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 購 表 格 

  項 

 目 
產   品 標 準 價 

團 體 優 惠 價  

食用 

有效期 

訂 購 

數 量 

訂 購 金 額 

(HK$) 

總訂購金額 

一千 或 

 以上 

總訂購金額 

一萬 或   

以上 

1. 

 榮華精選瘦肉臘腸  (一斤裝) 現貨/券 

 榮華精選鴨膶腸    (一斤裝) 現貨 

  材料：外國進口豬肉 (香港製造) 

$228.00 $178.00  $152.00  6個月 
/包   

/張 
 

2. 

 榮華精選瘦肉臘腸  (半斤裝) 現貨 

 榮華精選鴨膶腸    (半斤裝) 現貨 

  材料：外國進口豬肉 (香港製造) 
$114.00 $89.00  $76.00  6個月 /包  

3. 金玉滿堂蘿蔔糕券 (850克) $126.00 $73.00  約正月初七 /張  

4. 臘味香菇蘿蔔糕券 (650克) $101.00  $71.00  約正月初七 /張  

5. 臘味芋頭糕券 (650克) $110.00  $73.00  約正月初七 /張  

6. 鴻運蔗汁年糕券 (850克)  $110.00 $73.00 約正月十五 /張  

7. 如意椰汁年糕券 (850克)  $110.00 $73.00  約正月十五 /張  

8. 椰汁紅豆糕券 (610克)  $95.00 $63.00  約正月十五 /張  

9. 
榮華罐裝餅食券 

 十款餅食 (憑券任選 1罐) 
$84.00 $67.00 6個月 /張  

10. 榮華豬腳薑醋券 (500克) $69.00 $62.00 6個月 /張  

11. 
榮華足料靚湯券  

 (500克) 三款湯 (憑券任選 3包) 
$126.00 $100.00 6個月 /張  

12. 
榮華滋潤甜品券  

 (260克) 四款甜品 (憑券任選 5包) 
$80.00 $66.00 6個月 /張  

★ 以上報價只限團體訂購，不適用於榮華門市   總金額 $ 

致 :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收件人 : 醫專院士 日期 : 13-12-2021(fl) 

電郵 : 電話 :  傳真 :  

由 : Reingia Lo (盧小姐) 電話 : 23914338 電郵 : fanfan.lo@wingwah.com 



 
 

備 註 

 

1. 上述團體優惠訂購截單日期為 2022年 01月 25日  

2. 糕券換領日期   : 金玉滿堂蘿蔔糕券 臘味香菇蘿蔔糕券 臘味芋頭糕券由 22/01/2022 至 29/01/2022止， 

                   鴻運蔗汁年糕券 如意椰汁年糕券 椰汁紅豆糕券由 18/01/2022 至 29/01/2022 止， 

                   換領門市地址及詳情請參閱券背頁，顧客憑券到榮華門市提取現貨   

3. 精選瘦肉臘腸券 罐裝餅食券 豬腳薑醋券 足料靚湯券 滋潤甜品券換領期限 :     

                   發券日起計半年內有效或詳情請參閱券背頁，顧客憑券到榮華門市提取現貨  

4. 換領門市地址之詳情及細則，請參閱每張券背頁 (不適用於榮華機場門市 及 所有流動攤位)   

5. 付款方法：以港幣結算，送貨前請先付款 請於送貨前三個工作天先電郵或傳真 款副本給我司核對資料， 

 以便安排運輸交收，謝謝！  

- 支票抬頭 : 請開具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或 Wing Wah Food Manufactory Limited  

             請以現金 款 櫃員機轉賬 公司支票 入或可提早 款入我司銀行戶口  

             1) 中國銀行(香港)：012-573 -0-007722-3 

             2) 招商永隆銀行：615-000-0388-7 

6. 送貨安排： 收到傳真訂單及確認後之 2 - 4個工作天送貨往香港一個工作地點 離島區除外 ； 

              訂購金額不 於 HK$2,500提供送貨服務 或 可預約於油麻地寫 樓自取券類產品  

7. 訂購方法： 請統一以書面落單及傳真至號碼 2789 0491，  聯絡人: 推廣部-盧小姐   電話號碼 : 23914338 

8. 不接受退券/貨服務，所有產品不可作銷售用途  

9. 所有相片只供參考用途，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送貨日期   :                                          辦 公 時 間  : ________ 上午 至 _______ (下午  

 

 

公司名稱   :                                                           聯 絡 人   :                    

 

 

送貨地址   :                                                                                       

 

 

電   話    :                                            付款方法   : 現金 款/櫃員機轉賬/ 支票 入        

   

      

 

簽 及公司蓋章 :                                        落單日期  :                               

                                                                                

                                                            

                      榮華食品製造業有限公司             



 金玉滿堂蘿蔔糕券 (850 克) 

標準價︰$ 126.00 

優惠價︰$ 73.00 

 臘味香菇蘿蔔糕券 (650 克) 

標準價︰$ 101.00 

優惠價︰$ 71.00 

 臘味芋頭糕 (650 克) 

標準價︰$ 110.00 

優惠價︰$ 73.00 

 鴻運蔗 年糕券 (850 克) 

標準價︰$ 110.00 

優惠價︰$ 73.00 

 如意椰 年糕券 (850 克) 

標準價︰$ 110.00 

優惠價︰$ 73.00 

 椰 紅豆糕券 (610 克) 

標準價︰$95.00 

優惠價︰$ 63.00 

 

年貨訂購優惠  

價錢只適用於團體客戶 

04/12/21 ~ 25/01/22 



  

年貨訂購優惠  

價錢只適用於團體客戶 

04/12/21 ~ 25/01/22 

 

榮華精選瘦肉臘腸券 (一斤裝) 

憑券於門市可換取 

精選瘦肉臘腸/精選鴨膶腸 一斤裝(605 克) 現貨 1 包 

 

 

 

 

**訂購滿折實金額$2,500, 可免費提供送貨服務** 體訂購熱線 2771 8339 查詢。 

榮華精選瘦肉臘腸 

一斤裝(605 克) 現貨/券 

標準價︰$228.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 或以  

優惠價︰$ 178.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0 或以  

優惠價︰$ 152.00 

半斤裝(303 克) 現貨 

標準價︰$114.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 或以  

優惠價︰$ 89.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0 或以  

優惠價︰$ 76.00 

 
榮華精選鴨膶臘腸 

一斤裝(605 克) 現貨 

標準價︰$228.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 或以  

優惠價︰$ 178.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0 或以  

優惠價︰$ 152.00 

半斤裝(303 克) 現貨 

標準價︰$114.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 或以  

優惠價︰$ 89.00 

訂購折實總金額$10,000 或以  

優惠價︰$ 76.00 

 



  

 

年貨訂購優惠  

價錢只適用於團體客戶 

04/12/21 ~ 25/01/22 

 

* 圖片只供參考 

榮華罐裝餅食券  

 

鹹蛋黃小桃酥 (360 克) 

蛋卷 (450 克) 

曲奇 (600 克) 

鳳凰卷 (450 克) 

蛋白脆卷 (280 克) 

金華肉鬆卷 (485 克) 

芝麻雞蛋卷 (450 克) 

紫菜肉鬆卷 (450 克) 

杏仁餅 (獨立包裝 18 件) 

小桃酥 (獨立包裝 400 克) 

標準價︰$84.00 

優惠價︰$67.00 

 

(憑券任選 1 罐) 

 

 

 



 

送禮自用禮券

 

年貨訂購優惠  

價錢只適用於團體客戶 

04/12/21 ~ 25/01/22 

 

榮華足料靚湯券  

(憑券任選 3 包) 

人參雞湯 (500 克) 

蟲草花雞湯 (500 克) 

茶樹菇雞湯 (500 克) 

標準價︰$126.00 

優惠價︰$100.00 

 

榮華滋潤甜品券  

(憑券任選 5 包) 

合桃糊 (260 克) 

杏仁糊 (260 克) 

黑芝麻糊 (260 克) 

陳皮紅豆沙 (260 克) 

標準價︰$80.00 

優惠價︰$66.00 

榮華豬腳薑醋券 (500 克) 

標準價︰$69.00 

訂購數量 5 張或以 可享以  

優惠價︰$ 62.00 

訂購數量 20 張或以 可聯絡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