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firm Date

A: 20191001

Team 產品編號 標準價 員工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5976A $448 $380

6548 $278 $220

5062B01 $378 $325

5065 $125 $100

5063 $348 $285

5067 $145 $120

6414B02 $132 $110

6014B01 $890 $756

5001 $250 $205

5002 $130 $108

6276A01 $1,662 $1,460

7184 $274 $220

6443A02 $269 $220

6274A $312 $265

6531AS $290

5265B03 $538 $450

6019 $448 $380

5735A01 $278 $250

5949A02 $249 $208

5120 $125 $100

6406 $125 $100

5114A03 $198 $170

5429A $198 $170

5109A01 $198 $170

7152 $80

5142A02 $75

5143A02 $75

6293A01 $73

5885A $73

白鳳-青春配方40包裝

新裝六味地黃丸 

燕窩白鳳丸 25包裝

護眼杞菊藍苺素60粒(新裝)

珍品冬蟲夏草24粒裝

養生海味禮盒 (花菇150g+花膠75g)

2罐價: $500
$250平均/罐

出位價: $199

珠珀保嬰丹 10支裝

蔘茸白鳳丸25包裝

2罐價: $380
$190平均/罐

養陰丸12包(小丸@ 4.5g)

由內部填寫:                                                    Type: Corp

Order No.

ORDER DETAILS 訂購優惠詳情

Committed Delivery Date

此優惠期至2020年3月31日以電郵方式至本公司訂購，並不適用於到位元堂門店購買。

本公司將於收到訂單後的3個工作天內致電訂貨人以核對訂單及需付款額。

產品將於確認收款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不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安排送遞。 

訂購前，請細閱所有備註、條款及細則。

訂購查詢電郵:corpsales@waiyuentong.com                          訂購查詢熱線: 3526 6762

Corporate Customer Privilege

企業客户尊享優惠訂購表格 

滋養海味禮盒 (花菇225g+螺片150g+元貝150g)

季節限定

特別優惠產品名稱

兒童系列

正珍珠末10支裝

蛇膽陳皮川貝末(兒童配方)10支裝

個人保健系列

破壁靈芝孢子60粒裝 (升級配方) (添加姬松茸)

純蟲草菌絲體膠囊 60粒裝
6盒價: $1260

$210平均/盒

杞菊地黃丸20包裝

6罐價: $540
$90平均/罐

猴棗除痰散10支裝

新裝正猴子棗末2支裝

養陰丸24's (大丸@ 9.5g)

金裝鹿尾羓丸40包裝
2盒價: $750

$375平均/盒

護肝康60粒裝

安宮牛黃丸1粒裝

蟲草Cs-4膠囊 50粒裝 (三合一配方)

金裝剛勁膠囊-40粒裝

冬日窩心推介

感冒沖劑10包裝

葛根湯 10包裝

小柴胡湯 10包裝

祛濕沖劑10包裝

紅棗薑茶8包裝

石斛花旗參膠囊60粒裝

4盒任選價: $240

$60平均/盒

3盒任選價: $420

$140平均/盒



6526A02 $42

6527A02 $42

6528A02 $42

6529A02 $42

6530A01 $42

6696 $88 $60

6337B $40

6749 $40

6750 $42

6751 $42

6314B $38

6690 $38

6792 $27

6391A01 $27

6393A02 $27

6658 $78 $65

6660 $78 $65

6661 $78 $65

7172 $78 $65

6659 $46 $38

7147 $188 $108

6658 $52

6660 $52

7111 $12

7112 $12

6797 $26 $20

5886A $75 $65

6769P001 $298 $240

7106A01 $387
有效期:

10月2020

6709 $88
有效期:

5月2020

*購物滿$1000 港幣或以上，即享有一次免費送貨服務

中藥防掉髮洗髮露(烏髮配方)750毫升

食品系列

金裝龜苓膏(固本配方)300克

金裝龜苓膏(石斛解毒配方)300克

總額HK$: 

海底椰秋梨膏180克

防掉活髮精華60毫升

唧唧龜苓爽(原味配方)250克

唧唧龜苓爽(椰果配方)250克

$90 / 2個

(任選)

位元堂韓國六年根高麗蔘ENERGY PLUS+(濃縮飲品)(10ml x 10包)

山東牛蒡片(180克) 買一送一

超級特價區

破壁靈芝孢子90粒裝(升級配方)
3盒價: $780

$260平均/盒

$40 / 4支

[原箱]- 單味 x 24支 $180/箱

中藥防掉髮護髮素(修護滋養)400毫升

燉湯系列

中藥防掉髮洗髮露 (防屑配方)750毫升

中藥防掉髮洗髮露 (控油平衡配方) 750毫升

[原箱]- 單味 x 6支 

$360/箱

中藥防掉髮系列

中藥防掉髮洗髮露(強韌配方)750毫升

阿膠棗100克

猴頭菇響螺燉雞湯 320g

瑤柱靈芝蟲草燉雞湯 320g

五指毛桃燉雞湯 320g

當歸紅棗燉烏雞湯 320g

$45 / 2件

(同價任選)

$50 / 2件

(任選)

羅漢果雪耳豬展湯 320g

燉湯系列

川芎白芷祛風湯

五指毛桃潤肺湯 

竹蔗茅根湯

茶樹菇栗子健胃湯

涼瓜葛根薏仁湯

茯苓祛濕湯 (新裝)

木棉花祛濕湯

龍脷葉桔餅茶(1人份量)

蟲草花猴頭菇湯 (2人份量)

海底椰雪梨潤肺湯 (2人份量)

$150 / 5盒

(同價任選)



PERSONAL INFORMATION 訂購人資料

Contact No.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RECIPIENT & VOUCHER DELIVERY INFORMATION 收件人及送遞資料
Contact no. :

PAYMENT OPTIONS 付款方法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Bank Name 銀行名稱 The Hongkong Shanghai Corporation Limited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Bank Account 銀行戶口 004-138-6-017626

please tick the selected payment method(請剔已選擇的付款方式)

Cheque Cheque should be crossed and payable to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and bank-in the above bank account

劃線支票 q 支票抬頭為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請客戶將有效支票存入上述銀行戶口
Bank Transfer Please bank-in the payment to above bank account, and kindly send back the bank-in-slip with Company Name and Order reference No. to us to confirm your order and payment done.

銀行入帳 q 請客戶將需付款項存入上述銀行戶口完成入帳後，請將存票收據/轉帳收據電郵回本公司以最後確定訂單。
 

E-mail 郵箱 corpsales@waiyuentong.com  

TERMS AND CONDITIONS 條款及細則:
1. Free delivery service to one location upon net purchase of HK$1,000.00 or above.

購物滿$1000 港幣或以上，享有一次免費送貨服務（只限一個送貨地點）。

2.HK$50 delivery fee will be charged per destination when the order below $1000.

若訂單未滿$1000港幣，將收取每張訂單港幣$50元之送貨費用。

3. In case you do not hear from us, please contact us as soon as possible. TEL: 3526 6762 (Mon-Fri 10:00am-12:30pm & 2:30pm-5:00pm. Except Saturday & Public Holiday)

如未能收到本公司電話確認，請盡快致電 6025 7256(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30；下午2:30-5:00. 星期六及公眾假期除外)。

4. Once an order has been confirmed, it cannot be cancelled or changed and the amount paid will not be refunded.

訂購一經確認，恕不可取消或更改，巳繳付之款項亦將不獲退還

5. Each Order Form is for one delivery location(commercial area)；no delivery service for restricted areas and outlying islands.

每張訂單只接受一個商業地址送貨點(只適用於訂購指定數量貨物)；送貨範圍不包括禁區及離島。

6.Offer canno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Wai Yuen Tong VIP Card, cash coupon and any other promotional offers.

優惠不可與位元堂VIP卡、現金券及其他推廣優惠一併使用。

7.All Product and freebies are available while stock lasts.

所有售賣之產品及額外獲贈之禮品數量有限，售/送完即止。

8.In case, of any dispute,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reserves the final right of decision.

如有任何爭議，<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Remarks: 1.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terms and conditions. I have read and agre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註:1. 有關條款及細則的詳細資料，本人已閱讀並同意有關條款及細則。

(Signature 簽署) (Date 簽署日期)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閣下的私隱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半至下午12時半及下午2時至下午5時半

II   提供關於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 在個人資料方面的政策及實務的一般資料；

III  提供關於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持有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可聯絡：

客戶服務熱線: 2727-8911

電郵: Info@wyt.com.hk

7. 確認

閣下簽署有關的條款同意時，即表示閣下明白及同意上述條文。

8. 聯絡我們

如閣下要求：

I     查閱或更正資料；

6. 資料的保留

我們將只會為履行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目的所需而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我們亦可能因應統計目的而保存閣下的個人資料。不用需要的個人資料將予以銷毀。

II   有關Wai Yuen Medicine Co Limited 提供的市場推廣活動、新產品推出及其他推廣優惠、公關活動、店舖開幕活動、市場推廣獎賞優惠、生日優惠、免費推廣的最新消息

4. 披露

就有關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 收集其個人資料，我們將會

I      告知閣下我們正在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及我們將會對我們所收集的該等個人資料作出使用

II    在相關情況下，給予閣下選擇反對其個人資料作以上描述之用途

III   告知閣下我們將如何儲存閣下之個人資料及如何查閱，改變同删除巳儲存之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之個人資料

5. 保安

除上述第4段所述外，閣下的個人資料(不論以任何方式儲存)將只限於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已獲授權查閱該等資料的僱員或服務供應商方可查閱。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 擬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除非我們巳得到閣下的同意，否則我們並不可如此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I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的任何產品推廣活動、最新推廣優惠資訊、市場或產品調查；

I          向閣下提供有關我們的最新資訊，通告及其他信息；

I hereby agree and give my consent to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for using my personal date(personal data includes Names, Gender, Personal ID,

Data of Birth, Address, Telephone number, and direct marketing. If I do not wish my personal data to be used by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in above activities, a tick will be put in this boxq

本人同意及確認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可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包括:例如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Member Club 

Comapany Name:

Recipient name訂購人姓名

Recipient name (Mr/Ms/Miss) (Full Name) :

Company 公司名稱

於閣下參與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市場推廣活動、市場或產品調查、客户服務、購物或申請成為我們的會員時，可能會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 將收集閣下的個人資料用作:

II        參加及維持閣下作為我們的會員的會員資格；

III       向閣下發出關於作為我們的會員閣下可享有的福利和優惠的通知；

IV      通知有關會員計劃的任何修訂；

V       建立關係；

VI      核實閣下的身份；

VII     處理及跟進訂單、服務要求、查詢及投訴；

VIII   按照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有約束力的任何法例要求，向任何香港政府機構披露個人資料；及

IX      讓我們能夠更了解會員的人口特徵。

3. 使用資料作直接促銷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td (『我們』或『我們的』)，包括:位元堂,珮夫人,珮氏，在收集、儲存、使用及傳送個人資料時尊重閣下的私隱法律權利，而此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會說明我們的私隱實務。

「個人資料」指任何個人身份識別資料或敏感資料(例如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Member Club 會員號碼、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收入、公司地址)

詳細地址

2. Wai Yuen Tong Medicine Co Limited將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的用途

mailto:corpsales@waiyuent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