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購熱線：3413 1501-2 / 2321 1647
WhatsApp：6014 9009  傳真：3413 1510

電郵：fdic@bokss.org.hk

Lilyvale Cafe

百合谷餐廳

訂購方法：
‧	客戶只需要填妥下列資料，於用餐日期前5天傳真至	
3413	1510或WhatsApp至6014	9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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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或偏遠地區除外）

食物牌照號碼：2212801385

早鳥優惠
由即日起至12月14日

或之前預訂，

可享 95 折優惠，

自取額外再享 95 折優惠。

訂購方法

百合谷餐廳 Lilyvale Cafe
地址：香港灣仔愛群道36 號

電話：2321 1647 / 3413 1501-2    傳真：3413 1510
WhatsApp：6014 9009    電郵：fdic@bokss.org.hk

精選系列 份量 單價 訂購數量

沙律
1. 煙三文魚雜菜沙律（配 凱撒沙律醬） 2磅 $338
2. 鮮蝦芒果鮮果沙律 5磅 $468  
3. 什果仁煙火雞胸沙律（轉鮮果底另加$80） 5磅 $398  
4. 蜜桃煙火腿沙律（轉鮮果底另加$80） 5磅 $398  
5. 煙火腿鮮露筍卷 40件 $480  
6. 鮮果拼盆 5磅 $388  

小食/熱盆 
7. 聖誕吉列海鮮盆 配他他汁
  （棒棒蝦、杏片魚柳、釀蟹蓋、墨魚角）

40件 $520  

8. 聖誕香草烤雞 伴黑松露醬炒野菜 1隻 $380  
9. 柚子蜜蒜香雞中翼 30件 $360  
10. 泰式醬燒章魚丸 50件 $308  
11. 鳳尾蝦春卷 20件 $240  
12. 香草豬肉腸 拼薯餅（各25件） 50件 $308  
13. 日式蟹餅 拼迷你咖喱角（各25件） 50件 $308  
14. 黃金南瓜小豬柳 5磅 $380  
15. 蕃茄蘑菇豬軟骨 5磅 $380  
16. 蒜香翠玉瓜牛肉 5磅 $380  
17. 香橙汁軟雞扒 5磅 $380  
18. 吉列杏片龍脷魚柳（配 他他醬） 4磅 $360  
19. 香草烤羊扒（配薄荷、芥苿醬） 4磅 $660  
20. 椰香咖喱牛肋腩 5磅 $440  
21. 豬扒/ 牛扒 / 雞扒（三選一款）
      配香辣薯角（跟燒汁）

4磅 $410  

22. 甘栗野菌炒什菜 5磅 $300  
23. 煙肉芝士焗西蘭花 5磅 $300  
24. 迷你什錦三文治
    （鮮茄沙律蛋、芝士火腿、吞拿魚）

28件 $180  

25. 煙三文魚沙律蛋牛角酥 10件 $200  
26. 迷你吞拿魚酥 12件 $120
27. 迷你辣雞肉鬆酥 12件 $120

粉麵飯
28. 拿破崙海鮮炒飯 5磅 $348  
29. 蒜香肉絲炒意粉 5磅 $348  
30. 芝士白汁焗雞皇飯 5磅 $348  
31. 芝士鮮茄肉醬焗扁意粉 5磅 $348  
32. 黑松露醬野菌炆伊麵 5磅 $440

甜品

33. 聖誕芒果布甸 5磅 $308  
34. 粒粒椰汁桂花糕 5磅 $308  
35. 迷你忌廉芭芙 40件 $268  
36. 迷你藍梅酥 拼菠蘿酥（各10件） 20件 $208  
37. 迷你栗子撻 18件 $220  
38. 迷你鮮果撻 18件 $220  
39. 朱古力美式鬆餅 12件 $128  

聖誕系列

派對之選

本餐廳為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轄下之社企餐廳。
本餐廳僱用復康人士， 

每位顧客的惠顧 
是對他們重投社會工作的 

最大鼓勵及支持！

2019
聖誕‧新年
外賣美食

優惠及套餐只適用於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4日。
*圖片只供參考，本處將保留隨時修訂價格、加減條款及優惠之權利而無需另外通知用戶。

訂餐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星期六：上午9時至下午1時
百合谷餐廳地址：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地下

團體 / 個人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餐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餐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  送餐時間：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餐      自取



聖誕滋味
套餐 A
$100/位

30位起

優惠及套餐只適用於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1月5日。  *圖片只供參考，本處將保留隨時修訂價格、加減條款及優惠之權利而無需另外通知用戶。

 聖誕香草烤雞 伴黑松露醬炒野菜 
以下2選1

 什果仁煙火雞胸沙律 □ 
 蜜桃煙火腿沙律 □ 
（沙律轉鮮果底加$80）

以下4選2

 黃金南瓜小豬柳 □  
 蕃茄蘑菇豬軟骨 □ 

 香草牛扒 配香辣薯角（跟燒汁）□ 
 吉列杏片龍脷魚柳 (配他他汁) □ 

以下2選1

 甘栗野菌炒什菜 □ 
 煙肉芝士焗西蘭花 □ 

以下3選2

 泰式醬燒章魚丸 □  
 香草豬肉腸 拼薯餅（各25件）□ 
 日式蟹餅 拼迷你咖喱角（各25件）□ 

以下4選2

 拿破崙海鮮炒飯 □  
 蒜香肉絲炒意粉 □ 
 芝士白汁焗雞皇飯 □ 
 黑松露醬野菌炆伊麵 □ 

以下3選2

 聖誕芒果布甸 □ 
 椰汁桂花糕 □ 
 迷你忌廉芭芙 □ 

 聖誕香草烤雞 伴黑松露醬炒野菜 
 聖誕吉列海鮮盆 配他他汁 

(棒棒蝦、杏片魚柳、釀蟹蓋、墨魚角)

 香草烤羊扒 (配薄荷、芥苿醬)  
 蕃茄蘑菇豬軟骨 
 椰香咖喱牛肋腩 
 柚子蜜蒜香雞中翼 

 煙三文魚沙律蛋牛角酥 

以下2選1

 煙三文魚雜菜沙律（配 凱沙律醬）□  
 鮮蝦芒果鮮果沙律 □ 

以下2選1

 甘栗野菌炒什菜 □ 
 煙肉芝士焗西蘭花 □ 

以下4選2

 拿破崙海鮮炒飯 □  
 蒜香肉絲炒意粉 □ 
 芝士白汁焗雞皇飯 □ 
 黑松露醬野菌炆伊麵 □ 

以下3選1

 聖誕芒果布甸 □ 
 椰汁桂花糕 □ 

 迷你鮮果撻 拼迷你栗子撻 □ 

聖誕燒雞
套餐 B
$139/位

25位起

聖誕海鮮
大餐 C
$200/位

20位起

 什果仁煙火雞胸沙律  
（沙律轉鮮果底加$80）

 香橙汁軟雞扒 
 甘栗野菌炒什菜 

以下2選1

 黃金南瓜小豬柳 □ 
 蕃茄蘑菇豬軟骨 □  

以下3選2

 泰式醬燒章魚丸 □  
 香草豬肉腸 拼薯餅（各25件）□ 

 日式蟹餅 拼迷你咖喱角（各25件）□  

以下3選2

 拿破崙海鮮炒飯 □ 
 蒜香肉絲炒意粉 □ 
 芝士白汁焗雞皇飯 □ 

以下3選2

 聖誕芒果布甸 □ 
 椰汁桂花糕 □ 
 迷你忌廉芭芙 □ 

訂購數量（份）：
訂購數量（份）：

訂購數量（份）：

惹 味 推 介 ：

烤 羊 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