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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企產品精選目錄

無事無事研究所
【共融酥⽪⾦沙奶⿈⽉餅】

⼀樣的中秋佳節，不⼀樣的共融故事。

我們與⼩時候被診斷有⾃閉症譜系障礙和焦慮症的藝術家John Lee合作設
計⽉餅禮盒，酥⽪⽉餅由原創⼈前半島酒店嘉麟樓中菜部點⼼師傅親⾃監
製，外表⾦⿈奪⽬， ⻝落酥⽪⼝感鬆化，伴隨濃郁的⽜油和椰汁⾹味，內
餡奶⿈幼滑， 在品嘗的同時不妨細味設計背後的理念與意義。
原價：$238
10盒以上免運費再有折扣優惠
如有興趣可致電/ E-mail: mosimosilab@gmail.com 查詢填表訂購。
⼀起渡過⼀個融洽團圓的中秋佳節吧!*
6840 0268
https://www.mosimosi.com.hk
⽴即訂購
*

iBakery
【中秋節⽉餅】

⾹港製造 | 限量⽣產
絕無添加⾊素及防腐劑
100%

迷你蛋⿈⽩蓮蓉⽉餅 (1盒4個)
早⿃優惠價: $158 | 原價$178
「陳⽪⾖沙．蛋⿈⽩蓮蓉」雙式⽉餅禮盒
早⿃優惠價: $158 | 原價$178
蛋⿈⽩蓮蓉⽉餅 (單個裝)
價格: $38/個
⼗年陳⽪⾖沙迷你⽉餅 (單個裝)
價格: $38/個
*

2711 1345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即訂購*

ibakeryshop.tungwahcsd.org

ibakeryptc@tungwah.org.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_official

好好社企
【好好社企中秋推介】

現隆重推出⽉餅系列，亦提供⾃家品牌⽉餅及餅盒訂製服務
讓顧客與親朋戚友品嚐⽉餅，共度中秋！
更推出「社企⽉餅捐贈計劃」希望與有需要⼈⼠分享節⽇喜悅

⾃訂餅盒系列
好好社企⽉餅系列
千⾥共善捐：社企⽉餅捐贈計劃
*

訂購詳情請參考相關表格或透過以下⽅式聯絡職員*

2864 2903 /
2864 2988

www.goodgoods.hk

goodgoods@hkcss.org.hk

悠花園
【中秋鮮果禮籃】

悠花園推出中秋果籃優惠 | 凡於9⽉7⽇前訂購 ，可享折扣優惠

花好⽉圓
價格: $1200
佳節之選
價格: $680
⽉光寶盒
價格: $400

*

詳情可⾒附圖或透過以下⽅式訂購*
yougarden.stewards.hk

5430 7323

⿊暗中對話
【⿊暗中對話 ⾹港 基⾦會
(

)

yougarden@stewards.hk

⽉餅禮盒】

x Cheap Century

⽉餅禮盒的收益將扣除成本全數撥捐基⾦會作慈善⽤途
以⽀持基⾦會發展更多創新體驗，培育多元⼈才
希望為各界帶來社會共融、多樣性和平等的新視⻆

登陸⽉球⾨票
憑⾨票可換領⿊暗中對話(⾹港)基⾦會 ｘ Cheap Century⽉餅禮盒
迷你奶⿈⽉餅禮盒 (4個裝)
早⿃優惠價：$250/盒 (⾸500盒) | 原價：$280/盒

⽉25⽇前預訂 可享早⿃優惠價*
歡迎到網站訂購： ⽴即訂購 登陸⽉球⾨票 dialogue-experience.hk
換領詳情：
*7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_official

Craving Good

【台灣⼩農好物禮盒】

好·物

禮盒盛載了屏東鳳梨、花蓮六⼗⽯⼭茶葉等台灣⼩農在地⻝材
禮盒內包括：

屏東⾦鑽鳳梨果茶醬 x1 (可轉愛⽂芒果)
花蓮六⼗⽯⼭蜜⾹紅茶茶包 x2
台東婦⼥烘焙「秀蘭很忙」掛⽿咖啡包 x2
療癒⼼靈⼩卡 x1 (5款內容隨機配送)
原價: $138 | 特價: $118
*
6104 5869

歡迎到網站訂購*

www.cravinggood.net

info@cravinggood.net

良膳廚坊
【愛⼼⽉餅】

由婦⼥製作迷你低糖蛋⿈蓮蓉⽉餅
另有「愛⼼⽉餅計劃」顧客贊助購買⽉餅後
可由⾹港循理會代為送贈獨居⻑者

２個裝連禮盒
早⿃優惠價: $62/盒| 原價: $68/盒
４個裝連禮盒
早⿃優惠價: $125/盒| 原價: $138/盒
８⽉２８⽇前預訂 可享早⿃優惠價*
http://se.fmchk.org/
6761 6438
⽴即訂購
*

Hello Cocoa
【中秋節禮品】
由SEN⻘年⼿作⽤⼼呈獻
⼿作朱古⼒⽉餅:
價錢: $238/4個⼀盒 (預訂九折）
單⼀產區精品咖啡⾖包裏住精品朱古⼒漿的絶味組合
Coffee bean in chocolate:
價錢: $68/樽 (預訂九折)
單⼀產區精品朱古⼒即沖即享⾵味獨特
SOC朱古⼒沖飲包:
價錢: $48/袋 (預訂九折)
*

⽴即訂購*

9313 9317

Hello Cocoa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_official

銀杏館
【 年 銀杏館⽉餅款式】
2021

今個中秋節「銀杏館」特意呈獻
將⽼師傅精湛⼿藝發揮極致，為⼤家帶來⾹港製造的中秋⽉餅
有多款⼝味可供選擇，更新推出「⾦萱茶紅棗杞⼦⽉餅」

盒 個裝 (80g/個)

1 4

(1)
(2)

低糖⾦萱茶紅棗杞⼦⽉餅
低糖蛋⿈⽩蓮蓉⽉餅

(3)
(4)

有機柑桔⽉餅
⿊芝⿇⽉餅

早⿃優惠價: $138 | 原價$238
1盒4個裝 (185g/個)
傳統⼤裝雙⿈⽩蓮蓉⽉餅
早⿃優惠價: $208 | 原價$298

(5)

精選雜錦⽉餅(以上四款 | 每款⼀個)

(1)

*

另有1盒1個裝可供訂購*

https://www.eldershop.com.hk/

2810 9211

姊妹⼯房
【中秋慶典⼯作坊】

info@gingkohouse.hk

⼀年⼀度的中秋節快到了，你有試過⾃⼰製作蠟燭嗎？
今年就可以⾃⼰親⼿製作果凍蠟燭，享受到中秋節⽇快樂之餘

⽟兔果凍蠟燭⼯作坊
每堂1.5⼩時 | 每位 $200元
趣怪燈籠兔蠟燭⼯作坊
每堂1.5⼩時 | 每位 $80元
學校 ⾮牟利團體可享有九折優惠

*

/

⽴即報名享受⾃我創作的樂趣!*
https://www.nowplus.com.hk/
⽴即報名
2157 9699
*

博愛
Café
【⾃家製⼿⼯禮品】

博愛Café推出多款⾃家製禮品
全⼿⼯限量製作，請⽀持⻘年咖啡師。

⾃家製⼿⼯曲奇禮品 綠茶、伯爵茶、雲⽯、咖啡、艾草⽜油、海鹽朱古⼒
價格: $25/50g | $45/100g
⾃家製⼿⼯⿃結糖禮品 原味、綠茶、伯爵茶、朱古⼒
價格: $25/50g | $50/100g
⾃家製⼿⼯雪花酥禮品 果乾及果仁
價格: $25/50g | $50/100g
⾃家種⾹草茶禮品
價格: $20/3包 | $30/6包
(

)

(

(

*

主辦單位:
tecm@fses.hk

)

只限預訂⾃取 歡迎致電或電郵訂購|如⼤量訂購 可安排送貨*
3158 0616 /
2673 0345

3611 5450

)

www.tecm.hk

pokoicafe@pokoi.org.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Pok Oi Cafe

tecm_official

喜樂餐飲教室
【中秋特⾊⽉餅】
咖啡加⾦莎朱古⼒的⽉餅夠特別

盒 個裝 (50g/個)
(1)蛋⿈蓮蓉 (2) 抹茶芝⿇ (3) 奶⿈鳳梨 (4)咖啡⾦莎朱古⼒
價格: $68 | 訂10個即享85折 (優惠價: $57.8/個)
中秋⽉餅義賣
收益會撥作⻑者派飯⽤途
1 4

*

⽴即訂購*

6489 0445

2371 0187

喜樂餐飲教室 Holy Cafe

星星堂
【盒裝迷你⽉餅】

星星堂的盒裝迷你⽉餅有新的組合供⼤家選購

迷你⽉餅
脆⽪奶⻩迷你⽉餅
養⽣花茶
(1)
(1)

(2)

蛋⿈蓮蓉迷你⽉餅 (3) 遠年陳⽪⾖沙迷你⽉餅(無蛋⻩)

蘋果花玫瑰花桂花茶-三花茶 (2)桑葉菊花茶 (3)洛神花茉莉玫瑰花茶

價格詳情請查閱訂購表格

*

*
5547 0026

⽴即訂購*
⽴即訂購

AngelChild HK

⽣果媽媽
【中秋鮮果禮盒及禮籃】

中秋佳節，⽣果媽媽為你準備鮮果禮盒及禮籃早⿃優惠

「鮮果有禮」禮盒 價格: $488
「恭⽽有禮」雙層鮮果禮盒 價格: $888
「珍⽽重之」鮮果禮盒 價格: $1088
「吉祥如意」三⻆茶包 - 節⽇送禮別緻版
早⿃優惠價: $118 | 原價$168
「傳統編織」鮮果禮籃
價格: $488 (六款) | $688 (⼋款) | $888(⼗款)
「名貴⼤⽅」鮮果禮籃 價格: $1288

凡購買禮籃禮盒 即送1⽀ 環保蔬果清潔酵素

*

*

８⽉２0⽇前預訂 可享早⿃優惠價*

5505 3288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https://www.fruitsmama.com/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果媽媽
tecm_official

JOL Cacao
【Bean to Bar ⼿⼯朱古⼒】
朱古⼒禮盒
價格: $65 /6粒 | $128/12粒
罐裝朱古⼒碎 (226)
價格: $120 (55%朱古⼒) | $130 (70%朱古⼒)
$140 (85%朱古⼒) | $150 (100%朱古⼒)
可可茶
價格: $60/10包
⼯作坊
價格: $650/1位
*

訂購詳情請參考相關表格或透過以下⽅式聯絡*
⽴即訂購
6558 7880
JOL Cacao

救世軍展藝坊
【「
⼯藝 故事」搓⼿液掛套 】
‧

Craftale

「 Craftale ⼯藝‧故事」讓復康學員表達⾃⼰內⼼的話語和故事
以⼯藝作品的形式呈現出來
復康學員按⾃⼰的⼼情配襯紗線的顔⾊
以匠⼼和巧⼿織出獨⼀無⼆的紗織布，並縫製成可愛的搓⼿液掛套

「 Craftale ⼯藝‧故事」搓⼿液掛套 (含搓⼿液20ml)
價格: $68
*
2633 7116

⽴即訂購*
tl1-hoivrs@ssd.salvation.org.hk

救世軍沙⽥家品店
【全場貨品買⼆送⼀】

買任何3件貨品，贈送當中價錢最低的1件貨品
買任何6件貨品，贈送當中價錢最低的2件貨品
如此類推
購買⽅法 :
親臨沙⽥⼄明邨明耀樓地下70-72號鋪
救世軍沙⽥家品店
*

聯絡資料*
2636 6113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_official

細味公平
【細味公平＜鳳凰⽉＞ ＜三重滋味＞⽉餅 】
FAIRTASTE

/

曲奇餅
細味公平＜鳳凰⽉＞ (45g) 6個裝 新鮮鳳梨 ⼀級蛋⿈
⽪
價格: $298｜8⽉23⽇前可享早⿃優惠價: $268
細味公平＜三重滋味＞⽉餅 (45g) 6個裝
(1)伊予柑橘⾖沙蛋⿈⽉(45g) 2個 伊予柑⽪ 紅⾖⾖沙 ⼀級蛋⿈ 中式餅⽪
(2)摩卡咖啡蓮蓉⽉(45g) 2個 咖啡蓮蓉 卡瑤曲奇餅⽪
(3)低糖蓮蓉蛋⿈⽉(45g) 2個 低糖蓮蓉 ⼀級蛋⿈ 中式餅⽪
價格: $268 | 8⽉23⽇前可享早⿃優惠價: $240
(

,

,

)

(

*

⽴即訂購
＜鳳凰⽉＞

,

(

,

(

,

,

,

)

)

,

)

訂購詳情請參考相關表格或透過以下⽅式聯絡*
⽴即訂購
oswin@fairtaste.com.hk
28052336
＜三重滋味＞

第叁天⽣活館
X 樂廚坊
【中秋⽉餅茗茶禮盒 】

「第叁天⽣活館」與「樂廚坊」兩間社企聯⼿合作推出⽉餅茗茶禮盒
購買禮盒既能幫助泰國北部恢復⼟地；亦可幫助⾹港有需要的基層⼈仕
(每售出10個⽉餅，就可以幫助有需要⼈⼠5頓飯餐)

款：純茶．⽉餅禮盒

A

(1)
(3)

迷你低糖半⿈⽩蓮蓉⽉餅 (2) 迷你柑桔蓮蓉⽉餅
貴妃烏⿓茶包 (4) 覺醒紅茶茶包⼀個

價格: $118
B款：花茶．⽉餅禮盒

迷你低糖半⿈⽩蓮蓉⽉餅 (2)迷你低糖紫薯蓮蓉⽉餅
玫瑰美⼈茶包 (4)雪菊紅茶茶包

(1)
(3)

價格: $118
套裝組合：A款 + B款
優惠價: $118
*

⽴即訂購*

6316 5725

⽴即訂購

主辦單位:
3611 5450

tecm@fses.hk

www.tecm.hk

Tithe Ethical Consumption Movement

tecm_offi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