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愛天糧包餅工房由香港明愛成立，為殘疾人士提供在職培訓及就業機會，以提升他們的獨立生活能力。 

明愛天糧 訂購表格 

客戶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聯絡地址:                                                             

電郵:                                  送貨日期:                        送貨時間:                           

送貨地址:                                                              收貨人:                      

付款方法: □ 現金    □ 支票 (抬頭: 香港明愛)  □ 內部轉帳 

曲奇、撻類及凍餅類 

傋註:  1. 所有貨品，請於取貨前 7 天預訂，如需獨立包裝，每包另加$0.5。而訂購一經確認，顧客不可隨意更改、取消或要求退款。 

      2. 填妥表格交回給我們後，請致電聯絡我們，以確認我們已經收到閣下的訂單。 

3. 凡惠顧滿$600 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送貨服務範圍，不包括馬灣、東涌、赤柱、石澳、愉景灣及離島地區。 

      4. 送貨時間最遲為下午 5 時正，實際送貨時間會因應運輸情況作出更改，假日或公眾假期，不設送貨服務。 

      5. 如遇黑色暴雨、8 號颱風訊號，送貨服務暫停，本工房會有專人聯絡客戶，送貨日期另行安排。 

      6. 明愛天糧保留以上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1) 

編號 產品名稱 價格 數量 
 
編號 產品名稱 價格 數量 

A1 杏仁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迷你系列*每款最少訂購 30 個 

A2 麥葡萄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A22 芭芙 (原味/朱古力) $ 4.50 
 

A3 黑糖朱古力杏仁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A23 栗子撻 $ 4.00 
 

A4 咖啡杏仁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A24 果撻 $ 4.00 
 

A5 麥片合桃提子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A25 藍莓撻  $ 4.00 
 

A6 麥片杏仁朱古力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2 (約 8 安士)  
 

A26 鮮奶蛋撻 $ 4.00 
 

A7 紅莓曲奇        12 片獨立包裝 $38 (約 115 克)  
 

A27 椰撻 $ 4.00 
 

A8 紫薯曲奇        12 片獨立包裝 $38 (約 100 克)  
 

A28 合桃酥 $ 2.50 
 

A9 六味雜錦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5 (約 8 安士)  
 

A29 杯子蛋糕(芒果/士多啤梨/栗子/木糠/藍莓/綠茶) $13.00 
 

A10 四味雜錦曲奇    18 片獨立包裝  $35 (約 8 安士)  
 

凍餅系列 

A11 精裝曲奇         8 片獨立包裝 $20 (約 4 安士)  
 

A30 芒果拿破倫凍餅 (最少訂購 20 件) $11.00  

A12 羊仔牛油曲奇獨立包裝  (最少訂購 100 片) $3.50 /片  

 
A31 雜果蛋糕        (每磅) $105.00  

A13 心形牛油曲奇獨立包裝(最少訂購 100 片) $4.50 /片  

 
A32 栗子蛋糕        (每磅) $115.00  

A14 杏仁條 8 條          (最少訂購 10 包) $24 (約 100 克)  
 

A33 芒果蛋糕        (每磅) $115.00  

A15 迷你杏仁條 16 條     (最少訂購 10 包) $24 (約 100 克)  
 

A34 黑森林蛋糕      (每磅) $115.00  

A16 蝴蝶酥 12 片獨立包裝 (最少訂購 10 包) $48 (約 100 克)  
 

A35 士多啤梨蛋糕    (每磅) $115.00  

禮品系列 
 

A36 意大利芝士蛋糕  (每磅) $190.00  

A17 紅色曲奇禮盒     (24 片裝) $82/盒  

 
A37 豆腐芝士蛋糕    (每磅) $190.00  

A18 紫色雜錦曲奇禮盒 (32 片裝)   $132/盒  
 

A38 芒果拿破倫蛋糕  (每磅) $190.00  

A19 日式曲奇禮盒 12 片裝(抹茶/焙茶/柚子) $58/盒  
 

A39 芒果芝士慕士蛋糕(每磅) $190.00  

A20 罐裝日式曲奇 15 片裝(抹茶/焙茶/柚子)   $70/罐  

 
A40 藍莓芝士慕士蛋糕(每磅) $190.00  

A21 日式曲奇禮包 10 片裝(抹茶/焙茶/柚子)  $35 (約 75 克)  

 
A41 公主蛋糕(3 磅)  *公仔自行提供 $620.00  

更新日期 2018 年 02 月 01 日 



 
明愛天糧 訂購表格  

 

客戶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聯絡地址:                                                             

電郵:                                  送貨日期:                        送貨時間:                           

送貨地址:                                                              收貨人:                      

付款方法: □ 現金    □ 支票 (抬頭: 香港明愛)  □ 內部轉帳 

麵包、蛋糕、酥餅類 

 

 備註: 1. 所有貨品，請於取貨前 7 天預訂，如需獨立包裝，每包另加$0.5。而訂購一經確認，顧客不可隨意更改、取消或要求退款。 

      2. 填妥表格交回給我們後，請致電聯絡我們，以確認我們已經收到閣下的訂單。 

3. 凡惠顧滿$600 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送貨服務範圍，不包括馬灣、東涌、赤柱、石澳、愉景灣及離島地區。 

      4. 送貨時間最遲為下午 5 時正，實際送貨時間會因應運輸情況作出更改，假日或公眾假期，不設送貨服務。 

      5. 如遇黑色暴雨、8 號颱風訊號，送貨服務暫停，本工房會有專人聯絡客戶，送貨日期另行安排。 

      6. 明愛天糧保留以上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2)                                                                                                                            

編號 產品名稱 價格 數量 
 

編號 產品名稱 價格 數量 

每款最少訂購 30 個 
 

B20 紙包蛋糕 $ 4.80   

B1 芝麻豬仔包 $ 2.70    B21 牛油蛋糕(合桃/提子/朱古力/杏仁) $ 4.50   

B2 豬仔包 $ 2.60    B22 孖寶蛋糕(一包 2 個) $ 8.00   

B3 小甜餐包 $ 2.60    B23 鬆餅 (合桃/提子/藍莓/朱古力)  $ 9.00 
 

B4 扭紋包 $ 2.60    B24 三角蛋糕(清蛋糕) $ 3.00  

B5 衛星麥餐包 $ 2.60    B25 腸仔丹麥酥 $ 4.80  

B6 提子麥條 $ 2.90    B26 吞拿魚丹麥酥 $ 4.80  

B7 小麥包 $ 2.80    B27 芝士火腿丹麥酥 $ 4.80  

B8 菠蘿包 $ 3.30    B28 紅豆酥 $ 3.80  

B9 麥漢堡 $ 3.00    B29 老婆餅 $ 3.80 
 

B10 亞麻子餐包 $ 3.00    B30 蕃茄蛋沙律三文治 $12.00 
 

B11 腸仔包 $ 3.40    B31 火腿蛋沙律三文治 $12.00 
 

B12 芝士條 $ 3.60    B32 吞拿魚三文治 $12.00 
 

B13 粟米火腿包 $ 3.80    B33 芝士火腿三文治 $12.00 
 

B14 綠茶紅豆包 $ 3.90    B34 紙包飲品(250ml) $5.80 
 

B15 芝士火腿包 $ 3.90    健康麵包系列*每款最少訂購 8 包 

B16 竹炭南瓜子提子包 $ 4.60    B35 紅米合桃燕麥包 $13.00  

B17 丹麥條 $ 4.60    B36 亞麻子蕃茄包 $13.00  

B18 白方包(4 片裝) $ 4.00    B37 綠茶紅豆燕麥包 $13.00  

B19 麥方包(4 片裝) $ 4.90    B38 南瓜提子包 $13.00  

更新日期 2018 年 02 月 01 日 

 

查詢 

電話 : 3187 5800 

網頁 : www.caritaslavie.org.hk 

電郵 : rslavie@caritassws.org.hk 

傳真 : 3105 0578 

地址 : 葵涌荔枝嶺路 31 號明愛賽馬會荔景社會服務中心低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