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膳」堂營養膳食服務中心  

九龍土瓜灣道 94 號美華工業中心 A 座 11 樓 16 室   

電話：2334 5009           真     Whatsapp：9883 1343   

電郵：meal@loksintong.org  傳真：2356 1793   

  
   

派對美食訂購表格  
(請最少於十個工作天前訂購食物)  

  

小食及拼盤 

 項目    原價  數量  總額  

1 越式小食拼盤 (各 10件) (蔗蝦、網絲春卷、炸蝦餅) $298     

2 日式前菜拼盤 (2.5 磅) (芝麻八爪魚、中華沙律、辣味螺肉)  $298     

3 日式小食拼盤 (各 10件) (炸蟹鉗、日式唐揚雞球、炸生蠔)  $298     

4 中式點心併盤(山竹牛肉,潮州粉果,魚肉燒賣)   $298     

5 (椒鹽/瑞士)雞中翼雙併(各 15 件) 共 30 件 $298     

6 迷你碎蛋沙律三文治(32個) （至「營」推介）  $328     

7 迷你芝士火腿三文治 (32小件)  $328     

8 迷你吞拿魚三文治 (32 小件) $328     

9 芝士火腿牛角酥 (12 件)  $268     

10 雙色牛角酥 (各 6件)共 12件 (吞拿魚、白汁碎蛋)  $288     

11 日式照燒雞肉串 (30串) $298     

12 日式金菇肥牛卷 (20件)  $298     

13 迷你春卷配迷你咖喱角 40件 (各 20件)  $238     

14 滷水牛腩拼牛展 (2.5磅)  $298     

15 香燒豬頸肉 (2.5磅)  $298     

16 咖喱魚蛋豬皮蘿蔔 (5 磅)  $298     

17 魚蓉燒賣 4磅 (配醬料,辣油)  $298     

18 BBQ骨拼薯角 (3.5 磅)  $328     

19 吉列豬扒配雜果沙律 (3 磅) $328     

20 爽口炸雲吞 (30 件) 配特式醬汁 $298     

限時 風味蝦多士 (10 件)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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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盆 

 

總額:  
  

   

  

  

 

 

 

 

 

 

 

 

 

 

 項目 原價 數量 總額 

21 燒汁豬軟骨配白飯 (3.5磅) $298   

22 芝士茄汁焗雜菌長通粉 (5磅)（至「營」推介）  $298     

23 芝士焗肉醬意粉 (5 磅)  $298     

24 鮮茄芝士焗牛脷飯 (5磅) $328   

25 芝士焗海鮮飯 (5磅)  $328     

26 XO 醬海鮮炒飯 (5磅)  $328     

27 大蝦西炒飯 (5磅)  $328     

28 葡汁雞球 (5 磅) 配白飯  $298     

29 鮮茄焗豬扒飯 (5磅)  $298     

30 野菜肥牛炒烏冬 (5 磅)  $328     

31 野菜雞肉炒烏冬 (5 磅)  $328     

32 蒜香炒雜菜 (5磅)（至「營」推介）  $298     

33 雜菌鮑汁扒時菜 (5 磅)（至「營」推介）  $298     

34 葡汁焗四蔬 (5磅)（至「營」推介）  $298     

35 香燒雞扒 (10-12塊)   $298     

36 越式香茅豬扒 (10-12塊)  $298     

沙律     

 項目       

38 蜜桃大蝦沙律 (3 磅)  $338   

39 日式大蝦菠蘿海草沙律 ( 2.5 磅)   $338   

40 鮮什果拼盤 ( 2.5 磅)  $298   

41 煙三文魚拼田園沙律 ( 2.5 磅)  $338   



 

顧客資料：  

企業/團體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顧客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資料：   

企業/團體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1. 劃線支票：抬頭請填寫九龍樂善堂-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寄回土瓜

灣道 94號美華工業中心 A座 11樓 16室。  

2. 直接存入九龍樂善堂- The Lok Sin Tong Benevolent Society, Kowloon： 

恒生銀行：285-000089-668。  

  

轉賬後請將入數紙郵寄至土瓜灣道 94號美華工業中心 A座 11樓 16室或傳真至 2356 1793  

或電郵至 meal@loksintong.org  。  

  

 訂購條款及細則：  

1. 請最少於 10個工作天前(不計取貨日)訂購到會美食、如有疑問、請致電 2334 5009。   

2. 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訂購美食到會、需滿$4,000。  

3. 所訂購之餐單、數量及選擇一經確認、恕不接受取消或更改。若貴客戶未能於上述取貨日內提取食

品、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  

4. 本中心將於 2個工作天內與利用傳真/電郵訂購到會美食之客戶聯絡及核實訂單。訂單核實後、請於

3個工作天內繳付 50%訂金、並把入數紙/支票交回本中心、逾期者訂單將自動取消。  

5. 所有折扣優惠及優惠券不能同時使用、如顧客使用優惠券訂購、請於訂購時出示優惠券。   

6. 如貴客未能於指定取貨日期提取食物、將被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付之款項恕不退還。    

7. 如取貨或送貨當日早上九時前遇有黑色暴雨、8號或以上颱風、則送貨或自取日期將自動延期、     

本中心將與客戶另定送貨或自取日期。  

8. 凡惠顧滿 HK$2,000*、可免費獲贈 12包 250ml紙包飲品。   

        (*贈品優惠以每單交易之折實價計算)   

9. 樂「膳」堂營養膳食服務中心保留訂購條款及細則之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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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服務條款:   

1. 訂購滿$2,500** 可享免費送貨服務一次。   

2. 訂購滿$2,499或以下金額、顧客可自行到本中心領取食物、或由本中心代為電召貨車送貨、送貨費

用由顧客以現金支付予司機。如送貨地址需上落樓梯、需預先通知本中心、每層樓加收 90元送貨

費。  

3 免費送貨不適用於離島、大嶼山、赤鱲角、馬灣、愉景灣、西貢、山頂、赤柱、東涌、赤柱 大潭、

石澳、淺水灣、深水灣、鴨脷洲、香港仔、西貢、山頂、機埸、迪士尼、數碼港、 沙頭角、落馬

洲、錦繡花園、錦田、加洲花園及大尾篤。  

   4. 訂購時、請先與本中心查詢送貨服務之覆蓋範圍及安排。免費送貨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免費送貨服務以每單交易之折實價計算。  

  

查詢：  

電話：2334 5009  

傳真：2356 1793  

電郵：meal@loksintong.org  

地址：九龍土瓜灣道 94號美華工業中心 A座 11樓 16室  

網址：https://www.lsteasymeal.org/  

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lsteasym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