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1. ThickenUP Instant

Puree (Goulash) 74g x 6

sachets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全餐 / 主食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120/ Box 1 Box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2. ThickenUP Instant

Puree (Chicken

Supreme)  74g x 6

sachets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全餐 / 主食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120/ Box 1 Box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3. ThickenUP Nutri

Pudding (Tofu) 66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9.8/ Cup 24 Cups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4. ThickenUP Nutri

Pudding (Coffee) 66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 months HKD9.8/ Cup 24 Cups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5. ThickenUP Nutri

Pudding (Chocolate)

66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9.8/ Cup 24 Cups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6. Thicken Up Nutri

Pudding (Sweet Potato)

66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9.8/ Cup 24 Cups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thickenup.com.hk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7. OptiFibre 250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纖維粉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24 months HKD128/ Tin 6 Tins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8. OptiFibre 5g x

30sachets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纖維粉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24 months HKD118/ Box 1 Box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9. Resource Ultra

(Hazelnut) 200mL x 4

bottle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 months HKD74/ Box 1 Box  電話  /  電郵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10. Resource Ultra

(Apple) 200mL x 4

bottle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67.2/ Box 1 Box  電話  /  電郵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11. Resource Ultra

(Orange) 200mL x 4

bottle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12 months HKD67.2/ Box 1 Box  電話  /  電郵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A12. MIXXPRO Puree -

MERITENE Instant

Meal Puree 1K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全餐 / 主食 / 營養補充品 院舍 常溫 18 months TBC 4 Pack  電話  /  電郵 https://www.nestlehealthscience.co

m/

Daniel Leung

Mobile: (852) 6472 3000

Phone: (852) 2764 5208

Email:

HK.KerryMedical.Info@kerrylogistics

.com

A13. MIXXPRO Puree -

MERITENE Instant

Cereal Puree 500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院舍 常溫 18 months TBC 1 Box  電話  /  電郵 https://www.nestlehealthscience.co

m/

Daniel Leung

Mobile: (852) 6472 3000

Phone: (852) 2764 5208

Email:

HK.KerryMedical.Info@kerrylogistics

.com

A14. MIXXPRO Puree -

MERITENE Instant

Fruit Puree 350g x 2

Nestlé Health

Science

Kerry

Medical

Limited

甜品 / 營養補充品 院舍 常溫 18 months TBC 1 Box  電話  /  電郵 https://www.nestlehealthscience.co

m/

Daniel Leung

Mobile: (852) 6472 3000

Phone: (852) 2764 5208

Email:

HK.KerryMedical.Info@kerrylogistics

.com

A15. ENA CHARGE 能量啫

喱

ENA

CHARGE

Saraya 營養補充品 個人使用者/ 院舍 常溫 Shelf life:

10months

15 40PCS 電郵聯絡 1. 不離水 易吞嚥粘度 可以安心食用的果凍

2. 六種口味選擇

3. 營養均衡 – 配合膳食纖維，鉄，鋅

4. 限制蛋白質，磷和鉀的攝取(慢性腎病患者也可以使用)

5. 在口中不易分散，原料使用果膠成形

http://www.healthy-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post-5.php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A16.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蘋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17.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蘋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18.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蘋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19.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熱帶水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0.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熱帶水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1.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熱帶水果汁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2.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橙汁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3.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橙汁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4. Flavour Creations 果汁

系列 - 橙汁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5.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梨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6.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梨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7.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梨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28.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蔓越莓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29.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蔓越莓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0.  Flavour Creations 功能

性果汁 - 蔓越莓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2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1.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焦糖味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2.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焦糖味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3.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焦糖味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4.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檸檬青

檸味 175ml (IDDSI 等

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5.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檸檬青

檸味 175ml (IDDSI 等

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6. Flavour Creations 蛋白

質補充系列 - 檸檬青

檸味 175ml (IDDSI 等

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37.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蘋果漿果

味 175ml (IDDSI 等級

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8.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蘋果漿果

味 175ml (IDDSI 等級

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39.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蘋果漿果

味 175ml (IDDSI 等級

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0.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朱古力味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1.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朱古力味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2.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朱古力味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3.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冰咖啡味

175ml (IDDSI 等級2)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4.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冰咖啡味

175ml (IDDSI 等級3)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5. Flavour Creations 全面

營養系列 - 冰咖啡味

175ml (IDDSI 等級4)

Flavour

Creations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9個月-1年 35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46. 日本厚利加 美味

Mixer 白粥 - 100g

Forica 文化村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19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7. 日本厚利加 美味

Mixer 雞汁粥- 100g

Forica 文化村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19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8. 日本厚利加 美味

Mixer 柔滑豚肉煮 -

50g

Forica 文化村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20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49. 日本厚利加 美味

Mixer 雞肉番茄煮 -

50g

Forica 文化村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20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50. 日本厚利加 營養支援

Hipiar 草莓風味 -

125ml

Forica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22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51. 日本厚利加 營養支援

Hipiar 香蕉風味 -

125ml

Forica 文化村 飲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22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52. 日本厚利加 美味研磨

洋梨果泥 - 50g

Forica 文化村 甜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22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53. 日本厚利加 溫和研磨

蘋果果泥 - 500g

Forica 文化村 甜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 其他

常溫 6個月-9個月 79

(零售價格範

圍)(機構可查詢

批發價)

全單消費金

額滿$700免

運費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文化村產品目錄2020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

w/187191/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A54. i/日本Ever Smile

Moose日本直送即食

營養軟餐慕斯套餐

i/Ever Smile

Moose大和

製罐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i/全餐/主食/小菜/照護食製作材

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常温保存, 可

以微波爐加

熱。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Eversmile

http://www.my-chc.com/p/79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55. ii/日本Ever Smile

Toromi飲料日本直送

增稠罐裝飲品

ii/Ever Smile

Toromi飲料

大和製罐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ii/飲品/照護食製作材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常温保存, 可

以微波爐加

熱。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Eversmile

http://www.my-chc.com/p/79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56. iii/日本Forica日本直

送即食營養糊餐

iii/ Forica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iii/全餐/主食/小菜/照護食製作材

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常温保存, 可

以微波爐加

熱。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Forica

http://www.my-chc.com/p/81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57. iv/日本Maruhachi日本

直送即食營養軟餐慕

斯

iv/Maruhachi

村松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iv/全餐/主食/小菜/照護食製作材

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常温保存, 可

以微波爐加

熱。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Maruhachi

http://www.my-chc.com/p/80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58. v/日本KISSEI日本直

送即食高能量營養補

充慕斯

v/KISSEI 安

心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v/甜品/營養補充品/照護食製作

材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常温保存, 可

以微波爐加

熱。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KISSEI

http://www.my-chc.com/p/8/2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59. vi/健營元氣糊餐_香

港製造精緻味道真空

包裝增稠糊餐

vi/ Deli Care

_ De Puree

健營元氣糊

餐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vi/全餐/主食/小菜/甜品/營養補充

品/照護食製作材料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冷凍保存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http://www.my-chc.com/p/85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60. vii/ Deli Care _ De

Mousse 健營精緻軟餐

幸福元氣

有限公司

vii/全餐/主食/小菜/甜品/營養補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

者/院舍/

日間護理中心/機構活

動

冷凍保存 12個月至18

個月,

冷凍食品保

存壹個月

(HKD)20 至 50 ,

大批量價格另

議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網站/ 電郵/

Whatsapp/ 傳真

健營精緻軟餐_

http://www.my-chc.com/p/8/2

門市 : 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珍工業大厦A

座3樓E2室

網站 : www.my-chc.com

電郵 : peggycheung@my-chc.com

Whatsapp: 46441996

傳真 : 30209337

聯絡人: Peggy Cheung

A61. CookEasy 精緻軟餐系

列

東華三院

CookEasy

東華三院

CookEasy

全餐&主食系列 個人使用者, 個人照

顧者& 院舍

冷藏 (-18℃

或以下)

1-3 個月; 視

乎個別產品

而定

暫時未能提供 暫時未能提

供

暫時未正式推出市

場，但日後將可在

CookEasy網店購買

暫時未能提供 產品是冷凍熟食 (cook-frozen)

產品; 食用前需解凍&翻熱

聯絡人: Mr. Kim LEUNG   電話:

2562 5513

電郵地址:

kim.leung@tungwah.org.hk

A62. 籽盒。煮意 籽盒 甜蜜故事

X 味道實

驗室

餸菜包 (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冷藏 3日 HKD30-80 5件

(HKD300)

網站/ 電話/ 電郵/

whatsapp

Amy Cheng, 96656746,

amycheng@sweetstories.hk

A63. 籽盒。嚐鮮 籽盒 甜蜜故事

X 味道實

驗室

急凍包 (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院舍

冷藏 1個月 HKD30-80 5件

(HKD300)

網站/ 電話/ 電郵/

whatsapp

Amy Cheng, 96656746,

amycheng@sweetstories.hk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64. 盛饌套餐(1肉1菜)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45/套(精選款式-1菜1

肉)；$65/套(尊貴款式-西

蘭花配鴨胸雞柳)；$75/套

(尊貴款式-露筍配三文魚

龍脷)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65. 環保裝 - 盛饌套餐(1

肉1菜)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院舍 冷藏 6個月 $36/套(精選款式-1菜1肉)

$52/套(尊貴款式-西蘭花配

鴨胸雞柳)

$60/套(尊貴款式-露筍配三

文魚龍脷)

最少訂50個

/25套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66. 精選款式-菜心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67. 精選款式-甘筍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68. 精選款式-紹菜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69. 精選款式-粟米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0. 精選款式-芥蘭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1. 精選款式-番薯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3/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2. 精選款式-魚柳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8/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73. 精選款式-牛肉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8/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4. 精選款式-豬肉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8/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5. 精選款式-雞肉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28/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6. 尊貴款式-西蘭花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30/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7. 尊貴款式-露筍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37/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8. 尊貴款式-鴨胸雞柳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42/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79. 尊貴款式-三文魚龍脷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主食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48/個(100克)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80. 鮑魚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小菜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6個月 $68/隻(1隻起)；

$61.2/隻(10隻起)；

$54.4/隻(20隻起)；

$47.6/隻(30隻起)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81. 月餅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小菜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3個月 $27/個

$24.3/個 (50個

起)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中秋節限定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82. 端午糉 盛饌 聖雅各福

群會

小菜 個人使用者/院舍 冷藏 3個月 $45/個；$40.5/

個 (10個起)；

$36/個 (20個起)

不設最低訂

貨量

門市 (灣仔/上環/荃

灣/石硤尾/火炭)

網站/電郵

/WhatsApp

端午節限定

https://gracefulmeal.sjs.org.hk/

https://www.sjscafe.com/pages/gm

電話 Wendy Wong 28313237

Email: graceful.meal@sjs.org.hk

WhatsApp:  68462333

A83. 樂食營(軟餐餸菜) 樂食營 Saraya 小菜 個人使用者/ 院舍 常溫 Shelf life:

12months

24 40PCS 電郵聯絡
「樂食營」是保留食材原色原味，果凍狀的小食

1. 營養均衡，色彩豐富，提高食慾

2. 用舌頭可以壓碎的柔軟度

3. 不含導致嗆咳的顆粒，容易在口中控制和吞嚥

4. 獨立包裝讓食品更有安全性

http://www.healthy-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1/post-6.php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A84. 樂食營 (軟餐粥) 樂食營 Saraya 主食 個人使用者/ 院舍 常溫 Shelf life:

18months

20 40PCS 電郵聯絡
「樂食營」是保留食材原色原味，果凍狀的主食

1. 使用日本名米「越光米」

2. 不含導致嗆咳的顆粒，嫩滑易吞嚥

3. 不會因時間太久而變硬

4. 獨立包裝讓食品更有安全性

http://www.healthy-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1/post-7.php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A85. 咸魚白豆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40 (1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One of the elderly favorite foods - salted fish here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banned this food for the elderly because it is not that healthy and fish bones will bring in dangerous. Our chef has

carefully developed this special dish, he steamed and de-bone the salty fish and mixed with the white beans with the

1:190 ratio. The aroma will come to the elderly’s noise before eating, that would arouse their appetite for sure and the

white beans has given variety of nutrients. While retaining the salty flavor improving appetite but also bring them joy for

eating.

鹹魚一種絕大部份老人家都喜歡的食品，偏偏卻因為被認定為不健康食品同時間亦有太多骨已被大部

份後生一輩禁止他們享用。大廚精心研究製作出這款食品希望能夠讓老人家食到自己喜歡的食品亦能

夠讓年青一輩放心讓他們享用。這個1:190黃金比例，將不健康因素減至最低，而且製作過程先正後起

肉亦去除魚骨帶來的風險。鹹香撲鼻但入口平和絕對不會帶來過高鹽分，令長者們食慾大增。

Johnson Lo , 93002648

, johnson@kolb.life

A86. 菜遠牛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40 (1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A common classic dish in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a dish that tests the chef’s skills very

well. The beef soaked with the seasoning and fragrant, tender and smooth. Choy Sum are still

crunchy and juicy. We turned that separately into a soft meal. The sauce and flavor of the

whole dishes remain unchanged.  That can give elderly enjoy the original deliciousness.

酒樓大排檔等常見的經典菜，非常考大廚功夫的一道菜，牛肉吸滿佐料香味並炒

至腍滑，同時保持菜芯的脆嫩，在製成之後把菜遠和牛肉分別打蓉變成軟餐，醬

汁和風味將得以保留，令年長人士也能享受同一種味道。

Johnson Lo , 93002649

, johnson@kolb.life

A87. 紫薯藜麥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40 (1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Quinoa is one of the most favorite superfoods for healthy people and those who lose weight.

It is rich in protein in its nutritional value. Paired with purple sweet potato contains high

dietary fiber, multiple vitamins can maintain low glucose levels. A bowl of simple food puree

provides a sweet and smooth taste, full and rich in nutrition!

藜麥是健康人士及減肥人士其中一樣 喜愛的超級食物，配上紫薯含有較高膳食

纖維，營養價值豐富。師傅用上純素牛油果油代替牛油，製作出這款純素營養軟

餐。一碗簡簡單單食物蓉提供甜蜜軟滑口感，飽肚又豐富營養！

Johnson Lo , 93002650

, johnson@kolb.life

A88. 泡菜甘筍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42 (1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Now that mush food have broken the boundaries, our chef specially designed Korean-style

soft meals. Carrots help anti-aging, nourish the liver and improve eyesight, and enhance the

body's immunity. Quinoa provides high protein and a variety of amino acids. Carrots and

quinoa with the sweet aroma of kimchi will satisfy your taste buds when you are full!

現在軟餐突破了界限，我們大廚特別設計韓式風味的軟餐。甘筍有助抗衰老、養

肝明目、增強人體免疫力。藜麥提供高蛋白質和多種胺基酸。甘筍藜麥加上泡菜

清甜的香味，飽肚之餘也大大滿足了味蕾！

Johnson Lo , 93002651

, johnson@kolb.life

A89. 椰菜花三文魚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42 (1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Our chef specially designed a series of mush food, it is not a dream to eat all over the world! Salmon, a common

ingredient in western food, can help invigorate the spleen and stomach. Cauliflower is rather low in calories and contains

protein, fiber and various vitamins. We cook this like normal dishes, pan sear the salmon first then smash that into small

bites. With the remaining fish oil, we stir-fly the cauliflower with seasoning then blend that into mush food. We keep the

original taste with original cooking method.  We aim to have elderly to taste the same dish as others, to let them enjoy

the joy of eating.

我們大廚特別設計軟餐系列，食遍全球美食不是夢！西餐常見食材的三文魚功效多多，能有助健脾益

胃。椰菜花熱量較低，又含有蛋白質、纖維素及多種維他命。烹調過程與普通餐無異，大廚先將三文

魚煎香絞碎再將餘下的魚油翻炒椰菜花，調味後才將這道菜式打蓉變成軟餐。烹調過程絕不馬虎，使

用一貫烹調方法讓風味得以保留，令年長人士也能享受同一種味道。

Johnson Lo , 93002652

, johnson@kolb.life

A90. 腐竹胡椒豬肚粥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9 個月 $58 (3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Using our own produce classic Chinese style soup, cooking with white rice to make such a

smooth porridge.  This porridge would warm your stomach. The pork belly tastes crisp and

nutritious. It is not only delicious, but also has the effects of invigorat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is suitable for people with weak body.

用上本公司製作之經典廣東老火湯胡椒豬肚湯，與白米熬煮成綿綿靚粥，暖胃飽

肚，豬肚口感爽脆，並且還很有營養。不僅美味還具有補虛損、健脾胃的功效，

適用於氣血虛損、身體瘦弱者食用。

Johnson Lo , 93002653

, johnson@kolb.life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預先包裝照護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2月

備註: 是次資訊發佈主要作跨平台交流，不構成任何跟買賣相關的協議。

如欲進一步查詢照護食產品及服務的聯絡方式，請到以下網址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Suq22T7S63kujP8w7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請註明：全餐 / 主食 / 小菜 / 甜

品 / 飲品 / 營養補充品 / 照護食

製作材料 / 其他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

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

舍 / 其他

保存方法

*請註明：常

溫 / 冷藏 / 其

他

保存期限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購買方法

*請註明：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

郵 / 其他

照片

(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包括網址)

(如有)

查詢及聯絡資料

(包括聯絡人、電話

及電郵地址) (如有)

A91. 花膠瑤柱小米雞粥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9 個月 $58 (3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millet, a new ingredient, is surprisingly high. It contains a variety of

vitamins, amino acids, fats, and cellulose. It is cooked with scallops, a bowl of porridge to

provide you with full nutrition.

用上本公司製作之經典廣東老火湯花膠瑤柱老雞湯，經熬煮後雞的鮮味與有穀類

「營養之王」美稱的小米互相融合，加上淡淡的瑤柱香，熬煮成綿綿靚粥，暖胃

飽肚，用來做早午晚餐甚至宵夜都適合。

Johnson Lo , 93002654

, johnson@kolb.life

A92. 山藥海燕窩紅米粥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9 個月 $58 (3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Chinese yam can help reduce edema and improve skin moisturizing ability. Sea bird’s nest

is also known as cottonii, and it is called "the edible beauty product" in Japan. Rich in

collagen, it helps detoxify and boost immunity. Red rice can help increasing the content of

good cholesterol and invigorate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 bowl of vegan porridge is simple

but helps you maintain your beauty and health!

山藥反有助去水腫，有助提升皮膚保濕能力。海燕窩又名珊瑚藻，日本稱為「食

用的美容聖品」。含豐富膠原蛋白更有助排毒和提升免疫力 。紅米能夠提高好膽

固醇的含量和健脾養胃 。一碗粥簡簡單單純素粥品幫你養顏保健！

Johnson Lo , 93002655

, johnson@kolb.life

A93. 韓式鮑魚粥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全餐, 主食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9 個月 $58 (35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Created by Chef JLo, a former executive chef of Korean Restaurant Brand – Shingril-dong.

Abalone Porridg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porridges in Korea. Our Chef has used great quality of

pearl rice, Korean sesame oil and carrot cooked with traditional method, aroma and texture are

great. Just put this whole pack into boiling water for boiling 10-12 minutes then you are ready to

eat. It is safe and reliable. By adding seaweed flakes and egg would make no difference from what

you have in a Korean restaurant.

Ingredients include Pearl rice, carrot, abalone, Korean sesame oil.

由前新吉洞韓國料理行政總廚，料理達人Chef jLo設計的特色融合韓國料理。鮑魚粥乃韓

國傳統粥品之一，大廚使用上等珍珠米、韓國芝麻油、甘筍等材料炮製出這道傳統粥

品。急凍包裝讓食客可以安在家中享用這一道韓國傳統粥品。用上傳統製作方法香氣十

足，只要整包放入熱水滾大約10至12分鐘就可以享用，安全可靠，配以即食紫菜碎和雞

蛋攪勻食用更為豐富，如在韓國餐廳品嚐這道粥品，沒有差異。

材料包括：上等珍珠米、甘筍、鮑魚、韓國芝麻油。

Johnson Lo , 93002656

, johnson@kolb.life

A94. 泡菜五花肉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9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Created by Chef JLo, a former executive chef of Korean Restaurant Brand – Shingril-dong. He has combined the

Korean chili paste, barbecue sauce, soju, brown sugar, kimchi, good quality pork belly and other ingredients into this

dish. Perfect match with rice and noodles! Frozen packaging allows diners to enjoy this Fusion Korean dish at home

easily. Just put this whole pack into boiling water for boiling 10-12 minutes then you are ready to eat. It is safe and

reliable.

Ingredients include Korean chili paste, barbecue sauce, soju, brown sugar, pork belly, garlic, leek, carrot, cabbage,

Korean sesame oil.

由前新吉洞韓國料理行政總廚，料理達人Chef jLo設計的特色融合韓國料理。大廚使用韓國辣椒醬、燒

烤汁、燒酒、黑糖、泡菜、上等五花肉等材料炮製出這一道惹味小菜。急凍包裝讓食客可以安在家中

享用這一道新派特色韓國小菜。只要整包餸菜包放入熱水滾大約10至12分鐘就可以享用，安全可靠。

材料包括：韓國辣椒醬、燒烤汁、燒酒、黑糖、五花肉、蒜、京䓤、甘筍、椰菜、韓國芝麻油。

Johnson Lo , 93002657

, johnson@kolb.life

A95. 韓式銅盤雞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9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Created by Chef JLo, a former executive chef of Korean Restaurant Brand – Shingril-dong.  He has combined the

Korean chili paste, barbecue sauce, soju, brown sugar, and other ingredients into this one of his signature dishes.  Perfect

match with rice and noodles! Haven’t said that there is a romantic story of Chef JLo behind this fusion dish!

Frozen packaging allows diners to enjoy this Fusion Korean dish at home easily. Just put this whole pack into boiling

water for boiling 8-10 minutes then you are ready to eat. It is safe and reliable.

Ingredients include: Korean chili paste, barbecue sauce, soju, brown sugar, chicken meat, garlic, leek, mozzarella cheese.

由前新吉洞韓國料理行政總廚，料理達人Chef jLo設計的特色融合韓國料理。這個小菜是當年新吉洞韓

國料理餐廳的主打熱賣特色菜，背後包含一個浪漫的港韓愛情故事。

大廚使用韓國辣椒醬、燒烤汁、燒酒、黑糖、水牛芝士等材料炮製出這一道惹味小菜。惹味的醬汁再

加上香濃的水牛芝士，令你食不停口，送飯拌麵一流！急凍包裝讓食客可以安在家中享用這一道新派

特色韓國小菜。

Johnson Lo , 93002658

, johnson@kolb.life

A96. 韓式黑蒜炸醬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9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Created by Chef JLo, a former executive chef of Korean Restaurant Brand – Shingril-dong. A traditional Korean

Chinese dish that mostly mix with noodles, but it is also good for pairing with rice!  Our chef has added black garlic to

this authentic dish that has enriched the flavor with this healthy food ingredient. Frozen packaging allows diners to enjoy

this dish at home easily. Just put this whole pack into boiling water for boiling 10-12 minutes then you are ready to eat. It

is safe and reliable.

Ingredients include Korean black bean paste, onion, black garlic, soju, brown sugar, pork belly, garlic, soup soy sauce.

由前新吉洞韓國料理行政總廚，料理達人Chef jLo設計的特色融合韓國料理。韓國傳統菜餚之一，主要

配與麵成為人熟悉的炸醬麵，但也可以配飯！大廚用上黑蒜這種健康的食材豐富了炸醬的風味。急凍

包裝讓食客可以安在家中享用這一道新派特色韓國小菜。只要整包餸菜包放入熱水滾大約10至12分鐘

就可以享用，安全可靠。

材料包括：韓國春醬、洋葱、黑蒜、燒酒、黑糖、五花肉、蒜、湯醬油。

Johnson Lo , 93002659

, johnson@kolb.life

A97. 山楂排骨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8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We cook this chewy gluten by using hawthorn and sour plum instead of other artificial

sauces. It is made with pure natural sour taste. The taste is moderately sweet and sour, gentle,

and smooth. You are not afraid of eating more!

使口感豐富，借用山楂的果酸代替香醋的醇酸，給排骨注入了清新又跳躍的回味

，把原先的肥膩都抵消的蕩然無存。光是就着盤底濃郁微酸又帶着甜的醬汁，都

能幹脆利索地呼嚕掉兩大碗米飯，以山楂和酸梅代替其他醬料，靠純天然的酸味

製成，入口酸甜適中，溫和順喉，令人胃口大開。

Johnson Lo , 93002660

, johnson@kolb.life

A98. 臺式三杯雞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2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Rice Wine Soy Sauce Chicken, also known as Three-cup chicken, is a classic Taiwanese dish.

Sesame oil, soy and rice wine, you can’t just miss any of these. Adding sweet basil on top

just like giving eyes to the picture.  The sauce is rich and full of flavour, for sure it is the best

rice-chasers!

三杯雞，是台灣的經典名菜。麻油﹅米酒缺一不可，金不換能畫龍點睛，令菜式

的香氣和味道都更豐富，汁香醬濃拌飯一流！

Johnson Lo , 93002661

, johnson@kolb.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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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9. 泰式香葉肉碎 KOLB·LIFE jLo

Catering

Company

Limited

主食 ,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有吞嚥困

難人士和長者們

急凍 1年 $68 (280g) N/A 堅尼地城 : 香港域

多利道64號廣基工

廠大廈7樓A室

Believing each of you must have eaten the Thai-style dish in Thai restaurants before. It is

made with fresh sweet basil and Thai fish sauce. It is appetizing and delicious. After

reheating, you can add lettuce to make Thai lettuce wraps, or add fried protein rice to make

Thai spicy minced pork rice.

泰式香葉肉碎相信大家也一定在泰國餐館吃過，使用了新鮮九層塔和泰式魚露製

成，開胃又好食。翻熱後可加配生菜做泰式生菜包又得，加煎蛋白飯成泰式辣肉

碎飯亦得。

Johnson Lo , 93002662

, johnson@kolb.life

A100. 吞嚥易軟餐-紅蘿蔔牛

肉 (100g)

吞嚥易

Senior Deli

Carewells

Limited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冷藏 一年 35 1件 **於2020年11月開始

發售

詳情請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www.seniordeli.com info@seniordeli.com

A101. 吞嚥易軟餐-西蘭花炒

雞柳 (100g)

吞嚥易

Senior Deli

Carewells

Limited

小菜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

顧者 / 院舍

冷藏 一年 35 1件 **於2020年11月開始

發售

詳情請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www.seniordeli.com info@seniordel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