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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點聖誕禮籃
Christmas Hampers
環保走塑包裝，使用天然/循環再用物料，全由公平貿易生產者人手製作

100% Fair Trade  100% handmade

Hogla Grass 是生長在孟加拉低窪
地區的野生水草植物，當地漁民需
要經常清理以確保河道暢通。公平
點提供就業機會，讓孟加拉基層婦
女以人手編織籃子，改善生計。水
草籃可以循環使用，適合放置雜物，
也可水洗。

尼泊爾婦女利用剩餘的綿線，以人手編織成獨持的雜色系
列。手織布籃非使用時可摺疊起來，亦可置洗衣機清洗，
實用方便。
項目協助尼泊爾殘疾人仕及農村婦女，在沒有太多工作機
會下，可以自力更生。



有機茶 1.8g x 100 bags, 有機藜麥餅乾 250g, 有機即
溶咖啡 100g, 有機黑朱古力(72%)100g x2,杏乾 125g, 
有機可可粉150g, 大麥粉(即溶) 120g,有機檸檬味心
形餅 125g, Bangladesh Hogla basket with handle 孟加
拉水草手抽籃

公平洋洋禮籃

$799
9 items

圖片只供參考

有機茶四款口味 1.8 g x 25 bags x 4 flavors, 有機
黑朱古力 (72%) 100g,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
濃蜂蜜 450g, 有機薑粉 30g, 有機洋甘菊茶包
22g, 有機可可粉 150g, 有機芒果乾 100g,  尼泊
爾手織布收納箱 (大)

有機花蜜茶點手織布籃

$966
9 items

有機蜜糖 250g, 有機黃薑粉 30g, 猴麵包樹粉
120g, 杏乾 125g, 環保手帕花 x3
孟加拉水草小提籃

健康强身小禮籃Mini Hamper

$728
8 items

Price include Delivery and Packing



Limited Special
限量版

20個

圖片只供參考

有機茶四款口味1.8g x 100bags, 有機黑朱古力
(72%)100g x 2, 有機薄荷糖100g,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芒果乾100g, 杏乾 125g, 有機檸檬味心形餅
125g, 有機洋甘菊茶包 22 g,大麥粉(即溶) 120g, 公平
點繽紛聖誕襪(大)  55x35cm

聖誕大大襪

$999 原價

11 items

甘肅農村婦女車縫聖誕襪, 
可循環使用作咕𠱸
(有Q版聖誕小襪)

$799 優惠

Price include Delivery and Packing



有機茶 1.8g x 100 bags,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
薄荷糖 100g, 有機即溶咖啡 100g, 有機蜂蜜 250g, 
有機黑朱古力(72%) 100g (原味/橙味/咖啡粒/可可
粒), 大麥粉(即溶) 120g, 有機洋甘菊茶包 22g, 摩洛

哥有機玫瑰花 18g, 有機芒果乾 100g, 杏乾 125g, 
聖誕襪小吃包 (有機芝麻棒 20g, 有機杏桃果棒 40g, 
有機芒果及巴西果仁棒 40g, 甘肅婦女手製繽紛聖
誕小襪), 孟加拉水草手抽籃

精選聖誕手提禮籃 A

$1105
16 items

有機茶四款口味 1.8 g x 25pc x 4 flavors, 有機蜂蜜
250g, 有機檸檬味心形餅 125g, 有機薄荷糖 100g, 有
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即溶咖啡 100g, 有機黑朱古
力(72%) 100g (原味/橙味/咖啡粒/可可粒), 玫瑰果草
本養心茶 40g, 有機奇亞籽 200g,有機芒果乾 100g, 
杏乾 125g,有機鳥結糖分享包 (有機鳥結糖 8g x 6, 
Fair trade 印牛皮紙袋), 孟加拉水草大提籃

精選聖誕手提禮籃 B

$1122
16 items

有機紅樹茶(原味) 1.8g x 20, 有機黑朱古力(72%) 
100g (原味/橙味/咖啡粒/可可粒), 有機果茶 1.8g x 
20 x 2,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蜜糖 250g, 有機
濃蜂蜜 450g, 摩洛哥有機玫瑰花 18g, 摩洛哥有機
番紅花 0.5g,有機洋甘菊茶包 22g, 有機可可粉
150g, 大麥粉(即溶) 120g, 有機芒果乾 100g
Apricots 杏乾 125g, 有機薑粉 30g, 孟加拉水草大
提籃

精選聖誕手提禮籃 C

$1254
16 items

Price include Delivery and Packing



有機茶 1.8g x 100 bags, 有機即溶咖啡 100g, 有機金裝咖啡 250g, 有
機果茶 1.8g x 20, 有機紅樹茶(原味) 1.8g x 20  bags, 有機濃蜂蜜 450g, 
有機蜜糖 250g, 有機藜麥餅乾(原味) 240g, 有機洋甘菊茶包 22g, 有機
可可粉 150g, 有機奇亞籽 200g, 有機營養堅果種子(即食), 有機小吃
聖誕禮襪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芒果乾 100g, 婦女手製繽紛聖誕
襪),有機薑粉 30g, 有機辣木葉粉 50g, 摩洛哥有機玫瑰花 18g, 摩洛
哥有機番紅花 0.5g, 
聖誕襪小吃包 (有機芝麻棒 20g, 有機杏桃果棒 40g, 有機芒果及巴西
果仁棒 40g, 甘肅婦女手製繽紛聖誕小襪),孟加拉水草大提籃

精選聖誕手提禮籃 D

$1719
24 items

有機茶四款口味 1.8 g x 25pc x 4 flavors, 有機藜麥餅乾 260g, 有機即
溶咖啡 100g, 有機咖啡豆 250g, 有機薄荷糖 100g, 有機芝麻棒 20g x 
2, 有機濃蜂蜜 450g, 有機蜜糖 250g, 公平小狗鳥結糖包 (有機鳥結
糖 8g x 8, 甘肅婦女手製狗型拉鍊袋),有機藜麥餅乾(原味) 240g, 大
麥粉 (即溶) 120g, 有機洋甘菊茶包 22g, 玫瑰果草本養心茶 40g, 有
機奇亞籽 200g, 有機營養堅果種子(即食), 有機黃薑粉 30g, 有機黑
芝麻 200g, 有機辣木葉粉 50g, 有機芒果乾 100g, 杏乾 125g, 尼泊爾
手織大布箱

精選聖誕大布籃

$1657
30 items

圖片只供參考

Price include Delivery and Packing



有機蜜糖：
不含非蜂蜜成份(糖漿
或甜味劑等)，亦無抗
生素、化學殘留物。

多款有機及公平貿易小食

埃塞俄比亞有機
金裝咖啡(耶加雪
夫精品咖啡) : 

來自世界頂級的咖啡豆
Yirgacheffe(耶加雪夫) ，屬阿拉
比卡(Arabica)品種咖啡豆，經過
中度烘焙，是精品咖啡的享受。

你的支持，讓西非可可豆
農得以有可持續發展，同
時改變童工問題。

了解更多：

http://blog.hkfairtradepo
wer.com/2015/10/31/淌

血的黑暗朱古力/

有機果茶系列一向深受客戶好評，由斯里
蘭卡小農種植的有機茶葉(錫蘭茶)，配上來
自天然水果的香味，符合歐盟有機認證。

歐盟有機認證確保所標示的天然香味，必須來自

天然來源或天然存在，同時不少於95%來自該香

味來源。透過高速攪拌的方法把天然香味與茶葉

混和。

Oxfam Fairtrade

有機黑朱古力 (72%) 

100g
72%可可，有機蔗糖，

雲呢拿等，於比利時製

成。

斯里蘭卡有機茶 :

斯里蘭卡的有機錫蘭紅茶，香滑
口感，一盒100包獨立包裝。

(NEW) 有機
檸檬餅乾：
清新檸檬味，
配以心型，滿
有節日氣氛。

(NEW) 有機奇亞籽：

來自秘魯高山的有機奇亞籽(Chia 
seeds)，含豐富Omega-3 (ALA) 、
磷及纖維，每日進食大約10g奇亞
籽，便足夠每人每日所需的
Omega-3，有助維持心臟健康。
附食用方法及功效小咭

摩洛哥有機玫瑰
花：
玫瑰花性溫，氣味清
香幽甜，可調理肝氣、
緩和情緒、美肌養顏。
歐盟有機認証，確保
不含農藥及染色素，
合作社以天然方法製
乾。

客戶用後感：
https://www.facebook
.com/FAIRCIRCLE/vide
os/101563333024311
82/

有機薄荷糖：
用上巴拉圭的公
平貿易蔗糖，以
天然薄荷調味。
支持巴拉圭農民
「甜夢成真」。

「甜夢成真」：
http://blog.hkfair
tradepower.com
/2016/02/13/org
anic-sugar/

http://blog.hkfairtradepower.com/2015/10/31/%E6%B7%8C%E8%A1%80%E7%9A%84%E9%BB%91%E6%9A%97%E6%9C%B1%E5%8F%A4%E5%8A%9B/?fbclid=IwAR1GQZzXduF663ZpLdykg_YBMPoFxfaUXeQPIsj8CUuk3ToQZ1pZiTbSHnA
https://www.facebook.com/FAIRCIRCLE/videos/10156333302431182/
http://blog.hkfairtradepower.com/2016/02/13/organic-sugar/


Packing 
Eco No plastic Option Traditional Option 

Hamper Card is 
included for both 
options 

還未找到合心意的禮品？
我們可以按你的預算，以
及心儀的公平貿易產品，
再為你度身建議不同的禮
品組合。
請與我們聯絡



公平點於2018年榮
獲商界環保協會
(BEC) 頒發可持續
產品供應商銀獎。



People and Planet Initiative launched to combine 

Fair Trade with circular economy

“Fair Trade is the most advanced model for 

ensuring business takes care of people. When 

combined with new approaches in circular 

economy, what results are the world’s most 

inspiring enterprises.” said Erinch Saha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WFTO.

公平點一直致力透過公平貿易，提倡及實踐「尊重環
境、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我們近一百個
合作社及生產小組中，容納當地處於被邊緣化的生產
者，他們除了得到合理及可持續收入，亦得到社區的
接納、尊重、地位提昇。同時尊重環境，採用當地可
持續物料生產，循環再用，或以有機及可持續方法生
產。實踐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 SDG ) 的「負責任
的消費和生產」，達至「消除貧窮」，「縮減貧富之
間的差距」等目標。

TREE : Trade Respect Environment and Peop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NyIreS_68

可瀏覽 TREE 短片了解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SNyIreS_68


About Us 

公平點＠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FAIR 
CIRCLE @ Hong Kong Fair Trade 
Power)成立於2005年，是一間以推
動公平貿易運動為使命的社會企業。
公平點經世界公平貿易組織保證系
統(WFTO Guarantee System)審核，亦
於本地榮獲商界環保協會 (BEC) 頒發
可持續產品供應商銀獎。我們透過
倡議及教育、建立生產夥伴、銷售
公平貿易產品，每年協助超過三十
五萬名於三十多個國家的弱勢生產
者及其社區，改善生活及地位。



訂購公平點禮品部份客戶: 



Guaranteed Member of World Fair Trade Organization
經世界公平貿易組織保證系統審核，確保公平點符合國際公平貿易原
則及世界公平貿易組織標準。

Local 本地

2014-2019年社企認證「SEE Mark」- 創進級社企
(Intermediate) - 通過香港社會企業總會評核

2014-2019年「優質有機零售商」- 通過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評核

International 國際

2015-2017年十一良心消費運動「顧客最喜愛社企大獎」

公平點得到的認可:

2018年商界環保協會「推動香港商界及社區可持續消費」獎勵計劃
「可持續產品供應商」銀獎



Contact 聯絡︰
Tel.︰(852) 3188-8064
Fax : ( 852) 3188-0064 Email︰info@hkfairtradepower.com   
Website : www.hkfairtradepower.com
Online shop: http://shop.hkfairtradepower.com
Office: Room 2803, EW International Tower, 120 Texaco Road, Tsuen Wan, HK
辦公室：香港荃灣德士古道120號安泰國際中心2803室

http://www.hkfairtradepow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