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星級財神拱照惠康賀蛇年
齊享至醒購物優惠 參加「全城發發發大抽獎」
(香
香港訊 – 2013 年 1 月 9 日) 農曆新年將至，
惠 康今年特別邀請到三位 星級財神——王祖
藍、阮兆祥和李思捷，與本港市民共渡新歲！
三位星級財神將透過不同渠道，為大家提供至
醒超市辦年貨攻略，讓各位慳得更多，買得盡
興過好年！全新賀年廣告將經由多個不同渠道
播出，包括電視、網頁、社交網站如
Facebook 和戲院大銀幕，務求全方位將好運
帶給全港市民。
足本廣告將於 1 月 11 日晚上 9 時 45 分在無綫
電視翡翠台及高清翡翠台同步首播，大家記得
密切留意，捕捉惠康及三位星級財神提供的各
種辦年貨攻略及獨家優惠。

深受香港觀眾愛戴的王祖
藍、阮兆祥和李思捷今年化
身星級財神，為惠康顧客帶
來喜氣洋洋的賀年氣氛！

三位星級財神更會化身粒粒巨星到惠康分店，向顧客拜年。其中七間惠康特選分店及
Superstores 更會有齊三位星級財神的全部造型照供市民拍照留念，營造喜氣洋洋的賀年
氣氛。七間特選分店及 Superstores 分別位於銅鑼灣、馬鞍山新港城、將軍澳新都城三
期、愉景灣、鰂魚涌金福、鯉魚門及西貢。

為了令顧客可以精明地辦年貨，惠康特別推出製作精美的《年貨好辦．辦好新年》特刊，
推介各種精選產品和賀年超市攻略。隨書更附送明星賀年揮春及優惠券，不容錯過。特刊
將 於 1 月 11 日 起 在 各 特 選 分 店 免 費 派 發 ， 歡 迎 大 家 取 閱 。 顧 客 亦 可 到
http://shop.wellcome.com.hk/userfile/wd/mkt/2013cny.pdf 瀏覽電子版賀年特刊。

至醒超市辦年貨攻略一：辦年貨的同時，大家記緊參加「
「全城發發發大抽獎」和享用信
信用
卡優惠，慳得醒之餘同時為蛇年拿個好彩頭！一系列賀年推廣活動和優惠包括：

「全城發發發大抽獎」- 凡於 1 月 11 日至 2 月 21 日
期間在惠康單次購物滿 $60，即可致電登記熱線或在
網上參加抽獎。「第 1 發 - 發財大奬」名額共有三
個，各得總值$88,888 惠康禮券。「第 2 發- 即抽即
贏」則有多達 2,388 份禮品，包括豐富獎賞和禮券，
十分吸引。

「八達通日日賞」 - 由 1 月 18 日起，在惠康購物滿
$60，使用日日賞$，即送一套 5 個利是封，內附 10
張優惠券，保證顧客能夠獲享多重賀年購物優惠。

凡於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期間，以渣打銀行或 MAHATTAN 信用卡在惠康單一簽賬滿
$500，可享 $60 即時折扣優惠。
顧客於每月的 3 日、13 日及 23 日以恒生 enJoy 卡簽賬，可享 95 折優惠。

惠康精選年貨推介
為迎接蛇年，惠康特別搜羅多款獨家賀年美食和禮品，祝願大家歡渡美滿豐足的新歲！
*所
所有貨品價格會依市場情況而有所調整，價錢以分店為準。

至醒超市辦年貨攻略二：於惠康購買賀年產品和禮盒可獲花紙包裝服務和應節禮袋！

包你行運一條龍
凡購買任何賀年禮品，分店即提供免費包裝
服務，精緻的禮盒配上充滿新年氣氛的花
紙，送禮自然夠得體！

福祿齊響禮袋
凡於惠康購買任何 3 盒賀年禮盒，即送「福
祿齊響」禮袋，寓意蛇年福到、財到及運
到。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大吉大禮 新春獻禮

Awfully Chocolate 非凡碎 朱古 力曲 奇禮盒
(300 克)$118
至潮的 Awfully Chocolate 禮盒，內有多款口
味的曲奇，是潮人品味之選。

Sorini 復古禮盒朱古力 (245 克)
$65.90
禮盒上印上古羅馬、法國及威爾斯圖案，
締造古典滋味。

Market O 朱古力布朗尼禮盒 (560 克) $169 「首選」果仁禮盒 (730 克) $109
一口朱古力批，新年用來當作茶點招呼親友 香脆開心果及原粒烘焙杏仁，口感夠脆又
最適合不過。
香口！

明茶房品茶九盒裝 (200 克) $338
內有 9 款不同茶味，每款都是採用優質茶葉，配上美味的茶點更能帶出茶的味道。貨品於
1 月中於指定分店有售，另設有 4 小盒裝以供選購。

酒去拜年 頂級酒禮
至醒超市辦年貨攻略三：於農曆新年期間凡購買紅/白
白餐酒(香
香檳及汽酒除外) 滿$300，
，即
享 85 折優惠！

獨家呈獻：“拿
拿破侖”的
的干邑
The Cognac of Napoleon
傳說 1815 年拿破侖在登上諾森伯蘭號前带上了幾桶的 Courvoisier 干邑。 諾森伯蘭號帶
着他踏上了英國最後一段旅程-聖海倫島。因 Courvoisier 擁有良好的酒質, 受當時的英國
軍官鑑賞並稱為 – “拿破侖”的干邑。

拿破侖皇廷干邑白蘭地
(700 毫升）
$1,280
選用最佳小香檳區之水，融
合大香檳區和邊林區之水調
配。顏色呈深金色，可嗅到
可可豆帶着豐富雪莉酒香味
交織在“奶油”的氣味；味道
芳香，優雅而柔和，可令人
帶來難忘品酒體驗。

拿破侖 XO 特優香檳干邑白
蘭地 (700 毫升）
$1,480
由超過 40 種成熟的大、小
香檳干邑調配而成，選自此
產區的最佳葡萄種植者。顏
色呈琥珀色，香味優雅而细
膩，同時帶有雪茄汁，熟無
花果，梅子，杏圃和新鮮鲜
烤咖啡芳香。味道輕柔、優
雅、豐富，持久悠長。

拿破 侖砂樽特 優香檳 于邑 白
蘭地（700 毫升)
$718
顏色呈深金色，香味濃郁，
有淡淡的檀香木、杏圃、蘑
菇、梅子、榛子等芳香，味
道優雅而柔和，回味悠長。

一團和氣 團年菜宴
至醒超市辦年貨攻略四：於新年期間購買罐裝或盒裝鮑魚/螺
螺片可獲「窩」心禮品，詳情
如下：(優
優惠不適用於「惠康為你送」服務，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花開富貴湯煲（5 公升）
精美玻璃碗
由即日起至 2 月 14 日，於惠康購買任何 2 購買 3 罐御品皇螺片／海螺粒，即送 6.5 吋
罐／盒鮑魚，即送價值 $168 的花開富貴湯 玻璃碗連盒一個。
煲 5 公升一個，最適合炆鮑魚及煲螺片雞
湯。（不適用於急凍及冷藏食品）
賀年推介：

御品皇蠔皇鮑魚 (420 克）$338
御品皇蠔皇螺片 (425 克）$29.9
新產品：精選原隻鮑魚，無添加人工色素及 蠔皇螺片肉質嫩滑彈牙，味道鮮甜。
防腐劑，確保原汁原味！

御品皇鮑汁螺粒(425 克）
$29.9
鮑汁螺粒肉質爽口彈牙，配以濃郁秘制鮑汁
烹調，即開即食或配搭上等菜餚，味道一
流。

阿一蠔皇鮑魚（4 頭）連花菇
＊隨盒附送阿一秘製鮑魚汁 2 包
$268
鮑魚鮮嫩與彈牙的精緻口感，是與家人共賞
團年飯的優質選擇。

安記至尊鮑（425 克）
$258
鮑魚香甜多汁，加上其他配菜，令整頓團年
飯顯得格外吸引。

安記金裝溏心鮑魚（4 件裝）
$268
入口時質感柔軟及有韌度，給人一種與別不
同的感覺。

凡購買安記鮑魚 3 盒／罐，即送 1 盒兩隻裝即食溏心鮑魚（價值＄168）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澳洲青邊鮑魚
每磅$589.8
青邊鮑魚來自澳洲，鮑身唇邊呈綠色，肉質
細嫩，味道鮮甜，可作炆或熬湯之用最佳，
送禮或一家大細聚首吃團年飯的好選擇。
(此為急凍貨品，不適用於湯煲/玻璃碗送贈
優惠。)

台灣蔗香豬腳(600 克)
$69.9
外皮香脆，肉質香嫩而且咬感強烈，由內到
外都十分美味。

御品皇黑芝麻/麻
麻蓉花生/杏
杏仁芝麻湯丸
(200 克）
＄17.9/2 包
由天然磨製的芝麻或花生餡料，配上煙韌湯
丸皮，味道香濃美味，讓你品嚐傳統美點滋
味。此產品無添加防腐劑及人造色素。

小寧波湯丸
麻蓉/花
花生味 (240 克) $22.9
獨家新產品：麻蓉味 9 大粒裝 (200 克) $28
選料上乘，精磨餡料。大小湯丸，任君選
擇。

「果
果」然夠氣派

珍寶梨禮盒（6 個裝）
$88
色澤金黃的珍寶翡翠金梨碩大
渾圓, 果肉水分飽滿, 白嫩鮮
美; 皮赤肉實的珍寶新高梨,
細緻甘甜，鮮脆多汁，兩者皆
為送禮必選。

日本蘋果禮盒（6 個裝）
$258
限量發售：日本水果迷的送禮
之選!禮盒內包括青森縣富士蘋
果, 南水梨以及王林蘋果。富士
蘋果果肉緊密，比其他很多蘋
果變種都要甜美和清脆; 在日本
著有「梨中皇者之稱」的南水
梨不僅甜度最高, 果肉多汁, 糖
度 14 度以上，在日本水梨中有
著最高評價。王林蘋果則清脆
多汁、甜帶微酸、美道清新。

紅繩珍寶紹菜
$22.8
約 3 斤重，比一般紹菜
足足大一倍！配以紅繩
及福字揮春，甚富新年
慶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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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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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884 8655
電郵：emilywy.wong@ogilvy.com

王碩尉（Michel Wong）
電話：2884 8575
電郵：michel.wong@ogilv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