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照護食 ─ 市場產品及服務資訊 

類別:  吞嚥困難輔助食品

更新日期: 2021年6月

序號 商品/服務名稱 品牌名稱

(供應商)

食物種類 (如適用)

保存方法

保存期限

使用對象

*請註明：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者 / 院舍 / 其

他

價格範圍

(HKD)

(最低訂貨量)

照片(如有) 其他產品資料說明 購買方法

查詢及聯絡資料

B1 吞嚥易清透凝固粉

(125克)

吞嚥易 Senior Deli

(華瓏有限公司Carewells

Limited)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1.5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建議零售價:

$60, 機構訂購另有批

發優惠

最低訂貨量:

吞嚥易清透凝固粉 採用黃原膠配方，專為吞嚥困難

人士設計。凝固粉主要用於改善和增加液態食品的

黏稠度，並能迅速凝固各種冷熱飲料、流態食品，

使之調製成合適稠度的食品，以降低嗆咳、誤吸的

風險，讓吞嚥困難人士能夠安全進食並攝取充足的

水分和營養，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

https://www.seniordeli.com/thickener-clear/

門市: 「 卓 思 廊 」, HOHOLIFE好好生活 , 靈實醫院便利店

網站: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search_a?keyword=%E5%90%9

E%E5%9A%A5%E6%98%93&bannerCategory=AA13300000000

https://www.mealingful.hk/categories/dysphagia-related-products

https://www.rehabexpress.com.hk/url-n-21400019.html

https://www.hoholife.com/collections/healthy-food

電郵 (建議機構使用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電話: Whatsapp  98503375 / 6062 5332

B2 吞嚥易食材軟化粉

(100克)

吞嚥易 Senior Deli

(華瓏有限公司Carewells

Limited)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1.5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建議零售價:

$54, 機構訂購另有批

發優惠

最低訂貨量:

吞嚥易食材軟化粉 主要用於軟化硬質食材，包括

肉、各類蔬菜等，採用自主研發技術，改善食物物

理性狀，從而使食物的硬度下降一半，解決食物太

硬，咬不下的困擾；同時不改變食物味道、形狀，

並保留其營養，幫助吞咽困難人士安全進食，保障

其營養健康。

https://www.seniordeli.com/softener/

門市:  HOHOLIFE好好生活

網站: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search_a?keyword=%E5%90%9

E%E5%9A%A5%E6%98%93&bannerCategory=AA13300000000

https://www.mealingful.hk/categories/dysphagia-related-products

https://www.hoholife.com/collections/healthy-food

電郵 (建議機構使用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電話: Whatsapp  98503375 / 6062 5332

B3 吞嚥易食物塑形粉

(100克)

吞嚥易 Senior Deli

(華瓏有限公司Carewells

Limited)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1.5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建議零售價:

$65, 機構訂購另有批

發優惠

最低訂貨量:

吞嚥易食物塑形粉專為吞嚥困難人士而設，製作軟

餐時使用。只需要三個步驟: 攪拌、加熱、塑形，

便可以不同食譜製作軟餐，是糊餐以外的膳食選

擇。吞嚥易食物塑形粉以酵素配方，果凍口感有別

於其他使用凝固粉或澱粉製作的軟餐，可以有效地

重新塑造食物外觀，提升食欲，讓長者吸收更多營

養。

https://www.seniordeli.com/gellant/

門市:  HOHOLIFE好好生活

網站: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search_a?keyword=%E5%90%9

E%E5%9A%A5%E6%98%93&bannerCategory=AA13300000000

https://www.mealingful.hk/categories/dysphagia-related-products

https://www.hoholife.com/collections/healthy-food

電郵 (建議機構使用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電話: Whatsapp  98503375 / 6062 5332

B4 吞嚥易食物塑形粉

(500克)

吞嚥易 Senior Deli

(華瓏有限公司Carewells

Limited)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1.5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建議零售價:

$290, 機構訂購另有

批發優惠

最低訂貨量:

吞嚥易食物塑形粉專為吞嚥困難人士而設，製作軟

餐時使用。只需要三個步驟: 攪拌、加熱、塑形，

便可以不同食譜製作軟餐，是糊餐以外的膳食選

擇。吞嚥易食物塑形粉以酵素配方，果凍口感有別

於其他使用凝固粉或澱粉製作的軟餐，可以有效地

重新塑造食物外觀，提升食欲，讓長者吸收更多營

養。

https://www.seniordeli.com/gellant/

門市:  HOHOLIFE好好生活

網站:

https://www.hktvmall.com/hktv/zh/search_a?keyword=%E5%90%9

E%E5%9A%A5%E6%98%93&bannerCategory=AA13300000000

https://www.hoholife.com/collections/healthy-food

電郵 (建議機構使用電郵查詢): info@seniordeli.com

電話: Whatsapp  6062 5332

B5 日本食倍樂(袋裝)

1kg

Foodcare

(Foodcare)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9個月-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1000

最低訂貨量:

全單消費金額滿$700

免運費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

/187191/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B6 日本食倍樂(袋裝)

150g

Foodcare

(Foodcare)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9個月-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260

最低訂貨量:

全單消費金額滿$700

免運費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

/187191/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B7 日本吞樂美凝固粉

(袋裝) 500g

Foodcare

(Foodcare)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9個月-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350

最低訂貨量:

全單消費金額滿$700

免運費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

/187191/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B8 日本吞樂美凝固粉

(罐裝 ) 100g

Foodcare

(Foodcare)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9個月-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90

最低訂貨量:

全單消費金額滿$700

免運費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

/187191/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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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由供應商提供，可能與最新的情況有所不同。如因使用本指南所提供的資料而引

致任何損失，社聯照護食工作小組概不負責。



B9 日本食倍樂 Meat 1kg

(袋裝)

Foodcare

(Foodcare)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9個月-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750

最低訂貨量:

全單消費金額滿$700

免運費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

/187191/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 其他

Contact person: Ashley Lam

Tel: 3582 2112

Email:

ashley.ts.lam@culturehomes.com.hk

B10 凝固樂�清透配方食

物凝固粉 (Thick and

Easy Clear)

凝固樂�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凝固粉

常溫

36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86/一罐

最低訂貨量:

一罐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thick_and_easy_clear_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1 凝固樂�食物凝固粉

(Thick and Easy)

凝固樂�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凝固粉

常溫

60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74/一罐

最低訂貨量:

一罐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thick_and_easy_starch

_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2 倍力康�2千卡高能

量營養品125毫升 - 雲

呢拿味 (Fresubin 2kcal

mini Drink 125ml -

Vanilla)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69/4支x125ml

最低訂貨量:

4支x125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_2kcal_mini_

drink_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3 倍健康能量營養品

200毫升- 雲呢拿味

(Fresubin Energy Drink

- Vanilla)

倍健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92/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_2kcal_energy

_drink_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4 倍健纖能量纖維營養

品- 雲呢拿味

(Fresubin® Energy

Fibre Drink - Vanilla)

倍健纖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95/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energy-fibre-

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5 倍力康�1千卡營養

品- 雲呢拿味

(Fresubin® Original

Drink - Vanilla)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82/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original-

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6 倍力康�2千卡高能

量營養品 - 雲呢拿味

(Fresubin® 2kCal Drink

- Vanilla)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07/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2kcal-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7 倍力康�2千卡高能

量營養品 - 杏桃味

(Fresubin® 2kCal Drink

- Apricot Peach)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07/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2kcal-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8 倍力康�2千卡高能

量營養品 - 蘑菇味

(Fresubin® 2kCal Drink

- Mushroom)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9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07/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2kcal-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19 倍力康�2千卡高能

量纖維營養品- 雲呢

拿味

(Fresubin® 2kCal Fibre

Drink - Vanilla)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12/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2kcal-fibre-

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0 倍力康�全效均衡營

養粉

(Fresubin® Powder

Fibre)

倍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8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30/一罐500

克

最低訂貨量:

一罐500克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powder-

fibre-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 萬寧,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1 倍速定�關注血糖營

養品 - 雲呢拿味

(Diben Drink - Vanilla)

倍速定�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99/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diben-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2 倍速定�關注血糖營

養品 - 意大利咖啡味

(Diben Drink -

Cappuccino)

倍速定�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99/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diben-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3 加力康�癌症專用營

養品 - 意大利咖啡味

(Supportan® Drink -

Cappuccino)

加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60/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supportan-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4 加力康�癌症專用營

養品 - 熱帶水果味

(Supportan® Drink -

Tropical Fruit )

加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60/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supportan-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5 加力康�癌症專用營

養品 - 菠蘿椰子味

(Supportan® Drink -

Pineapple Coconut)

加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60/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supportan-drink-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HKTVmall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6 果之保�果味營養品

- 橙味

(Fresubin® Jucy Drink -

Orange)

果之保�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89/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jucy-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7 果之保�果味營養品

- 蘋果味

(Fresubin® Jucy Drink -

Apple)

果之保�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2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89/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jucy-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8 肝保力�肝病專用營

養品

(Fresubin® Hepa Drink)

肝保力�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60/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hepa-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29 腎力康�專用營養品

(Fresubin® Renal

Drink)

腎力康�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15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09/4支x200ml

最低訂貨量:

4支x200ml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renal-drink-

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30 蛋白樂蛋白質粉

(Fresubin® Protein

Powder)

蛋白樂�

(費森尤斯卡比

Fresenius Kabi Hong Kong

Limited)

營養補充品

常溫

24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130/一罐300

克

最低訂貨量:

一罐300克

https://www.caringforlife.hk/index.p

hp/zh/product/fresubin-protein-

powder-chi/

caringforlife.hk, 屈臣氏藥房, 萬寧藥房,

華潤堂, 卓思廊, 營康薈, 文化村

電話：2152 1330

電郵：infohk@fresenius-kabi.com

B31 ThickenUP 227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嘉里醫療有限公司

Kerry Medical Limited)

凝固粉

常溫

24 months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HKD54/ Tin

最低訂貨量:

6 Tins

www.thickenup.com.hk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B32 ThickenUP Clear 125g Nestlé Health Science

(嘉里醫療有限公司

Kerry Medical Limited)

凝固粉

常溫

18 months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 其他

HKD: HKD62/ Tin

最低訂貨量:

12 Tins

www.thickenup.com.hk 門市 / 網站  /  電話  /  電郵

Ceci Lung

Mobile: (852) 9182 4873

Phone: (852) 2859 6362

Email: Ceci.Lung@hk.Nestle.com

B33 完美增稠粉_50包 |

Thickener_50Packs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165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4 完美凝固粉_200g |

Quick thickener 200g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160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5 完美凝固粉_500g |

Quick thickener 500g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330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6 特强增稠粉_3g*25條 |

Strong Thickener (3g x

25stick)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108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7 特强增稠粉_500g |

Strong Thickener (500g)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360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8 特强增稠粉_1kg |

Strong Thickener (1kg)

日清Oillio

(幸福元氣

My Care Healthcar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常溫: 一年

個人使用者/個人照顧者

/院舍/長者日間中心/社

區中心

HKD: 850

最低訂貨量:

不設定最底訂貨量

www.mch.hk 門市: 香港新界葵涌昌榮路9-11號同

珍工業大厦A座3樓E2室

網站: http://mch.hk

電話: 3905-4555

電郵: info@mch.hk

Whatsapp: 4644-1996

Tel. 39054555 ( 查詢熱線)



B39 軟餐酵素 回味寶

(保良局一站照護

Po Leung Kuk Wellness One )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1年

個人使用者 / 個人照顧

者 / 院舍

HKD: $380-$1200

最低訂貨量:

1包

網站  /  電話  /  電郵

Tel: 24221233

email: rehabone@poleungkuk.org.hk

B40 Hot & Soft Plus 固體

軟餐凝固粉

Hot & Soft Plus

(Saraya)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

個人使用者/ 院舍 HKD: $300-$800

最低訂貨量:

4PCS-8PCS

又軟又熱的果凍狀食品

配合酵素成份，可分解澱粉質

不會影響食物原來的味道

不需要繁複的冷藏部驟

經攪拌食材或者是湯類也可廣

泛使用本產品

適用於各種各樣的食材

http://www.healthy-

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2/post

-44.php

電郵聯絡: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B41 Mixer and soft 固體軟

餐凝固粉

Mixer and soft

(Saraya)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Shelf life: 18months

個人使用者/ 院舍 HKD: 630

最低訂貨量:

6PCS

不用加熱,只需使用攪拌機即可

製作出較少黏性的慕斯狀食物

不會影響食物原來的味道

不需要繁複的冷藏部驟

適用於各種各樣的食材

http://www.healthy-

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2/post

-54.php

電郵聯絡: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B42 POWER SMILE 凝固

粉

Toromi Power Smile

(Saraya)

照護食製作材料

常溫

Shelf life: 18months

個人使用者/ 院舍 HKD: $150-$625

最低訂貨量:

4PCS-20PCS

快捷，安全，省時POWER

SMILE 凝固粉方便用家為首要

考慮的凝固粉。推薦給想快捷

，安全，省時地製作出凝固食

品，飲品的人士。

不容易結塊 – 初次使用都可簡

單做出凝固食品或飲品增黏力

度強 – 可快速地做出凝固食品

或飲品 用量少–做凝固食品或

飲品的成本低推薦用於各種各

樣的飲品

https://www.healthy-

food.co.jp/product/cat1/cat2/cat3/post

-34.php

電郵聯絡:

info@saraya-sales.com.hk

(Name) Mr. Chung Yiu Fai, John

(Tel)2815 3205 (Email)

chung@global.Saray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