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款】line 和 email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訂購日期 109/9/ 公司行號 

員工編號 可不填 帳款戶名 

訂購人  電話 

收件人  電話 

地址 □□□ 
<需填郵遞區號> 

商品圖示 商品介紹 

    

【成人款】

1. 商品規格：㇐盒
2. 訂購金額
3.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
4.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請將訂購單

品項 
素色平面－大眾色，藍或綠   隨機出貨 - 每箱單

A.彩色平面－紫、藍綠、黃、粉、鵝黃 -  每箱混

B.彩色平面－ 酒紅、粉、黑、橘、淺綠 -  每箱混

備註：  發票是否先寄出: 是  /  否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如確認無誤，請於右方簽章認可後，回傳至本公司

聯絡窗口：高小姐 Irene Kao 

Line:@171luzlp <請告訴我公司行號及姓名> 

聯絡電話：02-2788-3663 分機 338 

傳真電話：02-2788-3662                      

E-MAIL：irenekao.waw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461 號 6 樓 

購物說明：如欲購買本產品可直接填寫訂購單匯款

有專人為您服務。 

付款說明： 

1. 目前提供匯款方式。 

2. 匯款完成請通知聯絡窗口，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

物流及運費： 

1. 台灣本島已含運，外島運費另外計算。 

2. 本商品都會開立發票，5%營業稅已含在內。

3. 核對款項後，將依訂單排程依序出貨，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退、換貨注意事項： 

4. 瑕疵、錯誤商品：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

5. 若有毀損，缺件或包裝不完整，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

退款事項： 

我們將於收到退回商品 14 個工作天內，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必填 統一編號 無 / 有

 帳號末 7 碼 
附上匯款

 EMAIL  

 本次訂購 首購  /

】台灣製造 醫療級  彩色平面口罩   
商品規格：㇐盒 50 片，40 盒/箱。(各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訂購金額皆已含運含稅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於  11 月陸續出貨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請將訂購單+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數量(箱) 售價/箱 小計

每箱單一色  10,000/1 

每箱混五色  12,000/1 

每箱混五色  12,000/1 

總計 新台幣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回傳至本公司。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資料： 

戶名：蛙蛙文創有限公司 

銀行：第一銀行 007(連城分行

帳號：236-10-023210 

統編：29140901 

匯款單可截圖或拍照附上，並回傳至 irenekao.wawa@gmail.com

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核對確認後將開始安排商品。 

。 

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聯絡窗口 02-2788-3663#338（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00

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販售價值，我司有權不予退貨 

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有:  

匯款單據(可截圖或拍照) 

/   追加 ：________箱  必填                            

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小計 

 

 

 

                                元整(含運/含稅) 

 

 

連城分行 2366) 

 

irenekao.wawa@gmail.com 或傳真，我們將

12:00,13:00-18:00） 

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兒童款】7-12 歲 line 和 email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訂購日期 109/9/ 公司行號

員工編號 可不填 帳款戶名

訂購人  電話

收件人  電話

地址 □□□ 
<需填郵遞區號> 

商品圖示 商品介紹 

    【兒童款】台灣製造

1. 商品規格：㇐盒

2. 每片優惠價 6 

3.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

4.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5. 大眾色：藍色、綠色

※請將訂購單+
品項 

大童平面口罩(建議：中班～小四) 14.5x9cm

備註：發票是否先寄出: 是  /  否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如確認無誤，請於右方簽章認可後，回傳至本公司

聯絡窗口：高小姐 Irene Kao   

Line:@171luzlp <請告訴我公司行號及姓名> 

聯絡電話：02-2788-3663 分機 338 

傳真電話：02-2788-3662                      

E-MAIL：irenekao.waw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461 號 6 樓 

購物說明：如欲購買本產品可直接填寫訂購單匯款

有專人為您服務。 

付款說明： 

1. 目前提供匯款方式。 

2. 匯款完成請通知聯絡窗口，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

物流及運費： 

1. 台灣本島已含運，外島運費另外計算。 

2. 本商品都會開立發票，5%營業稅已含在內。

3. 核對款項後，將依訂單排程依序出貨，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退、換貨注意事項： 

4. 瑕疵、錯誤商品：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

5. 若有毀損，缺件或包裝不完整，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販售價值

退款事項： 

我們將於收到退回商品 14 個工作天內，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公司行號 必填 統一編號 無 

帳款戶名  帳號末 7 碼 
附上

電話  EMAIL  

電話  本次訂購 首購

台灣製造 醫療級    素色平面 醫療口罩   

商品規格：㇐盒 50 片，40 盒/箱。(同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元(含運含稅)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於 11 月陸續出貨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藍色、綠色 (隨機出貨) 

+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數量(箱) 售價/箱 小計

14.5x9cm  12,000/1  

總計 新台幣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回傳至本公司。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資料： 

戶名：蛙蛙文創有限公司 

銀行：第一銀行 007(連城分行

帳號：236-10-023210 
統編：29140901 

匯款單可截圖或拍照附上，並回傳至 irenekao.wawa@gmail.com

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核對確認後將開始安排商品。 

。 

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聯絡窗口 02-2788-3663#338（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00

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販售價值，我司有權不予退貨 

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 有:  
附上匯款單據(可截圖或拍照) 

首購  /   追加 ：________箱  必填                            

同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小計 

                                元整(含運/含稅) 

 

連城分行 2366) 

 

irenekao.wawa@gmail.com 或傳真，我們將

12:00,13:00-18:00） 

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幼幼款】2-6 歲 line 和 email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訂購日期 109/9/ 公司行號 

員工編號 可不填 帳款戶名 

訂購人  電話 

收件人  電話 

地址 □□□ 
<需填郵遞區號> 

商品圖示 商品介紹 

    

【幼幼款
1. 商品規格：㇐盒

2. 每片優惠價

3.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

4.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5. 大眾色：

※請將訂購單
品項 

小童平面口罩(建議：中班以下) 12.5x9cm 

備註：發票是否先寄出: 是  /  否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如確認無誤，請於右方簽章認可後，回傳至本公司

聯絡窗口：高小姐 Irene Kao 

Line:@171luzlp <請告訴我公司行號及姓名> 

聯絡電話：02-2788-3663 分機 338 

傳真電話：02-2788-3662                      

E-MAIL：irenekao.wawa@gmail.com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461 號 6 樓 

購物說明：如欲購買本產品可直接填寫訂購單匯款

有專人為您服務。 

付款說明： 

6. 目前提供匯款方式。 

7. 匯款完成請通知聯絡窗口，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

物流及運費： 

3. 台灣本島已含運，外島運費另外計算。 

4. 本商品都會開立發票，5%營業稅已含在內。

8. 核對款項後，將依訂單排程依序出貨，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退、換貨注意事項： 

9. 瑕疵、錯誤商品：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

10. 若有毀損，缺件或包裝不完整，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

退款事項： 

我們將於收到退回商品 14 個工作天內，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

不要重複傳訂單喔請耐心等待回覆 

 必填 統一編號 無 / 有: 

  帳號末 7 碼 
附上匯款單據

 EMAIL  

 本次訂購 首購  /   

 

幼款】台灣製造 醫療級    素色平面 醫療口罩
商品規格：㇐盒 50 片，40 盒/箱。(同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每片優惠價 6 元(含運含稅)  

我司將依訂單匯款順序，於 11 月陸續出貨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大眾色：藍色、綠色 (隨機出貨) 

※請將訂購單+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數量(箱) 售價/箱 小計 

  12,000/1 

總計 新台幣                               

一個訂單開一張發票> 

回傳至本公司。            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資料： 

戶名：蛙蛙文創有限公司 

銀行：第一銀行 007(連城分行

帳號：236-10-023210 

統編：29140901 

匯款單可截圖或拍照附上，並回傳至 irenekao.wawa@gmail.com

並回傳訂購單及匯款單據，核對確認後將開始安排商品。 

。 

出貨時間請詢問專員。 

請於收到商品七日內電洽聯絡窗口 02-2788-3663#338（週一至週五 09:30-12:00,13:00

以致缺乏完整性及失去販售價值，我司有權不予退貨 

以銀行匯款方式退還您的款項，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  
附上匯款單據(可截圖或拍照) 

   追加 ：________箱  必填                            

醫療口罩          
同款式以箱為單位購買)  

  

口罩保證為台灣製造商，並符合政府衛服部醫器證字號標準 

匯款證明回傳，將由專人去電與您確認，確認後即完成訂購 

 

                                  元整(含運/含稅) 

 

連城分行 2366) 

 

irenekao.wawa@gmail.com 或傳真，我們將

12:00,13:00-18:00） 

款項匯入之帳戶須為訂購人戶名開立之帳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