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熱線: 3413 1501-2 / 2321 1647 
小惠顧大支持  你的訂購可助復康者重投社會工作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901 泰式菠蘿雞粒炒飯 5磅 $300

902 蒜香蝦仁雞粒炒飯 5磅 $300

903 西式海鮮炒飯 5磅 $300

904 瑤柱蛋白炒飯 5磅 $400

905 楊州炒飯 5磅 $300

906 焗芝士鮮茄豬柳飯 5磅 $36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401 蜜椒洋蔥豬柳 5磅 $380

402 菠蘿鎮江骨 5磅 $380

403 甜酸蜜桃豬柳 5磅 $380

404 脆瓜椒鹽豬柳 5磅 $380

405 蒜香金沙骨 5磅 $380

406 泰式烤焗豬仔骨 5磅 $38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501 柱侯蘿蔔牛腩 5磅 $460

502 咖喱薯仔牛腩 5磅 $460

503 蜜桃西芹牛肉粒 5磅 $460

504 蜜椒土豆牛肉粒 5磅 $460

505 香煎牛扒拼薯角(配香草蘑菇汁) 5磅 $400

506 匈牙利燴牛肋腩 5磅 $46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701 脆瓜雜菌炒雞柳 5磅  $380 

702 菠蘿咕嚕雞球 5磅 $380

703 芝麻西檸軟雞 5磅 $380

704 焗椰汁葡國雞皇 5磅 $380

705 香草雞扒拼薯角(配燒汁) 5磅  $380 

706 焗芝士雜菜茄茸雞皇 5磅 $38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907 雜菌干燒伊麵(素) 5磅 $300

908 星州炒米粉 5磅 $300

909 黑椒牛肉絲炒意粉 5磅 $300

910 日式雞肉炒烏冬 5磅 $300

911 焗芝士火腿蘑菇意粉 5磅 $300

912 焗芝士肉醬意粉 5磅 $30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801 粟米滑蛋燴魚柳 5磅 $360

802 XO醬彩椒炒魚柳 5磅 $360

803 忌廉鮮菌焗魚柳 5磅 $360

804 芝士海鮮焗薯菜 5磅 $360

飯  類

豬

牛

雞

粉  麵海  鮮

 

愛心社企 健康美食 用心服務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101 明蝦鮮果沙律 5磅  $480 

102 煙火腿鮮果沙律 6磅 $380

103 鮮雜果健怡沙律 6磅  $380 

104 菠蘿煙雞千島沙律 6磅  $380 

• 客戶只需填妥下列資料,於用餐日期前7天傳真至 3413 1510。
• 收到資料後, 我們將有專責同事致電確認訂單。

• 訂購金額$1,500以下不設送貨；$1,500 - $2,999另加運費送貨；
$3,000或以上免費送貨 (離島或偏遠區除外)

訂餐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9時至下午6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不設訂購)
百合谷餐廳地址：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地下

團體/個人名稱:                          送餐日期: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通訊地址:                         送餐時間:  

送餐地址:                         自取        送餐
*本處保留隨時修訂價格、加減條款及優惠之權利而無需特意通知客戶。*圖片只供參考 食物牌照號碼：2212801385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201
 迷你雜錦三文治 

24件 $200 (鮮茄沙律蛋、吞拿魚、芝士火腿)

202 迷你香芒雞肉三文治 24件 $26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601 蒜香炒時蔬 5磅 $300

602 XO醬鮮菌炒椰菜花 5磅 $300

603 椰香葡汁焗四蔬 5磅 $300

604 芝士白汁焗鴛鴦蔬 5磅 $300

605 鮑汁鮮菌扒時蔬 5磅 $300

606 南乳炆粗齋 5磅 $30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301 柚蜜燒雙丸子 50粒 $280
 (龍蝦丸、墨魚丸各25件)

302 豉油皇雞中翼 40隻 $300

303 蜜椒雞中翼 40隻 $380

304 椒鹽雞中翼 40隻 $380

305 炸雞膇(配泰式醬) 40隻 $380

306 意式茄茸雞尾腸 5磅 $320

307 港式車仔拼盤 5磅 $380
 (咖喱豬皮、蘿蔔、魚蛋)

308 炸有皮薯角(配茄汁) 3磅 $200

309 迷你春卷拼咖喱角(各25件) 50件 $340

310 蝦肉燒賣  60件 $38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1001 迷你鮮雜果撻 18件 $300

1002 芒果布甸 5磅 $300

1003 低糖椰汁紅豆糕 5磅 $260

1004 香脆杏片棒棒 40件 $380

1005 蝴蝶酥 30件 $280

編號 食物名稱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1011 罐裝汽水330ml 1罐 $8

1012 飛雪礦泉水500ml 1枝 $6

1013 紙包飲品250ml 1盒 $6

1014 無糖烏龍茶500ml 1樽 $12

1015 無糖綠茶500ml 1樽  $12 

訂購方法
34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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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熱線

蔬  菜 三文治

小  食

沙  律

飲  品

甜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