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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主題

1 2

2 019.8月主 題

完美的一天
從生態綠開始從生態綠開始

I COFFEE

ARK-501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RK-501  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

(市價$99800)

AED專業品牌
衛部醫器製字第005866號  北衛器廣字第10610014號

加  購  專  案

保固

5年

您必須知道的生存之鍊

儘早求救 儘早心肺復甦術 儘早除顫電擊 儘早高級
心臟救命術

整合性
復甦後照顧

【救命小教室】什麼是AED?AED(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 l lator)，中文為「自動體外心臟除（去）顫器」，是一部能自動偵測患者心脈並施以電擊使心臟恢復正常運作的醫療儀器。 AED主要是特別設計給一般民眾使用的，因此儀器的操作非常簡單，通常僅需開啟電源、將貼片貼至患者身上，AED便會自動分析心律，判定是否需要電擊，操作者只要依照機器指示執行，直到專業醫護人員到達即可。 若能夠在發生猝死時取得AED，我們可以在實施CPR的同時進行AED急救，大大縮減了以往等待醫護人員到達才施予電擊除顫的時間差，而越早進行電擊、則病人搶救成功的機率也越大。

客戶
代 收 點 託 運 貨 件

社區管理中心
收 件 及 收 費

物流司機
對點、收費、開發票

使用愛社區APP
線 上 填 寫 託 運 資 料

安卓手機 蘋果手機掃我下載
 訊息通知
NEW

� � � 

未來生活
全新升級
創 新 ‧ 整 合 ‧ 互 動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牙齒保健月-獅王本月最精選

愛社區APP 最新消息
為提供社區更便利的服務，7月起愛社區APP開放新功能

【寄 件 服 務】，此 項 功 能 提 供 住 戶 線 上 填 寫 託 運 單 包 裹 寄
件，隨時掌握包裹動向，享受便利智慧生活。

NIHON HOUSING績優人員訪台研修
日本第一大物業管理公司NIHON HOUSING株式會社，
為 台 灣 東 京 都 物 業 管 理 機 構 母 公 司，今 年 績 優 員 工 研 習
團來台，於7/10-11參訪東京都管理之京站、林口社宅及
遠雄U未來觀摩，台日雙方交流物業管理經驗。

社區厝邊一起喝好咖啡!

月付$3300

每月配送2KG(4.4磅)，份量剛好最新鮮
使用公平貿易咖啡豆，喝咖啡也能做好事

義大利迪朗奇
ES3200咖啡機

CRF專利沖泡系統/咖啡研磨粗細調整
鈕/預浸泡功能/易拆洗小型沖泡器/可
調式咖啡出水口/開關機自動清洗功能/
除鈣提醒及自動除鈣功能/自動關機安
全裝置/全正面操作/手作拉花系統/溫
杯盤設計/前置式水箱

義大利原裝進口  市占率第一品牌!

日本績優人員與遠雄U未來社區管委會委員們合影紀念。

社 區 服 務 洽 詢 專 線  02-7725-9363    黃小姐

獅王細潔無隱角牙刷  小巧頭x3支

獅王細潔無隱角牙刷  中小頭x3支

牙膏x3支(擇一口味)：
日本獅王固齒佳酵素淨護牙膏(清涼薄荷/柑橘薄荷)

日本獅王固齒佳酵素亮白牙膏(百花薄荷/柑橘薄荷)
重量：130g/支

數量有限

便利的社區  安全的依靠便利的社區  安全的依靠

18期免購機專案

咖啡豆加購區(250g/包)

中深焙 柔滑
順口

後韻
綿長

深焙 平順
濃郁

後韻
綿長

6包組(口味可任選)$1700
(市價$1920)

免 運

$699/組 免運

(含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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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味暖心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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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味暖心甜品 訂購專線:(02)7725-9353

【呷滴】北海道生乳酪捲
全採用北海道鮮奶油，
法國AOP產區限定發酵奶油，
舒芙蕾蛋糕體

$360/條$360/條

【呷滴】日月潭紅玉茶捲
全採用北海道鮮奶油，
使用日月潭魚池鄉
台茶18號茶製作

$360/條$350/條

【呷滴】呆丸芋頭捲
全採用北海道鮮奶油，
呷滴自製奶油大甲芋頭餡

$360/條$350/條

叫暖心
男人味

有 種帥

呷滴讓您所愛的人倍感溫馨

【呷滴】很芝麻的芝麻捲
全採用北海道鮮奶油，
新鮮現磨芝麻醬

$360/條$355/條

‧奶蛋素、安心用料
‧不添加人工調味劑
‧單支包裝、不沾手即撕即吃
‧規格：1盒12支

$360/條$700/個

【呷滴】提拉米蘇6吋
乳酪在雞蛋中經過攪拌，味道濃郁
卻不覺得膩，再加上咖啡、可可和
糖，真是超級的享受！！

父親節蛋糕

模範生乳捲

$360/條$650/個

【呷滴】酸溜溜雷夢塔6吋
充滿夏天氣息的酸溜檸檬酸酸甜
甜、清新口感享受迷人口齒留香的
好滋味！！

【里碩】手作蛋捲禮盒

【生態綠】品味好咖啡

$360/條$350/盒
經典原味 風味芝麻

$360/條$350/盒
濃郁咖啡
$360/條$370/盒

伯爵紅茶
$360/條$370/盒免運 免運 免運 免運

免運 免運

規格： 10g/包，100包/袋
保存方式：置於陰涼乾燥處
保存期限：18個月         
生豆產地：印尼、哥倫比亞、宏都拉斯、尼加拉瓜

【生態綠】濾泡式掛耳包

原豆研磨入袋，保證無添加。嚴選品質把關源頭，
高品質原料，香氣豐盈猶如現磨，入口回甘。

$360/條$1500/袋 免運

甘香 濃醇

國際公平貿易認證，
與農民共好。

夏日
熱銷

市價$2100

規格： 6罐/組，300g/罐

【生態綠】無糖可可粉
無添加糖或調味劑，國際公平貿易認證把關，來源透明
安全！保障可可農獲得合理的收入，並符合環境永續的
生產方式。

$360/條$1680/組 免運

秘魯
直送

1.撕開咖啡包外包裝，沿濾袋上方虛線撕開內袋。
2.拉開掛耳包兩側耳朵，掛於杯子邊緣。
3.注入約250cc熱水，浸泡約30秒。
4.將掛在杯緣的濾袋拿起，即可享用一杯香醇的好咖啡。

咖啡掛耳包沖煮步驟

生乳捲系列任選 3 條
享免運，皆附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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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型男即食享用 都會型男即食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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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專線:(02)7725-9353

※若訂購未滿20包，運費收取100元，離島另計※

120g/包

120g/包 120g/包

5分鐘即食！最天然安心的快煮麵
取代市售泡麵的最佳選擇

私房古早味蜜汁豬肉乾

淨重：180公克/包淨重：180公克/包淨重：180公克/包

嚴選台糖安心豚，採用獨家秘方佐以調味醃料，原塊
豬肉切成，完整保留豬肉肉質纖維，一口咬下肉質軟
嫩飽滿多汁且不乾澀，濃郁肉香全家大小皆適合吃。

原味麵+黑芝麻醬
原味麵與黑芝麻醬的搭配
讓您品嘗時都能聞到
陣陣香醇的芝麻香!

紫地瓜麵+味噌辣椒醬
純天然紫地瓜揉入麵條
拌著味噌辣椒醬
香氣十足，辣得過癮!

南瓜麵+羅勒醬
純天然南瓜揉入麵條
真材實料製作而成羅勒醬
中西融合感，口味絕佳!

藍藻麵+麻油薑香醬
藍藻麵拌著麻油薑香
讓您品嘗時能感受到兒時
那熟悉的古早香!

私房多汁豬肉乾 原味 辣味私房多汁牛肉乾 原味 辣味

辣味

五辛素

純素

純素

純素

$360/條$230/包$360/條$230/包

精選知名肉商「美福國際」的紐澳牛肉，搭配在地
食材和獨家漢方，熬成私房牛汁和肉汁一起鎖進
肉乾，口口濃郁，美味多汁！

$360/條$250/包熱銷
商品

男 了 漢
食 的 態 度

食材來自台灣無毒栽種的小農
通過311項無農藥檢驗，100％無添加
不以人工添加物仿製天然食物原味

任選 12罐享免運，不足需付 150元冷藏運費

微辣 微辣 微辣

$170/罐

$60/包

市價200元

市價280元 市價250元 市價250元

蒜香絲絲入口
海帶絲以特選昆布海帶切成細絲，不添加任何化學
藥劑添增海帶絲脆度以及彈性，搭配獨門醬汁！！

薑汁幸福泡菜
清脆的大白菜褪去老舊外衣，擷取適當入口的大小
葉片，經過反覆細心照顧的緊實換膚，營造出完美
的清甜爽脆口感！！

薑汁幸福菇固

黃金泡菜系列

嚴選生產履歷的杏鮑菇，純手工刀法劃下最完美
大小比例，濃郁的菇香佐上薑汁與醬燒層層堆砌
豐富滋味！！

重量：500公克/瓶
成分：大白菜、紅蘿蔔、薑、辣
椒、糖、鹽、醋、香油、豆腐乳(
非基改)

重量：500公克/瓶
成分：海帶梗絲、紅蘿蔔、蒜頭
、辣椒、糖、鹽、醋、香油、豆
腐乳(非基改)

重量：500公克/瓶
成分：杏鮑菇、紅蘿蔔、薑、辣
椒、糖、鹽、醋、香油、豆腐乳
(非基改)

【好味Dainty、安心Safety、新鮮Fresh】好安心陪伴您成長的幸福滋味您不可錯過的手感幸福

人氣
激推

獨家
配方

古早
配方

蘆薈乾拌麵系列

方案一 呷飽飽心滿意足綜合組
20包/箱，共4種口味各5包

方案二 吃麵皇帝大任您搭配組
口味任選，請來電訂購

免運$1200/箱

購 買 方 案
將麵條放入

滾水中
適當時間後

將麵撈起
倒入醬料包 攪拌後

盡情享用

享 用 方 式

香醇
爽口

推

1988年，聯一台塑牛排創始店由楊國初先生在台北創立。出自於楊國初
先生的心意與手藝，這「初心舖子」私房牛肉乾，多了牛汁，就是好吃！

專人翻炒 高溫烘烤 仔細秤重 手工包裝 宅配出貨

3A頂級，非基因改造，無添加人工香料、防腐劑！通過日本700多項
藥檢合格，黃金四小時完成，讓您吃到天然原味！粒粒飽滿、口感鮮
甜，成為外銷日本的冠軍毛豆！

【高雄旗山】外銷日本冠軍毛豆 原味 鹹味

重量：400公克/包
購買方式：原味10/鹽味10/
                  原味5+鹽味5
保存期限：-18℃冷凍保存一年

免運$360/條$750/組（十包）

市價1,200元

未滿1500元，運費120元

初心亭
肉乾

訂購囉!

120g/包

嚴選台糖安心豚，經專人慢火烘烤且保留肉汁感，
原塊豬肉一塊塊切成，可看到天然油花遍佈肉片上，
吸附微甜的蜜汁口感，讓你越吃越涮嘴，一口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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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來發問 專家解答！

Q 為了地球暖化盡一份心力，想要改買電動車，可是社區停車

場沒有設置充電座怎麼辦?

社區停車場設置
電動車充電座相關事宜

近年地球暖化現象嚴重，許多人思考更換電動車，既省油又環保，但居住的社區地下室停車場並未

設置充電座，往往使人卻步!

關於建物內用電設備之裝置，應依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辦理；而關於電動車輛供電設備之設置，經濟

部標準檢驗局則就充電系統架構、充電模式、專用配線與家用插座供電、電力供應...等規範了相關

要求，因此電動車輛充電設施涉及建築物屋內線路裝置事宜，應依國家標準及中央主管電業機關規

定辦理。

關於建築物構造體部分，則因須配合留設之充電站空間尺寸及停車位位置需求，內政部101年1月5

日台內營字第100811415號函亦請經濟部就實際狀況，配合辦理相關法規檢討事宜。

再按，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而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該項費

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4

款及第11條分別訂有明文。因此社區停車場充電座縱由住戶專用電錶牽出，但充電座係設置於車位

邊共用牆面，電線亦須經過共用牆面，若電線、充電座等之設置規約未有一定規範，否則住戶各自

依個人需求而設置，停車場將顯凌亂，住戶間亦生爭議，是案經區權人會議決議較為妥慎。

而電動車處於推動初期，但環保議題熱絡，既可預期日後普及趨勢，社區可及早討論全面設置充電

座、電線配置、電壓需求等合乎法令及確保安全之可行性。若有變更使用執照之必要，則應請建築

師評估研議，確保社區安全無虞，同時提出長期修繕計畫，以施工一次到位為原則，避免重複破壞

社區公共牆面，維護社區全體住戶權益為優先考量。

社區小型修繕工程
社區⋅居家小型修繕大小事
交給「社區修繕APP」吧!

工程介紹及施作概要：
建築物外牆材質分為花崗岩、磨石子地、玻璃、磁磚等

材質，但由於長期暴露於外，經日曬雨淋，自然風化，特別是
大氣污染物的侵蝕，使外牆材料產生污垢和風化。因此，建
築物的外牆清洗，不僅可使其恢復本來面目美化環境，更有
保護建築物的作用。

外牆清潔包括有玻璃帷幕牆清洗、大樓外牆清洗等各
項工程，為具危險性及複雜性高空作業。施作人員經過專業
訓練、持有高空作業專業證照；而作業所需的吊籠、吊掛機
也需均通過勞檢所單位鑑驗，領有合格證明書。

而為不使工程施作時破壞到牆面、玻璃及社區植栽，須
使用外牆清洗 SC1 認證專案洗劑或中性洗劑、活性界面劑
施作。專業性的外牆清洗藥劑中通常都含有防靜電、隔塵成
份，可使清洗後的牆面表面晶瑩光亮，並可在牆體表面形成
一層保護膜，使之不易沾染灰塵，從而提高外牆抗外界有害
物質侵蝕的防護能力，提供住戶享受舒適的生活環境。

趁著炎炎夏日到來，一起透過外牆清洗讓社區煥然一
新吧！

業務諮詢專線:02-7725-9359 程副科

營推中心 程欣恬副科

※大型工程實際施成果-外牆清洗工程※
社區樓層：28層，2棟。
施作期間：30個工作天。

牆面清洗前 牆面清洗後

小型工程實際施作成果：
1.社區頂樓安全門更換 2.停車場層板燈更換工程 3.牆面大理石修補

安 全 門 為 社 區 發 生 災 害 時 通
往屋頂避難平台之重要裝置，但可
能因年久失修或鏽蝕而損壞，現在
就檢查是否需更換，保障社區居住
安全。

現在社區多有挑高設計，燈具
更換若使用工作梯或折疊梯，又有
人員墜落風險，APP專業廠商可出
動作業工程車，提供有效率安全的
服務。

社區牆面磁磚可能因熱漲冷
縮造成剝落，小範圍牆面檢查及修
補服務，就交給社區修繕APP!

清洗後仔細進行刮水作業 專業高空作業吊籠設備

小型修繕可於派工當日施作完成，方便快速!現在就使用社區修繕APP或撥打以下業務
諮詢專線，預約修繕服務吧！

使用自走車更換燈具 磁磚修繕完畢後驗收品質
安全門

(不鏽鋼製)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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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鏽鋼製)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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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晚會
慶佳節

D方案(60分鐘)D方案(60分鐘)

A方案(10分鐘)A方案(10分鐘)

優惠價：$14,000

1.幻象環(5分鐘)
2.水晶球(5分鐘)

C方案(30分鐘)C方案(30分鐘)

優惠價：$ 9,500
優惠價：$ 8,500

1.個人魔術秀(10分鐘) 
2.互動秀(10分鐘) 
3.人入大氣球(10分鐘) 

※折氣球給小朋友-20分鐘

優惠價：$11,500

1.個人魔術秀(10分鐘) 
2.互動秀(10分鐘) 
3.人入大氣球(10分鐘) 
4.木偶變臉(10分鐘)

※另折氣球給小朋友(30分鐘)

人氣精選表演

老少咸宜一網打盡
早鳥優惠省更多
優惠方案8/23(五)截止喔!!

魅力生活、程功打造活力社區

更多優質表演，量身製訂，歡迎來電洽詢

小丑魔術：
1.台上：小丑於音樂聲中爆笑出場，舞台上互動
表演「超好笑」變魔術。(30分鐘) 

2.台下:小丑摺造型氣球送小朋友(30分鐘) 

※小朋友自行選擇汽球造型

推

B方案(1小時)

優惠價：$ 8,500

川劇變臉+2套趣味中國風米花魔術(30分鐘)

《生米炒成爆米花》

川劇變臉(30分鐘) 

優惠價：$ 6,000

小丑摺造型氣球送小朋友(30分鐘)

折氣球(2小時) 

全台洽詢專線 02-7725-9363 黃小姐
魅力生活、成功打造活力社區

更多優質表演，量身製訂，歡迎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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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房精選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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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您的
  居住生活

3樓

40.38坪，電梯大樓，3房2廳2衛 

管理費:1818元

6樓

34.75坪，電梯大樓，3房2廳2衛 

管理費:1564元

3房雙車位  
權狀39.98坪 

鄉林
淳風

千坪公園旁綠意盎然

住戶單純、公設完備

格局方正、品質佳

近捷運機場、環狀線，交通方便

兩戶面公園景觀、永久棟距、稀有釋出

 萬元

售 萬元
3房雙車位  
53.23坪 

鄉林
淳風  萬元

售 萬元

雙主臥雙車位  
4房69.17坪 

鄉林
淳風 售 萬元萬元

出售 出租 權狀坪數依地政機關登記簿謄本所載為準  107年基市字00130號

想找好房? 0931-162-465 賀先生洽詢專線 02-7725-9354 鄭小姐

景觀住宅　環境單純
土城
清水路 元

租
元

景觀住宅　環境單純
土城
清水路 元

租
元

阿里山小火車、墾丁鵝鑾鼻燈塔、英國倫敦大笨鐘、埃及獅身人面像、瑞士少
女峰、傳統大市集的小販、巷口玩耍的孩童、眺望遠方的旅人等，路途上的感
動，捕捉美景及人文風情與大家分享。

評選及獎項/

獎項 / 名額
特優獎 / 1名 可獲得2,000元統一超商禮券及桌曆1本

可獲得500元統一超商禮券及桌曆1本
可獲得200元統一超商禮券及桌曆1本
可獲得100元統一超商禮券及桌曆1本

優等獎 / 3名
佳作獎 / 20名
創意獎 / 50名

獎 品

※獎品將統一於桌曆印刷完成後11月底寄發！

 
主辦單位/東京都物業管理機構

協辦單位/東昇國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愛社區粉絲團 東京都愛社區 注意事項

2019.8.1 止9.9報 名 收 件

2019 Tokyo Property Management Photo Contest

東京都
世界の風景攝影比賽

收件方式/

※電子檔請勿超過8MB，未提供完整參賽資料視同棄權論!

填寫參賽資訊(姓名、社區名稱、通訊地址、連絡電話、風景國家、拍攝城市、景點
名稱)將照片電子檔以下列方式寄出(每人限投稿2張)
(1)Email請寄至e1080350@tokyonet.com.tw主旨註明「東京都世界の

風景攝影比賽作品」
(2)前往FaceBook，將照片至「東京都愛社區粉絲團」使用私訊功能傳給小編。
(3)郵寄至指定收件地址「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55號3樓-東昇國際管理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銷企劃組』收」。

得獎名單於11月18日公告於愛社區臉書粉絲團，作品將由東昇國際評選小
組依「主題表達50%、故事性30%、美感構圖20%」評選，得獎作品將刊登
至東京都2020生活服務桌曆，獎項內容如下：

我是
示意圖！

1.參賽攝影作品不得作任何合成、翻拍及造假處理，主辦單位保留權利拒絕任何過量修飾或不符收件規
格的參選作品。
2.作品一經遞交即表示參賽者承諾其作品並無侵犯任何第三者的任何權利，本比賽承辦單位將概不承擔
一切因為或就使用任何參賽者之遞交作品的賠償責任。
3.得獎作品之著作權財產歸主辦單位所有，主辦單位得自行將作品公開展示、集結成書籍或以網站、多
媒體等型式出版，不另給酬。
4.凡參賽者即視同同意遵守本活動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權利，如有變更或因故
取消、延期，請以東京都官網最新公告為主，不另行通知。

比賽主題/ 各國風景及人文紀錄
收件規格/ 數位照片橫式拍攝

活動對象/ 東京都社區住戶及公司同仁
(建議１千萬畫素以上，TIFF或JPEG電子檔，檔案須大於
2MB，且不超過8MB)

大安站3分
獨立電梯套房

元

租
元

小巨蛋3分　

元

租
元

採光絕佳
乾溼分離

元

租
元

捷運站5分　
高樓層 大空間

元

租
元

正1房1廳　忠孝
新生

元

租
元

景觀高樓
3房2衛　

元

租
元

松山站3分　
2房1廳

近捷運
市政府

近捷運
大安站

近捷運
小巨蛋

大直站
2分鐘

南京
復興站

近捷運
松山站

元

租
元

頂級2+1房　

元

租
元

1房1廳　

元

租
元

近捷運
西門站

華中橋
旁

賀
成交

賀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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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營運商品區 會館營運商品區訂購專線:(02)7725-9353

13 14

會議桌

投影幕 音響/麥克風 紅色塑膠椅 黑色軟墊疊椅

客製化
精緻餐盒投影機

保固一年!保固一年!
ＬＥＤ電燈泡!ＬＥＤ電燈泡!

$104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  8W LED球泡燈 12入

$109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0W LED球泡燈 12入

$129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3W LED球泡燈 12入

$214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6W LED球泡燈 12入
CNS

國家認證
高效能

100lm/W

黃白光
可任選

壽命達1萬
小時以上

全台免運

MADE IN TAIWAN 居家小物

【韓國 Aroma Sense】香薰省水蓮蓬頭AS-501
•SGS及NSF認證，多國無毒檢測及專利認證
•維生素C過濾技術去除98％氯和三鹵甲烷！
•專利三角噴塗板孔技術，提升2~6倍水壓！
•製造大量負離子，滋潤肌膚，可省下20~30%的用水量！

2990元

東京都優惠價
買一送一
限量50組

更多介紹請掃碼!

【威剛】10W黃光LED球泡燈
(高效能800m/W) 12入

•高效率LED光源
•省電長效
•不含汞、零紫外線

平均一顆80元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家庭用紙推薦(全台免運)

1500元

垃圾袋(小)
72張/捲、30捲/箱
(43x50cm)

垃圾袋(中)
54張/捲、30捲/箱
(53x63cm)

垃圾袋(大)
30張/捲、30捲/箱
(65x70cm)

1180元

超特大白垃圾袋
30張/捲、6捲/箱
(94x110cm)

1750元

超大黑垃圾袋
16張/捲、30捲/箱
(86x100cm)

無煙鹽酸  350元

270元

270元

漂白水
(3.6公升/四桶)

沙拉托
(3.5L/四桶)

地板清潔劑

180 元

1加侖 /桶浴廁清潔劑
玻璃清潔劑

670元

優活抽取式摺疊
擦手紙巾
200抽x20包x1箱

1350元

五月花小捲衛生紙
480張x96捲x1箱

450cc/罐、24瓶/箱 

480元

五月花大捲衛生紙
500g*12捲/箱

500元

我的WORLD
抽取式衛生紙
100抽x48包x1箱

會館營運備品(全台滿1,500免運)

750元東京都優惠價

粉彩網洗衣袋8件組(D)
規格:38 x 50cm*4 + 30 x 40cm*4
*顏色隨機出貨，圖片僅供參考

規格:20 x 28cm  材質:天然橡膠(耐熱約70度)
*顏色隨機出貨，圖片僅供參考

599元

東京都優惠價

浴缸扶手止滑墊(2入/組)

限量100組

各類設備及會議餐盒皆有多種款式可選擇，
詳細租借價格歡迎來電洽詢！
各類設備及會議餐盒皆有多種款式可選擇，
詳細租借價格歡迎來電洽詢！

區權會用品
租借專區

舒潔-棉柔舒適 抽取衛生紙
90抽x8包x8串/箱(64包/箱)

一箱 899元

舒潔-香氛舒適微風花漾 抽取衛生紙
90抽x8包x8串/箱(64包/箱)

一箱 899元

舒潔-棉柔舒適 抽取衛生紙
100抽x10包x4串/箱(40包/箱)

一箱 599元

舒潔VIVA-速效廚房紙巾
大小隨意撕(捲筒式，雙層)

108張x6捲x6串   (36捲/箱) 

一箱 679元

好奇-純水嬰兒濕巾厚型
70抽*16包(16包/箱) 

一箱 699元

小熊維尼限定版
舒潔

衛生紙

強勢回歸！

區權會礦泉水/飲料(全台任三箱即可出貨)

涼一下冬瓜茶

百事可樂
(330ml/24入/箱)

(230ml/24入/箱)

多喝水
(450ml*32瓶/箱)

七喜汽水
(330ml/24入/箱)

(560ml/24入/箱)

尚退火青草茶
(230ml/24入/箱)

(560ml/24入/箱)

一箱 220元

一箱 340元 一箱 340元 一箱 280元

多喝水
(600ml*24瓶/箱)

一箱 240元
一箱 450元

一箱 220元

一箱 450元

彩色影印紙A4 70磅PaperOneA4影印紙 
80磅/10包(每包120元)

(示意圖
非實際產品)

150元/包

A5影印紙
70磅/10包 (每包65元)

650元

ABiCOA4影印紙
70磅/10包(每包99元)

990元

PAPERLINE影印紙
70磅/10包 (每包100元)

1000元 1200元
5包
免運

訂購白紙10包可
加購單包彩色影
印紙也享免運(
藍、綠、粉紅、黃
、金黃)



會館營運商品區 會館營運商品區訂購專線:(02)7725-9353

13 14

會議桌

投影幕 音響/麥克風 紅色塑膠椅 黑色軟墊疊椅

客製化
精緻餐盒投影機

保固一年!保固一年!
ＬＥＤ電燈泡!ＬＥＤ電燈泡!

$104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  8W LED球泡燈 12入

$109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0W LED球泡燈 12入

$129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3W LED球泡燈 12入

$2149元東京都優惠價

【威剛】16W LED球泡燈 12入
CNS

國家認證
高效能

100lm/W

黃白光
可任選

壽命達1萬
小時以上

全台免運

MADE IN TAIWAN 居家小物

【韓國 Aroma Sense】香薰省水蓮蓬頭AS-501
•SGS及NSF認證，多國無毒檢測及專利認證
•維生素C過濾技術去除98％氯和三鹵甲烷！
•專利三角噴塗板孔技術，提升2~6倍水壓！
•製造大量負離子，滋潤肌膚，可省下20~30%的用水量！

2990元

東京都優惠價
買一送一
限量50組

更多介紹請掃碼!

【威剛】10W黃光LED球泡燈
(高效能800m/W) 12入

•高效率LED光源
•省電長效
•不含汞、零紫外線

平均一顆80元

數量有限  售完為止

家庭用紙推薦(全台免運)

1500元

垃圾袋(小)
72張/捲、30捲/箱
(43x50cm)

垃圾袋(中)
54張/捲、30捲/箱
(53x63cm)

垃圾袋(大)
30張/捲、30捲/箱
(65x70cm)

1180元

超特大白垃圾袋
30張/捲、6捲/箱
(94x110cm)

1750元

超大黑垃圾袋
16張/捲、30捲/箱
(86x100cm)

無煙鹽酸  350元

270元

270元

漂白水
(3.6公升/四桶)

沙拉托
(3.5L/四桶)

地板清潔劑

180 元

1加侖 /桶浴廁清潔劑
玻璃清潔劑

670元

優活抽取式摺疊
擦手紙巾
200抽x20包x1箱

1350元

五月花小捲衛生紙
480張x96捲x1箱

450cc/罐、24瓶/箱 

480元

五月花大捲衛生紙
500g*12捲/箱

500元

我的WORLD
抽取式衛生紙
100抽x48包x1箱

會館營運備品(全台滿1,500免運)

750元東京都優惠價

粉彩網洗衣袋8件組(D)
規格:38 x 50cm*4 + 30 x 40cm*4
*顏色隨機出貨，圖片僅供參考

規格:20 x 28cm  材質:天然橡膠(耐熱約70度)
*顏色隨機出貨，圖片僅供參考

599元

東京都優惠價

浴缸扶手止滑墊(2入/組)

限量100組

各類設備及會議餐盒皆有多種款式可選擇，
詳細租借價格歡迎來電洽詢！
各類設備及會議餐盒皆有多種款式可選擇，
詳細租借價格歡迎來電洽詢！

區權會用品
租借專區

舒潔-棉柔舒適 抽取衛生紙
90抽x8包x8串/箱(64包/箱)

一箱 899元

舒潔-香氛舒適微風花漾 抽取衛生紙
90抽x8包x8串/箱(64包/箱)

一箱 899元

舒潔-棉柔舒適 抽取衛生紙
100抽x10包x4串/箱(40包/箱)

一箱 599元

舒潔VIVA-速效廚房紙巾
大小隨意撕(捲筒式，雙層)

108張x6捲x6串   (36捲/箱) 

一箱 679元

好奇-純水嬰兒濕巾厚型
70抽*16包(16包/箱) 

一箱 699元

小熊維尼限定版
舒潔

衛生紙

強勢回歸！

區權會礦泉水/飲料(全台任三箱即可出貨)

涼一下冬瓜茶

百事可樂
(330ml/24入/箱)

(230ml/24入/箱)

多喝水
(450ml*32瓶/箱)

七喜汽水
(330ml/24入/箱)

(560ml/24入/箱)

尚退火青草茶
(230ml/24入/箱)

(560ml/24入/箱)

一箱 220元

一箱 340元 一箱 340元 一箱 280元

多喝水
(600ml*24瓶/箱)

一箱 240元
一箱 450元

一箱 220元

一箱 450元

彩色影印紙A4 70磅PaperOneA4影印紙 
80磅/10包(每包120元)

(示意圖
非實際產品)

150元/包

A5影印紙
70磅/10包 (每包65元)

650元

ABiCOA4影印紙
70磅/10包(每包99元)

990元

PAPERLINE影印紙
70磅/10包 (每包100元)

1000元 1200元
5包
免運

訂購白紙10包可
加購單包彩色影
印紙也享免運(
藍、綠、粉紅、黃
、金黃)



優質加盟廠商推薦 出版企劃  東昇國際管理顧問

愛 社 區
東 京 都 生 活 宅 配 誌

02-7725-9363合作
洽詢

0918-656-635
楊嘉俊先生

AED租賃銷售
公益講座

412-8999
客服專線

常低溫倉儲/配送/
快遞服務

0800-800-055
客服人員

隱形鐵窗/
居家防墜網

02-2999-1515#301
0952-502-337

潘怡伶小姐

社區咖啡機租賃

02-2257-6455#239
0933-224-285

李小姐/梁副理

旺旺友聯
產物保險(股)公司

南方松木板/
大理石/油漆保養

0932-944-815
許清本先生

02-412-8377
客服人員

智能取物櫃

洽詢專線 02-2893-0888 洪先生
0915-596-155

冷氣銷售/維修保養

0918-698-448
林意晏先生

國寶級抓漏達人

02-2755-1176
客服人員

居家清潔/烹飪/
衣物清洗整理

02-2788-6086
估價專線

石材保養/地毯清洗/
消毒除蟑/駐點清潔

林呈欣先生

0935-926-666
化糞池/污水池清理

02-8792-3001
#2511

黃先生

電視盒第一品牌

吳瑞安先生

02-8677-6685
防水抓漏

03-3960-222
那先生

建築內外清潔服務

客服人員

02-7725-9355

社區活動規劃辦理/
物業顧問諮詢

永燁國際工程 03-528-0198
廉潔
有限公司

高伊君小姐
0921-603-776

林先生

社區監控系統/
弱電系統

02-2683-0415
客服人員

監控系統/弱電系統
0800-267-267

智慧型社區e化
網路整合

客服人員
0935-195-772

廖先生

外牆磁磚修補油漆/
矽利康修漏更新

02-2696-1553

免費估價  李先生

清洗外牆/
磁磚巡檢查漏

02-2990-3211
外牆清洗外

牆
清
洗

監
控
系
統

打造您的智慧新生活！

安卓手機下載 蘋果手機下載

立即掃描QRCODE或商店搜尋
「愛社區」，下載後即可安裝！

愛社區

社區修繕一指到家！

安卓手機下載 蘋果手機下載

立即掃描QRCODE或商店搜尋
「社區修繕」，下載後即可安裝！

社區修繕

02-8252-6982
林先生

各式印刷品製作

蘇小姐LineID:@CN2017

0968-137-174

冷氣/洗衣機維修保養
除塵蹣服務

Clean 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