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佈 

 

惠康呈獻一站式「聖誕派對樂」推廣活動 

與親朋摯友共享聖誕派對佳釀美食 

 

(香港訊 – 2012年 11月 23 日) 聖誕新年期間，與親友在家中開派對歡度佳節，絕對是慶祝聖誕的

最佳節目之一，而美食、佳釀及送禮佳品當然缺一不可。今個聖誕，惠康呈獻「聖誕派對樂」推

廣活動，為顧客搜羅一系列聖誕派對美食、佳釀及精美禮品，並推出大量訂購及多重購物優惠，

讓每位顧客輕輕鬆鬆將聖誕歡樂帶給每位親朋好友！ 

 

聖誕禮物之選 (一) 

惠康於聖誕節特別準備了一系列精選禮物籃予顧客選購。當中包括： 

金鑽禮品籃 ($388) 水果籃 ($328) 

 
 
 - 法國酒窖梅洛紅酒 750毫升 1支 

-『首選』有氣純紅葡萄果汁 750毫升支 

- 紅提莎有氣提子汁 275毫升 1支 

- 蘋提莎有氣蘋果汁 275毫升 1支 

- 金莎朱古力 30粒裝 375克 1盒 

- 樂家杏仁糖 140克 1盒 

- 丹麥藍罐曲奇牛油曲奇 454克 1盒 

- 品客薯片原味 140克 1筒 

- 品客薯片香蔥味 140克 1筒 

- 立頓茶包 25包裝 1盒 

- UCC118香濃咖啡 100克 1樽 

- 美國紅蘋果 

- 荷蘭卡絲蘋果 

- 美國安琪梨 

- 美國紅安琪梨 

- 荷蘭長啤梨 

- 首選袋裝珍寶澳洲臍橙 4個裝 

- 士多啤梨 

- 藍桑子 

- 奇偉果 

- 以色列無花果 

- 韓國富有柿 

- 盒裝紅提子 

-澳洲芒果 

-美國加州紅石榴 

 
  

 

 



聖誕禮物之選 (二) 

聖誕禮物又豈可缺少香醇佳釀？送禮給喜愛品酒的朋友，惠康呈獻的聖誕美酒最合適不過。由即

日起，惠康推出大量訂購優惠，有關優惠詳情，可向店員查詢或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禾富巴斯黃牌系列 

穆思卡白酒 (Wolf Blass 

Yellow Label Moscato) 

（750毫升）$ 158/2支  

紐西蘭蠔灣蘇維安白葡萄酒 

(Oyster Bay Sauvi  Blanc) 

(750毫升） $238/2支 

奔富 BIN28切粒子紅酒 

(Penfolds Bin 28 Shiraz) 

（750毫升） $268/支 

 
 

 

法國酒窖有汽白酒(French 

Cellars Sparkling 

Chardonnay) 

（750毫升） $79/支 

酩悅法國香檳 (Moet & 

Chandon Champagne) 

(750毫升） $358/支 

 

法國凱歌 皇牌香檳(Veuve 

Clicquot Champagne) 

(750毫) $398/支 

   

法國拉菲梅鐸紅酒禮盒 (DBR Lafite Saga Medoc Gift Pack) $378/盒 

隨包裝附送法國拉菲赤霞珠切粒子紅酒 (750毫升) 

 



聖誕禮物之選 (三) 

惠康今年引入卡通人物系列精品，定能取得小朋友歡心！ 

 

Mickey Mouse Club House 什錦/雲呢拿朱古力粒曲奇 (340/300克) $49.9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聖誕禮物之選 (四) 

惠康為顧客帶來多款禮盒裝糖果或朱古力，不論送禮或派對自用同樣有心意！ 

 

麥提莎朱古力禮品裝  (360 克) 

麥提莎桶裝朱古力 (520克) 

 

 

金莎朱古力禮品裝  

 

瑞士三角朱古力禮品裝 (400 克) 

 

 

 

 

 

 

 



聖誕禮物之選 (五) 

聖誕佳節，亦是互送禮物以表心意的時候，惠康今年預備了各式各樣健康有營的水果，最適合送

贈注重健康的親友。 

 

 

 

 

 

 

 

 

 

 

 

 

 

 

藍桑子 $15.9/盒 

- 含多種維他命及花青素，有益眼睛健康 

- 多汁鮮甜，可用於製作各式甜品 

 

車厘子 $60/磅 

- 水潤多汁，蘊含鐵質，有助皮膚健康  

- 配搭牛柳更可提升鮮味 

 

士多啤梨  $25.9/盒 

- 含多種豐富礦物質 

- 食法多樣法，健康滋味，配搭乳酪同樣滋味

無窮 



聖誕派對精選 (一) 

 

聖誕火雞精選 

 

 

美國燒火雞  

(無餡料- 9磅$459或 

配蜜糖豬肉餡- 10磅$479) 

<限量發售>法國冰鮮火雞 

$45/磅 

凡購買燒火雞，即送火雞醬汁及保冷袋一

個，更可以優惠價$59換購一支： 

- 法國貝爾丹酒莊波爾多紅酒 (原價$129)

或法國貝爾丹酒莊布拉尹丘白酒 (原價

$99) 

 

*預訂後 5天取貨 

從法國直接入口的冰鮮火雞肉質幼嫩，每

隻重 2.5至 3.5公斤，適合一家大小享用 

- 凡購買法國冰鮮火雞，即送新鮮紅莓一

包，用作調製紅莓醬，增添風味 

 

聖誕派對精選 (二) 

 

 

聖誕凍肉精選 $55.9起 

- 獨特聖誕包裝 

 

 

聖誕火雞槌$51.9 

- 香港製造 

- 秘製配方 

 



聖誕派對精選 (三) 

惠康為顧客搜羅一系列聖誕派對晚餐、壽司及小食組合，讓一家大小安坐家中共享佳餚美食，樂

聚天倫。 

 

- 凡購買以下聖誕派對晚餐組合，即送保冷袋一個，更可以優惠價$59 換購法國貝爾丹酒莊波爾

多紅酒 (原價$129)或布拉尹丘白酒 (原價$99)乙支。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聖誕派對晚餐組合 A 

$699 

(適合 4-6人享用) 

晚餐包括： 

美國燒火雞（無餡料）  

美國碎胡椒火雞胸  

首選挪威煙三文魚 

聖誕派對晚餐組合 B 

$329 

(適合 4-6人享用) 

晚餐包括： 

珍寶黑椒燒雞  

煙火雞槌 

美國豬仔肋背排 

聖誕美食冷盤 A  

美國芝味煙腸  

御品皇蜜糖雞尾腸 

派對必備套餐 

$150(適合 8人享用) / 

$350(適合 20人享用) 

無論計劃在家中或公司開

派對，派對必備套餐都合

適不過。小食組合 

包括薯片、汽水、紅酒、

白酒、啤酒、紙杯、紙碟

等等。 

*提供免費送貨服務 

 

聖誕派對壽司組合 

$98 起 

設有多款組合和價錢供選

擇，可因應需要挑選組

合。 

 

 

 

 

 

 

 

 

 

 



聖誕派對精選 (四) 

慶祝聖誕節又怎少得了聖誕蛋糕？ 惠康為喜歡甜品的顧客準備了多款聖誕蛋糕及甜點，有關詳

情，可向店員查詢或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聖誕木頭蛋糕 (1磅) $98 

 

聖誕蛋糕(3/4磅) $98 

 

  

 

聖誕派對精選 (五) 

聖誕節是充滿歡樂的日子，想與家人朋友鬧哄哄地聚首一堂？惠康全新獨家為你搜羅了一系列著

名遊戲之朱古力特別版，絕對是聖誕禮物不二之選! 

大富翁 Monopoly $79.9/盒 猜猜畫畫 Pictionary $79.9/盒 英文串字遊戲 Scrabble $79.9/盒 

   

 

與家人過冬首選 

聖誕節前的中國傳統節日冬至﹙12 月 21 日﹚亦是一家人圍坐一起吃團年飯的大日子。在這個佳

節，一邊品嚐各種佳餚美食，一邊共享美味湯丸，實在是一大樂事。 

 

  

思念牌金牌八寶果仁湯丸/ 金牌花生湯丸/ 金

牌黑芝麻湯丸﹙160克﹚ 

精選優質黑芝麻、花生及糯米粉製成的美味寧

波湯丸，皮薄餡多，芝麻味香濃。 

小寧波花生湯丸圓/ 黑芝麻湯丸 (240克﹚ 

餡料採用原粒黑芝麻或花生磨製，配上煙韌湯丸

皮，味美香濃，讓你品嚐傳統美點滋味。 



聖誕超值著數 

惠康呈獻以下多重購物優惠，讓你一站式為親朋好友預備聖誕派對之餘，更盡享優惠，滿載而

歸！ 

1. 信用卡優惠 

-   由即日起至 2012年 12月 31日，逢星期一至日，憑渣打信用卡或 MANHATTAN信用卡消費滿

$500或以上可享即時$40折扣優惠。 

 

-    每月逢三，十三和二十三日憑恒生 enJoy卡消費可享全單九五折優惠。 

2. 購物優惠 

-     由 2012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13日，逢星期一至日，凡買任何貨品可以優惠價$199換購價

值$399之「首選」不銹鋼燜燒鍋一個。數量有限，換完即止。(只限部份分店有售) 

- 由 2012年 12月 14日至 12月 27日，逢星期一至日，凡買任何貨品滿$100或以上，可以優

惠價$99換購價值$299之摺疊式鋁制購物車一部。數量有限，換完即止。(只限部份分店有售) 

3. 印花優惠 

-    八達通日日賞$額外優惠 - 由 2012年 12月 7日起至 2013年 1月 3日，在惠康購物滿 $60，

可以日日賞$0.1換領額外笑印一個。集齊指定笑印，可免費換領「德國 GRUNDIG廚房家電

系列」！ 

*有關上述各項優惠的詳情，可向店員查詢或參閱有關宣傳單張。 

^以上所有貨品價格會隨市場情況調整，請以店內價錢為準。 

 

- 完  - 

 

關於惠康 

惠康超級市場於 1945 年成立，現為本港最具規模及歷史最悠久的超級市場連鎖集團。自 1964 年

起，惠康已成為牛奶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惠康擁有約 5,000 名員工，旗下現有超過 270 間

分店，遍佈香港每一個角落。惠康每月為超過 1,400 萬名顧客服務，一直秉承為顧客提供一站式

購物便利及以客為尊的服務承諾。惠康將繼續為顧客提供更多購物樂趣、更多物超所值的貨品及

更佳的服務。有關惠康的資料，可瀏覽 http://www.wellcome.com.hk 。 

 

傳媒查詢，請聯絡：  

奧美公關  

黃詠瑩（Emily Wong）   王碩尉（Michel Wong） 

電話：2884 8655    電話：2884 8575   

電郵：emilywy.wong@ogilvy.com  電郵：michel.wong@ogilv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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