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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N:/form/2018/福利部/811213 
 
優質肉類, 風乾火腿, 法國甜品訂購表格 

 
個人資料 (請用正楷填寫) 

護協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護協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聯絡電話：(手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公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梯按       字) / ( 需上樓梯_____層) 

訂購細則： 

1. 訂購送貨必須滿$1000 或以上。(送貨地點只限醫院、診所、醫療機構及必須有合法停車場供停泊。如停車場設有入閘費或及 

有停車費，所以被徵收之有關費用，會員須負責支付。東涌及離島不設送貨。) 

2. 送貨日期及時間按地區安排。只限星期一至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設送貨。2018 年 12 月 24 至 26 日，31 日 及 2019 年 1 月 1 至 2 日不設送貨。 

3. 送貨將於落單後 7 個工作天內供應商會與閣下聯絡，以確認訂單及安排送貨日期及時間。一經確認後，恕不作任何更改；若 7 個工作天仍未能聯絡閣下，

此訂單將自行作廢，敬請注意。 

4. 所有貨品均不設保温袋，收貨後請立即存放於適合温度位置，因食品衛生問題，所有貨品不設退換及退款。 

5. 以下貨品售完即止，貨品優惠 Classic Fine Foods (HK) Ltd.保留最終決定權。 
 

護協編號 牌子 貨品名稱 單價 護協價 數量 總額 

060857 

 

 法國天然無激素 走地雞上髀 600g $105 $85   

060858  法國天然無激素 走地雞下髀 550g $99 $78   

060859  法國天然無激素 走地全雞約 1.3kg $160 $140   

060877   無添加激素 黑啤熟火腿 80g $52 $42   

060878  無添加激素 熟火腿 80g $52 $42   

060879  無添加激素 伯爵茶熟火腿 80g $52 $42   

060880  無添加激素 玫瑰花茶熟火腿 80g $52 $42   

058968 

 

 西班牙白毛豬後腿 75g(24 個月風乾期) $85 $70   

058967  西班牙橡果黑毛豬後腿 75g(36 個月風乾期) $149 $115   

059828 

 

 法國急凍半熟朱古力蛋糕 450g $80 $65   

058969  法國急凍香濃朱古力心太軟 200g $45 
$39/1 件 

$69/2 件 
  

058971  法國急凍蘋果批 460g $68 $59   

058970  法國急凍檸檬撻 450g $68 $59   

059830  法國急凍藍莓撻 450g $110 $89   

060888 

 

 法國罐裝 鵝肝醬 75g $260 $192   

060889  法國罐裝 鵝肝醬 145g $340 $275   

060890 

 

原味麵包粒 150g $28 $21   

060881 

 

有機初榨冷壓椰子油 314ml $100 $85   

060882 法國傳統合桃油 250ml $72 $58   

060903 

 

防敏朱古力蛋糕預拌粉 475g (內附朱古力糖霜) $49 $39   

060904  防敏檸檬椰子蛋糕預拌粉 475g (內附枸杞糖霜) $49 $39   

060911 

 

 法國百薯無麩筋鹽之花薯片 125g $58/2 包 $43.5/2 包   

060912  法國百薯甘地芝士味薯片 125g $58/2 包 $43.5/2 包   

060913  法國百薯無麩筋牛肝菌味薯片 125g $58/2 包 $43.5/2 包   

060914  法國百薯無麩筋燒烤味薯片 25g $58/2 包 $20/3 包   

060915  法國百薯烤雞味薯片 25g $58/2 包 $20/3 包   

060916  法國百薯無麩筋薄餅味薯片 25g $58/2 包 $20/3 包   

(此欄由本會填寫) 

訂購編號：SPOW______--__________ 

 P.O 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2736 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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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入數前先致電本會 2314 6961 / 2314 6945 查詢貨源，並必須於當日入數後的兩天內傳真。 

銀行入數紙及訂購表格至 2736 6020，收到訂購後，本會會聯絡收貨人確實下單。 
 

☆ 銀行入數：本會之存款戶口為 127-3-005494 (匯豐銀行) / 139-10-10624-5 (東亞銀行) 

☆ 信用卡：VISA 信用卡可以親臨本會辦理或以傳真方式訂購。 

 (如以傳真訂購請填妥此頁最下方之信用卡資料方為有效) 

 

 

 

 

 

 

 

 

 

確認下單後要求取消或換貨，行政費用為$200。 
訂購者可於福利部選購同等或以上價值之貨品。(代理商缺貨則可作特別處理；護協保留貨品退換的最後權利。) 

傳真號碼：2736 6020 

請於本人以下之“VISA”信用卡戶口內收取費用： 

VISA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有效日期至：         月/      年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必須與會員姓名相同) 

護協      VISA 信用卡賬戶號碼： 4    －     －     －     

持卡人簽署：                  持卡人聯絡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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