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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What We Do



使命 Mission
讓烘焙成為任何人都可享受的零壓力休閒活動

Make baking a hassle-fre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願景 Vision
將烘焙「除專業化」

De-professionalize the concept of “Baking”



旺角
家樂坊

Mongkok

銅鑼灣
Oliv

Causeway Bay

元朗
YOHO Mall

Yuen Long

地點 Locations



部分客戶
Past  Clients

5



教學活動/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Event

透過團體烘焙活動希望讓同學培
養領導精神、提供健康的休閒、
輔助個人發展、自律以及信心等。

透過烘焙過程，發掘潛能或興趣，
過程有如打遊戲闖關，提升按照指
示辦事的能力。同時加強閱讀理解
及處事能力等多方面發展。

BYO全港有多個據點，環境舒適且
交通便利。每間分店均擁有接近二
千呎場地，提供專業器材。



團隊建立
Team Building

小組製作訓練團隊默契

製作班以小組形式(2-4人)進行，過程中組員需透過溝通及合作完成製作。有別於
普通烘焙導師班，自助烘焙講求獨立性，組員需要在沒有導師引領下，透過與組
員的分工逐步由零闖關開始製作。

在輕鬆及充滿歡樂的氣氛下建立團隊默契，促進同事間感情。



親子活動
Family Activities

親子烘焙 促進家庭和諧

家教會經常舉辦的家庭活動，親子烘焙是近年大
熱之選。過程中透過讓孩子發揮創意，共度親子
時光，促進家庭和諧及製造難忘回憶。烘焙涉及
多個步驟，可因應孩子年紀分配不同難度的工作，
在製作過程中發掘及培養孩子興趣。



選擇多彈性大
Variety of  choices makes flexibility
我們提供逾50款不同難度的甜品選擇，來賓可以自由選擇不同款式，無須拘束於每人必須選擇同一款的限制
More than 50 items are available in a variety of difficulties for guests to choose from independently, groups are not 
required to make the same item.
最新款式可瀏覽 For latest menu, please visit: 
www.bakeyourownhk.com/booking

http://www.bakeyourownhk.com/booking


特別款式
Special Menu
我們除了不定時會推出新款及季節性
產品，店內亦有提供適合素食者的全
素系列，及為毛孩而設的寵物系列。
Other than seasonal new items, we 
also provide “Vegan Choices” for 
special needed guests and “Pet-
friendly” choices.

[Vegan] Caramel Drip Cake

[寵物系列] 幸福摩天輪



一般包場收費(正價)
價錢 備註

總人數: ≥ 21 週一至五: $12600/3hr 
週末/紅日: $12600*/3hr

上限: 25^個甜品，人數不限

總人數: 16-20 週一至五: $8400/3hr 
週末/紅日: $9400*/3hr

上限: 20個甜品

總人數: 11-15 週一至五: 7100/3hr  
週末/紅日: $8800*/3hr

上限: 15個甜品

總人數: ≤ 10 週一至五: 6720/3hr 
週末/紅日: $8400*/3hr

上限: 10個甜品

* 周末非繁忙時段價錢 (11-2pm / 7-10pm)
繁忙時段價錢+20% (2-7pm)

^ 額外甜品$300/個

教育團體收費(必須提供機構證明文件)

每場價錢(3小時) 備註
星期一至五(紅日除外) $4999 • 人數不限

• 已包17份指定甜品
• 另加甜品+$300/份星期六、日及紅日 $8000



一般包場收費(正價)
價錢 備註

總人數: ≥ 21 週一至五: $12600/3hr 
週末/紅日: $12600*/3hr

上限: 25^個甜品，人數不限

總人數: 16-20 週一至五: $8400/3hr 
週末/紅日: $9400*/3hr

上限: 20個甜品

總人數: 11-15 週一至五: 7100/3hr  
週末/紅日: $8800*/3hr

上限: 15個甜品

總人數: ≤ 10 週一至五: 6720/3hr 
週末/紅日: $8400*/3hr

上限: 10個甜品

* 周末非繁忙時段價錢 (11-2pm / 7-10pm)
繁忙時段價錢+20% (2-7pm)

^ 額外甜品$300/個

教育團體收費(必須提供機構證明文件)

每場價錢(3小時) 備註
星期一至五(紅日除外) $6000* • 人數不限

• 已包17份指定甜品
• 另加甜品+$300/份星期六、日及紅日 $9600*

*適用於:2023年7月15 – 8月13
2023年9月22 – 10月2

2023年12月15 – 12月26



包場流程
Procedures

提供

1.分店 2.日期

3.時間 4.人數

Provide
1.Branch 2.Date 

3.Time 4.No. of guests

報價

Quotation

繳付50%訂金

(建議一個月前)

50% Deposit
(One month 

before event)

成功留位
Reservation 
completes

活動前一星期
確認款式

Confirm items 
one week 

before event

活動當日繳付
尾數

Settle final 
payment on 
event day



過去活動 Past Events



店內環境
Our Place



分店照片
Shop Photos

旺角店 Mongkok Center 

銅鑼灣店 Causeway Bay Center

元朗YOHO店 Yuen Long Center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p6_UF4xxBHL9v1kK9C9Q6nldx4T5ej9?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_997seuD8khaerSbP10C7zalNruc7uq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UliBS15SZ01qTntYFSqUiAiW_ma_pdH?usp=sharing


Find Us!

+852-63299597

bake.your.own

BYO自助烘焙 – Bake Your Own

www.bakeyourownhk.com events@knbgroup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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