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價格表 

 

型號 產品規格 產品訂價 特約價 專案特惠價 

9908

型 

(亮面) 

29吋 9500 4750 3700 

27吋 8900 4450 3470 

24吋 7900 3950 3080 

9909

型 

(霧面) 

29吋 8900 4450 3470 

27吋 8200 4100 3200 

24吋 7500 3750 2920 

 

 

 

 

 

 

 

 捷尼皮件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0937-894186 

臉書粉絲團：journey688  線上訂單：www.journey.com.tw 
 



公司： 姓  名：

電話： 手  機：

電子郵件：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郵遞區號： 收件人手機：

地址：

總價：

付款方式： (請填代號1或2)

2.ATM轉帳

型號 專案價 黑鐵灰 薔薇紫 芥茉綠 甜心粉紅 煙燻咖啡 孔雀藍

0 9908-29 3700

0 9908-27 3470

0 9908-24 3080

0

型號 專案價 土耳其藍

0 9908-29 3700

0 9908-27 3470

0 9908-24 3080

0

型號 專案價 尊爵黑 櫻花粉 星鑽灰 海洋藍 微笑橘

0 9909-29 3470

0 9909-27 3200

0 9909-24 2920

希望到貨日期：

9909（霧面）最新開發－八輪

(行名：台新銀行(812)    帳號：2080-10-0006774-6 )

捷尼皮件有限公司專案訂單

專案負責人:蕭令婕 詹閔如　

※本訂單請勿私自轉貼於網路上或私自轉售新品，違者本公司將依法追究其責任，並立即停止該公

司所有優惠方案！

※訂購人於訂購單上揭露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員工證明或轉帳帳戶等資訊，同意可用

於檢索查詢、物品寄送、付款交易等相關作業，相關資料本公司不得作為其他用途或外洩。訂購人

回傳本訂購單視為已詳閱以上條款，並同意上述內容，若因訂購人資料提供不齊全影響交易相關作

業，本公司擁有取消該購單之權利。

※選擇匯款者請事先轉帳，並附上已付款之證明喔！

0

訂單請寄至→ journey688@gmail.com  傳真：04-24754412

客服電話：0922-336604或 0937-894186

※訂購方式(三擇一)：

1.線上填寫訂購單：http://www.journey.com.tw
2.將excel檔訂單寄至 journey688@gmail.com

3.將專案訂單傳真至04-24754412

※注意事項：本專案活動訂購需附上「員工識別證」或「其他相關之文件」。

專案活動期間: 106 年 08 月 1 日起～ 106  年08 月 31 日止。

請利用專案訂單訂購，到貨日為每週二~週六白天時段(恕無法指定到貨時段)，恕不接受急單，謝

謝。

中央大學

(請填寫帳號末5碼＆轉出銀行，範例:12345-台灣銀行)

9908（亮面）最新開發－八輪

1.貨到付款(不需另收手續費)

9908（亮面）最新開發－八輪











公司： 姓  名：

電話： 手  機：

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 收件人手機：

郵遞區號：

地址：

電子郵件：

總價：

付款方式： (請填代號)

3.ATM轉帳

4.線上刷卡 活動代碼:

型號 專案價 尊爵黑 櫻花粉 星鑽灰 海洋藍 微笑橘

0 9909-29 3470

0 9909-27 3200

0 9909-24 2920

型號 專案價 黑鐵灰 薔薇紫 芥茉綠 甜心粉紅 煙燻咖啡 孔雀藍

0 9908-29 3700

0 9908-27 3470

0 9908-24 3080

型號 專案價 土耳其藍

0 9908-29 3700

0 9908-27 3470

0 9908-24 3080

0

專案負責人:

0

中央大學

美麗華皮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專案訂單

 盧玉芬  小姐

注意事項：
專案特惠活動，感謝協助推廣(本專案活動限該公司員工享有，親友欲購，煩請員工代訂)。

專案活動期間:106年6月1日起～106年6月30日止。

請利用專案訂單訂購，到貨日為每週二~週六白天時段(恕無法指定到貨時段)。

訂單請寄至→luggage.bt@msa.hinet.net （請務必附上貴公司相關識別證件，如：員工證）

下單後1～2個工作天回覆，如有現貨，約3～5個工作天到件(如遇國定假日將順延到件)。

自取時間：上午8點30分～11點；下午1點30分～4點(週六下午、週日、國定假日公休)

(請填寫帳號末5碼＆轉出銀行，範例:12345-台灣銀行)

1.貨到付款(不需另收手續費) 2.自行到廠取貨(可刷卡)

                      9908（亮面）最新開發－八輪    ※加贈不織布防塵套

月     日希望到貨日期：

(行名：台中商銀大肚分行053  帳號：024-22-1029636)

※非貨到付款者，請事先匯款或轉帳，並附上已付款之證明唷！

9909（霧面）最新開發－八輪

商品資訊請上:http://www.luggage.com.tw 如有疑問請洽詢: 客服部  04-26993003 

※本訂單請勿私自轉貼於網路上或私自轉售新品，違者本公司將依法追究其責任，並立即停止該公司所

有優惠方案！

※請勿更改＂注意事項＂之內容，避免影響您的訂單被取消唷～

※訂購人於訂購單上揭露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員工證明或轉帳帳戶等資訊，同意美麗華皮

件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可用於檢索查詢、物品寄送、付款交易等相關作業，相關資料本公司不得作為

其他用途或外洩。訂購人回傳本訂購單視為已詳閱以上條款，並同意上述內容，若因訂購人資料提供不

齊全影響交易相關作業，本公司擁有取消該購單之權利。

(無須填寫訂單，請按此連結訂購) 20170630sp98



中央大學專案活動開跑囉 

感謝同仁多年來對美麗華產品及服務品質的肯定！年度專案特自

106 年 6 月 1 日～106 年 6 月 30 日實施，不計訂購數量，均享有『39

折推廣價』。專案過後則變成 5折價喔，請大家把握機會。配合專案

推出的 99 頂級戰車系列，均配置 TSA 鎖頭，安全倍增；採四組低噪音

飛機輪，行進更平穩滑順，提供永久零件保固（寄回本公司維修單程

運費自付）。至工廠自取每個再減 200 元！為確保服務品質，請確實

填寫所附之專案訂購單後，寄至公司電子信箱，均提供免費宅配 (離

島除外)。 

【特惠專案】價格表 

TSA 鎖頭  安全倍增  9908 型（亮面） 

兼具特色  最新研發   9909 型（霧面） 

 

專案負責人：盧玉芬  04-26993003 

電子信箱：luggage.bt@msa.hinet.net 

公司網址：http://www.luggage.com.tw 

訂  價 $9,500 (29 吋) $8,900 (27 吋) $7,900 (24 吋)

專案價 $3700 $3470 $3080 

訂  價 $8,900 (29 吋) $8,200 (27 吋) $7,500 (24 吋)

專案價 $3470 $3200 $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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