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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style hotspots Special privileges from SmarTone and OSIM are available to MANHATTAN 
Credit Cardholders.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details.

至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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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ing hotspots Enjoy festive delights at Miramar Group and exclusive privilege of DaShijie festive pudding 
with your MANHATTAN Credit Card.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details.

低至68折節日優惠
Festive delights of up to 32% discount

美麗華集團滋味優惠
由即日起至2012年3月15日，MANHATTAN信用卡帶 美麗華集團旗下人氣食府低至7折優惠，

等你歎盡節日美食，啖啖滋味！

The offers are subject to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To b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e contents are only 
printed in Chinese.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an English copy, 
please call 2881 0888 or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and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support.

你可隨時免費選擇不接收本行日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如你
選擇不接收本行發出的任何宣傳推廣資料，請以書面提供你的(1)姓
名及(2)賬戶號碼或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予本行，並郵寄至渣打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央郵政信箱21號或到本行任何一間分行
辦理(僅適用於個人客戶)。

You may, at any time and without charge, choose not to 
receive any of our futur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If you 
choose not to receive any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Bank, please write to us and provide your (1) name and (2) 
account number or HKID/passport number by mail to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GPO Box 21, Hong  
Kong or visit any of our branches (applicable to personal 
customers only).

Manhattan Card -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轄下部門

www.manhattancard.com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客戶必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簽賬，
方可享有優惠。

2. 除特別註明外，優惠或折扣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可轉讓，亦不可與
其他優惠、折扣或現金券同時使用。

3. 所有圖片、產品資料及價格只供參考。

4. 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

5. 個別優惠附有額外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向有關商戶查詢。

6. 客戶明白及接納所有產品/服務並非由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本行」)所提供。因此，有關各項產品/服務的各方面(包括但不
只限於質素及供應量)，本行理應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7. 本行及有關商戶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以上優惠及修訂條款及細則
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及有關商戶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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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aggio Trattoria Italiana優惠期由2012年1月3日至3月15日。

註： 翠亨 及雲陽閣之優惠不適用於2011年12月22、24至27及31日、2012年1月1至2日、1月14日至2月5日及2月14日。 

  Assaggio Trattoria Italiana之優惠不適用於2012年2月14日。

以上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 6人或以上惠顧每位賓客可享 
免費咖啡*

 2877 3999  
(灣仔港灣道2號香港藝術中心六樓)

www.assaggio.hk

(中環及尖沙咀)

• 各式佳節盆菜9折 (只限堂食)

(優惠期由2011年12月15日至2012年 

2月15日，2011年12月22日除外)

• 星級套餐7折 (只限晚餐)

• 堂食晚餐主餐牌美饌 88折

 2524 2012 (中環新世界大廈二樓)

 2376 2882 (尖沙咀美麗華商場五樓)

www.tsuihangvillage.hk

• 星級套餐7折 (全日供應)

• 堂食主餐牌美饌 88折 (全日供應)

 2375 0800 (尖沙咀美麗華商場四樓)

www.yunyan.hk

• 惠顧晚膳即送迷你餃子一客 
(只須出示MANHATTAN 
信用卡並以現金結賬)

 2522 5990 (中環威靈頓街 
    33號The Loop地面上層)

www.hide-chan.hk

仲有更多美麗華集團生活品味優惠，即上www.manhattancard.com發現更多驚喜！

大師姐賀年糕點獨家優惠 
由 2 0 1 1 年 1 2 月 1 5 日 至 2 0 1 2 年 1 月 5 日 ， 憑

MANHATTAN信用卡可以85折優惠價 網上或電話

訂購大師姐椰汁年糕禮券；而由2011年12月26日

至2012年1月5日到指定崇光百貨/city’super專櫃

購買任何大師姐賀年糕點禮盒裝2盒可獲椰汁年糕

精緻裝(130克)1盒。

註：訂購禮券的客戶可選擇送貨或自行到“大師姐”指定經銷店取貨，
有關送貨收費及指定經銷店地址，請致電6512 3328查詢。

請即瀏覽www.dashijie.com.hk或致電6512 3328預訂 
禮券，你更可親臨下列崇光百貨或city’super專櫃購買現貨。

 開放日期 崇光百貨/city’super專櫃

 26.12.2011 – 21.1.2012 銅鑼灣崇光百貨

  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city’super 
 

6.1.2012 – 21.1.2012
 銅鑼灣時代廣場city’super 

  尖沙咀海港城city’super 
  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city’super 

大師姐椰汁年糕禮券
原價：HK$189

優惠價：HK$160

大師姐賀年糕點禮券推廣之條款及細則：1. 推廣期由2011年 
12月15日至2012年1月5日。2. 取貨日期為2012年1月12日至2012
年1月18日。3. 85折優惠只適用於訂購椰汁年糕禮券。4. 優惠只
適用於網上www.dashijie.com.hk或電話6512 3328訂購。5. 訂
購一經接納，客戶不可取消或更改訂單。6. 客戶須於取貨日期
內到指定店舖提取糕點，否則，其糕點將當作自動放棄論，而
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有關指定店舖地址之詳情，請瀏覽 
www.manhattancard.com。7. 送貨服務須視乎大師姐有限公司
人手而決定，送貨服務需額外支付HK$70(以單一地點計)，詳情
請致電大師姐有限公司熱線6512 3328查詢。大師姐賀年糕點現
貨推廣之條款及細則：1. 優惠期由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 
1月5日。2. 客戶須購買賀年糕點禮盒裝2盒，方可獲椰汁年糕精
緻裝(130克)1盒。3. 優惠只適用於大師姐有限公司於指定崇光百
貨及city’super之分銷點。(i)由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1月21
日於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崇光百貨之分銷點；及(ii)由2012年 
1月6日至2012年1月21日於(a)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商場一樓1041-
1049舖、(b)銅鑼灣時代廣場B1地庫、(c)尖沙咀海港城三樓3001舖
及(d)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期二樓204-214舖city’super之分銷點。

以上智能手機 / Samsung GALAXY Note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2. 客戶必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簽賬並以自動轉賬方式繳付月費及服務組合費，方可享有優惠。上台客戶之姓名必須與持卡人之姓名
相同。3. 客戶簽賬購買HK$1,000或以上之指定智能手機，可享12個月免息分期付款計劃優惠；簽賬購買HK$2,000或以上之指定智能手機，可享24個月免息分期付款計劃優惠(手機優惠價連預繳金額)。而每
筆分期簽賬交易以折實價及單一簽賬存根計算。4. 客戶選用iPhone 4S月費計劃須簽約24個月，並於合約期內選用HK$36或以上服務組合。以信用卡簽賬之機價供款為HK$4,780 (16GB) / HK$5,680 (32GB) /
HK$6,480 (64GB)，將於合約期內之服務月費中扣除。上台出iPhone 4S及以適用信用卡簽賬，可免現金預繳。信用卡分期總額將於信用卡之信用額減除。Wi-Fi月費只限於服務合約期內豁免。月費計劃所包含
之數據用量只限手機及Tethering之本地使用。5. 客戶選用智能手機須簽約18-24個月，並於合約期內選用HK$18-HK$36或以上服務組合。客戶須選用指定綜合通話及數據月費計劃，並須預繳指定回贈金額，有
關金額將於合約期內回贈客戶。月費計劃所包含之數據用量只限手機之本地使用，Tethering除外。6. 贈品優惠只適用於上台出指定智能手機(上台出iPhone 4S可獲贈保護貼；上台出Samsung Galaxy S II可獲贈
Samsung原廠電池；上台出白色HTC Sensation XL可獲贈白色MiLi Power Crystal 便攜式充電器；上台出黑色HTC Sensation XE可獲贈黑色MiLi Power Miracle便攜式充電器；上台出其他指定手機型號的客戶， 
則可獲贈指定藍芽耳機)。每位客戶只可獲贈禮品一份。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7. 有關iPhone 4S及智能手機指定月費計劃、額外及漫游費用之詳情請瀏覽www.smartone.com。8. 客戶須繳付每月HK$12之行政
費。9. X-Power及FoneTV頻道需另收費，詳情請向SmarTone查詢。10. 以上服務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11. 此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唯有至靠得住 網絡  令 iPhone 4S 體驗更出色
仲享  0 機價  0 預繳  0 息分期
SmarTone 獨家 X-Power 畀你睇網站上更多唔同格式 短片，仲包埋 Flash 影片，甚至追番熱門劇集！仲有多個獨家服務功能，加埋至穩至順 網絡同

貼心照顧，畀你做到多 ，精采多 ，成就自己多 ！

現貨發售！  • 多款月費計劃全部包通話分鐘及數據用量，仲包埋 Wi-Fi 熱點服務      • 送 iPhone 4S保護貼一套

由即日起至2012年1月31日，MANHATTAN信用卡客戶以指定月費上台可尊享以上優惠。此外，下列精選產品亦可以低至$0 機價、$0 預繳及長達24 個月0 息分期出機，仲送你額外禮品！

其他熱賣推介

iPhone 4S

HTC Sensation XE with  
Beats AudioTM

原價：HK$4,798

送MiLi Power Miracle
便攜式充電器

Samsung GALAXY Note
• 5.3”HD Super AMOLED 多點觸控式屏幕
• 9.5mm 纖薄機身
• 1.4GHz 雙核心極速處理器 

原價：HK$5,998

送指定藍芽耳機
HTC Sensation XL with  
Beats AudioTM

原價：HK$4,998

送MiLi Power Crystal
便攜式充電器

Samsung GALAXY S II
原價：HK$4,998

送Samsung原廠電池

OSIM推廣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推廣期由2011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包括首天及最後一天)
。2.客戶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適用信
用卡」)簽賬方可享有優惠。3.客戶須以適用信用卡於OSIM簽賬購買
uDivine天王椅方可獲HK$1,200 OSIM現金券。4.優惠只適用於香
港及澳門OSIM分店、百貨專櫃及巡迴展。5.客戶凡參與任何「分期付
款計劃」，即視作已接受「信用卡分期付款計劃持卡人協議」之條款
及細則。 

賞你HK$1,200 OSIM現金券
M A N H AT TA N 信 用 卡 客 戶 選 購 u D i v i n e 天 王 椅 可 享

HK$1,200 OSIM現金券，按摩椅畀你舒緩身心，享受真正

放鬆 一刻！

購買 uDivine 天王椅

賞你HK$1,200 OSIM 現金券

推廣期：即日起至2011年12月31日

OSIM 客戶服務熱線：2790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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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e hotspots MANHATTAN Credit Card is delighted to bring you a wide range of irresistible offers from Maxim’s Cakes, 
Maxim’s MX,  and Häagen-Dazs™. Please visit www.manhattancard.com for details.

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於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16日期間訂購及繳付全費，方可享85折優惠；由2011年12月17日至2011年12月31日，客戶訂購
及繳付全費亦可享9折優惠。2. 優惠只適用於自取外賣聖誕盛。3. 此推廣之所有優惠不可與任何現金券(包括 現金券) 、折扣及其他優惠
同時使用。

Häagen-Dazs™雪糕火鍋推廣之條款及細則：
1. 堂食雪糕火鍋推廣期由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4月30
日。2. 所有優惠只適用於香港Häagen-Dazs™專門店。3. 各
款雪糕火鍋數量有限，售完即止。4. 優惠不可與Häagen-
Dazs™ VIP Club咭、Privilege咭、現金券及其他優惠一併使
用。5. 所有優惠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Häagen-
Dazs™查詢。6. 所有圖片、產品資料及價格只供參考。

Häagen-Dazs™
堂食雪糕火鍋92折
優惠

MANHATTAN信用卡客戶可盡享Häagen-Dazs™堂食雪糕 

火鍋92折優惠，今個冬日更暖笠笠！

推廣期：1.11.2011 - 30.4.2012 
Häagen-Dazs™查詢熱線：2629 6116
www.haagen-dazs.com.hk
另有外賣雪糕火鍋組合供應，詳情請瀏覽www.manhattancard.com。

堂食雪糕火鍋
(1) 迷你餐
• 16個迷你球8款 
 雪糕口味^

• 士多啤梨、香蕉

• 香濃朱古力醬

原價：HK$218
92折優惠價：

HK$200
(2) 標準餐
• 32個迷你球8款 
 雪糕口味^

• 士多啤梨、香蕉

• 香濃朱古力醬

原價：HK$298
92折優惠價：

HK$274

推廣期：1.12.2011 – 31.12.2011 供應日期：17.12.2011 – 2.1.2012
外賣聖誕盛查詢熱線：2101 1161 www.genkisushi.com.hk

長鰭吞拿魚 5件 | 油甘魚  5件 | 特大帆立貝 5件 
三文魚 5件 | 赤海蝦  5件 | 左口魚裙邊  5件   
甜蝦軍艦 5件 | 飛魚子軍艦 5件

聖誕大滿足壽司盛(5至6位用)

外賣聖誕盛低至85折
由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16日，MANHATTAN信用卡客戶訂購 外賣聖誕盛，可享85折； 2011年

12月17日至2011年12月31日訂購亦可享9折，聖誕至有口福！

美心MX外賣盆菜低至8折
MANHATTAN信用卡客戶 美心MX訂購冬至福聚滿盆盆菜及其他精選食品可享低至8折優惠。

85折HK$10285折HK$221
原價 HK$120原價 HK$260

聖誕卷物盛 (3至4位用)

加州卷 6件 | 炸蝦卷  6件 
波士頓卷 6件 | 腐皮  4件

三文魚刺身 12片 | 油甘魚刺身 4片 | 赤海蝦刺身  6隻
吞拿魚刺身 4片 | 北寄貝刺身 4片 | 特大帆立貝刺身3隻

聖誕刺身盛 (5至6位用)

聖誕壽司盛A (5至6位用)

吞拿魚 5件 | 三文魚  5件 | 墨魚 5件 
北寄貝 5件 | 酒煮帆立貝  5件 | 酒煮榮螺  5件   
熟蝦  3件 | 蒲燒鰻魚 3件 | 生海蝦 4件

85折HK$242.385折HK$314.5
原價 HK$285原價 HK$370

美心MX冬至福聚滿盆盆菜推廣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訂購日期由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2月19日；取貨日期由2011年12月9日至2011年12月22日。2. 客戶須於優惠期內訂購及繳付全費方可享
有優惠。3. 此優惠只適用於本港美心MX之冬至福聚滿盆盆菜。4. 優惠不可與美心MX現金券，禮券及其他優惠同時使用。5. 優惠不適用於送貨
服務費。

美心MX冬至福聚滿盆盆菜訂購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將填妥之表格於取貨或送貨日3個工作天前交往或傳真至任何一間美心MX。2. 切勿重覆傳真訂購表格，避免重覆訂購及扣數；客戶可
致電有關分店以確定收到傳真訂購表格。3. 分店將於收到此訂購表格後48小時內以電話確實訂單及通知取貨密碼，如48小時後仍未接獲通知，
請聯絡接收訂購表之分店查詢。4. 客戶必須在取貨或送貨當日以分店給予的取貨密碼提取及簽收食品。5. 訂購一經接納將不可取消或更改，客
戶繳付之金額概不退還。所須金額將從客戶於訂購表格上註明之信用卡賬戶內扣除，並於月結單上列出，恕不另行通知。6. 客戶須於訂購表格上
之指定取貨日期提取食品，否則，其食品將當作自動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7. 如特殊情況需更改取貨日期，請於原定之取貨日期前
不少於36小時通知取貨分店，更改之日期需為2011年12月19日前，逾期作廢，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

美心MX聖誕派對美食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訂購日期由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1月9日；取貨日期由2011年11月24日至2012年1月12日。2. 客戶須於優惠期內訂購及繳付全費方可享有優惠。 
3. 此優惠只適用於本港美心MX之聖誕派對美食。

美心MX聖誕派對美食訂購條款及細則：
1. 客戶須將填妥之表格於取貨或送貨日3個工作天前交往或傳真至任何一間美心MX分店。2. 切勿重覆傳真訂購表格，避免重覆訂購及扣數；客
戶可致電有關分店以確定收到傳真訂購表格。3. 分店將於收到此訂購表格後48小時內以電話確實訂單及通知取貨密碼，如48小時後仍未接獲通
知，請聯絡接收訂購表之分店查詢。4. 客戶必須在取貨或送貨當日以分店給予的取貨密碼提取及簽收食品。5. 訂購一經接納將不可取消或更改，
客戶繳付之金額概不退還。所須金額將從客戶於訂購表格上註明之信用卡賬戶內扣除，並於月結單上列出，恕不另行通知。6. 客戶須於訂購表格上
之指定取貨日期提取食品，否則，其食品將當作自動放棄論，而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7. 如特殊情況需更改取貨日期，請於原定之取貨日期前
不少於36小時通知取貨分店，更改之日期需為2012年1月9日前，逾期作廢，所繳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

• 黃金百花釀蟹鉗(6隻)  • 富貴瑤柱蝦仁炒飯(2磅) • 歡聚瑤柱乾燒伊麵(2磅)   

 優惠價HK$68  優惠價HK$58  優惠價HK$58 

• 甜蜜蜜楊枝甘露布甸(2磅)  • 極品瑤柱XO醬  

 優惠價HK$58  優惠價HK$28
訂購日期：18.11.2011 – 19.12.2011     取貨日期：9.12.2011 – 22.12.2011
請即致電訂購及查詢熱線2101 1293或瀏覽美心集團網頁下載訂購表格。
+須惠顧冬至福聚滿盆盆菜方可獲享此優惠及不可與其他優惠並用。每客盆菜只限加配每項食品一客(黃金百花釀蟹鉗除外，最多可加配兩客)。
註：送貨服務不能指定時間。一般地區送貨費為HK$200。西貢及東涌送貨費為HK$400。離島、大嶼山、赤 角、馬灣及愉景灣不設送貨服務。 
請於取貨或送貨前3個工作天預訂。訂購時，請先向美心MX分店查詢覆蓋之送貨範圍及安排。

優惠 3 — 冬至盆菜加配食品優惠

凡訂購福聚滿盆盆菜更可以加配優惠價+享用以下美食：

優惠 4 — 免費極品瑤柱XO醬優惠

凡訂購滿HK$600， 

即送極品瑤柱 

XO醬(90克)1盒

優惠 1 — 福聚滿盆盆菜8折優惠

優惠 2 — 精選菜式優惠

福聚滿盆盆菜 (6位用)

原價 HK$460
優惠價 HK$368

福聚滿盆盆菜 (10位用)

原價 HK$523
優惠價 HK$418

如意中華燒味拼盤 (3磅)

原價 HK$248

68折優惠價 HK$168

富貴八寶鴨

原價 HK$323
優惠價 HK$258

註：請於取貨或送貨前3個工作天預訂。訂購時，請先向美心MX分店查詢覆蓋之送貨範圍及安排。
所有贈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優惠 1 — 68折訂購聖誕派對美食，兼獲免費汽水及送貨服務
• 以68折訂購美心MX聖誕派對美食

• 2011年12月20日或之前訂購及付款，送「HK$25 MX美食禮券」及「美心MX奶茶券」1張

• 2011年12月20日或之前訂購滿HK$688 (折實價)，可獲免費送貨1次^，如果親身到店取貨，則可獲「皇牌焗豬扒飯連 
汽水券」1張

• 惠顧滿HK$300(折實價)可免費獲贈1.25公升「可口可樂」1支；惠顧滿HK$600(折實價)可免費獲贈2支，如此類推

優惠 2 — 65折訂購烤焗原隻美國火雞 
 HK$328
• 以優惠價HK$328訂購烤焗原隻美國火雞(原價

HK$508)

• 仲有火雞禮券供選擇

優惠 3 — 免費麵包布甸
• 2 0 1 1 年1 2 月2 0 日或之前訂購滿

H K $ 1 , 0 0 0 (折實價)，可免費獲贈 

2 磅 裝「 麵 包 布 甸 」1 客 ； 惠 顧 滿

HK$2,000 (折實價)可免費獲贈4磅裝
「麵包布甸」，如此類推

美心MX聖誕派對美食68折
由2011年11月21日至2012年1月9日，用MANHATTAN信用卡訂購美心MX聖誕派對美食可享68折優惠，今個

聖誕最滋味！

訂購日期：21.11.2011 – 9.1.2012 取貨日期：24.11.2011 – 12.1.2012 

請即致電訂購及查詢熱線2101 1293或瀏覽www.manhattancard.com下載訂購表格。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 1. 免費送貨名額及時段有限，額滿即止。2. 免費送貨不適用於離島、大嶼山、馬灣、愉景灣、西貢及東涌。3. 如惠顧不足HK$688(折實價)， 
送貨費為HK$200。4. 如送往西貢及東涌，則需要收取額外送貨費HK$400。

美心西餅聖誕及其他鮮忌廉蛋糕8折
用MANHATTAN信用卡 美心西餅買聖誕及其他鮮忌廉蛋糕，可享原價8折優惠*。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尚有其他鮮忌廉蛋糕款式供選擇，詳情請向美心西餅店員查詢。     訂購及查詢熱線：2743 3311

馴鹿聖誕頌 (黑爵士朱古力蛋糕)華麗映脆 (芒果脆脆) 旋栗夢樂園 (栗子黑森林蛋糕)

魔鬼蛋糕 (節日限定)天使蛋糕 (節日限定)

原價 HK$388 優惠價 HK$310.4 原價 HK$158 優惠價 HK$126.4

原價 HK$198 優惠價 HK$158.4 原價 HK$158 優惠價 HK$126.4 原價 HK$178 優惠價 HK$142.4

原價 HK$158 優惠價 HK$126.4

聖誕鮮忌廉蛋糕系列優惠期 :  
1.12.2011 – 27.12.2011  
(以取餅日計) 

其他鮮忌廉蛋糕系列優惠期 :  
1.12.2011 – 31.1.2012  
(以取餅日計)  

* 原 價 8 折 優 惠 只 適 用 於
HK$138或以上之聖誕及其
他鮮忌廉蛋糕。

白色「憤怒」聖誕 (節日限定) 

美心西餅優惠之條款及細則：
1. 聖誕鮮忌廉蛋糕系列優惠期由2011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27日(以取餅日計)；其他鮮忌廉蛋糕系列優惠期由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 
(以取餅日計)。2. 客戶須以MANHATTAN信用卡或MANHATTAN聯營卡簽賬，並於訂購蛋糕時以全數支付款項方可享有優惠。3. 除特別註明
外，優惠不可與任何其他推廣優惠、折扣、美心西餅禮餅券、美心嫁囍禮餅咭、美心西餅Party Card或現金券同時使用。4. 此優惠只適用於購買
HK$138或以上之聖誕及其他鮮忌廉蛋糕，並須以產品之原價計算。5.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其他美心產品。6. 優惠只適用於香港全線美心西餅分店
及不適用於網上訂購。7. 訂購一經接納，客戶不可取消或更改訂單。8. 客戶須於指定取貨日期提取蛋糕，否則，其蛋糕將當作自動放棄論，而所繳
付之金額將不獲退還。9. 如特殊情況需更改取貨日期，請於原定之取貨日期前不少於48小時通知取貨分店。10. 所有相片、產品資料及價格只供參
考，並以美心西餅為準，如有任何調整，恕不另行通知。11. 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