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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新年現金禮券 機構客戶訂購表格 

訂貨人資料 

訂貨人姓名 (先生/女士/小姐) ：  收據抬頭 (公司/付款人姓名) ：  

公司名稱：  行業：  購買禮券用途： 自用 送禮 推廣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注意: 貨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選購以先到先得形式，不設預留，如遇缺貨恕不另行通知。訂單必須由本公司職員確認訂購表格及貨款收訖無誤後方可作實。 

新年現金禮券最後訂購日期: 2018 年 3 月 18 日。如有任何爭議，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保留最終決議權。 

訂購：HKKW.corporder@genmills.com 或 傳真至 2956 0636 

查詢電郵：HKKW.corpsales@genmills.com (注意：此電郵只供查詢，不會處理任何訂單) 或 致電 2629 6175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9:30 – 12:30 及 14:00 – 18:00 (公眾假期除外) 

新年現金禮券 (詳情參閱 p.2) 

訂購期: 由即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 
原價 全單總數共 1 套 全單總數共 2-9 套 全單總數共 10 套或以上 訂購數量 (套) 金額 (HK$) 

HK$45 現金禮券/ 

單球雪糕禮券套裝 

 (1 套 8 張) 

$ 360 
$ 332 

(平均價: $41.5/張) 

$ 314 

(平均價: $39.3/張) 

$ 296 

(平均價: $37.0/張) 
  

HK$65 現金禮券/ 

雙球雪糕禮券套裝 

 (1 套 8 張) 

$ 520 
$ 479 

(平均價: $59.9/張) 

$ 453 

(平均價: $56.6/張) 

$ 427 

(平均價: $53.4/張) 
  

送券服務費： HK$30/次  現凡購買任何新年現金禮劵，全單即可獲免費送券服務1次  豁免 

 TOTAL 總數: 
  

收件人及送遞資料(請以英文正階填寫此欄) 

收件人姓名(先生/女士/小姐) (請填寫全名以便送遞) :  流動電話號碼(可接收 SMS):  

禮券送遞地址 :   

付款方法 

 信用卡(Visa)  信用卡(MASTERCARD) 信用卡(AE) 支票 

(抬頭: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銀行存款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户口號碼 : 111-498234-001)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  發卡銀行名稱: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必須與信用卡相同) :  

 本人明白及接受訂單一經確認，有關款項將從上述信用卡戶口中扣除。 

 本人已詳細閱讀相關產品的詳細資料並同意及接受(但不限於)P.3-4 的條款及細則。 

 本人同意及確認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可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包括: 例如姓名、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公司地址)作產品推

廣活動、最新優惠資訊、會員通訊、客戶服務、市場/產品調查及直接促銷之用。本人如不接受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

作以上活動，並於此空格   填上"✓" 號 。 

 如有任何爭議，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保留最終決議權。 

 

(簽署) 

 

(簽署日期) 

                     

由內部填寫:                                                                       20180108(1) 

Order No. SSV Confirm Date Committed Deliver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  8 ______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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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年現金禮券套裝 – 產品資料 

 

 

$45現金禮券/單球雪糕禮券套裝 (HK$360/套) 

 

小冊子形式發售，內含 8 張HK$45 現金禮券/單球雪糕禮券 及 折扣優惠券 

❖ HK$45 現金禮券/單球雪糕禮券一套共8張： 

➢ 所有HK$45 現金禮券有效期至2018年5月27日 

➢ HK$45 現金禮券不適用於購買雪糕蛋糕、任何現金券或禮券、雪糕月餅、

雪糕火鍋以及所有節日性產品或推廣產品 

 

$65現金禮券/雙球雪糕禮券套裝 (HK$520/套) 

 

小冊子形式發售，內含 8 張HK$65 現金禮券/雙球雪糕禮券 及 折扣優惠券 

❖ HK$65 現金禮券/單球雪糕禮券一套共8張： 

➢ 所有HK$65 現金禮券有效期至2018年5月27日 

➢ HK$65 現金禮券不適用於購買雪糕蛋糕、任何現金券或禮券、雪糕月餅、

雪糕火鍋以及所有節日性產品或推廣產品 

隨小冊子贈送之折扣優惠券包括 :  

 

1. HK$80 雪糕蛋糕折扣優惠券1 張 

➢ 憑券惠顧Regular 或以上呎寸之雪糕蛋糕，可用作現金HK$80 使用 

➢ HK$80 雪糕蛋糕折扣優惠券有效期至2018年5月27日 

2. HK$50 雪糕火鍋折扣優惠券1 張 

➢ 憑券惠顧堂食雪糕火鍋，可用作現金HK$50 使用 

➢ HK$50 雪糕火鍋折扣優惠券有效期至2018年4月30日 

 

3. 免費升級優惠券2張 

➢ 免費升級優惠券於指定Häagen-Dazs™專門店購買雙球雪糕，可升級為三球雪

糕 
➢ 所有免費升級優惠券有效期至2018年5月27日 

凡購買 $45現金禮券/單球雪糕禮券套裝 或 $65現金禮券/雙球雪糕禮券套裝，每套均可獲以下贈品 : 

 

Häagen-Dazs™新春利是封 8 個 

注意 : 圖片只供參考。所有禮券及優惠券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禮券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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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A. 禮券及優惠券 

1. 所有新年現金禮券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 

 

2. 新年現金禮券「Freebie」內的優惠券有效期  

• 所有雪糕蛋糕優惠券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最後取餅日為 2018 年 5 月 31 日。 

• 所有雪糕火鍋折扣優惠券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 免費升級優惠券有效期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  

 

3. 各款新年現金禮券及優惠券均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 

 

4.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只適用於指定換領日期及地點。 

 

5.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受更多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禮券或優惠券背面。 

 

6.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需有授權印鑑方為有效，影印本無效。 

 

7.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不能兌換現金、現金券及其他貨品。 

 

8.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不可與 Häagen-Dazs™ Club 會員折扣、現金券或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9. 所有禮券及優惠券如損毀或過期即作廢無效。 

 

10. 如禮券及優惠券遺失或過期，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恕不負責及恕不補發。 

 

11. 如作商業推廣用途，必須事先獲得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書面同意。 

 

12. 如有任何爭議，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保留最終決議權。 

 

B. 訂購及送券安排 

1. 本公司將於收到訂單後的 3 個工作天內處理訂單。如未能收到本公司確認電郵，請致電 2629 6175 (星期一至五：上午 9:30 至 12:30 及下午 2:00 至 6:00；星期六、日

及公眾假期除外)。每日截單時間為中午 12:00；中午 12:00 後的訂單將於下一個工作天處理。 

  

2. 禮券將於客戶收到確認電郵後的 3 個工作天內(不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處理及安排送遞。 

 

3. 訂購一經確認，恕不可取消或更改，已繳付之款項亦將不獲退還。 

 

4. 每張傳真表格只接受一個商業/住宅地址送券點(只適用於訂購指定數量禮券)；送券範圍不包括禁區、離島及偏遠地區。  

 

5. 如因訂購人提供不全面或不正確之資料而導致送遞文件遺失，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td. 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及不會退還已繳付之款項和重新發出禮券。如禮券被

退回，而要再次送遞，需收取 HK$50 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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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閣下的私隠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我們或 我們的)，為 Häagen-Dazs，在收集、儲存、使用及傳送個人資料時尊重閣下的私隱法律權利，而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會說明我們

的私隱實務。我們的政策是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 (第 486 章)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及私隱專員發出的有關實務守則及指引的規定。為執行此政策，我們將確保我們

的職員依循在保安及保密方面的最嚴格標準。 

以下將詳細說明我們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及方法，請仔細閱讀及理解。 

個人資料指任何個人身份識別資料或敏感資料(例如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VIP Club 會員號碼、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收

入、公司地址) 

 

2.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將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用途 

 

於閣下參與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市場推廣活動、市場或產品調查、客戶服務、購物或申請成為我們的會員時，可能會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將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 

i. 向閣下提供有關我們的最新資訊，通告及其他信息; 

ii. 參加及維持閣下作為我們的會員的會員資格; 

iii. 向閣下發出關於作為我們的會員閣下可享有的福利和優惠的通知; 

iv. 通知有關會員計劃的任何修訂; 

v. 建立關係; 

vi. 核實閣下的身份; 

vii. 處理及跟進訂單、服務要求、查詢及投訴; 

viii. 按照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有約束力的任何法例要求，向任何香港政府機構披露個人資料;及 

ix. 讓我們能夠更加了解會員的人口特徵。 

 

3. 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 ; 除非我們已得到閣下的同意，否則我們並不可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我們將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推廣以下的產品和服務: 

i.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的任何產品推廣活動、最新推廣優惠資訊、市場或產品調查; 

ii. 有關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提供的市場推廣活動、新產品推出及其他推廣優惠、公關活動、店舖開幕活動、市場推廣獎賞優惠、生日優惠、免費試食

產品、店內推廣的最新消息 

 

4. 披露 

就有關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收集其個人資料, 我們將會 

i. 告知閣下我們正在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 及我們將會對我們所收集的該等個人資料作出使用 

ii. 在相關情況下, 給予閣下選擇反對其個人資料作以上描述之用途 

iii. 告知閣下我們將如何儲存閣下之個人資料及如何查閱, 改變同刪除已儲存之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之個人資料 

 

5. 保安 

除上述第 4 段所述外，閣下的個人資料(不論以任何方式儲存)將只限於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已獲授權查閱該等資料的顧員或服務供應商方可查閱。被或將被指定

負責處理個人資料的僱員和服務供應商會根據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行事。 

 

6. 資料的保留 

我們將只會為履行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目的所需而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我們亦可能因應統計目的而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 

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將予以銷毀。 

 

7. 確認 

閣下簽署有關的條款同意時，即表示閣下明白及同意上述條文。 

 

8. 聯絡我們 

如閣下要求: 

i. 查閱或更正資料;  

ii. 提供關於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實務的一般資料; 

iii. 提供關於 General Mills Hong Kong Limited 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可聯絡: 

客戶服務熱線:  2629 6116 (Häagen-Dazs) 

電郵:  haagendazs.hongkong@genmills.com (Häagen-Dazs)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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