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公園福利機構及學校團體膳食優惠套餐訂購表格
(9/2019 – 8/2020)

訂購詳情

機構/學校名稱：(中文)
(ENG)
活動日期：

(

) (只接受六星期內之訂單)

人數：

餐廳優惠套餐券

用膳時間： 上午11:30 –下午12:30

地點： 海濱樂園 - 熊貓薈 或  高峰樂園 - 灣景餐廳

小食亭餐盒

餐盒領取時間：

 中午12:00 或  下午1:30

* 領取地點（小食亭）（只可選擇一個領取地點）：
高峰樂園：
 海洋天地 – 美食舫
海濱樂園：
 香港老大街 – 亞陳麵檔／詠藜園
海濱樂園：
 威威天地 – 小丑派對
* 如有需要，本園會因應訂購情況而對領取地點作出調整，本園會作出另行通知。

餐具：
聯絡人姓名：
機構/學校傳真：
電郵地址：

 需要

 不需要（為響應環保，本園鼓勵客人自備餐具）
機構/學校電話：
聯絡人手提電話：

付款方法

 Visa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MasterCard

銀行名稱：
信用卡到期日：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銀行轉賬/入帳

本園銀行存款賬號：上海匯豐銀行 HSBC - 002 523165-001 Ocean Park Corporation
*轉賬/入帳完成後﹐請將收據連同此申請表格以傳真/電郵發回以作確認。
收據正本

 需要

 不需要

訂購條款及細則:
 請清楚填寫整份訂購表格，並傳真回 (852) 2562-1500 或電郵至 catering@oceanpark.com.hk。
 餐盒訂單需於七個工作天前確定。
 所有款項必須於活動日期四個工作天前付清。
 本公司將於兩個工作天內致電以上提供之聯絡人以確認收妥傳真。如收不到本公司電話確認，可於星期一至星
期日，上午10:00 至下午6:00，致電(852) 3923-2323查詢。
 截單時間為下午3:30; 下午3:30後的訂單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理。
 團體餐盒需於指定地點準時一次性領取，並請即時食用。為確保食物安全，如有任何延誤，會有機會取消領取
或以其他食物代替。
 價錢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海洋公園公司對所有事宜均有最終而具約束力的決定權。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註冊之福利機構及學校。訂購前，請細閱所有備註及條款，並附上福利機構及學校之証明書。
取消及退款措施:
 活動當天，如遇三號強風信號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所有已確認之訂單若需改期或取消，必須於活動當天上午
10:00前通知本公司，否則一律當作如常舉行。
 活動當天，如遇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客人可自行決定改期或退款。
 所有改期或取消訂單（除以上惡劣天氣影響）必須於活動日期前三個工作天前通知。
如客人在三個工作天內通知取消訂單，將不獲退款。
如需查詢，請致電 (852)3923-2323 或電郵至 catering@oceanp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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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數量

總金額

餐廳優惠套餐券（最少訂購 10 張）
熊貓薈 或 灣景餐廳
用餐時間：11:30 – 12:30

1 款主菜 + 1 個布甸 + 1 杯飲品 (咖啡/茶/汽水)

HK$104

小食亭餐盒（每款最少訂購 20 份）

A 餐

朱古力瑞士卷 或 孖寶蛋糕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29

B 餐

火腿芝士三文治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36

C 餐

5”熱狗 + 牛油粟米粒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41

D 餐

豉油皇雞髀 + 鮮果盒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50

E 餐

粟米肉粒飯(豬)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55

F 餐

肉醬意大利粉(牛)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55

G 餐

蘑菇焗豬扒飯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55

H餐

鮮茄燴海鮮飯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55

I 餐

雜菌燴飯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10 份）

HK$55

（素食者適用）

總數 HK$
備註（特別飲食要求）
：






每款A – H餐最少訂購20份, I 餐最少訂購10份, 每次最多可選取上方三款餐單
小食亭餐盒之正式收據可在當天於正門入口處-餐飲服務預訂中心領取
餐廳優惠套餐券之正式收據可在當天於餐廳領取
以上小食亭餐盒及餐廳優惠餐券價格只適用於活動日期由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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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福利機構及學校團體清真食品優惠套餐訂購表格
(9/2019 – 8/2020)

訂購詳情

機構/學校名稱：(中文)
(ENG)
活動日期：

(

) (只接受六星期內之訂單)

人數：

小食亭餐盒

餐盒領取時間：

 中午12:00 或  下午1:30

* 領取地點（小食亭）：

高峰樂園：海洋天地 – 美食舫

* 如有需要，本園會因應訂購情況而對領取地點作出調整，本園會作出另行通知。

餐具：

 需要

 不需要 *為響應環保，本園鼓勵客人自備餐具。

聯絡人姓名：

機構/學校電話：

機構/學校傳真：
電郵地址：

聯絡人手提電話：

付款方法

 Visa
 MasterCard
銀行名稱：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
信用卡到期日：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持有人簽署：
 銀行轉賬/入帳
本園銀行存款賬號：上海匯豐銀行 HSBC - 002 523165-001 Ocean Park Corporation
*轉賬/入帳完成後﹐請將收據連同此申請表格以傳真/電郵發回以作確認。
收據正本

 需要

 不需要

訂購條款及細則:
 請清楚填寫整份訂購表格，並傳真回 (852) 2562-1500 或電郵至 catering@oceanpark.com.hk。
 餐盒訂單需於七個工作天前確定。
 所有款項必須於活動日期四個工作天前付清。
 本公司將於兩個工作天內致電以上提供之聯絡人以確認收妥傳真。如收不到本公司電話確認，可於星期一至星
期日，上午10:00 至下午6:00，致電(852) 3923-2323查詢。
 截單時間為下午3:30; 下午3:30後的訂單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理。
 團體餐盒需於指定地點準時一次性領取，並請即時食用。為確保食物安全，如有任何延誤，會有機會取消領取
或以其他食物代替。
 價錢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海洋公園公司對所有事宜均有最終而具約束力的決定權。
 此優惠只限於香港註冊之福利機構及學校。訂購前，請細閱所有備註及條款，並附上福利機構及學校之証明書。
取消及退款措施:
 活動當天，如遇三號強風信號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所有已確認之訂單若需改期或取消，必須於活動當天上午
10:00前通知本公司，否則一律當作如常舉行。
 活動當天，如遇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客人可自行決定改期或退款。
 所有改期或取消訂單（除以上惡劣天氣影響）必須於活動日期前三個工作天前通知。
如客人在三個工作天內通知取消訂單，將不獲退款。
如需查詢，請致電 (852)3923-2323 或電郵至 catering@oceanpar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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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清真菜式均受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認證
價格

數量

總金額

小食亭餐盒 (每款最少訂購 20 份)

J 餐

天多利雞髀飯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60

K 餐

意式肉丸意粉(牛)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60

L 餐

鮮茄燴魚柳飯 + 250 mL 紙包飲品
(最少訂購 20 份)

HK$60
總數 HK$

備註（特別飲食要求）
：






每款最少訂購20份, 每次最多可選取上方三款餐單
小食亭餐盒之正式收據可在當天於正門入口處-餐飲服務預訂中心領取
餐廳優惠套餐券之正式收據可在當天於餐廳領取
以上小食亭餐盒及餐廳優惠餐券價格只適用於活動日期由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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