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表格 Order Form

惠顧滿

$800~$1500

惠顧滿$1800以上

附送
10-20套精美餐具

附送
15-35套精美餐具及公用鉗

惠顧滿$6000以上

附送
15-50套精美餐具及公用鉗

及九五折優惠

食物名稱 售價 數量 金額

小 食
1 滷水雞中翼 (35隻) $255
2 鹽雞中翼 (35隻) $265
3 蒜香脆皮吉烈雞中翼 (32隻) $275
4 越式香茅雞中翼 (32隻) $290
5 滷水雞中翼拼煙肉腸仔卷 (各20件) $265
6 煙肉腸仔卷 (30件) $235
7 日式炸餃子 (40隻) $200
8 日式炸餃子拼煙肉腸仔卷 (各20隻) $235
9 椒鹽炸雙丸 (40粒) $220
10 西檸雞拼蜜汁豬頸肉  $300
11 春卷拼咖喱角 (各30隻) $210
12 菠蘿腸仔 (40件) $205
13 菠蘿芝士腸 (40件) $220
14 蒜蓉金沙骨 / 椒鹽骨 (32件) $285
15 芝士白菌焗紐西蘭半殼青口 (30件) $295
16 鬆脆鮮蝦多士拼鮮蝦炸雲吞 (共40件) $335
17 鮮蝦腐皮卷 (共30件) $345
18 水牛城雞中翼串拼串燒蘆荀去骨雞中翼(各15串) $465
19 酥炸魷魚鬚拼麥樂雞(20塊)  $395
20 蒜茸茄汁腸  $265
21 雙味焗迷你法式批 (26件) $265
     (意式茄蓉雞肉 / 芝士吞拿魚)
22 照燒蝦膠栗米釀去骨雞全翼 (16隻) $450
23 瑞士蛋卷系列 (芝腿卷拼蟹柳紫菜卷) (合共24件) $260
24 小食大拼盆  $335
     麥樂雞(15粒)、炸雞中翼(15隻)、
     炸餃子(15隻)、春卷(15條)、芝士腸(15條)、
25 鳳尾蝦網米春卷 (40隻) $270

冷 盤
1 各式三文治 (吞拿魚,火腿芝士,鮮茄碎蛋) 32件 $200
2  煙三文魚鮮果沙律   $325
3  吞拿魚沙律 (4.5磅) $260
4  水蜜桃 / 奇異果吞拿魚沙律 (4.5磅) $260
5  雜果沙律 (4.5磅) $230
6  雞肉 / 蜜汁豬頸肉沙律 (4.5磅) $270
7  吉烈豬扒沙律 (4.5磅) $270
8  雞蛋雜果沙律 (4.5磅) $240
9  火腿雞蛋雜果沙律 (4.5磅) $250
10 日式冷盤 (芝麻八爪魚/中華沙律/味付螺片)  $315  

熱 盤 (以下4.5磅)
1  咖喱雞  (4磅) 配 {飯/意粉另上} $295
2  白汁蘑菇雞皇 (4磅) 配 {飯/意粉另上} $285
3  吞拿魚焗飯 / 意粉 (加拿破崙只須加$10) $285
4  紅酒燴牛肉 / 豬柳 (4磅) 配 {飯/意粉另上} $285
5  拿破崙雞絲焗飯 / 意粉   $285
6  車打芝士龍蝦汁焗海皇飯 / 意粉 $325
7  鮮茄焗豬扒飯 / 意粉   $305
8  車打芝士肉醬焗飯 / 意粉 $295
9  西炒飯    $275
10 咖喱海鮮炒飯   $305



免費送貨服務只限葵芳區

食物名稱 售價 數量 金額

11 西班牙海鮮炒飯   $305
12 生炒牛肉飯   $285
13 揚州炒飯    $290
14 瑤柱福建炒飯   $315
15 瑤柱雞粒蛋白炒飯   $315
16 鴛鴦炒飯    $315
17 干炒海鮮烏冬 / 意粉
 (加XO醬炒加$10元)   $305
18 干炒豬扒烏冬 / 意粉
 (加XO醬炒加$10元)   $295
19 干炒牛扒烏冬 / 意粉
 (加XO醬炒加$10元)   $295
20 鮮茄煙肉腸仔蘑菇燴飯 / 意粉 $285
21 干燒冬菇肉絲伊麵   $315
22 黑椒牛柳絲燴飯 / 意粉  $270
23 香草肉醬燴飯 / 意粉   $285
24 星洲炒米    $285
25 雪菜肉絲炆米   $285
26 咸魚雞粒炒飯   $295
27 XO醬火腿雞粒炒飯   $295
28 日式什錦炒烏冬   $325
29 田園烤春雞(3隻切件上)  $295
30 鮑汁雞粒炒飯   $310

甜 品 (以下4.5磅)
1 鮮芒果布甸  $270
2 什果撈涼粉  $200
3 什果撈大菜糕 $205
4 鮮果撈大菜糕 $255
5 椰汁紅豆糕  $210 

訂購確認後，
本公司將收取30%為訂金

訂購人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訂購日期:    □  送貨 □  自行取貨

送貨日期:              送貨時間:

收貨人電話:

送貨地址:

請於7日前訂購

蔬菜 (以下4.5磅)
1 葡汁焗四蔬  $285
2 芝士忌廉汁焗雙花
 (西蘭花和椰菜花) $295
3 木魚絲日式炒雜菜 $275
4 蒜茸炒時菜  $250

食物名稱 售價 數量 金額

餐具:  套 合共金額: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