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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寄訂購郵寄訂購郵寄訂購郵寄訂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香港中環德輔道中香港中環德輔道中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71號永安集團大廈號永安集團大廈號永安集團大廈號永安集團大廈 26樓樓樓樓「「「「國際金錢國際金錢國際金錢國際金錢(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WhatsApp：：：： 5112 0984 
傳真訂購傳真訂購傳真訂購傳真訂購：：：： 2537 1428 
查詢熱線查詢熱線查詢熱線查詢熱線：：：： 2845 8330 
電郵訂購電郵訂購電郵訂購電郵訂購：：：： icl@coins.com.hk 

                             (若閣下已透過若閣下已透過若閣下已透過若閣下已透過WhatsApp、、、、傳真或電郵遞交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遞交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遞交訂購表格傳真或電郵遞交訂購表格，，，，則毋須再寄上訂購表格則毋須再寄上訂購表格則毋須再寄上訂購表格則毋須再寄上訂購表格，，，，以免重複以免重複以免重複以免重複。。。。) 

      

國際金錢國際金錢國際金錢國際金錢(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英女王守護神獸英女王守護神獸英女王守護神獸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蘇格蘭獨角獸蘇格蘭獨角獸蘇格蘭獨角獸》》》》紀念幣系列紀念幣系列紀念幣系列紀念幣系列專用訂購表格專用訂購表格專用訂購表格專用訂購表格 
 

本人欲訂購以下之珍品： 訂品名稱 數量 售價  (HK$) 總額 (HK$) 售價 □ $1,128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 安士精裝銀幣 枚 □ $1,080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售價 □ $6,480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4 安士精裝金幣 枚 □ $6,380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售價 □ $25,380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 安士精裝金幣 枚 □ $24,800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售價 □ $5,596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5 安士精裝銀幣 枚 □ $5,396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售價 □ $119,980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5 安士精裝金幣 枚 □ $118,000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售價 □ $11,380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0 安士精裝銀幣 枚 □ $10,980 $ 售價 □ $24,996 優惠價^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 公斤精裝銀幣 枚 □ $24,496 $ 《英女王守護神獸 － 蘇格蘭獨角獸》1 公斤精裝金幣 枚  $638,000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英女王守護神獸 －左右護盾神獸》普鑄幣套裝 套 $338 售罄售罄售罄售罄  總額 (HK$)： $  ̂ 優惠價僅適用於曾透過本公司成功訂購由英國皇家鑄幣局發行之《英女王守護神獸 － 英格蘭雄獅》精裝金銀幣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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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申請人資料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以下資料) 

 客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欄由「國際金錢(香港)有限公司」填寫) 

 申請人姓名 (先生/女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  申請人只須填寫身分證號碼前的英文字母及首四個數字。此資料將用作核對客戶之身分。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樓)       (座)            (樓宇/屋苑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號數及名稱)                     (地區)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只適用於首次訂購之新客戶) 本人明白訂成功購後，即成為國際金錢／ 國際珍藏有限公司之會員，可享受貴司提供的免費珍藏資訊及特有優惠， 並同意是次訂購提供的資料只供貴司作珍藏品推廣。   �不同意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明白/ 同意遵守及履行本申請表所載之條款及細則)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請以 ���� 表示) 本人選擇以下方式付款： 
 
A. � 支票/本票  (只適用於香港地區訂購) 
 請附上抬頭為「國際金錢 (香港) 有限公司」的劃線支票/本票，以支付訂購珍品之款項。 

 

B. � 信用卡  (適用於 WhatsApp / 郵寄 / 傳真 / 電郵訂購)  

(如以信用卡付款，申請人與信用卡持卡人須為同一人) 
 請在下列之 �Visa  �MasterCard  賬戶內支取所需款項。 信用卡號碼： 

���� ���� ���� ����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須至少尚餘 4 個月)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須與信用卡上之簽名相同） 

 若閣下已透過 WhatsApp、傳真或電郵遞交訂購表格，則毋須再寄上訂購表格，以免重複。 

 

3. 送遞方式送遞方式送遞方式送遞方式 (請以 ���� 表示) 選擇自行提取之客戶，可獲贈精美禮品乙份。  
�  自行提取（可獲贈精美禮品乙份）  
�  送遞（如選擇送遞者，請填寫收貨人資料） 

 4. 收貨人資料收貨人資料收貨人資料收貨人資料 如收貨人與申請人資料不相同，請填妥以下資料：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收貨人姓名(先生/女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樓)       (座)            (樓宇/屋苑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號數及名稱)             (地區)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A. 凡成功訂購本系列任何一款精裝金銀幣（1 盎司銀幣除外），每成功訂購一枚可獨家免費獲贈紀念幣設計圖一幅。設計圖只送不賣，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B. i)  選擇自行提取訂品之成功申請客戶，將於確認訂購後 8 至 10 星期內獲專函通知，申請人務請於領貨通知書發出日期後的三個月內前來領取珍品。領取珍品時可獲贈精美禮品乙份。        ii)  選擇送遞服務之成功申請客戶，訂品將於確認訂購後 8 至 10 星期內送上。(香港以外的訂購，珍品將於確認訂購後 8 至 12 星期內送上) 
 
C. 由於紀念幣全球搶購激烈，本地配額十分有限，各規格將隨時售罄，故所有訂購將視乎可供數量，並以先到先得之原則處理，不論網上訂購或任何方式之遞交申請一律不代表成功訂購，並需有待確認。 
 D. 如訂購未獲接納，有關訂款將無息退還。以信用卡訂購之申請，訂款將以過賬形式退還予該信用卡戶口，而以支票／本票訂購之申請，訂款將以支票形式按申請表格上所填寫的地址以平郵退還予申請人。如有郵誤，概由申請人負責。  E. 郵寄訂購接受支票／銀行本票／信用卡付款方式。ICL 保留任何形式付款之過賬權利，惟過賬並不表示申請已獲接納，而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ICL 亦有權拒絕接受任何申請。  F. 不論任何訂購途徑，所有訂購一經確認，均不能取消。  
G. 除特別註明外，所有珍品皆設有免費送貨服務，送遞範圍包括港島、九龍及新界（郵政信箱除外）。離島地址（東涌除外）及偏遠地區（包括愉景灣、馬灣及圍村等）則須付運費。若對免費送遞範圍有任何疑問，請WhatsApp至(852) 5112 0984、致電(852) 2845 8330、傳真至(852) 2537 1428 或電郵至 icl@coins.com.hk與ICL客戶服務部聯絡。 

 H. 送遞往香港境外的地區所需之運費，須由申請人自付。ICL將按送遞地點、貨品重量及體積而另行報價。如欲報價，請WhatsApp至(852) 5112 0984、致電(852) 2845 8330、傳真至(852) 2537 1428或電郵至 icl@coins.com.hk與 ICL客戶服務部聯絡。  
I. 如沒有特別註明，海外收貨地區徵收之稅項，包括入口稅及銷售稅等，均由收貨人自付。珍品所徵收之稅項一律根據當地海關而訂。 

 J. ICL 保留隨時更改及終止任何優惠或條款與細則之最終決定權，而毋須另行通知。  K. ICL 保留隨時更改產品價錢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L. ICL網頁所示之所有產品價錢皆以港元為單位。 
 
M. 倘若此網頁內所載的圖像、文字或照像與 ICL 珍品所示的有任何差異，則以珍品所示的為準，而珍品的真實性及真確性絕不受該等差異之影響。 

 
N. 本網站內容為 ICL 的資產，或由 ICL 取得有關珍品及資訊供應商或其所有權人之特許、授權使用。有關版權、商標、服務標記、專利權或其他所有權的權利乃屬於 ICL 或有關珍品及資訊供應商或其所有權人所有的。未經許可，任何人士不得修改、轉載或發放其全部或部份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本公司可能會日後為您介紹 ICL 和其集團內其他公司之產品及服務資料。如果您不希望收取此等資料，敬請致函本公司，此項安排不另收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