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信信用卡客戶專享優惠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大額優惠訂購表格  此訂購優惠有效期至︰2022 年 3 月 31 日 

有關套票或禮券有效期請參閱 http://www.hungfooktong.com/bpd/exp.pdf 

每次訂購金額不少於 HK$1,000. 及只限安排送貨服務 ; 填妥訂購表格後，傳真至 3651 2255 或電郵至 corpsales@hungfooktong.com.hk 

優惠 A <鴻福堂套票優惠><鴻福堂套票 1 套 10 張> 

優惠 B<鴻福堂喜慶禮卡及禮券優惠> 

優惠 C <大額套票優惠> 5 套或以上，可享 5 套平均價購買；10 套或以上，均可享 10 套平均價購買 (1 套 10 張) 

 

 

 

 

 

 

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優惠 套票面值 尊貴客戶優惠價 平均價 訂購數量 訂購金額 

自家湯套票(購買 1 套送$20 現金券 1 張) $600 /套 $418 /套 $41.8 /包 套  

自家涼茶套票 (購買 2 套送$20 現金券 1 張) $300 /套 $212 /套 $21.2 /支 套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 $600 /套 $376 /套 $37.6 /盅 套  

Total : 

所有套票必須於有效日期或之前使用，逾期作廢。(套票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贈券除外) 

鴻福堂喜慶禮卡及禮券優惠 禮卡、禮券面值 尊貴客戶優惠價 平均價 訂購數量 訂購金額 

自家喜慶禮卡 (1 張) 

憑此卡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領自家

豬腳薑醋 1 包 

 

$65/張 

1-29 張$48/張, 

30-49 張$46/張 

50-69 張$44/張 

70-99 張 $43/張 

100 張或以上$41/張 

張 

 

有機滴雞精禮卡 (1 張) 

每張禮券可換領滴雞精 1 盒 (5 包/

盒) 淨容量: 60 毫升/包 

 

$265/張 

1 張 $208/張 

20 張$200/張(送面值$50 禮券 1 張) 

50 張$200/張(送面值$50 禮券 5 張) 

100 張$188/張(送面值$50 禮券套票 1 套 11 張) 

張 

 

 

 

- 購買原味有機滴雞精禮卡 (5 包裝)1 張，可

同時加$120 換購野生冬蟲夏草有機滴雞精(5 包裝) 

(現貨)1 盒。 

- 購買原味有機滴雞精禮卡 (5 包裝)1 張，可

同時加$20 換購補氣健脾有機滴雞精 

(5 包裝) (現貨)1 盒。 

- 購買原味有機滴雞精禮卡 (5 包裝)1 張，可

同時加$20 換購滴虱目魚精(5 包裝) (現貨)1 盒。 

-   購買原味有機滴雞精禮卡 (5 包裝)1 張，可

換購黃金蜆精(現貨)1 盒。 

 

 

 

$50 禮券套票 (1 套 11 張) 

 

$550/套 $350 /套 $31.8 /張 套  

$20 結婚禮卡 (1 張)  $20/張 $18 /張 / 張  

$50 結婚禮卡 (1 張)  $50/張 $37 /張 / 張  

Total : 

所有禮卡、禮券必須於有效日期或之前使用，逾期作廢。(禮卡、禮券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贈券除外) 

鴻福堂大額套票優惠 

<鴻福堂套票 1 套 10 張> 
套票面值 

尊貴客戶 

5 套優惠價 
平均價 

尊貴客戶 

10 套優惠價 
平均價 訂購數量 訂購金額 

自家湯套票 $600 /套 $1975 

 

$39.5 /包 $3860 

 

$38.6 /包 套  

自家涼茶套票  $300 /套 $1025 

 

$20.5 /支 $1920 

 

$19.2 /支 套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 $600 /套 - 

 

-  $3000 

 

$30 /盅 套  

Total : 
所有套票必須於有效日期或之前使用，逾期作廢。(套票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贈券除外) 

確認訂單後，成功以信用卡於網上付款每 HK$1,000，即送總值$50 禮

券，如此類推<優惠截止日期至:2022 年 3 月 31 日> 

 

 

訂購總金額 : HK$ 

 

**請留意套票、禮卡、禮券有效期不少於 6 個月 , 贈券除外 

http://www.hungfooktong.com/bpd/exp.pdf


安信信用卡客戶專享優惠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大額優惠訂購表格  此訂購優惠有效期至︰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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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訂購金額不少於 HK$1,000. 及只限安排送貨服務 ; 填妥訂購表格後，傳真至 3651 2255 或電郵至 corpsales@hungfooktong.com.hk 

有關優惠詳情請與業務項目發展部何小姐聯絡 67979133/tiffanyho@hungfooktong.com.hk 

填妥以上訂購表格後，請傳真至 3651 2255 或電郵至 corpsales@hungfooktong.com.hk: 3 日內將有專人致電閣下

確認訂單，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6797 9133 

 

詳細的訂購條款及細則︰ 

1. 尊貴客戶訂購最低消費︰*自家精選套票 10 套或任何貨品訂購金額滿$1,000 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壹次，只限工商地址，偏遠地區另議。

不設門市取貨。 

2. 套票或禮券使用條款及換領地址，請參閱該套票或禮券背頁。 

3. 凡換領 10 件或以上(豬腳薑醋 5 包或以上)，為確保有足夠產品提供予閣下，敬請於三天前致電分店預約換領。 

4. 以上優惠只限安信 Visa 信用卡網上付款，請務必填寫電郵地址，以便我們確認訂單後以電郵方式發出網上付款連結給閣下。 

5. 以上優惠不適用於鴻福堂門市。 

6. 收到訂購表格後會於 3 個工作天內致電閣下核對資料及確認送貨日期，如 3 個工作天後未獲通知或欲查詢送貨事項請致電 67979133。 

7. 專線辦工時間︰9:30 – 12:30 及 14:30 – 17:30 (星期一至五，公眾假期除外) 

8. 所有已訂購之貨品將於確認後 10 個工作天內送到已確認之地點(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送貨服務)  

9. *上述贈品、優惠、折扣產品種類、數量及價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0. 此為安信信用卡客戶優惠，不得作轉售或圖利，一經發現，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將保留追究權利。 

11. 如有任何爭議，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及安信信貸有限有公司保留有關優惠及服務之最終決定權。 

12. 所有圖片只供參考，實際請參照實物。 

13. 安信信貸有限公司並非產品之供應商，對有關訂購產品之質素及/或有關服務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14. 上述優惠並須受安信商戶優惠的<全年優惠一般條款及細則>約束，請瀏覽安信網站。 

 

根據新修訂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本公司(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需取得閣下的 同意 或反對，方可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向閣下或貴機構提供促銷或推廣資訊。本公司

承諾致力小心處理閣下的個人資料。本公司希望保留閣下的個人資料為閣下及貴機構提供有關本公司的產品、服務及活動、最新資訊及其他閣下可能感興趣的資訊。我們

在直接促銷中擬使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主要爲（甲）閣下的姓名及聯絡資料；及 (乙) 擬向閣下或貴機構促銷本公司的產品、服務及活動。請在空格( □ )內打「X」以表示您

同意。(如閣下日後想取消以以上方式接收有關資訊，請電郵至 corpsales@hungfooktong.com.hk 通知。) 

□ 閣下同意收到有關本公司的產品、服務及活動、最新資訊等促銷或推廣資訊。 

 

 

 

 

 

 

 

優惠訂購表格 (請以正楷填寫)機構名稱: 安信信用卡客戶                        安信信用卡首 6 位數字 : 

 

姓名: 聯絡電話:(手提/公司)                     收貨電話 :  

電郵: 訂購日期:收貨人姓名 :  

收貨地址或順豐站自取: (只限工商地址) 

付款方式:只限安信 Visa 信用卡網上付款  

請務必填寫電郵地址，以便我們確認訂單後以電郵方式發出網上付款連結給閣下。 

*成功於網上以信用卡付款每滿 HK$1,000，即送$50 禮券 1 張* 

http://www.hungfooktong.com/bpd/ex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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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福堂自家精選套票/禮券*以下式樣及簡介將不時修改而不另行通知* 

套票式樣 簡介 套票式樣 簡介 

 憑券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領

$60 或以下之自家湯 1 包。如欲

憑券換購$60 以上之自家湯，須

補回每包湯之差價。 

 憑券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

領$28 或以下之自家涼茶 1

支。如欲憑券換購$28 以上之

涼茶及其他鮮製飲品，須補回

飲品之差價。 

 憑卡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領

自家豬腳薑醋。 
(細包裝 2 包或大包裝 1 包) 

 

 

憑券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

領解毒藥製龜苓膏 1 盅。如欲

憑券換購其他款式的正品龜苓

膏，須補回每盅龜苓膏之差

價。 

 憑券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換領有機滴雞精一盒。 

 憑券到香港鴻福堂分店可免費換取同等面值之正價產品(特價或優惠價產品

除外) 憑券適用於換領保健自家湯系列、正品龜苓膏系列、自家涼茶系列、

滋潤甘露系列、自家喜慶系列、自家慶節系列、自家小食系列、自家粥品

飯麵系列、自家甜品系列及鮮磨豆漿系列產品﹔產品以正價計算。換取正

價產品之總值如超過此券之面值，則需以現金支付餘數；若少於此券之金

額則作棄權論；餘額不可兌換現金、找贖、退款或轉換至「自家 CLUB」會

員的備用儲值額，亦不能用作補回其他套票之差額。此券不能兌換現金、

不設找贖、亦不能與其他鴻福堂優惠同時使用。此券不可用作(包括但不限

於)換領鴻福堂自家任何套票、現金券、増值自家 club 卡或八達通卡服務。

請於付款前出示此券，此券可累積使用。如有塗改或破損即屬無效，影印

本恕不接受。此券須於有效日期內使用，逾期作廢。鴻福堂產品價格或產

品款式會不時調整或更改，請聯絡顧客服務部熱線 2920-2206 以取得最新

產品資訊。如有任何爭議，一概以「QUALITY OF LIFE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生活良方產品有限公司」的最終決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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