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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滿堂盆菜宴 (10-12位用)

金玉滿堂盆菜(10-12位用)

南乳粗齋(2.5磅)

豐盛燒味拼盤(2磅)

珍珠帶子龍蝦汁炆伊麵(3磅)

椰絲啫喱糖 (2磅)

$1,208
$1,909

訂購日期：2022年11月25日至2022年12月19日
取貨日期：2022年12月3日至2022年12月22日
請於取貨日期前最少3個工作天之下午3時前訂購，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訂購方式:
網上訂購

www.maximsmx.com.hk/tc/order

親臨
各分店
訂購

金額數量標準價 加配價盆菜加配美食#

盆菜宴

金額數量標準價盆菜 其他客戶優惠價

金額數量標準價 其他客戶優惠價

$1,010 $798 $8281) 鮑魚•福聚盆菜 (6位用)

$258 $1484) 南乳粗齋(2.5磅)
$308 $1885) 豐盛燒味拼盤：叉燒、鹽香雞、紅腸、燒鴨(2磅)
$398 $2386) 原隻蠔皇鮑魚(6隻)
$796 $3987) 原隻蠔皇鮑魚(12隻)
$198 $1388) 黃金百花釀蟹鉗(6隻)

$486
$328 $168
$198 $98
$155 $108
$208 $148
$353 $168
$483 $198

$30810) 鴻運紅燒元蹄 (3磅)+黃金百花釀蟹鉗(6隻)

$1,909 $1,20817) 金玉滿堂盆菜宴 (10-12位用)
18) 鮑魚•福聚盆菜宴 (6-8位用)

額外盆菜汁 (1包)

$1,188
$1,621 $1,018$998

$288 $2189) 鴻運紅燒元蹄(3磅)

$1,360 $1,098 $1,1282) 鮑魚•喜慶盆菜 (10-12位用)
$860 $698 $7283) 金玉滿堂盆菜 (10-12位用)

#加配價只適用於訂購盆菜或盆菜宴顧客（不可同時享有其他折扣優惠）

優惠價
中銀信用卡/BoCPay客戶/

優惠價
中銀信用卡/BoCPay客戶/

合計

總金額
送貨服務費

冬至盆菜美食外賣訂購表

11) 珍珠帶子龍蝦汁炆伊麵(3磅)
12) 揚州炒飯(2磅)
13) 椰絲啫喱糖(2磅)
14) 楊枝甘露布甸(2磅)
15) 揚州炒飯(2磅) + 椰絲啫喱糖(2磅)
16) 珍珠帶子龍蝦汁炆伊麵(3磅) + 椰絲啫喱糖(2磅)

購買任何盆菜/盆菜宴款式一客，
即送超過$100美食優惠券一本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1,018
$1,621

鮑魚•福聚盆菜宴 (6-8位用)

鮑魚•福聚盆菜(6位用)

南乳粗齋(2.5磅)

揚州炒飯(2磅)

椰絲啫喱糖 (2磅)

訂購條款及細則:
1)請於取貨/送貨日期最少3個工作天的下午3時前於網上或親臨分店訂購。2)送貨以單一訂購送到一個本地地址計算，如多於一個送貨地址或於不
同日期及時間送貨，請分開購買。3)若單一訂購滿HK$2,000 (折實價)，可享免費送貨服務一次， 若單一訂購HK$2,000以下(折實價)，送貨費
HK$200。所有優惠不適用於送貨服務費。送貨名額及時間有限，先到先得，額滿即止。4)送貨日期及地址一經確定後，如有任何更改，每次需
付$200手續費。5) 送貨服務不適用於西貢、東涌、離島、大嶼山、赤鱲角、馬灣及愉景灣。6)送貨到圍村或村屋只送到村口。送貨到不設電梯之
地點，須收取HK$150額外上樓送貨服務費。送貨服務費並不包括停車場費用。額外上樓送貨服務費及停車場費用須由客戶收貨時以現金支付送
貨司機。7)如以現金付款，請連同50%或以上訂金交往任何一間分店。分店將即時簽發收據，以便於取貨/送貨時連同餘款交予分店。8)請您在進
行付款前確定訂單是否正確。訂購一經確認及接納，恕不可取消及更改，而所收款項不獲退還。如以信用卡付款，所須訂購金額將從信用卡賬戶
中扣除，並於信用卡月結單上列出，而不作另行通知。9)親臨分店訂購將於48小時以內收到分店致電確認訂單及通知訂單編號，如48小時後仍未
接獲通知，請致電分店查詢。10)在取貨或送貨當日，必須以分店通知或網上訂購確認電郵上所列的訂單編號提取及簽收。11)若因颱風或暴雨等
情況而需要更改取貨/送貨日期，請於原定之日期前不少於36小時通知有關製作分店。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保留絕對權利決定是否接受改期之要求
。12)若未能在已確認之取貨/送貨日期內簽收或提取所訂購之食物，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付之金額概不獲退還，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保留在確
認日期後處理食物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13)所有優惠不可與美食禮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14)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不會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如自
然災害、嚴重技術缺陷、戰爭、員工衝突、互聯網連接問題、數據傳遞過程中的數據安全狀況等，而承擔任何延遲和準備食物的權益和責任。
15)如有任何爭議，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南昌美心 Food² 九龍深水埗深旺道28號V WALK 2樓73號舖

翠屏 觀塘翠屏(北)商場11號舖 2763 4180
安泰 觀塘安泰商場LG層1號舖 2976 9963
牛頭角 牛頭角牛頭角上邨商場1號舖 2481 3768
九龍灣美心Food2 九龍灣德福廣場一期P17號舖 3709 8170
黃大仙中心 黃大仙黃大仙中心南館地下G4B號舖 2321 9331
竹園 黃大仙竹園廣場2樓S216號舖 2327 8551
西洋菜街 旺角西洋菜南街51號友誠商業大廈地庫全層 2390 7530
海富 旺角海庭道2號海富商場地下2B號舖 2351 7866
旺角東站 港鐵旺角東站MKK 26號舖 2397 6303

半山壹號 何文田常盛街80號半山壹號壹號名薈地下9A號舖 3695 0899
尖沙咀美心Food2 九龍北京道12號A太子集團中心地庫 2333 7866
蘇屋 深水埗蘇屋邨蘇屋商場地下G08號舖 2336 8812
昇悅居 長沙灣荔枝角道833號昇悅居昇悅商場1樓123號舖 2628 9909
美孚 美孚萬事達廣場地下N50A號舖 2371 2701
土瓜灣 土瓜灣馬頭涌道42至46號地下 2632 5980

2778 1889

九龍區分店 地址 電話

新界區分店 地址 電話

訂購人資料

訂購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號碼 (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貨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午 / 下午)

取貨方式

取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取貨分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店自取

收貨人手提電話號碼 (必須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上午 / 下午)送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服務 (因應路面交通情況，送貨時間會於指定時間之前或後1小時內送到)

冬至盆菜宴
如選擇分店自取，請參考以下分店

富衛 上環德輔道中308-320號富衛金融中心地下10-13號舖 2696 5638
信德 上環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2樓268號舖 2857 6566
中總 中環干諾道中24-2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1樓 2140 6689
波斯富街 銅鑼灣波斯富街24-30號寶漢大廈1樓全層 2838 6173
康怡 鰂魚涌康怡廣場北座地下G3號舖 2885 5095
友邦香港大樓 北角英皇道734號友邦香港大樓地下2A號舖 2679 8229
柴灣新翠 柴灣新翠商場1樓111號舖 2897 7513
海怡 鴨脷洲海怡廣場西翼1樓126號舖 2983 9168
香港仔 香港仔成都道20-28號添喜大廈1樓3號舖 2580 5133

香港區分店 地址 電話

上水站 港鐵上水站SHS 9號舖

新葵興 葵涌新葵興廣場2樓1號舖 2428 0636
綠楊 荃灣綠楊坊2樓S10-12號舖 2498 0283
荃錦 荃灣荃錦中心2樓1-3號舖 2498 9401
新港城廣場 馬鞍山新港城廣場2樓49及50號舖 2623 7132
碩門 沙田碩門邨碩門商場平台1樓P15號舖 2615 0366
耀安 馬鞍山恒康街2號耀安商場L202號舖 2983 0266
大圍新翠 沙田新翠邨街市地下L003號舖 2682 0916
銀禧薈 火炭樂景街2-18號銀禧薈3樓315-317號舖 2592 8055
禾輋 沙田禾輋廣場2樓230號舖 2694 7608
大埔墟站 港鐵大埔墟站TAP 17號舖 2638 8239
長發 青衣担杆山路6號長發邨長發廣場224號舖 2497 2140
洪福 元朗洪福邨洪福商場地下4號舖 2656 9020
天晴 天水圍天晴商場地下4號舖 2351 5772
雙寓 屯門湖安街雙寓1樓104-106號舖 2276 0045
新都城 將軍澳新都城3期2樓244-245號舖 2253 6299
厚德 將軍澳厚德邨TKO Gateway西翼1樓W103號舖 2590 6208
天晉匯 將軍澳至善街19號天晉匯3期地下G08號舖 2523 3053

2672 2013
相片只供參考，各款盆菜宴明細請見文字內容

$30

(10-12位用) $1,188上述客戶/
會員優惠價

金玉滿堂盆菜宴

$100優惠券超過

鮑魚．福聚盆菜 (6位用)

$798中銀信用卡/BoC Pay客戶/
會員優惠價

$998
中銀信用卡/ BoC Pay客戶/

$1,188
中銀信用卡/ BoC Pay客戶/



鴻運紅燒元蹄(3磅)
黃金百花釀蟹鉗(6隻)

$486 $308 $198$483

鮑魚•福聚盆菜 6位用

金玉滿堂盆菜 10-12位用

鮑魚•喜慶盆菜 10-12位用

金玉滿堂盆菜10-12位用

鮑魚•福聚盆菜 6位用

中銀信用卡/ BoC Pay 客戶/

$1,098

$728

$828

$1,128
$1,360

$860

$1,010

中銀信用卡/ BoC Pay 客戶/

$698

中銀信用卡/ BoC Pay 客戶/

$798

美心MX盆菜以多款精選珍味食材，精心烹調，味道
極具層次；此外，凡惠顧盆菜，美心MX更為您獻上
各款精彩禮遇，佳節將至，款待親友至佳選擇。

相片只供參考

加配優惠

南乳粗齋(2.5磅)

$148
$258

紅腸

$188
$308

$148

楊枝甘露布甸
(2磅)

$208 $148

冬至
盆菜

$353 $168
揚州炒飯(2磅)

$288$218
鴻運紅燒元蹄(3磅)

$198$138
黃金百花釀蟹鉗(6隻)

$398$238 $796$398
原隻蠔皇鮑魚(6隻) 原隻蠔皇鮑魚(12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