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套餐123】購買申請同意書
■ 台北：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6號29樓之1
■ 中壢：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8號19樓之1
■ 新竹：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15號3樓

電話：(02)77241155 傳真：(02)77241177
電話：(03)4271155 傳真：(03)4229361
電話：(03)5587788 傳真：(03)5587588

■ 台中：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573號10樓E室
■ 台南：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5號1樓
■ 高雄：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29樓之7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12:30~21:30

電話：(04)23282277 傳真：(04)23282200
電話：(06)3130899 傳真：(06)3132669
電話：(07)5665878 傳真：(07)5665589

■ 申請人資料： 新訂戶加贈活鮮蔬鈣 X1瓶
會員編號：

姓名：

行動電話：

■ YES！我要享有更好的健康品質，自即日起加入健康套餐123年度的行列，同時選擇下列方案：
請勾選

套餐名稱

商品（按月宅配）

售價(PV)

優惠贈品（二擇一） 續訂戶再優惠（二擇一）

新訂戶

套餐1. KOH 2.0套餐
活力淨化 2.0 1x12盒
(理想健康組合) 活力再現 2.0 1x12盒
續訂戶
活力青春 2.0 1x12盒

NT$79,200
(PV:4,356x12期)

□微生理評估券x3
□NT$3,500商品電子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新訂戶

套餐2. 重新得力
活力淨化 2.0 1x12盒
(恢復生機組合) 活力再現 2.0 2x12盒
續訂戶
活力活酵 2.0 1x12瓶

NT$91,080
(PV:5,016x12期)

□NT$3,500商品電子
□微生理評估券x3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套餐3. 輕盈順暢
活力淨化 2.0 1x12盒
(輕鬆舒暢組合) 活力暢源 1x12瓶
活高乳菌 1x12盒
續訂戶
活力果酸錠(新) 1x12瓶

NT$64,200
(PV:3,609x12期)

□微生理評估券x2
□NT$3,500商品電子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新訂戶

套餐4. 平靜安穩
活力青春 2.0 1x12盒
(高枕無憂組合) 活鮮蔬鈣 1x12瓶
續訂戶
常青倍益喜 1x12瓶

NT$57,000
(PV:3,393x12期)

□微生理評估券x2
□NT$3,500商品電子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新訂戶

套餐5. 平平安安
活力淨化 2.0 1x12盒
(鞏固守護組合) 高效-淨醇紅麴 1x12瓶
續訂戶
活躍深海魚油 1x12瓶

NT$63,120
(PV:3,582x12期)

□NT$3,500商品電子
□微生理評估券x2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

新訂戶

套餐6. 元氣人生
活力再現 2.0 1x12盒
(活力固本組合) 活力活酵 2.0 2x12瓶
續訂戶
高效-活復活康 1x12瓶

NT$62,760
(PV:3,513x12期)

□NT$3,500商品電子
□微生理評估券x2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新訂戶

套餐7. 青春美麗
活力活酵 2.0 1x12瓶
(光采亮麗組合) 全效活膚亮采面膜 3x12盒
續訂戶
MJ PRP乳霜 1x12瓶

NT$60,924
(PV:3,730x12期)

□NT$3,500商品電子
□微生理評估券x2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

新訂戶

套餐8. 不老傳說
MJ PRP頂級保養組 x1組
(逆轉青春組合) (一次提領)

NT$128,000
(PV:75,000)

□NT$3,500商品電子
□微生理評估券x2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

套餐9. 自由自在
隨意組合
(自行搭配組合)

NT$56,388
(不得低於)
(PV:3,388x12期)

□微生理評估券x2
□NT$3,500商品電子
抵用券x1
□二代健管電子券x1
微生理評估券x1
□

新訂戶

續訂戶
新訂戶
續訂戶

優惠服務說明（微生理評估券為不記名使用，使用期限及注意事項請見券上說明，二代健管電子券限原生活卡卡內成員使用，NT$3,500商品
抵用券為電子券（PV -2,100），限原購買卡號使用，優惠券自發出日起有效期限一年，逾期未使用者，視同自動放棄。）
● 本活動為於年度訂購區間內每月按月提貨，故本公司保有因應商品變更與追求品質最佳化，所進行商品汰舊換新或升級等之權利，若因此與
原年度訂購商品內容不同時，申請人同意接受換貨或由升級版自動取代。
●

【健康套餐123】購買申請同意書
■ 台北：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6號29樓之1
■ 中壢：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8號19樓之1
■ 新竹：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15號3樓

電話：(02)77241155 傳真：(02)77241177
電話：(03)4271155 傳真：(03)4229361
電話：(03)5587788 傳真：(03)5587588

■ 台中：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573號10樓E室
■ 台南：台南市永康區忠孝路5號1樓
■ 高雄：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15號15樓之5

營業時間：
週一至週五12:30~21:30

電話：(04)23282277 傳真：(04)23282200
電話：(06)3130899 傳真：(06)3132669
電話：(07)2251188 傳真：(07)2270033

■ 付款方式：
□現金NT$

□刷卡NT$

□信用卡授權NT$

持卡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信用卡授權資料

聯絡電話：(日)

出生日期：

(行動)

卡別：□VISA □MASTER
卡號：

(□分期3.6.12期0利率(限特定銀行))

_

持卡人簽名：

年

月

日

地址：
銀行 有效期限

_

_
(請與信用卡相符)

月

年(西元)

末三碼：

授權碼
非全額授權請以萬元為
單位，分期付款除不盡
時餘數於第一期收取。

授權金額NT$

申請人確認所訂購之商品，於購買當日即可全部提領，惟申請人願以下列方式收貨：
商品取貨方式

□每月以物流方式郵寄至下方收件者。
□每月至分公司取貨：□台北 □中壢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姓名：

聯絡電話：(日)

(行動)

收貨地址：
注意事項：1. 本同意書與一般信用卡簽帳單具同等法律效力。持卡人於簽立本同意書時已充分瞭解並同意使用本同意書填載卡號之所持信用卡支付購買商品款項。分期活動為美兆生活事業(股)公司與
特定發卡銀行之合作專案，不適用所有信用卡。
2. 參加本活動，申請人需依財政部頒布『台財稅字第10404684260號函』規定，累積進貨超過七萬七仟元的部分進行申報個人營利所得。
3. 本活動PV值以12個月分期計算至申請人會員卡號，申請當月生效。
4. 微生理評估券為不記名使用，遺失恕不補發。申請當日同時兌領，其餘使用辦法請詳見券上說明。二代健管電子券限原生活卡卡內成員使用，使用期限一年內有效。
5. 凡欲變更送貨地址者，於每月10日(含)前辦理變更，當月出貨即以變更後地址投遞。運送地點限台澎金馬地區且不受理空運。
6. 本活動退換貨辦法，直銷商依照美兆事業營業作業須知辦理；生活卡會員則需於本申請生效七日內辦理。欲辦理退換貨時，必須保持商品原包裝、發票、優惠券之整體完整，至原出貨公
司辦理退換貨。優惠券若有遺失或已折抵使用等因素無法退回，則退貨金額將扣除優惠券市值及其他相關手續費。本活動之退換貨規定，請洽各地分公司。
7. 發卡銀行於此買賣中，僅涉及代墊款項之資金關係，並未介入商品之交付或商品瑕疵等買賣之實體關係。持卡人尚未繳付之金額，不論分期與否，授權金額即商品之總金額，發卡銀行已
將商品總金額一次墊付予商品出售人，尚未繳付之商品金額，皆會佔用持卡人之可用餘額，發卡銀行及商品出售人保留接受訂單與否之權利。倘若在分期付款期間，信用卡發生停用、欠
款、信用貶落或違反發卡銀行信用卡約定條款之情事，則喪失分期付款之權利，須一次付清剩餘分期款項。
8. 本活動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
9. 活動詳情請洽各地分公司，美兆生活保留變更或終止活動權利，相關變更與終止將於各地公告，恕不單獨通知。

□本人(申請人)已確認了解本活動相關細則，

代辦人姓名：

備註：

經辦人：

同時已提領所有商品。
簽章：

日期：

會員卡號：
聯絡電話：

請款單位：
美兆

【健康套餐123－一年份存貨服務申請】
1.本存貨服務將依申請人訂購內容，由美兆公司固定於每月15日(假日順延)郵寄至指定收貨地址，或申請人於每月14日(含)前逕向指
定分公司提取當月郵寄商品。
2.若無法依上述第1點說明進行，則美兆公司將依庫存管理之要求，逕行將剩餘存貨商品全數宅配至收貨地址，或委請申請人一併取
回所有存貨。

申請人確認簽名：
MJ2018.04-1804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