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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订购邮寄订购邮寄订购邮寄订购：：：：香港中环德辅道中香港中环德辅道中香港中环德辅道中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71717171号永安集团大厦号永安集团大厦号永安集团大厦号永安集团大厦 26262626楼楼楼楼「「「「国际金钱国际金钱国际金钱国际金钱((((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       (       (       (若阁下已透过若阁下已透过若阁下已透过若阁下已透过 WhatsAppWhatsAppWhatsAppWhatsApp、、、、传真或电邮递交订购表格传真或电邮递交订购表格传真或电邮递交订购表格传真或电邮递交订购表格，，，，则毋须再寄上订购表格则毋须再寄上订购表格则毋须再寄上订购表格则毋须再寄上订购表格，，，，以免重复以免重复以免重复以免重复。。。。))))        

    

    

香港生肖精装纪念章订购表格 □□□□    本人明白订购下列本人明白订购下列本人明白订购下列本人明白订购下列《《《《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 ( ( ( (「「「「瑰丽版瑰丽版瑰丽版瑰丽版」」」」精装精装精装精装银银银银章除外章除外章除外章除外))))，，，，每订购一枚每订购一枚每订购一枚每订购一枚////套套套套，，，，即免费获赠即免费获赠即免费获赠即免费获赠「「「「富贵金猪富贵金猪富贵金猪富贵金猪」」」」((((价值价值价值价值 $698)  $698)  $698)  $698) 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多买多买多买多买                                                                                                                                                                            多送多送多送多送，，，，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送完即止。。。。        甲、本人欲订购以下《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     

WhatsAppWhatsAppWhatsAppWhatsApp：：：：    5112 09845112 09845112 09845112 0984    
传真订购传真订购传真订购传真订购：：：：    2537 14282537 14282537 14282537 1428    
查询热线查询热线查询热线查询热线：：：：    2845 83302845 83302845 83302845 8330    
电邮订购电邮订购电邮订购电邮订购：：：：    icl@coins.com.hkicl@coins.com.hkicl@coins.com.hkicl@coins.com.hk    

编号 订品名称 数量 

 售价 （港币）  总额 （港币） 
1 「金中经典」精装金章 枚 $6,096 $ 

2 「金中之宝」精装金章 枚 $24,080 $ 

3 「金中玲珑」精装金章 枚 $2,628 $ 

4 精装金章套装 套 $31,096 $ 

5 精装金银章套装 套 $9,180 $ 

6 「瑰丽版」精装银章 枚 $808 $ 

7 「金中之尊」精装金章 枚 $110,080 $ 

8 「银中之尊」精装银章 枚 $4,396 $ 

 甲部总额 HK$  

 乙、本人欲订购以下生肖精装纪念章：  精装 生肖章 

「金中经典」 精装金章 

「金中之宝」 精装金章 

「金中玲珑」 精装金章 
精装金章套装 精装金银章套装 

「瑰丽版」 精装银章 

「金中之尊」 精装金章 

「银中之尊」 精装银章 

2018 狗 ＿枚         $6,136 ＿枚      $24,180 ＿枚         $2,650 ＿套       $31,320 ＿套        $9,280 ＿枚          $810 ＿枚       $110,380  ＿枚        $4,420 

2017 鸡 ＿枚      $6,236 ＿枚     $24,280 ＿枚       $2,688 ＿套      $31,496 ＿套       $9,320 ＿枚         $838 ＿枚      $110,480 ＿枚 $4,496 

2016 猴 ＿枚      $6,380 ＿枚      $24,580 ＿枚       $2,730 ＿套       $31,800 ＿套       $9,496 ＿枚         $898 ＿枚      $110,680 ＿枚 $4,628 

2015 羊 ＿枚      $6,260 ＿枚      $24,680 ＿枚       $2,730 ＿套       $31,800 ＿套       $9,380 ＿枚         $848 ＿枚      $110,696 ＿枚 $4,496 

2014 马 ＿枚      $6,380 ＿枚     $24,680 ＿枚        $2,928 ＿套       $32,296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枚  $111,380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2013 蛇 ＿枚         $6,596 ＿枚      $24,396 ＿枚       $2,928 ＿套       $33,196 ＿套        $9,780 ＿枚         $998 ＿枚      $111,680 ＿枚 $4,736 

2012 龙 ＿枚     $6,696 ＿枚     $24,996 ＿枚       $2,998 ＿套      $33,396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售价另议 ＿枚 $4,728 

                                                                                   乙部总额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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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总额 (甲部 + 乙部＋丙部)﹕HK$  

 

 

售价 数量 丙部总额(HK$) 

□$298 

超值换购价 

绝版《黑便士》黄金珍邮 

凡购买任何珍品，加HK$198即可换购绝版《黑

便士》黄金珍邮一套；如无购买，也可以售价

HK$298订购，每人限购 5套，数量有限，售

完即止。 
□$198 

 套 

 

丙、本人欲订购以下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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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人资料申请人资料申请人资料申请人资料    (请以英文正楷填写以下数据)   申请人姓名 (先生/女士)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客户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栏由职员填写)  身分证号码：������� (�)                                  (用作核对客户之身份)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邮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只适用于首次订购之新客户) 本人明白成功订购后，即成为国际金钱／国际珍藏有限公司之会员，可享受贵司提供的免费珍藏信息及特有优惠，并同意是次订购提供的资料只供贵司作珍藏品推广。  �不同意    申请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明白/同意遵守及履行本申请表所载之条款及细则)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付款方式 (请以 ����    表示)    本人选择以下方式付款：  A. ����    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 (申请人与持卡人须为同一人) 请在本人之 �Visa  �MasterCard  账户内支取所需款项。  信用卡号码：  
���� ���� ���� ����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须最少有 4 个月)    持卡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须与信用卡上之签名相同）   B. ����    支票支票支票支票////本票本票本票本票 (仅适用于邮寄订购)  请附上抬头为「国际金钱 (香港) 有限公司」的划线支票/本票，以支付订购之款项。(只限香港的银行发出)  支票 /本票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 □ □ □ 银行户口转帐银行户口转帐银行户口转帐银行户口转帐／／／／入数入数入数入数 本人已把所需金额直接存入「国际金钱（香港）有限公司 」 之汇丰银行户口：181-736786-001 (INTL COINS (HK)LTD) 现附上入数纸（正副本皆可）／转帐证明（可截图显示），连同此订购表格一并交回。（入数纸／转帐证明必须显示金额与交易日期及时间。）  

 3. 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条款及细则       A. 「富贵金猪」只赠予成功订购《香港猪年精装纪念章》 (「瑰丽版」精装银章除外) 之客户，每订购一枚/套，可获赠一件，多买多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B. 预留相同编号证书之安排（五安士精装金章除外），仅限于 2019年 1 月 15 日或之前递交之申请，逾期交表恕不受理。有关申请并将根据电脑纪录作出适当安排，客户或需交回现已持有的证书给本公司，以便本公司统一证书编号。  C. 瑰丽十二生肖纪念章套装珍藏盒（价值 HK$998）仅限免费赠予拥有连续八年属相同规格的生肖精装纪念章（2012 龙年 - 2019猪年，五安士精装金银章除外）的客户。客户如拥有之规格属精装金章套装或精装金银章套装，可选择套装内的其中一款以获赠十二生肖纪念章套装珍藏盒。珍藏盒将根据客户购买纪录送赠。  D. 成功申请之客户，将于确认订购后 8至 12个星期内获专函通知，申请人务请于领货通知书发出日期后的三个月内前来领取纪念章及赠品(如适用)。  E. 绝版《黑便士》黄金珍邮不设免费送递服务。优惠期有限，售完即止。  F. 纪念章数量有限，订购申请将按先到先得原则处理。成功申请者，将获专人以电话／专函／电邮通知。  G. 如订购未获接纳，有关订款将无息退还。以信用卡订购之申请，订款将以过账形式退还予该信用卡户口，而以支票／本票订购之申请，订款将以支票形式按申请表格上所填写的地址以平邮退还予申请人。如有邮误，概由申请人负责。  H. 邮寄订购接受支票／银行本票／信用卡付款方式。国际金钱保留任何形式付款之过账权利，惟过账并不表示申请已获接纳，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国际金钱亦有权拒绝接受任何申请。  I. 不论任何订购途径，所有订购一经确认，均不能取消。  J. 送递往香港境外的地区所需之运费，须由申请人自付。国际金钱将按送递地点、货品重量及体积而另行报价。如欲报价，请Whatsapp (852) 5112 0984、致电(852) 2845 8330、传真至(852) 2537 1428 或电邮至 icl@coins.com.hk 与国际金钱客户服务部联络。  K. 如没有特别注明，海外收货地区征收之税项，包括入口税及销售税等，均由收货人自付。珍品所征收之税项一律根据当地海关而订。  L. 国际金钱保留随时更改及终止任何优惠或条款与细则之最终决定权，而毋须另行通知。  M. 国际金钱保留随时更改产品价钱之权利，而毋须另行通知。  N. 国际金钱网页所示之所有产品价钱皆以港元为单位。  O. 倘若此网页内所载的图像、文字或照像与国际金钱珍品所示的有任何差异，则以珍品所示的为准，而珍品的真实性及真确性绝不受该等差异之影响。  P. 本网站内容为国际金钱的资产，或由国际金钱取得有关珍品及信息供货商或其所有权人之特许、授权使用。有关版权、商标、服务标记、专利权或其它所有权的权利乃属于国际金钱或有关珍品及信息供货商或其所有权人所有的。未经许可，任何人士不得修改、转载或发放其全部或部份内容。   4.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本公司可能会日后为您介绍国际金钱和其集团内其它公司之产品及服务资料。如果您不希望收取此等资料，敬请致函本公司。此项安排不另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