750ml）
．酒精度：17%
．用釀製過穀物威士忌的木桶來貯藏，香氣厚重。

22 大七
生もと梅酒（720ml）
．酒精度：12%
．原材料： 紀州產南高梅、日本酒（純米生酛原酒）、

砂糖
．原裝盒包裝

33 本格梅酒
竜峡梅酒（72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梅子、Brandy、糖、蜂蜜

44 熊本熊
特濃乳酪酒（500ml）
．酒精度：8%
．原材料： 熊本酸奶（熊本縣產）、正宗燒酒、糖 /

酸味劑
．原裝盒，樽身以熊本縣形像人物

產品編號：Liquor-01
售價：$348

產品編號：Liquor-02
售價：$328

產品編號：Liquor-03
售價：$268

產品編號：Liquor-04
售價：$188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55 燒酎藏之梅酒（300ml）
．酒精度：14%
． 原材料：正宗大米燒酒、李子、糖、香料、酸化劑

66 燒酎藏之臍橙酒（3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臍橙、糖、酸化劑、香料、

色素

77 燒酎藏之桃酒（300ml）
．酒精度：14%
． 原材料：正宗燒酒、桃子、糖、香料、酸化劑

產品編號：Liquor-05
售價：$168

產品編號：Liquor-06
售價：$168

產品編號：Liquor-07
售價：$168

日本

日本

日本

台日韓美食選

外面凍冰冰，
屋企變成居酒屋！

11

22
33

44 55 66 77

日本消毒濕紙巾 1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包
買買11件件 送送

價值 $50 以上隨機價值 $50 以上隨機
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

買買22件件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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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香甜臍橙乳酪酒（500ml）
．酒精度：8%
． 原材料：熊本惠米酸奶（熊本縣產）、正宗燒酒（純

米）、德培果汁（九州產）、糖

99 旬之梅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正宗大米燒酒、梅、糖、酸化劑、香料

1010 旬之士多啤梨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士多啤梨、糖、酸化劑、

香料、色素

1111 旬之臍橙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臍橙、糖、酸化劑、香料、

色素

產品編號：Liquor-08
售價：$188

產品編號：Liquor-09
售價：$218

產品編號：Liquor-10
售價：$218

產品編號：

售價：$218Liquor-11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台日韓美食選

99
88

1010 1313
1111 1212

1414

外面凍冰冰，屋企變成居酒屋！

1212 旬之桃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桃子、糖、酸化劑、香料

1313 旬之藍莓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藍莓、糖、酸化劑、香料、

色素

1414 旬之梨酒（500ml）
．酒精度：14%
．原材料： 正宗大米燒酒、梨、糖、酸化劑、香料、

色素

日本

日本

日本

產品編號：Liquor-12
售價：$218

產品編號：Liquor-13
售價：$218

產品編號：Liquor-14
售價：$218

日本消毒濕紙巾 1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包
買買11件件 送送

價值 $50 以上隨機價值 $50 以上隨機
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禮品 / 禮品組合 1份

買買22件件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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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Drinkware-01

售價：
$590

津輕清酒杯禮盒（一套5隻）
．原裝禮盒
． 玻璃（人手製）

產品編號：Drinkware-02

售價：
$590

津輕NEBUTA酒器（彩色）
（一套 3 件）

．原裝禮盒
． 玻璃（人手製）

日本酒具

產品編號：Drinkware-11

售價：
$590

冷感紅葉玻璃咖啡 / 啤酒對杯
（一套 2 隻）

．62mm x 102mm 高
 （容量 325cc）
．精美禮盒

日本

日本

日本

產品編號：Drinkware-03

售價：
$590

津輕四季之盃（一套 4 隻）
．原裝禮盒
． 玻璃（人手製）

日本

產品編號：Drinkware-04

售價：
$590

津輕粉紅系清酒杯、壺套裝
（一套 3 件）

．原裝禮盒
． 玻璃（人手製）
．清酒壺（1 個）＋
 清酒杯（2 隻）

日本

外面凍冰冰，
屋企變成居酒屋！ 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

買買11件件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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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酒具

產品編號：Drinkware-05 售價：$590

冷感香檳對杯（一套 2 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 55mm x 195mm 高（容量 165cc）
． 精美禮盒

產品編號：Drinkware-07 售價：$338

冷感清酒玻璃對杯（一套2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 60mm x 98mm 高（容量 100cc）
．精美禮盒

產品編號：Drinkware-09 售價：$338

冷感清酒陶瓷對杯（一套2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 90mm x 34mm 高（容量 70cc）
．精美禮盒

產品編號：Drinkware-06 售價：$768

冷感香檳對杯（一套 2 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加配 原裝酒枡
．55mm x 195mm 高（容量 165cc）
．原裝酒枡：71mm x 50mm 高（容量 180cc）
．精美禮盒

產品編號：Drinkware-08 售價：$588

冷感清酒玻璃對杯（一套 2 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加配 原裝酒枡
．60mm x 98mm 高（容量 100cc）
．原裝酒枡： 71mm x 50mm 高（容量 180cc）
．精美禮盒

產品編號：Drinkware-10 售價：$518

冷感玻璃對裝水杯（一套2隻） 
煙火 / 紅葉
． 72mm x 132mm 高（容量 360cc）
．精美禮盒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日本

外面凍冰冰，
屋企變成居酒屋！ 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

買買11件件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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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HK

產品編號：
Beer-02 售價：$38

【hEROS Beer】
HORIZON-X

（330ml）
．柑橘鐵觀音精釀啤酒
．以烤烘麵包麥芽味為基調
．清爽而充滿果香

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3 售價：$38

【hEROS Beer】
SI L DAN

（330ml）
．HK Brewcraft 5 周年合作釀製
．利用最新「隨心落酒花」技術
．主要味道：松葉、柑橘

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4 售價：$38

【hEROS Beer】
CAPTAIN PHYKICK

（330ml）
．冷泡酒花美式 Pilsner
．口感清爽順滑
．清新檸香混合溫柔苦味

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5 售價：$38

【hEROS Beer】
HUNK SIR

（330ml）
．以傳統英式黑啤 Porter 為本
． 黑朱古力香氣配以 NODI 濃縮
 咖啡配方
．加入乳糖令啤酒順滑帶微甜

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6 售價：$38

【hEROS Beer】
CEREUSLY

（330ml）
．充滿西柚、芒果、熱帶果香
．輕微麵包味襯托，含草香及花香
．採用低烘焙麥芽，酒色金黃通透

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7 售價：$38

【hEROS Beer】
HANGRY DONUT

（330ml）
．微酸、清新嘅洛神花小麥啤
．酒色輕微混濁而帶粉紅
．酒花帶西柚、檸檬香

香港

【hEROS Beer】Tasting Set（6 款口味）香港

產品編號：
Beer-01 特價：$188

．獲獎香港精釀啤酒
．一 set 試齊多款口味
．Home party 必備

市場零售價：$288

99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585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8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 優惠只限以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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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Lifestyle-09b 售價：$498產品編號：

Lifestyle-09a 售價：$498

產品編號：
Lifestyle-01b 售價：$530產品編號：

Lifestyle-01a 售價：$530

．女士最愛糖果色系
．34.8*26*10.6cm
．適合小家庭或野外露營使用

產品編號：
Lifestyle-01e 售價：$530

產品編號：
Lifestyle-01c 售價：$530

【Dr.Hows】
戶外 / 家用便攜 GAS 爐 

（1.7kg）- 白色

韓國

產品編號：
Lifestyle-01f 售價：$530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櫻富士（粉紅）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事物有新的開始
．每Set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黃富士（黃）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帶來財富及繁榮
．每Set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產品編號：
Lifestyle-01d 售價：$530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白富士（白）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寓意吉祥
．每Set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綠富士（綠）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健康及減少病痛
．每Set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Dr.Hows】
戶外 / 家用便攜 GAS 爐 

（1.7kg）- 粉紅色
．女士最愛糖果色系 
．34.8*26*10.6cm
．適合小家庭或野外露營使用

韓國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赤富士（紅）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消災及生意成功
．每Set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
Set - 青富士（藍）
． 杯身設多個 50 微米細孔，無需濾

紙或濾袋
．顏色祝福：運氣增加
．每 Set 包含：主體 / 濾器 / 濾碟（各一）

日本

個人護理・生活日常

產品編號：
Lifestyle-10 售價：$178

．無需用電，無需加冰
． 3 層設計，內層容器含有蓄冷劑，

雪糕長久不融化
． 做法簡單，只需 4 個步驟

【Thermos】
真空斷熱雪糕機 - 米色

中國

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價值 $50 以上隨機禮品 / 禮品組合 1 份
買買11件件 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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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Organic-03 售價：$168

產品編號：
Organic-04 售價：$228

產品編號：
Organic-02 售價：$118

產品編號：
Organic-11 售價：$118

產品編號：
Organic-05 售價：$138

產品編號：
Organic-12 售價：$68

產品編號：
Organic-06 售價：$188

產品編號：
Organic-10 售價：$78

產品編號：
Organic-07 售價：$138

產品編號：
Organic-09 售價：$88

產品編號：
Organic-08 售價：$88

產品編號：
Organic-01 售價：$188

【Earth Harvest】
有機冷壓大麻籽油

（250ml）
．含豐富奧米加 3、奧米加 6
．舒緩嚴重皮膚炎、濕疹或牛皮癬
．美容保濕、滋養皮膚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小紅莓乾（無麩質）

（150g）
．適合所有愛美女士
．含天然有效抗氧化物 - 前花青素
．天然無添加．不含膽固醇或脂肪

加拿大

德國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奇異籽 / 奇亞籽

（無麩質）（250g）
． 被稱為“Dietary dream food”
 （夢想中的減肥食品）
．減慢人體對澱粉化合物的吸收
． 內含鐵、鎂、鈣、Omega-3、
 抗氧化劑…等

墨西哥、
玻利維亞

【Earth Harvest】
天然桑椹果醬

（135g）
．延緩衰老．美容養顏．烏髮
．花菁素補視力．白藜蘆醇降三高
． 豐富鐵質有益女性補血、造血、

淨血

台灣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白桑莓（無麩質）

（150g）
． 低熱量零食，每 40 克只有 120 卡

路里、0% 脂肪
．有助降低密度蛋白膽固醇
．膳食纖維非常豐富

土耳其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杞子（枸杞）禮盒裝

（無麩質）（120g）
．含豐富杞子多醣及抗氧化物
．清肝明目．補肝益腎
．杞子多醣可修後黃班點

內蒙

【Earth Harvest】
有機野生銀耳（雪耳）

（70g）
．清熱解煩，增強免疫力
． 有「菌中之冠」及「平民燕窩」美

稱
．治肺燥乾咳、婦女月經不調

中國

【Earth Harvest】
有機初榨冷壓橄欖油（可高温）

（500ml）

【Earth Harvest】
有機野生香菇

（120g）
．低熱量、高蛋白、高纖維
．促進體內的膽固醇排泄
．含多種酵素，幫助消化、有益健康

中國

． 有助降低血中總膽固醇、壞膽固
醇含量

．於紐約、倫敦、日本及雅典獲獎
．有助預防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

【Earth Harvest】
有機野生黑木耳

（135g）
． 含有人體必須的 8 種胺基酸碳水

化合物
．豐富膠質清潤消化系統、補氣益智
．多醣成份具抗腫瘤活性

中國

希臘

【Earth Harvest】
有機野生牛肝菌

（80g）
． 含有人體必需 8 種氨基酸碳水化

合物
．清熱解煩、養血和中、舒筋和血
．婦科良藥

中國【Earth Harvest】
有機野生猴頭菇

（100g）
．增強人體消化系統的免疫功能
．營養價值極高，含多種藥效成分
．利五臟、助消化、滋補身體

中國

有機益食

99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585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8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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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Organic-15 售價：$48

產品編號：
Organic-14 售價：$56

產品編號：
Organic-23 售價：$88 產品編號：

Organic-24 售價：$48

產品編號：
Organic-16 售價：$56

產品編號：
Organic-17 售價：$30

產品編號：
Organic-13 售價：$48

產品編號：
Organic-22 售價：$56

產品編號：
Organic-20 售價：$73

產品編號：
Organic-19 售價：$43

產品編號：
Organic-18 售價：$188

產品編號：
Organic-21 售價：$48

． 清除自由基、改善缺鐵性貧血等
生理功能

． 維持血管正常滲透壓，防止血管
破裂和止血

．抗菌，降血壓、抑制壞細胞生長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白芝麻（無麩質）

（250g）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小米（無麩質）

（454g）
．補脾胃、防止泛胃、嘔吐
．對抗瀉、吐、消化不良，糖尿病患
．五谷雜糧有益老年人

美國 /
中國

【Earth Harvest】
加拿大有機生機亞麻籽

（無麩質）（275g）
．omega-3 脂肪酸最佳來源之一
．降血脂、降血壓、預防血凝
．緩減更年期綜合症

加拿大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黑米（無麩質）

（426g）
中國

． 潤膚、補血、明目、潤燥滑腸、
生津

．降低血糖，增加肝臟及肌糖元含量
．適合因肝腎不足所致的脫髮

【EM-eukal】
德國尤加利薄荷軟喉糖

（90g）
．115 年歷史世界優質天然喉糖品牌
．產品全無麩質及乳糖
．有殺菌、抗病毒、緩解胸痛、
 祛痰、止咳功效

德國 

印度、
玻利維亞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三色藜麥（無麩質）

（454g）
．谷氨酸有助促進學習、記憶等
． 天冬氨酸增強肝功能、維持心血

管系統
．酪氨酸具抗壓力功能

玻利維亞、
秘魯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紅豆（無麩質）

（454g）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松子仁（無麩質）

（200g）
． 食療佳品，有「長壽果」、「養人

寶」之稱
．滋陰潤肺，美容抗衰，延年益壽
．維生素 E 高達 30%，有助軟化血管

中國

． 鐵質補血、促進血液循環、增強
抵抗力

．利水消腫、利尿、清熱解毒
．健脾止瀉、改善腳氣浮腫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黑豆（無麩質）

（454g）
．蛋白質含量高達 36%-40％
．有助降低血中膽固醇
．能軟化血管，滋潤皮膚，延緩衰老

中國美國 /
中國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綠豆（無麩質）

（454g）
．蛋白質的含量幾乎是粳米的 3 倍
．清熱解毒、消暑益氣、止渴利尿
．降血脂、降膽固醇、抗過敏、抗菌

中國

【Earth Harvest】
有機原粒蕎麥（無麩質）

（1lbs）
．蛋白質的含量比米、麥都多
．強化微血管，預防中風及高血壓
．經常食用改善糖尿病症狀

中國

【Earth Harvest】
有機生機黃豆（無麩質）

（454g）
．異黃酮素改善女性更年期症狀
．鈣質預防骨質疏鬆
．膳食纖維加快食物通過腸道的時間

美國 /
中國

有機益食

99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585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8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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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Healthy-02 售價：$58

產品編號：
Healthy-04 售價：$30

產品編號：
Healthy-01 售價：$118

產品編號：
Healthy-06 售價：$30

產品編號：
Healthy-03 售價：$58

產品編號：
Healthy-10 售價：$78

產品編號：
Healthy-05 售價：$30

產品編號：
Healthy-09 售價：$30

產品編號：
Healthy-08 售價：$30

產品編號：
Healthy-07 售價：$30

【PremiOne】
無添加紅薑黃粉

（60 克）
．薑黃素有驚人的調整體質效能
．無添加，成份天然
． 紅薑黃稱「薑黃素之王」，含最豐

富薑黃素

【PremiOne】
泡水無核檸檬乾 - 可冷 / 熱泡

（50 克）
．台灣無毒種植優質檸檬
．烘焙過程不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保留檸檬營養成分，亦方便存放

台灣

台灣

【PremiOne】
蘋果脆片

（30 克）
． 100% 真正台灣蘋果
．有「智慧果」、「記憶果」美稱
．蘋果營養全面，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台灣

【PremiOne】
四季豆脆條

（40 克）
． 100% 真正台灣四季豆
． 豐富維他命和礦物質．常吃有益

脾胃
．含大量鐵質，造血、補血

台灣

【PremiOne】
無添加黃金薑黃麵

（350 克）

【PremiOne】
香蕉脆片

（60 克）
．100% 真正台灣香蕉
．清熱解毒．潤腸通脈
．維他命 B6 增強免疫力

台灣

． 薑黃素有驚人的調整體質效能
．無添加，成份天然
．煮 3-5 分鐘即可食用

【PremiOne】
栗子南瓜脆片

（50 克）
．100% 真正台灣南瓜
．清熱解毒．保護胃粘膜．幫助消化
．降血脂．降血糖

台灣

台灣

【PremiOne】
香菇脆片

（35 克）
． 100% 真正台灣香菇
．低熱量、高蛋白、高纖維食物
．含多種酵素，幫助消化

台灣

【PremiOne】
原條秋葵脆條

（35 克）
． 100% 真正台灣秋葵
．蘊含黃酮，高度抗氧化、防衰老
．低溫真空技術鎖住營養素及甜味

台灣【PremiOne】
無添加黑芝麻麵

（350 克）
． 黑芝麻具有補益肝腎，養血益精

功效
．無添加，成份天然
．煮 3-5 分鐘即可食用

台灣

9595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888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585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健康良品

產品編號：
Healthy-11 售價：$68

【PremiOne】
有機認証洋甘菊茶

（25 克）

產品編號：
Healthy-12 售價：68

．有助降血壓、降膽固醇
． 消除緊張、幫助睡眠；舒解眼睛

疲勞
． 安撫焦燥不安的情緒、緊張造成

的消化不良

台灣【PremiOne】
蝶豆花茶

（20 克）
．抗氧化成分幫助提升膠原蛋白合成
．加強頭髮健康生長
．豐富花青素，改善視力問題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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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Healthy-20 售價：$70

【Mchilo】
即溶糙米燕麥奶 - 南瓜味

（30g x 10）
． 高蛋白質．高纖．高營養．低脂．

低卡
．不加奶精．採用脫脂奶粉．無糖
． 胡蘿蔔素及維他命 A 維持眼睛和

皮膚健康

產品編號：
Healthy-17 售價：$98

產品編號：
Healthy-15 售價：$58 產品編號：

Healthy-16 售價：$48

產品編號：
Healthy-21 售價：$68

產品編號：
Healthy-13 售價：$88

產品編號：
Healthy-18 售價：$77

產品編號：
Healthy-14 售價：$68

產品編號：
Healthy-22 售價：$75

產品編號：
Healthy-19 售價：$75

【Mchilo】
即溶糙米燕麥奶 - 縲旋藻味 

（30g x 10）
． 高蛋白質．高纖．高營養．低脂．

低卡
．不加奶精．採用脫脂奶粉．無糖
． 營養密度最高 Superfood 之一

馬來
西亞

【Metamucil】
吸油纖維素粉（野莓味）

（673g）
．澳洲 No.1 最暢銷膳食纖維品牌
．維持腸道健康．促進自然排毒
．飲出輕盈感

【Mchilo】
即溶糙米燕麥奶 - 黑芝麻味

（30g x 10）
． 高蛋白質．高纖．高營養．低脂．

低卡
．不加奶精．採用脫脂奶粉
．豐富維他命 B 與鐵質，烏髮抗衰老

馬來
西亞

澳洲
【Mchilo】
即溶糙米燕麥奶 - 紅菜頭味 

（30g x 10）
． 高蛋白質．高纖．高營養．低脂．

低卡
．不加奶精．採用脫脂奶粉．無糖
． 維他命 B9（葉酸）有助細胞功能

發展及生長

馬來
西亞

【Mchilo】
即溶糙米燕麥奶 - 綠藻味

（30g x 10）

【Saraya】
羅漢果糖

（130g）
．接近零卡路里
．抽取自羅漢果天然甜味
．適用於煮餸，整甜品或沖調飲料

日本

． 高蛋白質．高纖．高營養．低脂．
低卡

．不加奶精．採用脫脂奶粉
． 完整蛋白質來源，含所有（9 種）

必需氨基酸

【Saraya】
白羅漢果糖

（3g*60 小包）
． 接近零卡路里
．抽取自羅漢果天然甜味
．無添加香料及顏料

日本

【PremiOne】
有機認証金盞花茶

（20 克）
．埃及有機農場天然栽種
．能發汗、利尿、清濕熱
．消炎抗菌、控制暗瘡

埃及

馬來
西亞

【PremiOne】
有機和田小枝玫瑰花蕾茶

（40 克）
．出油率最高、香型最佳玫瑰品種
．含 9 種微量元素、17 種胺基酸
．強心、潤肺、安神、靚膚、香體

新疆

馬來
西亞

健康良品

9595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888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585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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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Baby-12 售價：$45產品編號：

Baby-11 售價：$45

產品編號：
Baby-09 售價：$89.9 產品編號：

Baby-10 售價：$89.9

【岩本製菓】
Peppa Pig 罐裝小饅頭

（70g）- Peppa and Friends
．入口即溶，未有牙仔都食得
．同時訓練手腦細微肌肉
．70 年歷史寶寶零食品牌

日本

產品編號：
Baby-08 售價：$89.9

【岩本製菓】
Peppa Pig 罐裝小饅頭

（70g）- 少女 Peppa
．入口即溶，未有牙仔都食得
．同時訓練手腦細微肌肉
．70 年歷史寶寶零食品牌

日本

產品編號：
Baby-07 售價：$89.9

【Kiwigarden】
天然蘋果脆片（無添加）

（45g）
．選用紐西蘭「原個」新鮮蘋果
．非基因改造、豐富纖維及營養
．1 小包 =1 蘋果 =1 份所需蔬果

新西蘭

產品編號：
Baby-06 售價：$22.8

【Kiwigarden】
天然乳酪粒 - 雜莓味

（9g x 5）
．鮮果含量特高
．含豐富益生菌、補充鈣及蛋白質
．支援寶寶腸道及健康所需

新西蘭

產品編號：
Baby-05 售價：$36.8

產品編號：
Baby-02 售價：$22.8產品編號：

Baby-01 售價：$22.8

產品編號：
Baby-03 售價：$36.8 產品編號：

Baby-04 售價：$36.8

【Little Freddie】
有機樹莓蜜桃蓉

（100g）
．適合 4 個月大嬰兒食用
． 專業營養配搭，多樣化食材，寶

寶不偏食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歐洲

【Kiwigarden】
天然乳酪粒 - 士多啤梨味

（9g x 5）
． 新鮮士多啤梨含量特高 + 紐西蘭

蜂蜜
．含豐富益生菌、補充鈣及蛋白質
．支援寶寶腸道及健康所需

新西蘭【Kiwigarden】
天然乳酪粒 - 香蕉蜜糖味

（9g x 5）
． 含高達 43% 新鮮香蕉 + 紐西蘭蜂蜜
．含豐富益生菌、補充鈣及蛋白質
．支援寶寶腸道及健康所需

新西蘭

【Little Freddie】
有機奇異果香蕉梨蘋果蓉

（100g）

【Little Freddie】
有機藍莓香蕉希臘式乳酪

（100g）
．適合 6 個月大嬰兒食用
．新鮮牛奶發酵，補充鈣和蛋白質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歐洲

．適合 4 個月大嬰兒食用
． 專業營養配搭，多樣化食材，寶

寶不偏食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Little Freddie】
有機菠蘿香蕉泡芙

（42g）
．適合 10 個月大嬰兒食用
．營養藜麥和小麥胚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歐洲

歐洲

【Little Freddie】
有機士多啤梨紅莓泡芙

（42g）
．適合 10 個月大嬰兒食用
．營養藜麥和小麥胚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歐洲【Little Freddie】
有機香蕉斯卑爾脫小麥餅乾

（4 x 20g）
．適合 12 個月嬰幼兒食用
． 不添加蔗糖，全穀物配方健康小食
．100% 歐洲有機．無添加

歐洲

寶寶食品

9595折折
買買滿滿22件件 8888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282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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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編號：
Hygiene-05 售價：$22 產品編號：

Hygiene-06 售價：$15

產品編號：
Hygiene-07 售價：$98

產品編號：
Hygiene-10 售價：$38

產品編號：
Hygiene-08 售價：$89

產品編號：
Hygiene-11 售價：$142 產品編號：

Hygiene-12 售價：$38

【Life-do.Plus】
除菌濕紙巾

（60 枚裝）

產品編號：
Hygiene-09 售價：$25

【Lifebuoy】
爽身粉味滋潤搓手液

（50ml）
．爽身粉味有別於傳統酒精刺鼻味道
．有效殺滅 99.9% 病菌
．無須過水

英國

．達到 99% 除菌作用
．配合玻尿酸成份
．無香料或防腐劑

日本

【Organic Choice】
天然成份 99.9% 殺菌
搓手液（500ml）
． 桉樹精油抗菌抑菌
． 蔗糖提取乙醇（酒精）
．  添加蘆薈與維生素 E，殺菌同時

呵護雙手

澳洲

【Life-do.Plus】
除菌濕紙巾（不含酒精）

（20 枚裝）
．達到 99% 除菌作用
．配合玻尿酸成份
．無香料、酒精或防腐劑

日本

【NatraSan】
抗菌瞬間消毒搓手液

（200ml）
．15 秒內殺死 99.99％細菌
．持續 90 分鐘有效抗菌
．同時是卓越的潤膚霜

澳洲

【Herb Story】
漂白水清潔錠

（8 粒 / 盒）
．一盒等於 8 樽漂白水
．適用一般家居清潔
．可以除去白衣服上的污漬

韓國

【Shield-V】
嬰幼兒配方抗菌噴霧

（一套 2 支：350ml + 80ml）
．不含有害成分
．30 秒可以殺菌達 99.999%
．適用於小朋友或寵物手手

【Askul】
獨立包裝 83%
消毒酒精棉濕紙巾（100片）
．含 83% 酒精成份
．獨立包裝．方便攜帶
．可以消毒手機等個人用品

中國韓國

99折折
買買滿滿33件件 88折折

買買滿滿55件件

個人衛生護理

產品編號：
Hygiene-04 售價：$78產品編號：

Hygiene-03 售價：$78

產品編號：
Hygiene-02 售價：$88產品編號：

Hygiene-01 售價：$88

【Enbe】
沐浴手工皂 - 米皂

（100g）
．米漿製成．性質溫和
．適合中性、油性、敏感肌
．使肌膚變得輕柔乾爽

香港【Enbe】
沐浴手工皂 - 伯爵茶皂

（100g）
．具有抗氧化作用
．加入抗菌功效的佛手柑精油
．有助鬆弛緊張神經

香港

【Enbe】
沐浴手工皂 - 苦瓜皂

（100g）
．適合乾性至中性的肌膚
．具消炎止癢作用
．苦楝油成份有助舒緩濕疹

香港【Enbe】
沐浴手工皂 - 備長炭皂

（100g）
．特別適合偏油性肌膚
．能深入毛孔帶出污垢
．調節皮脂分泌

香港



 

訂購流程

付款方法

顧客資料

:

:

o

o

   詳細地址 ︰

   收件人姓名 ︰

   收件人電話 ︰

o 轉數快

o 銀行轉賬

《秋冬暖暖 SALE》訂購表格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歡迎轉發給部門同事/家人/朋友訂購亦可！

條款及細則：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所有產品均不設退換。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如有任何爭議，Clicks Marketing Solutions

保留最終決定權。除特別註明外，所有食品/用品於到貨後的最佳日期，不少於3個月至1年。歡迎WhatsApp個別查詢。發貨日期有機會因大量

訂單、缺貨或運輸而有所延遲，本公司會盡力減短等候時間。

訂購人姓名

WhatsApp 號碼

送貨方式 (請✓)

付款方式 (請✓)

順豐速遞(運費到付)

觀塘自取(免費)

   地址︰九龍觀塘駿業街62號京貿中心 (大堂交收)

   自取時間︰星期一至五 11:00am - 1:30pm 及 3:00pm-7:00pm (公眾假期除外)

   如果由他人代取件，請預先通知。

填寫此訂購表格 付款：

轉數快 / 銀行轉賬
將訂購表格連同

付款證明Whatsapp

至 5623 2888

我們於兩至三個工作

天內進行確認

預計截止訂購日期後

的兩至三個星期內進

行發貨*

1 2 3 4 5

快速支付識別碼：166993824

(JCG Group Company Limited)

741-269690-838
(JCG Group Company Limited)

【優惠期限】即日至2020年11月30日

*Clicks Market is under the brand name of JCG Group Company Limited.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市場零售價 折後優惠價 數量 總額

Hightlight-01

香港【PremiOne】全素排毒滋補焗湯 (共3款)

1) 牛蒡雪梨蘋果芡實素湯 (排毒祛濕)

2) 桑葉雪梨椰片素湯 (清熱潤肺)

3) 松茸羊肚菌彩色素湯 (增強抵抗力) $198.00 $178.00

Hightlight-02

香港【PremiOne】元貝螺頭花旗參焗湯 (共3款)

1) 元貝螺頭清補涼湯 (排毒祛濕)

2) 花旗參川貝椰片元貝螺頭湯 (清熱潤肺)

3) 羊肚菌茶樹菇元貝湯 (增強抵抗力) $218.00 $190.00

Hightlight-03 德國 有機接骨木花液 (500ml) $238.00 $208.00

Hightlight-04 台灣 天然黑桑椹酵素 (500ml) $388.00 $338.00

Hightlight-05 台灣 天然檸檬柑桔酵素 (500ml) $388.00 $338.00

Hightlight-06 台灣 天然諾麗果酵素 (500ml) $388.00 $338.00

Hightlight-07 台灣 天然鳳梨木瓜酵素 (500ml) $388.00 $338.00

☐

☐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市場零售價 折後優惠價 數量 總額

Yummy-01 台灣【賈以食日】麻辣鴨血冬粉 (485g) $88.00 $68.00

Yummy-02 台灣【賈以食日】干貝鍋燒意麵 (535g) $88.00 $68.00

Yummy-03 台灣【麻膳堂】 麻辣鴨血火鍋底料 (550g) $98.00 $78.00

Yummy-04 台灣【詹麵】湯麵系列 - 茄燒湯麵 (133g X 3) $78.00 $68.00

Yummy-05 台灣【詹麵】拌麵系列 - 激麻拌麵 (111.5g X 3) $88.00 $68.00

Yummy-06 台灣【詹麵】拌麵系列 - 川麻拌麵 (125g X 3) $78.00 $68.00

Yummy-07 台灣【詹麵】拌麵系列 - 堅果辣沾麵 (160g X 3) $78.00 $68.00

☐

☐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Snack-01 韓國【Emart24】番薯味爆米花 (120g)

有機益食 (P.2)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台日韓美食選 (P.3)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以上買任何1件 送 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

以上買任何2件 送 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組合1份

買任何1件 送 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

買任何4件或以上 送  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組合1份

台日韓美食選 (P.4)

售價

$28.00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Snack-02 韓國【Emart24】奶酪味爆米花 (145g)

Snack-03 韓國【Emart24】雙層芝士爆米花 (85g)

Snack-04 韓國【Emart24】海鹽爆米花 (100g)

Snack-05 韓國【Emart24】車打芝士球 (100g)

Snack-06 韓國【Emart24】黑糖爆米花 (75g)

Snack-07 韓國【Emart24】薯仔脆條 (120g)

Snack-08 韓國【Emart24】紅薯片 (120g)

Snack-09 韓國【Emart24】辣炒年糕脆條 (208g)

Snack-10 韓國【Emart24】辣炒磅蟹蝦片 (95g)

Snack-11 韓國【Emart24】煙肉味脆片 (95g)

Snack-12 韓國【Emart24】小筒薯片 (45g)

Snack-13 韓國【Emart24】雞肉味脆脆 (80g)

☐ 買任何3包 享9折

☐ 買任何5包 享85折

☐
買任何10包 享85折 加送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

組合1份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Liquor-01 日本 SUNTORY 山崎蒸溜所貯蔵 焙煎樽熟成梅酒 (750ml)

Liquor-02 日本 大七 生もと梅酒 (720ml)

Liquor-03 日本 本格梅酒 竜峡梅酒 (720ml)

Liquor-04 日本 熊本熊特濃乳酪酒 (500ml)

Liquor-05 日本 燒酎藏之梅酒 (300ml)

Liquor-06 日本 燒酎藏之臍橙酒 (300ml)

Liquor-07 日本 燒酎藏之桃酒 (300ml)

Liquor-08 日本 香甜臍橙乳酪酒 (500ml)

Liquor-09 日本 旬之梅酒  (500ml)

Liquor-10 日本 旬之士多啤梨酒  (500ml)

Liquor-11 日本 旬之臍橙酒  (500ml)

Liquor-12 日本 旬之桃酒  (500ml)

Liquor-13 日本 旬之藍莓酒  (500ml)

Liquor-14 日本 旬之梨酒  (500ml)

☐

☐

$28.00

$28.00

$25.00

$28.00

$28.00

$28.00

$28.00

$25.00

$25.00

折後總價

折後總價

折後總價

$

$

$

$18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28.00

$12.00

$25.00

$168.00

$168.00

$168.00

台日韓美食選 (P.5-6)

售價

$348.00

$328.00

$268.00

$188.00

$21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買任何1件 送 日本消毒濕紙巾 1 包

買任何2件 送 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組合1份

$218.00

$218.00

$218.00

$218.00

$218.00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Drinkware-01 日本 津輕清酒杯禮盒（一套5隻）

Drinkware-02 日本 津輕NEBUTA酒器（彩色）（一套 3 件）

Drinkware-03 日本 津輕四季之盃（一套 4 隻）

Drinkware-04 日本 津輕粉紅系清酒杯、壺套裝（一套 3 件）

Drinkware-05 日本 冷感香檳對杯（一套2隻）櫻花 / 煙火 / 紅葉

Drinkware-06

日本 冷感香檳對杯（一套 2 隻）櫻花 / 煙火 / 紅葉 加配 原裝酒

枡

Drinkware-07 日本 冷感清酒玻璃對杯（一套2隻）櫻花 / 煙火 / 紅葉

Drinkware-08

日本冷感清酒玻璃對杯 (一套 2 隻) 櫻花 / 煙火 / 紅葉 加配原裝

酒枡

Drinkware-09 日本冷感清酒陶瓷對杯（一套2隻）櫻花 / 煙火 / 紅葉

Drinkware-10 日本冷感玻璃對裝水杯（一套2隻）煙火 / 紅葉

Drinkware-11 日本冷感紅葉玻璃咖啡 / 啤酒對杯（一套 2 隻）

☐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市場零售價 折後優惠價 數量 總額

Beer-02 香港【hEROS Beer】HORIZON-X (330ml) $38.00

Beer-03 香港【hEROS Beer】SI L DAN (330ml) $38.00

Beer-04 香港【hEROS Beer】CAPTAIN PHYKICK (330ml) $38.00

Beer-05 香港【hEROS Beer】HUNK SIR (330ml) $38.00

Beer-06 香港【hEROS Beer】CEREUSLY (330ml) $38.00

Beer-07 香港【hEROS Beer】HANGRY DONUT (330ml) $38.00

☐ 以上Beer02-07 買滿任何2件 享9折

☐ 以上Beer02-07 買滿任何3件 享85折

☐ 以上Beer02-07 買滿任何5件 享8折

Beer-01 香港【hEROS Beer】Tasting Set (6款口味) $288.00 $188.00

折後總價 $

Made In HK (P.9)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日本酒具 (P.7-8)

售價

$518.00

$590.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買任何1件 送 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組合1份

$590.00

$590.00

$590.00

$590.00

$590.00

$768.00

$338.00

$588.00

$338.00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Lifestyle-01a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 青富士 (藍)

Lifestyle-01b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 赤富士 (紅)

Lifestyle-01c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 白富士 (白)

Lifestyle-01d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 綠富士 (綠)

Lifestyle-01e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 黃富士 (黃)

Lifestyle-01f 日本 COFIL FUJI 富士山陶瓷咖啡濾杯Set 櫻富士 (粉紅)

Lifestyle-09a 韓國【Dr.Hows】戶外/家用便攜GAS爐 (1.7kg) - 粉紅色

Lifestyle-09b 韓國【Dr.Hows】戶外/家用便攜GAS爐 (1.7kg) - 白色

Lifestyle-10 中國【Thermos】真空斷熱雪糕機 - 米色

☐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Organic-01 德國【Earth Harvest】有機冷壓大麻籽油 (250ml)

Organic-02 希臘【Earth Harvest】有機初榨冷壓橄欖油 (可高温) (500ml)

Organic-03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野生猴頭菇 (100g)

Organic-04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野生牛肝菌 (80g)

Organic-05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野生黑木耳 (135g)

Organic-06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野生香菇 (120g)

Organic-07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野生銀耳(雪耳) (70g)

Organic-08

墨西哥、玻利維亞【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奇異籽/奇亞籽

(無麩質) (250g)

Organic-09 土耳其【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白桑莓(無麩質) (150g)

Organic-10 加拿大【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小紅莓乾(無麩質) (150g)

Organic-11

內蒙【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杞子(枸杞) 禮盒裝 (無麩質)

(120g)

Organic-12 台灣【Earth Harvest】天然桑椹果醬 (135g)

Organic-13

印度、玻利維亞【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白芝麻(無麩質)

(250g)

Organic-14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綠豆(無麩質) (454g)

$168.00

$228.00

$138.00

$188.00

$138.00

買任何1件  送 價值$50以上隨機禮品/禮品組合1份

有機益食 (P.11-12)

售價

$188.00

$118.00

$88.00

$88.00

$78.00

$118.00

$68.00

$48.00

$56.00

$530.00

$498.00

$49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530.00

$530.00

$530.00

$530.00

$530.00

$178.00

生活日常 (P.10)

售價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Organic-15 美國/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紅豆(無麩質) (454g)

Organic-16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黑豆(無麩質) (454g)

Organic-17 美國/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黃豆(無麩質) (454g)

Organic-18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松子仁(無麩質) (200g)

Organic-19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原粒蕎麥 (無麩質) (1lbs)

Organic-20 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黑米(無麩質) (426g)

Organic-21

加拿大【Earth Harvest】加拿大有機生機亞麻籽(無麩質)

(275g)

Organic-22 美國/中國【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小米 (無麩質) (454g)

Organic-23

玻利維亞、秘鲁【Earth Harvest】有機生機三色藜麥 (無麩質)

(454g)

Organic-24 德國【EM-eukal】德國尤加利薄荷軟喉糖 (90g)

☐ 買滿任何2件 享9折

☐ 買滿任何3件 享85折

☐ 買滿任何5件 享8折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Healthy-01 台灣【PremiOne】無添加紅薑黃粉 (60克)

Healthy-02 台灣【PremiOne】無添加黃金薑黃麵 (350克)

Healthy-03 台灣【PremiOne】無添加黑芝麻麵 (350克)

Healthy-04 台灣【PremiOne】原條秋葵脆條 (35克)

Healthy-05 台灣【PremiOne】香菇脆片 (35克)

Healthy-06 台灣【PremiOne】栗子南瓜脆片 (50克)

Healthy-07 台灣【PremiOne】香蕉脆片 (60克)

Healthy-08 台灣【PremiOne】四季豆脆條 (40克)

Healthy-09 台灣【PremiOne】蘋果脆片 (30克)

Healthy-10 台灣【PremiOne】泡水無核檸檬乾 - 可冷/熱泡 (50克)

Healthy-11 台灣【PremiOne】蝶豆花茶 (20克)

Healthy-12 台灣【PremiOne】有機認証洋甘菊茶 (25克)

Healthy-13 台灣【PremiOne】有機和田小枝玫瑰花蕾茶 (40克)

Healthy-14 埃及【PremiOne】有機認証金盞花茶 (20克)

Healthy-15 日本【Saraya】白羅漢果糖 (3g X 60小包)

Healthy-16 日本【Saraya】羅漢果糖 (130g)

Healthy-17 澳洲【Metamucil】吸油纖維素粉 (野莓味) (673g)

$68.00

$58.00

$48.00

$98.00

$30.00

$78.00

$68.00

$68.00

$88.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健康良品 (P.13-14)

售價

$118.00

$58.00

$58.00

$73.00

$48.00

$56.00

$88.00

$4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30.00

$188.00

$43.00

$48.00

$56.00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Healthy-18 馬來西亞【Mchilo】即溶糙米燕麥奶 - 紅菜頭味 (30g X 10)

Healthy-19 馬來西亞【Mchilo】即溶糙米燕麥奶 - 縲旋藻味 (30g X 10)

Healthy-20 馬來西亞【Mchilo】即溶糙米燕麥奶 - 南瓜味 (30g X 10)

Healthy-21 馬來西亞【Mchilo】即溶糙米燕麥奶 - 黑芝麻味 (30g X 10)

Healthy-22 馬來西亞【Mchilo】即溶糙米燕麥奶 - 綠藻味 (30g X 10)

☐ 買滿任何2件 享95折

☐ 買滿任何3件 享88折

☐ 買滿任何5件 享85折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Baby-01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樹莓蜜桃蓉 (100g)

Baby-02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奇異果香蕉梨蘋果蓉 (100g)

Baby-03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香蕉斯卑爾脫小麥餅乾 (20g X 4)

Baby-04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士多啤梨紅莓泡芙 (42g)

Baby-05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菠蘿香蕉泡芙 (42g)

Baby-06 歐洲【Little Freddie】有機藍莓香蕉希臘式乳酪 (100g)

Baby-07 新西蘭【Kiwigarden】天然乳酪粒 - 香蕉蜜糖味 (9g X 5)

Baby-08 新西蘭【Kiwigarden】天然乳酪粒 - 士多啤梨味 (9g X 5)

Baby-09 新西蘭【Kiwigarden】天然乳酪粒 - 雜莓味 (9g X 5)

Baby-10 新西蘭【Kiwigarden】天然蘋果脆片(無添加) (45g)

Baby-11 日本【岩本製菓】Peppa Pig 罐裝小饅頭 (70g) - 少女Peppa

Baby-12

日本【岩本製菓】Peppa Pig 罐裝小饅頭 (70g) - Peppa and

Friends

☐ 買滿任何2件 享95折

☐ 買滿任何3件 享88折

☐ 買滿任何5件 享82折

產品編號 產品名稱 數量 總額

Hygiene-01 香港【Enbe】沐浴手工皂－備長炭皂 (100g)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售價

$8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個人衛生護理 (P.16)

$89.90

$89.90

$45.00

$45.00

$36.80

$36.80

$22.80

$89.90

$89.90

寶寶食品 (P.15)

售價

$22.80

$22.80

$36.80

折後總價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75.00

$70.00

$68.00

$75.00

$77.00



秋冬暖暖SALE
優惠期由即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政府部門工會專享優惠

Hygiene-02 香港【Enbe】沐浴手工皂－苦瓜皂 (100g)

Hygiene-03 香港【Enbe】沐浴手工皂－伯爵茶皂 (100g)

Hygiene-04 香港【Enbe】沐浴手工皂－米皂 (100g)

Hygiene-05 日本【Life-do.Plus】除菌濕紙巾 (60枚裝)

Hygiene-06 日本【Life-do.Plus】除菌濕紙巾(不含酒精) (20枚裝)

Hygiene-07 澳洲【NatraSan】抗菌瞬間消毒搓手液 (200ml)

Hygiene-08 澳洲【Organic Choice】天然成份99.9%殺菌搓手液 (500ml)

Hygiene-09 英國【Lifebuoy】爽身粉味滋潤搓手液 (50ml)

Hygiene-10 韓國【Herb Story】漂白水清潔錠 (8粒/盒)

Hygiene-11

韓國【Shield-V】嬰幼兒配方抗菌噴霧 (一套2支：350ml +

80ml)

Hygiene-12 中國【Askul】獨立包裝83%消毒酒精棉濕紙巾 (100片)

☐ 買滿任何3件 享9折

☐ 買滿任何5件 享8折

全單總額 $

https://wa.me/85256232888付款後請將訂購表格連同入數紙或付款證明，WhatsApp 5623 2888 或

我們會於收到訂單及款項的兩至三個工作天內進行確認，謝謝!

折後總價 $

折後總價 $

$38.00

額外優惠 (如適用請✓)

$89.00

$25.00

$38.00

$142.00

$22.00

$15.00

$88.00

$78.00

$78.00

$98.00

https://wa.me/85256232888
https://wa.me/85256232888
https://wa.me/85256232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