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月餅 無 添 加 香 港 製 造 ︼

迷你蛋黃低糖白蓮蓉月餅 / 每罐4個
預訂優惠價$158（原價$178）
採用「麥芽糖醇低糖白蓮蓉」製造

台南巧美味「月餅‧花茶」禮盒
預訂優惠價$228（原價$248）
十年陳皮豆沙迷你月餅4個
台南龍眼花茶4包

現凡於2019年8月16日或
之前訂購或購買，即可享
預訂優惠價。

網上訂購：
聘用殘疾人士社會企業

作為東華三院屬下社會企業， iBakery
致力
聘用及培訓殘疾人士，推廣社會共融 ｜｜

相信小小一口美味，可為社會帶來點點

不同。

無添加．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絕無添加色素及防腐
100%
劑。

用心手作．品質保證

每 一 個 月 餅 均 由 iBakery
不同能力的同事
親手製作，只作限量生產，質素絕對有

保證。

電話：2711 1345

餅罐及餅盒上的手繪，是由東華三院﹁愛

查詢訂購

不同能力．同一熱愛

台南巧美味「月餅‧花茶」禮盒
台南文旦
台南玉井愛文芒果乾
精選曲奇禮罐
慢飛兒曲奇咖啡禮盒
不完美的小曲奇繪本
有氣果汁
精選水果

同一
·

台南巧美味‧中果籃$1,080

不同藝術﹂藝術家精心繪製，為一罐小小

蛋黃低糖白蓮蓉月餅
台南巧美味「月餅‧花茶」禮盒
台南越光米
台南文旦
台南玉井愛文芒果乾
慢飛兒曲奇咖啡禮盒
抺茶曲奇
85g 曲奇
不完美的小曲奇繪本
Dilmah茶葉
有氣果汁
精選水果

﹁不同能力
的 月 餅 譜 上 了 iBakery
熱愛﹂的共融理念。

台南巧美味‧大果籃$1,580

細果籃$880
蛋黃低糖白蓮蓉月餅
慢飛兒曲奇咖啡禮盒
抺茶曲奇
不完美的小曲奇繪本
Dilmah茶葉
有氣果汁
精選水果

電郵：ibakeryptc@tungwah.org.hk

網址：ibakery.tungwahcsd.org

iBakeryhk

中秋月餅 2019
訂購表格
於 16/8/2019或之前訂購可享預訂優惠價

查詢及訂購熱線

訂購資料
項目

預訂優惠價

正價

迷你蛋黃低糖白蓮蓉月餅

HK$158

HK$178

HK$

台南巧美味「月餅•花茶」禮盒

HK$228

HK$248

HK$

台南巧美味•大果籃

HK$1,580

HK$

台南巧美味•中果籃

HK$1,080

HK$

細果籃

HK$880

HK$

抹茶曲奇 200g（原味或少甜）

HK$100

數量

原味
少甜

聯絡人姓名

總數

免費送貨
購買果籃或購物滿
$1,500，可享免費
一站送貨服務。
(離島除外)

HK$

合共金額 :

送貨資料

2711 1345

HK$

聯絡電話

團體/公司

(如適用)

自取

日期

電郵

( 由 2/9/2019 至 12/9/2019 )

iBakery 堅尼地城店

堅尼地城域多利道1號百年大樓2座地下2號舖

iBakery 輕食站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本部校園邵逸夫樓平台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至下午5時 電話：5402 4546

U Deli 賞味軒 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綜合大樓地下G02號舖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時至下午6時；星期六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電話：2517 3633

iBakery 上環店

上環普仁街17號東輝花園地下5號舖

iBakery 無限極廣場店

上環德輔道中199號無限極廣場1樓 AS01舖

iBakery Gallery Cafe 愛烘焙餐廳

金鐘添馬公園添馬茶座

iBakery 合和中心專賣店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地下

無肉食（北角店）

北角堡壘街10-16號華曦大廈地下B舖

東華三院賽馬會復康中心

香港仔惠福道4號D座地下大堂

自在軒

香港仔大道203號香港仔市政大廈 5/F咖啡閣

The Oasis青年共享空間

觀塘鴻圖道71號瀝洋6樓

大角咀麥太甜品

大角咀海輝道11號奧海城一期UG11舖

無肉食（旺角店）

旺角洗衣街88號2/F

iBakery 悅來坊專賣店

荃灣荃華街3號悅來酒店悅來坊地庫(KFC旁)

U Deli 賞味軒 教育大學

大埔露屏路10號香港教育大學B4座地下 電話：2881 5205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至下午6時半；星期六 上午8時半至下午5時

選擇日期 Date Preferred

送貨 Delivery

營業時間：上午7時至晚上8時 電話：2816 5233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至晚上6時 電話：2587 1168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至晚上6時半 電話：3705 3430

營業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9時

電話：2352 2700

營業時間：9月5日及6日 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營業時間：上午11時半至下午3時半；晚上6時至10時

電話：2528 2368

營業時間：星期一至五 中午12時至下午4時半 電話：2870 9335
營業時間：上午7時至下午5時半 電話：2814 8866

營業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5時半

電話：3598 0041

營業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10時半

電話：2272 4555

營業時間：上午11時半至下午3時半；晚上6時至10時

電話：2889 2938

2/9/2019 - 6/9/2019

營業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逢星期一休息) 電話：9435 4765

9/9/2019 - 11/9/2019

送貨地址 Delivery Address
送貨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付款方法
顧客請於我們的同事確定訂購貨品及價錢後付款。

訂購及送貨細則：

現金
請於送貨或取貨前親身到 iBakery 付款

1. 請將填妥之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給我們。負責同事會先與顧客聯絡，確定訂單內容、

請於取貨/送貨前連同訂購表格寄回或交回 iBakery (支票抬頭「東華三院」)
支票 (支票號碼：
)

2. 請於取貨前 7 天預訂。

銀行過戶
請將總值金額存入以下戶口，並將入數紙/記錄傳真回 2617 1156 以作核對：

4. 電話查詢或訂購: 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銀行名稱 : Bank of China 中國銀行

價錢及送貨日期。顧客請於訂單確認後，送貨日之前以現金、支票或銀行過數付款。

3. 每訂購滿$1,500或訂購果籃，客戶可享免費一站送貨服務 (離島除外)。

5. 如遇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送貨服務暫停。我們會以電話聯絡顧客，另行安排送貨。
6. 訂購一經接納，顧客不可隨意更改或要求退款。

帳戶名稱 :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
帳戶號碼 : 012-875-0-027677-7
或
銀行名稱 :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帳戶名稱 :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東華三院
帳戶號碼 : 004-002-250553-013

訂購表請交回

傳真 : 2617 1156
電郵 : ibakeryptc@tungwah.org.hk

顧客簽署
訂購日期

查詢訂購

電

話：2711 1345
whatsapp：9713 2023

網址：ibakery.tungwahcsd.org

iBakeryhk

網上訂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