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售價包裝規格 會員(9折) 2萬(65折) 4萬(6折) 6萬(55折)

650 585 423 390 358

220 198 143 132 121

120 108 78 72 66

100

3入5入10入30入產品名稱

包裝規格

3入5入10入30入產品名稱

90 65 60 55

30g蓮藕杏仁茶

37g黑芝麻糊

32g山藥營養餐

22g芋香椰奶

10g台灣薑母茶

16g寒天木耳飲

37g杏仁麥片飲

13g黑糖四物飲

30g碳燻烏梅湯

25g南瓜營養餐

13g台灣桂圓茶

10g

12g

元氣紅棗茶

蔬果五青汁

芋頭香菇粥 41g*18包/盒 650 585 423 390 358

元氣養生粥 44g*18包/盒 650 585 423 390 358

元氣養生粥 44g*3包/盒 130 117 85 78 72

元氣養生粥 32g*3包/盒 100 90 65 60 55

芋頭香菇粥 41g*3包/盒 130 117 85 78 72

芋頭香菇粥 30g*3包/盒 100 90 65 60 55

33g十穀營養餐

10g台灣牛蒡茶

22g楓糖奶茶

22g綠香奶茶

35g洛神花茶

10g即溶糙米茶

40g正宗糙米茶

8g即溶蔬菜湯

13g野菜味噌湯

蔬菜湯糙米茶 體驗盒

盒數 金額

訂購
數量

金額
小計零售價 4萬

(6折)
6萬
(55折)

2萬
(65折)

會員
(9折)

訂  購  單: 訂  購  單: 

電話：02-2222-1808 傳真：02-2222-1707
官網:http://www.kingkung.com 
E-mail：123@kingkung.com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94巷12號

●ISO-22000、HACCP、HALAL食品驗證●

訂單日期:     年    月    日2018

電話：02-2222-1808 傳真：02-2222-1707
官網:http://www.kingkung.com 
E-mail：123@kingkung.com
地址：235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94巷12號

●ISO-22000、HACCP、HALAL食品驗證●

訂單日期:     年    月    日2018

30 10 5 3



★訂購蔬菜湯90入或60入乙盒

  贈3入隨行裝產品任三盒！

  （搭贈商品可任選3入隨行裝3盒）

■訂購蔬菜湯 □90入 _______盒   □60入 _______盒

■贈 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

★至京工FB按讚+留言+評論

  5顆星，享滿額贈優惠1次

  （金額累積不含60入以上商品及輔銷品）

■於京工粉絲團

■訂購滿

□按讚     □評論5顆星     □留言

□2000元 □3000元 □5000元 ■贈 __________

□大包裝____________盒   □中包裝____________盒   

□小包裝____________盒   □隨行裝____________盒

□母親節禮盒________盒   □暢銷禮盒__________盒  

□營養餐禮盒________盒   □養生禮盒__________盒  

■訂購京工

■訂購禮盒

★凡訂購京工全系列

  產品及京選禮盒，

  享有買3送1優惠！

  （此活動不含60入以上商品、

   南瓜營養餐及輔銷品，價格

   不同時以價高3盒計算。）

5包*6款/盒 800 720

6包/盒

550 380450 350

300 270 195 180

150 135

165

520 480 440

98 90 83

正宗蔬菜湯

休閒杯500cc 燜燒杯600cc

京工禮盒
(母親節/暢銷/

營養餐/養生

大禮盒)

六小福禮盒
(舞茶/杏仁/

山藥禮盒)

訂購
數量

金額
小計

★舞茶宴小禮盒內容物：杏仁茶/牛蒡茶/芋椰奶/楓奶茶/綠奶茶/烏梅湯

★杏仁茶小禮盒內容物：蓮藕杏仁茶*6入  ★山藥餐小禮盒內容物：山藥營養餐*6入

★母親節禮盒內容物:蓮藕杏仁茶/山藥營養餐/黑芝麻糊/洛神花茶/寒天木耳飲/黑糖四物飲

★暢銷禮盒內容物:蓮藕杏仁茶/山藥營養餐/黑芝麻糊/芋香椰奶/台灣薑母茶/寒天木耳飲

★營養餐禮盒內容物:黑芝麻糊/山藥營養餐/南瓜營養餐/十穀營養餐/杏仁麥片飲/野菜味增湯

★養生禮盒內容物:即溶蔬菜湯/即溶糙米茶/元氣紅棗茶/台灣桂圓茶/台灣薑母茶/台灣牛蒡茶

經銷會員類別 會員      預付 2 萬     預付 4 萬     預付 6 萬

付款方式    宅配代收    傳真刷卡   郵局劃撥    銀行匯款

送貨時段    10-12 時    12-17 時   17-20 時

(消費滿額免運費)運費 NTD$           元

聯絡事項:

金額總計 NTD$                   元

訂購人:                電話:                   手機:                   信箱:

※送貨及運費：
1.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3點前訂貨，貨品於當日寄出，隔天送達。
2.運費100元，會員單筆訂貨金額達2000元以上免運費，經銷預付
  客戶達5000元以上免運費。
※客服部確認專線：02-2222-1808  傳真專線：02-2222-1707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歡迎來電洽詢

※付款方式：可任選下列一種付款方式.
1.宅配代收：以現金支付。         
2.刷卡：傳真刷卡。
3.匯款：郵局，帳號：19606759，戶名：京工興業有限公司
        銀行，臺北富邦銀行中和分行，帳號：681-10200-6167 
        戶名：京工興業有限公司。

※送貨及運費：
1.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3點前訂貨，貨品於當日寄出，隔天送達。
2.運費100元，會員單筆訂貨金額達2000元以上免運費，經銷預付
  客戶達5000元以上免運費。
※客服部確認專線：02-2222-1808  傳真專線：02-2222-1707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歡迎來電洽詢

※付款方式：可任選下列一種付款方式.
1.宅配代收：以現金支付。         
2.刷卡：傳真刷卡。
3.匯款：郵局，帳號：19606759，戶名：京工興業有限公司
        銀行，臺北富邦銀行中和分行，帳號：681-10200-6167 
        戶名：京工興業有限公司。

送貨地址:
縣
市

市鄉
區鎮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活動期限 2018/06/30 止

15g*10包/盒

產品名稱 零售價 會員(9折) 2萬(65折) 4萬
(6折)

6萬
(55折)

數量
小計

金額
小計

2400 2160 1560 1440 1320

15g*90包/盒正宗蔬菜湯 15g*60包/盒即溶蔬菜湯

包裝規格

包裝規格

包裝規格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

零售價 會員(9折) 2萬(65折) 4萬(6折) 6萬(55折)

因每日貨運配送貨量不同故
無法保證於您勾選的時間內
一定會送達，敬請知悉！

數量 數量
數量
小計

金額
小計零售價 批價 零售價 批價輔銷品 輔銷品

數量 數量

節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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