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飲品 (維他系列) 售價 健康食品 售價 飲品 (維他系列) 售價 三文治/飽類 售價 小食 售價 中式點心 售價

250 ML 低糖豆奶 $3.5 烚蛋 $2.5 250 ML 維他奶 $3.5 奶油/油占包 $3.0 魚蛋(8粒) $5.0 珍珠雞 $7.0

250 ML 低糖麥精豆奶 $3.5 蒸菜肉餃子(3隻) $7.0 250 ML 荳奶類飲品 (9款味道) $3.5 熱狗  $6.0 牛丸(4粒) $5.0 糯米雞 $15.0

250 ML 少甜菊花茶 $3.5 紫米飯糰 $13.0 250 ML 檸檬茶 (5款味道) $3.5 漢堡包 $8.0 墨魚丸 (4粒) $6.0 燒賣(5粒) $5.0

250 ML 杞子菊花茶 $3.5 大饅頭 $4.0 250 ML 果汁系列(7款味道) $3.5 餐蛋漢堡飽 $8.0 豬肉丸(4粒) $6.0 牛肉球(2粒) $6.0

250 ML 清心棧麥芽薏米雪梨 $3.5 菜肉飽 $4.5 250 ML 清心棧系列(7款味道) $3.5 芝士豬柳漢堡飽 $8.0 獅子狗 (4粒) $4.5 蔥花卷 $4.5

250 ML 清心棧竹蔗茅根馬蹄紅蘿白 $3.5 白魚旦(4粒) $5.0 250 ML 綠茶系列 $3.5 雞旦三文治 $6.0 雞中翼 (1隻) $3.0 奶皇包 $4.5

250 ML 高鈣低脂牛奶 $6.0 即沖營養燕麥 $6.0 250 ML 維他朱古力奶 $6.0 火腿三文治 $6.0 雞下脾 $7.0 叉燒包 $4.5

250 ML 鈣思寶高鈣大豆燕麥 $5.0 蒸魚肉燒賣(5粒) $5.0 375 ML 維他奶 $5.0 餐肉三文治 $6.0 雞全脾 $12.0 腸粉(4條) $7.0

250 ML 鈣思寶高鈣大豆 $5.0 375 ML 荳奶類飲品 (7款味道) $5.0 餐肉雞旦三文治 $6.5 日式煎餃(3隻) $7.0 粉果 $3.0

250 ML 鈣思寶高鈣大豆膠原蛋白 $5.0 湯麵類 售價 375 ML 檸檬茶 (3款味道) $5.0 火腿雞旦三文治 $6.5 豬柳漢堡扒 $6.0 蘿白糕 $3.0

250 ML 鈣思寶高鈣大豆纖維 $5.0 非油炸湯米 $5.0 375 ML 菊花茶 (2款味道) $5.0 餐肉火腿三文治 $6.5 煙肉腸仔串 $8.0

700 ML 純蒸餾水/加礦蒸餾水 $5.0 清湯米線 $6.0 375 ML 果汁系列(5款味道) $5.0 咸牛肉三文治 $7.0 零食類 售價

430 ML 純蒸餾水/加礦蒸餾水 $3.5 粟米湯通粉/意粉 $10.0 310 ML 罐裝飲品(3款味道) $5.5 雞旦咸牛肉三文治 $7.5 包裝食品 售價 旺旺黑白配(盒) $6.5

236 ML 山水鮮荳漿低糖 $6.0 菠菜麵 $7.0 500 ML 檸檬茶系列(5款味道) $7.5 生菜吞拿魚三文治 $7.5 手卷 $9.0 暴暴飯焦 $4.0

236 ML 山水鮮荳漿豆味特濃 $6.0 燕麥麵 $7.0 500 ML 綠茶系列 $7.5 碎旦三文治 $7.5 壽司餐盒 $16.0 四州紫菜大片庄 $4.0

236 ML 山水鮮荳漿商鈣麥香 $6.0 500 ML 茶子典系列(10款味道) $7.5 芝士火腿三文治 $7.5 達輝朱古力 $6.0

236 ML 山水低糖黑荳漿 $6.0 健 康 蔬 果 售價 500 ML 清心棧系列(4款味道) $7.5 公司三文治 $12.0 麵食類 售價 樂天純朱古力 $5.0

236 ML 屋型高鈣低脂牛奶 $8.0 原個紅蘋果 $3.5 500 ML VITAPOP系列(3款味道) $7.5 雞扒包 $12.0 豉油皇炒麵 $7.0 型仔士的橡皮糖 $4.5

236 ML 屋型高鈣低脂朱古力奶 $7.0 原個雪梨 $3.5 236 ML 屋型朱古力奶 $7.0 豬扒包 $12.0 什菜炒米粉 $7.0 日本什果糖 $5.0

236 ML 家庭奶 $6.0 原隻香蕉 $3.5 魚柳包 $10.0 淨米線 $6.0 萬樂珠 $7.0

500 ML 鮮綠茶 $8.0 灼時菜 $7.0 飲品 (其他品牌) 售價 芝士咸牛肉飛碟 $8.0 淨麵 / 米粉 $5.5 旺旺小小酥 $3.0

340 ML 罐庄寶礦力健康飲品 $7.0 杯裝粟米粒 $7.0 罐裝百事可樂 $6.0 芝士火腿飛碟 $8.0 烏冬 $6.0 樂天朱古力百力茲 $6.5

樽庄寶礦力健康飲品 $10.0 杯裝車厘茄 $7.0 罐裝可口可樂 (原味/ZERO) $6.0 芝士蕃茄飛碟 $8.0 撈麵(熱) $6.5 OREO 朱古力夾心餅 $3.0

罐裝雪碧 $6.0 粟米吞拿魚飛碟 $8.0 合味道杯麵 $9.0 利是芝士/檸檬夾心餅 $2.5

健怡三文治 售價 有營零食類 售價 罐裝芬達 $6.0 菠蘿火腿飛碟 $8.0 火腿 $2.5 ZIP 朱古力夾心餅 $3.0

生菜蕃茄芝士碎蛋麥包三文治 $10.0 SOYJOY 大豆果滋棒 $8.0 罐裝七喜 $6.0 芝士飛碟 $8.0 蟹柳 $2.5 趣多多朱古力/咖啡曲奇餅 $3.5

生菜蕃茄吞拿魚麥包三文治 $10.0 家樂氏粟米片 $5.0 罐裝新奇士O J $6.0 午餐肉 $2.5

生菜蕃茄烚蛋麥包三文治 $10.0 麥果棒 $6.0 益力多 $2.5 其他 售價 腸仔 $2.5 雪糕雪條 售價

花生醬多士 $4.0 粟米片/格格脆 $4.5 罐裝珍珠奶茶 $7.0 山水豆腐花 $6.0 雪菜肉絲 $5.0 雪糕杯 $7.0

罐裝雀巢咖啡 $8.0 紙巾 $3.0 炸菜肉絲 $5.0 甜筒 $7.5

有營零食類 - 乾果及種籽類 售價 有營零食類 - 餅乾類 售價 五香肉丁 $6.0 紅豆冰/綠豆冰 $5.0

四洲甘栗 $8.0 四洲紫菜全麥餅 $2.5 回鍋肉 $6.0 果汁冰條 $4.0

蔬菜脆片 $10.0 四洲紫菜梳打餅 $3.0 牛奶樂 $3.0

點點綠白提子乾 $18.0 麥纖方塊酥 $3.0 雪米滋 $4.0

點點綠紅莓乾 $18.0 蝴蝶孖條 $6.0

點點綠葵花籽 $18.0

點點綠南瓜籽 $18.0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2012年度小食部食物及飲品零售價目表 
營養健康之選 多元化之選

地方所限，以上食品只會輪替於本校之小食部售賣。同學於購買食品時請以此價目表或張貼於小食部內之價目表作對照查驗，如有問題請與Ms Helena Kung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