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繪曲奇 訂購表格 (1)

訂購及送貨 ORDER & DELIVERY

明愛天糧 Caritas La Vie Bakery 

電話     :    3187 5800        傳真 : 3105 0578 
Contact No.             Fax    

服務時間    ︰  星期一至五   08:30 - 17:00 
Service Hours    Mon to Fri 
          星期六   09:00 - 12:00
          Sat

網頁    :   www.caritaslavie.org.hk  
Web

電郵     :   rslavie@caritassws.org.hk
Email

地址    :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31號低層
Address         LG/F, 31 Lai Chi Ling Road, Kwai Chung. N.T.
                                         

查 詢    ENQUIRY

請 即 填 妥 表 格 交 回 給 我 們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order form to us

明愛天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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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Vie Bakery is established by Caritas - Hong Kong to provide on-the-job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nhance self-reliance.

經 手 人 ︰
Handle By For La Vie  use Only

付 款 方 式   PAYMENT METHODS

以支票付款，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明愛」
Please make your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 Caritas - Hong Kong (S.W.D.)”.

把款項存入至「香港明愛」中國工商銀行戶口，
號碼為701010034234，並將存款收據連同姓名
傳真至3105 0578作實
Please fax the bank-in slip copy with your name on it to 3105 0578,
A/C No. : 701010034234 (Name of Bank: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
A/C Name : Caritas - Hong Kong.

備註 : 
Remark
1.     請於取貨前14天預訂。
           Please place order 14 days before delivery.

2.    送貨時間最遲為下午5時正， 假日或公眾假期，不設送貨服務。

          The latest delivery time is 17:00 pm. 

          No delivery service on Sundays or Public Holidays.

3.    實際送貨時間會因應運輸情況作出安排。
        Delivery schedule may depend on the traffic conditions.

   每款最少訂購數量:
24片

訂 購 資 料 ORDER DETAILS

顧 客 資 料 CUSTOMER INFORMATION

數量 Qty價目 Price 金額 Amount產品 Product

訂購總金額 :
Total Amount

團體/公司 :
Organization/Corporate

送貨地址:
Delivery Address

聯絡人姓名 :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     
Contact No.    

電郵 :    
e-mail     

送貨日期 :
Delivery Date

收貨時間 :
Recevice Time

下午
 p.m.

上午
 a.m.

$600 至 $800

凡惠顧滿$800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免費送貨服務範圍，不包括偏遠及離島地區)

九龍區 

香港區  

新界區  

$80

$150

$120

$600以下 不設送貨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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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sent your order form to us, please contact us by telephone to confirm that we have received

                       your order form. 

           2.   訂購一經確認，顧客不可隨意更改或要求退款。
 No refund or changes of order is accepted once order is confirmed.

            3. 如遇黑色暴雨、8號或以上風球，送貨服務暫停。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客戶，另行安排送貨。
        Delivery service will be suspended in case of Black Rainstorm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Customer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arrangement by phone.     

           4.  明愛天糧保留以上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La Vie Bakery retain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final decision conclusively.

 

條 款 及 細 則 TERMS & CONDITIONS

馬灣、東涌及愉景灣

離島地區 

(只提供中環港內線碼頭作交收)

偏遠及離島地區送貨服務收費
赤柱、石澳及大浪灣

  

$200

$250

$180

$1200以上

$1200以下 不設送貨服務

1.   囍在有您 圓形彩繪曲奇

2.     囍在有您 心形彩繪曲奇

3.     囍上心頭 圓形彩繪曲奇 

4.     囍上心頭 心形彩繪曲奇

5.     囍在心中 圓形彩繪曲奇

6.     囍在心中 心形彩繪曲奇

7.     情深印記 圓形彩繪曲奇

8.     情深印記 圓形彩繪曲奇  (糖霜) 

9.     愛的宣言 圓形彩繪曲奇

10.   愛的宣言 圓形彩繪曲奇 (糖霜)

$25

$25

$25

$25

$25

$25

$25

$30

$25

$30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彩繪曲奇 訂購表格 (2)

訂購及送貨 ORDER & DELIVERY

明愛天糧 Caritas La Vie Bakery 

電話     :    3187 5800        傳真 : 3105 0578 
Contact No.             Fax    

服務時間    ︰  星期一至五   08:30 - 17:00 
Service Hours    Mon to Fri 
          星期六   09:00 - 12:00
          Sat

網頁    :   www.caritaslavie.org.hk  
Web

電郵     :   rslavie@caritassws.org.hk
Email

地址    :   新界葵涌荔枝嶺路31號低層
Address         LG/F, 31 Lai Chi Ling Road, Kwai Chung. N.T.
                                         

查 詢    ENQUIRY

請 即 填 妥 表 格 交 回 給 我 們
Please complete and return the order form to us

明愛天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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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Vie Bakery is established by Caritas - Hong Kong to provide on-the-job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nhance self-reliance.

經 手 人 ︰
Handle By For La Vie  use Only

付 款 方 式   PAYMENT METHODS

以支票付款，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明愛」
Please make your crossed  cheque payable to “ Caritas - Hong Kong (S.W.D.)”.

把款項存入至「香港明愛」中國工商銀行戶口，
號碼為701010034234，並將存款收據連同姓名
傳真至3105 0578作實
Please fax the bank-in slip copy with your name on it to 3105 0578,
A/C No. : 701010034234 (Name of Bank: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
A/C Name : Caritas - Hong Kong.

備註 : 
Remark
1.     請於取貨前14天預訂。
           Please place order 14 days before delivery.

2.    送貨時間最遲為下午5時正， 假日或公眾假期，不設送貨服務。

          The latest delivery time is 17:00 pm. 

          No delivery service on Sundays or Public Holidays.

3.    實際送貨時間會因應運輸情況作出安排。
        Delivery schedule may depend on the traffic conditions.

   每款最少訂購數量:
24片

訂 購 資 料 ORDER DETAILS

顧 客 資 料 CUSTOMER INFORMATION

數量 Qty價目 Price 金額 Amount產品 Product

訂購總金額 :
Total Amount

團體/公司 :
Organization/Corporate

送貨地址:
Delivery Address

聯絡人姓名 :     
Contact Person    

聯絡電話 :     
Contact No.    

電郵 :    
e-mail     

送貨日期 :
Delivery Date

收貨時間 :
Recevice Time

下午
 p.m.

上午
 a.m.

$600 至 $800

凡惠顧滿$800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免費送貨服務範圍，不包括偏遠及離島地區)

九龍區 

香港區  

新界區  

$80

$150

$120

$600以下 不設送貨服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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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sent your order form to us, please contact us by telephone to confirm that we have received

                       your order form. 

           2.   訂購一經確認，顧客不可隨意更改或要求退款。
 No refund or changes of order is accepted once order is confirmed.

            3. 如遇黑色暴雨、8號或以上風球，送貨服務暫停。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客戶，另行安排送貨。
        Delivery service will be suspended in case of Black Rainstorm or Typhoon signal No. 8 or above is hoisted.

 Customer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arrangement by phone.     

           4.  明愛天糧保留以上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La Vie Bakery retain the abov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final decision conclusively.

 

條 款 及 細 則 TERMS & CONDITIONS

馬灣、東涌及愉景灣

離島地區 

(只提供中環港內線碼頭作交收)

偏遠及離島地區送貨服務收費
赤柱、石澳及大浪灣

  

$200

$250

$180

$1200以上

$1200以下 不設送貨服務1.   小女孩 愛媽媽彩繪曲奇

2.    小女孩 愛媽媽彩繪曲奇  (糖霜)

3.    小男孩 愛媽媽彩繪曲奇 

4.    小男孩 愛媽媽彩繪曲奇  (糖霜)

5.    小孩子 愛媽媽彩繪曲奇

6.    小孩子 愛媽媽彩繪曲奇  (糖霜)

7.    爸爸 愛媽媽彩繪曲奇 

8.    爸爸 愛媽媽彩繪曲奇      (糖霜)

9.    歡樂星 百日宴彩繪曲奇

10.  歡樂星 百日宴彩繪曲奇  (糖霜)

11.  小蛋糕 百日宴彩繪曲奇 

12.  小蛋糕 百日宴彩繪曲奇  (糖霜) 

$25

$30

$25

$30

$25

$30

$25

$30

$25

$30

$25

$30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