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活 宅 配 誌

I-Search
愛社區

Housing Post

春日佳餚輕鬆搞定
鎖 住 健 康 的 好 味 道

P.3

P.05

P.08

P.11零基礎也沒關係!!人人都是繪畫大師

兒童DIY數字油畫

嬰兒紙尿褲/柔膚濕巾

寵愛你的親親寶貝

P.09鮮凍魷魚/嫩煎里肌牛排/月亮蝦餅

超值組合 超值享受

特選優質銷售冠軍衛生紙!

居家實用特惠購

03
MAR.2017
優惠至 2017.03.31 止

0800-608588
住戶訂購請下載「愛社區」APP進入團購商城選購，或洽社區服務中心人員

貝斯特鑄鐵鍋
 各種料理都滿足!
貝斯特鑄鐵鍋
 各種料理都滿足!

好評熱
賣中!!

永豐服務專線
08:00-18:00

永豐服務專線
08:00-18:00服務時間服務時間

All-in-One  高智能隱形鐵窗

給您一個安全舒適的家

防墜 X 防盜 X 逃生
P.1

P.2

P.14





全新紗網

均勻分布有效成分

蚊蟲接觸表面

有效成分發揮效果

有效成分

慢慢釋放到表面

有效成分

不會自然揮發散去

日本強力防蟲紗網�!�!
の虫  イヤがる網虫  イヤがる網

春暖、花開、蟲蟲哩賣來！每年春季家中都被蚊蟲入侵的住戶朋友們有福了！

東京都向株式会社ニックス(NIX, INC.)獨家引進日本專利技術製成之ARINIX®防蟲紗網。

希望將Made in Japan的優質商品，介紹給東京都住戶朋友，讓大家享受舒適的居家環境。

有效防蟲推薦
!

傷寒 /痢疾 產卵 /皮膚炎 茲卡 /登革熱

紗網含有防蚊效果的ARINIX®

家有小孩或寵物也能放心使用

ARINIX®特點ARINIX®特點

ARINIX®防蟲紗網混合了對環境無害的有效成分編織而成

的防蟲網，並且該有效成分能從網線內釋放到表面，因此

ARINIX®防蟲紗網的防蟲效果長達三年。

東京都期間限定
　【獨家優惠方案】 有效

驅蟲

一根�$�6�0�0

�$�1�5�0�0

此波優惠至3/31止

三根特惠價

此波優惠十分有限！

想體驗「防蟲紗網」實力嗎?

千萬不要再猶豫！

立刻聯絡專員：程小姐

02-2393-3766#359

全省安裝專線

All-in-One  高智能隱形鐵窗 頂級材質

五年保固

隱形施工 極簡線條符合法規

生活服務專區

給您一個安全舒適的家

防 墜 X 防 盜 X 逃 生

 0800-800-055

防貓墜樓嘛 A 通喔！



















油畫是包容性最好的畫材，

能在麻布、綿布、合成纖維、

木板及紙上作畫。

油畫本身除了具有多樣性的風貌

之外，它所用的顏料及基底材料

相當堅固持久，適宜收藏。

油畫是容易控制的畫材，不易乾也不像水彩

會暈開，適合長時間創作。而且遮蓋力

很強，即使畫錯了也能輕易塗掉重畫。

多種圖案等你畫畫看!

油畫的特性

什麼是油畫

油畫最早起源於歐洲，大約�1�5世紀時由荷蘭人發明，用亞麻子油調和顏料，在經過處理的布或板上作畫。

而且油畫顏料乾了之後不會變色，多種顏色調和也不會變髒，畫家可以畫出豐富、逼真的色彩。油畫顏料

不透明且覆蓋力強，所以作畫時可以由深到淺，逐層覆蓋，使繪畫產生立體感。

讓我們動手做做看!
跟著數字畫 你也可以成為油畫大師！

找到顏料盒上和畫布對應的數字

STEP

2

用畫筆沾顏料上色

STEP

1

你也可以成為小小畢卡索!!

社區兒童數字油畫
體驗活動請洽  周小姐

02-7725-9355
(滿10人以上/不限地區全國皆可辦理)

快來珍藏屬於自己的原創油畫吧



出售 出租

優 質 租 售‧好 評 不 斷

權狀坪數依地政機關登記簿謄本所載為準   103年 新北經字 002978 號 資產管理處 02-2356-8008

指標性豪宅建案1~4房

錯過十年前台北

千萬不要再錯失

萬起

好社區精選物件

預估

年收租金

萬起32

另有團費贊助方案，歡迎住戶來電洽詢

柬埔寨房地產考察行程3天2夜
葉主任0903 005885諮詢

專線

www. tokyone t . com. tw

均設置液晶電視

住戶專用機車停車區免費公設使用

生活機能完善暨方便，走路就可到，周圍商家林立

24H 門禁管制，出入皆用磁卡，安全有保障

傢俱齊全 - 電視、冰箱、冷氣、彈簧床、書桌椅、衣櫃等

租金8000元起(含第四台、管理費、網路、室內機車位）

現場專線 02-26224760

近高餐步行約 700 公尺。近便利商店、市場生活機能完整

設備齊全，液晶電視、冷氣、冰箱、網路、第四台

專人管理，獨立門禁套房適學生、上班族入住

承租方免付仲介服務費

現場專線 07-8066572

24H門禁管理

 3% 投報 不用到海外 穩定收租的小確幸

租
�6�0�0�0元起
憑學生證另有優惠

        淡江大富翁 精緻學生大套房淡江
學生首選 坪數30.4坪 3房3衛

售 �8�0�0萬

傢具齊全 馬上入住

        博學苑 精緻大套房小港
高餐首選 坪數5坪 1房1衛





優質加盟廠商推薦 後面有更多推薦廠商
生 活 宅 配 誌

I-Search
愛社區

中區招商擴大招募中中區招商擴大招募中
社區住戶 / 社區管委會 選用廠商最優選社區住戶 / 社區管委會 選用廠商最優選 02-7725-9352

合作洽詢專線

客服人員

大樓管理維護/保全派駐

02-2393-3766

客服人員

機電設備維護

02-2723-6099

林 先生

各式印刷品製作

02-8252-6982

客服人員

宅配快遞

02-412-8888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必要設置及建議安裝地點

為您的住宅安全把關
居家防護最好的選擇

必要安裝之位置，建議安裝偵煙型。

建議增設之位置，達到最佳防護之效能。

經常性煙霧之位置，建議安裝偵熱型。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

(原價599元)

臥室 / 客廳 / 樓梯及走廊 / 廚房

均建議安裝，以達最佳防護。

550特價        元

偵煙型

如需訂購請洽社區總幹事

或撥打訂購專線 02-2351-6362

東京都訂購專線
02-7725-9352 黃專員



智能取物櫃

02-412-8377
客服人員

法國原裝進口葡萄酒

02-2662-7808
客服人員

優質加盟廠商推薦
生 活 宅 配 誌

I-Search
愛社區 02-7725-9352合作

洽詢

建築內外清潔服務

03-3960-222
那 先生

02-2755-1176

洽詢專線 02-77259352

化糞池‧污水池清理

0935-926-666
林澤榮 先生

南方松木板、大理石保養

0910-686-089

0932-944-815
陳東富 許清本

出版企劃  東昇國際管理顧問

石材保養/地毯清洗/消毒除蟑

02-2788-6086
蔡有驊 先生

客服人員

系統傢俱/綠色床墊/沙發

0800-033-988

室內設計/系統家具/廚具
台北 0987-989-886

客服人員
台南 0932-885-782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公司

02-2257-6455#239 李淑惠

梁副理0933-224-285

外牆清洗

02-2990-3211
客服人員

清潔/防水/美容/更新

0800-061-968
客服人員

德國全屋式水處理系統

0935-800-250
沈福芃 先生

隱形鐵窗/居家防墜網

0800-800-055
客服人員

客服人員

智慧型社區 e化網路整合

0800-267-267
高伊君 小姐

防水抓漏

02-8677-6685
吳瑞安 先生

監控系統 /弱電系統

02-2683-0415 
客服人員

國寶級抓漏達人

0918-698-448
林意晏 先生

日本原裝進口AED電擊器

0800-051-769

居家清潔/烹飪/衣物清洗整理

客服人員

冷氣銷售‧維修保養

0915-596-155

泵浦製造/控制盤/配管工程

02-2662-5168
高 先生

光纖寬頻‧優質服務

02-412-9588
( 手機撥打請加 02)

洽詢專線 02-28930888 洪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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