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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產品訂購單 
會員編號 

 

承 審 
訂購人親簽 辦 核 

                                                     

                                                   (偽造他人簽名用印，除該文書無效外，  

行為人亦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等罪責。)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姓名/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 重消訂購 

□ 升級訂購 

取貨方式 

□ 現提 □ 宅配 

取貨人姓名 

□ 同訂購人 
取貨人電話 

取貨地址 縣 鄉鎮 村 
鄰

 

□□□ 市 市區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商品優惠自由選 

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經銷價 

(NTD) 
積分 數量 金額小計 

積分 

小計 

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經銷價 

(NTD) 
積分 數量 金額小計 

積分 

小計 

A101 
綠色能量醣肽飲4-發酵
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B001 日初飲營養素 2,280 40    

A104 
黑色能量醣肽飲3-發
酵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B002 天利明 2,350 30    

A115 
白色能量-植物醱酵醣
肽精華飲5 

1,250 20    B003 天利護 3,850 60    

A109 
年華典藏蔬果植物醱
酵菁露 

18,000 350    B004 天利抗 3,850 60    

A102 
D’tox蔬果植物醱酵
粉 

2,250 40    C01 不是皂 980 10    

A111 
新女性保養蔬果植物
醱酵液 

1,980 30    C02 植物舒緩化妝水 1,380 10    

A112 活仰三酵組 5,500 80    C03 淨白精華霜 2,000 15    

A114 敏益多酵素粉 2,280 40    C04 緊緻精華霜 2,000 15    

勾選 升級項目 總計需要PV 自選商品合計金額 勾選 升級項目 總計需要PV 自選商品合計金額 

 消費商升級一級代理 350PV   一級代理升級二級代理 370PV  

   消費商升級二級代理 720PV   一級代理升級合夥人 700PV  

   消費商升級合夥人 1  1050PV    二級代理升級合夥人 330PV  

  消費商升級合夥人 2 1050PV $49600 (年華典藏*3)     

本次訂購總計 金額 積分(PV) 

轉
帳
匯
款 

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 006 

戶名: 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 01210717615148 
請附上匯款憑證，並填妥匯款細節欄位 

匯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匯款金額： 
匯款帳戶姓名： 
匯款帳號後五碼： 

 
 

信
用
卡
付
款 

 信用 卡號：      --     --            --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有效 月年：  /  持卡人姓名(正楷)： 

持卡人身分： □ 經銷商本人□ 非經銷商本人 

※持卡人非會員本人時，請填寫以下「同意付款聲明」 

本人  ，身份證字號  ，同意支付  身份證字號  ，所簽訂之「 商 

品訂購單」所產生之款項，以本人   銀行之信用卡於     年      月      日支付上開產品款項，且由本 

人與訂購人自行結清，如有任何貨款未結清或他日退換貨事項，均無需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對本人負擔 

任何責任。此致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簽名： 

台北營業所：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5樓 電話 : 02-8772-1805 傳真 : 02-8772-1803 

桃園營業所：桃園市復興路207號12樓之4    電話03-2702828  傳真: 03-2702838 



※產品訂購注意事項： 
退換貨說明： 

1. 為提昇滿意服務,凡本公司之會員皆受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保障之退換貨權益,僅接受瑕疵品換貨。但

退回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且完整包裝 (請保持商品、贈品、包裝及所有隨附文件或資料之完整性)。 

2. 天漢國際事業獨立經銷商除自願解除契約與終止契約另有規定外，退貨視同退出經營權，故請酌量進貨推廣。退

出經營權後，若需再申請加入，請詳見事業手冊第五章 第三條。 

3. 檢附文件:(1)退貨申請書（2）發票正本(3)原購訂單(4)欲退貨之產品-未拆封且須尚持續販售之產品 

4. 瑕疵品更換：當您在收到商品時,請先確認商品本身有無破損、液體外漏、包裝變形或者是商品品項數量不符的情

況,請於貨到七日內 (包含假日)與我們聯絡,經查屬實,公司將更換新品(限原產品) ,並請將您手上有瑕疵或損壞的商品

寄回,運費 概由本公司負擔。 

5. 各項退貨申請，請本人親自辦理或委託他人代辦，被委託人須攜帶委託單及身份證件以利核對。 

6. 受理之時間起始點,以檢附文件及產品齊全後開始計算之。 

7. 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之退貨處理：若有下列情形本公司不受理退貨之事宜輔銷用品、蓄意破壞與不當使用透明膠膜

或包裝經拆封者、產品已超過有效期限。 

8. 凡於促銷期間購買之商品，若欲辦理退貨，需將贈品一併退回。 

9. 產品價值減損標準表： 

退貨情況 退換貨條件 得扣除價值減損 可退換之相 

對金額 
應檢附文件 

 

會員對於
公司之退
貨處理 

自可提領日1-30天內退貨 0% 100% ․符合退換貨之產品 

․原發票正本 

․填寫退換貨申請書 

․填寫銷貨退回折讓證明單並蓋章 

自可提領日31-60天內退貨 0% 90% 

自可提領日61-120天內退貨 20% 70% 

自可提領日121-180天內退貨 40% 50% 

自可提領日181天後退貨 不接受退換貨 

1. 公司發行會員手冊中規範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條款，均屬本契約之ㄧ部分。 

2. 會員任何經營活動，願遵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公司所定的各項業務規章，並充分配
合公司行政作業及履行有關稅務之義務。 

3. 有關會員的各項權利義務以天漢國際事業手冊之內容為之，本公司保有最後解釋權。如有紛爭概以桃園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http://www.goodeasy.com.tw/p4.asp


 

 

 

 

 

★請務必填寫以下各項選擇之產品品項，未填寫者以問題訂單處理，敬請填妥各項資料，以免影響您的權利。 

★訂貨前請打查詢專線（03）270-2828 查詢供貨狀況，在出貨前會員隨時有更改訂單之權利。 

★本人同意已了解天漢國際公司規定相關之退貨及自動訂貨相關政策。 

★達成連續重銷六個月贈送免運費。 (本公司保留贈送免運費更改之權利)  

★"本契約期滿一個月前，訂購者未通知天漢國際不續約者，將照原訂單、產品自動延展" 

 

 
訂購人親簽                                  承辦                        審核   

        
      (偽造他人簽名用印，除該文書無效外，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行為人亦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等罪責。) 

姓名/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 1重消訂購連續6個月,贈送1個月 

(第七個月贈送免責任額) 

□ 重消訂購12個月,贈送2個月 

(第十三、十四個月贈送免責任額) 

取貨方式 

□  現提    □  宅配 

取貨人姓名 

□ 同訂購人 

取貨人電話 

取貨地址 縣 鄉鎮   

□□□ 市 市區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信

用

卡

付

款 

 信用卡卡號：___________ -- ___________-- __________ -- 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有效 月年：  /    ●持卡人姓名(正楷)： 

●卡片背面末三碼 : ____ ____ ____ 

□ 持卡人身分： □ 經銷商本人□ 非經銷商本人 

※持卡人非會員本人時，請填寫以下「同意付款聲明」 

本人  ，身份證字號  ，同意支付  身份證字號  ，所簽訂之

「 商品訂購單」所產生之款項，以本人   銀行之信用卡於     年      月      日支付上開產品

款項，且由本人與訂購人自行結清，如有任何貨款未結清或他日退換貨事項，均無需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對本人負擔任何責任。此致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簽名： 

產品品項 經銷價/元 積分 商品編號 產品品項 經銷價/元 積分 商品編號 

綠色能量醣肽飲 4-發酵型

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A101 日初飲營養素 2,280 40 B001 

黑色能量醣肽飲 3-發酵

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A104 天利明 2,350 30 B002 

白色能量-植物醱酵醣肽精

華飲5 

1,250 20 A115 天利護 3,850 60 B003 

新年華典藏蔬果植物醱酵

菁露 

18,000 350 A109 天利抗 3,850 60 B004 

D’tox 蔬果植物醱酵粉 2,250 40 A102 不是皂 980 10 C01 

新女性保養蔬果植物醱酵液 1,980 30 A111 植物舒緩化妝水 1,380 10 C02 

敏益多酵素粉 2,280 40 A114 淨白精華霜 2,000 15 C03 

    緊緻精華霜 2,000 15 C04 

出貨順序：（請填寫商品編號）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 第六個月: 

第七個月: 第八個月: 第九個月: 第十個月: 第十一個月: 第十二個月: 

扣款日請勾選(遇假日公司有權調整出貨扣款日期） 

⼝每月 1 號      ⼝ 每月 10 號     ⼝每月 15 號 

 自動訂貨申請書 
會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      年     月 

 

 

 

台北營業所：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5 樓 電話 : 02-8772-1805 傳真 : 02-8772-1803 

桃園營業所：桃園市復興路 207 號 12 樓之 4    電話 03-2702828  傳真: 03-2702838 

2021.1.12 版 



 
版本20210121 

產品訂購單 
會員編號 

 

承 審 
訂購人親簽 辦 核 

                                                     

                                                   (偽造他人簽名用印，除該文書無效外，  

行為人亦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等罪責。)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姓名/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 重消訂購 

取貨方式 

□ 現提 □ 宅配 

取貨人姓名 

□ 同訂購人 
取貨人電話 

取貨地址 縣 鄉鎮 村 
鄰

 

□□□ 市 市區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商品優惠自由選 

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經銷價 

(NTD) 
積分 數量 金額小計 

積分 

小計 

產品 

編號 
產品名稱 

經銷價 

(NTD) 
積分 數量 金額小計 

積分 

小計 

A101 
綠色能量醣肽飲4-發酵
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B001 日初飲營養素 2,280 40    

A104 
黑色能量醣肽飲3-發
酵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40    B002 天利明 2,350 30    

A115 
白色能量-植物醱酵醣
肽精華飲5 

1,250 20    B003 天利護 3,850 60    

A109 
年華典藏蔬果植物醱
酵菁露 

18,000 350    B004 天利抗 3,850 60    

A102 
D’tox蔬果植物醱酵
粉 

2,250 40    C01 不是皂 980 10    

A111 
新女性保養蔬果植物
醱酵液 

1,980 30    C02 植物舒緩化妝水 1,380 10    

A112 活仰三酵組 5,500 80    C03 淨白精華霜 2,000 15    

A114 敏益多酵素粉 2,280 40    C04 緊緻精華霜 2,000 15    

A116 七纖姬 1,980 30    輔銷品 

       F101 天漢手提袋 25 0    

       F201 
入會申請書+入會

套組訂購單 各15份 
30 0    

              

              

本次訂購總計 金額 積分(PV) 

轉
帳
匯
款 

銀行名稱:合作金庫銀行 006 

戶名: 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帳號: 01210717615148 
請附上匯款憑證，並填妥匯款細節欄位 

匯款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匯款金額： 
匯款帳戶姓名： 
匯款帳號後五碼： 

 
 

信
用
卡
付
款 

 信用 卡號：      --     --            --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有效 月年：  /  持卡人姓名(正楷)： 

持卡人身分： □ 經銷商本人□ 非經銷商本人 

※持卡人非會員本人時，請填寫以下「同意付款聲明」 

本人  ，身份證字號  ，同意支付  身份證字號  ，所簽訂之「 商 

品訂購單」所產生之款項，以本人   銀行之信用卡於     年      月      日支付上開產品款項，且由本 

人與訂購人自行結清，如有任何貨款未結清或他日退換貨事項，均無需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對本人負擔 

任何責任。此致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簽名： 

台北營業所：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5樓 電話 : 02-8772-1805 傳真 : 02-8772-1803 

桃園營業所：桃園市復興路207號12樓之4    電話03-2702828  傳真: 03-2702838 



※產品訂購注意事項： 
退換貨說明： 

1. 為提昇滿意服務,凡本公司之會員皆受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保障之退換貨權益,僅接受瑕疵品換貨。但

退回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且完整包裝 (請保持商品、贈品、包裝及所有隨附文件或資料之完整性)。 

2. 天漢國際事業獨立經銷商除自願解除契約與終止契約另有規定外，退貨視同退出經營權，故請酌量進貨推廣。退

出經營權後，若需再申請加入，請詳見事業手冊第五章 第三條。 

3. 檢附文件:(1)退貨申請書（2）發票正本(3)原購訂單(4)欲退貨之產品-未拆封且須尚持續販售之產品 

4. 瑕疵品更換：當您在收到商品時,請先確認商品本身有無破損、液體外漏、包裝變形或者是商品品項數量不符的情

況,請於貨到七日內 (包含假日)與我們聯絡,經查屬實,公司將更換新品(限原產品) ,並請將您手上有瑕疵或損壞的商品

寄回,運費 概由本公司負擔。 

5. 各項退貨申請，請本人親自辦理或委託他人代辦，被委託人須攜帶委託單及身份證件以利核對。 

6. 受理之時間起始點,以檢附文件及產品齊全後開始計算之。 

7. 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之退貨處理：若有下列情形本公司不受理退貨之事宜輔銷用品、蓄意破壞與不當使用透明膠膜

或包裝經拆封者、產品已超過有效期限。 

8. 凡於促銷期間購買之商品，若欲辦理退貨，需將贈品一併退回。 

9. 產品價值減損標準表： 

退貨情況 退換貨條件 得扣除價值減損 可退換之相 

對金額 
應檢附文件 

 

會員對於
公司之退
貨處理 

自可提領日1-30天內退貨 0% 100% ․符合退換貨之產品 

․原發票正本 

․填寫退換貨申請書 

․填寫銷貨退回折讓證明單並蓋章 

自可提領日31-60天內退貨 0% 90% 

自可提領日61-120天內退貨 20% 70% 

自可提領日121-180天內退貨 40% 50% 

自可提領日181天後退貨 不接受退換貨 

1. 公司發行會員手冊中規範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條款，均屬本契約之ㄧ部分。 

2. 會員任何經營活動，願遵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公司所定的各項業務規章，並充分配
合公司行政作業及履行有關稅務之義務。 

3. 有關會員的各項權利義務以天漢國際事業手冊之內容為之，本公司保有最後解釋權。如有紛爭概以桃園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http://www.goodeasy.com.tw/p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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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權轉讓同意書 

本人＿＿＿＿＿＿＿＿＿＿＿＿(甲方)，會員編號：＿＿＿＿＿＿＿＿＿，因個

人因素無法繼續經營天漢國際之事業，本人願將會員資格及其經營權轉讓予有意經營

之＿＿＿＿＿＿＿＿＿(乙方)（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銜接，

並同意放棄所衍生之獎金、義務及福利，而承接人亦同意概括承受所有權利與義務，

雙方已達成協議，皆同意以下條約： 

1. 乙方與甲方須為直系親屬關係，乙方同意自行與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另行簽訂

合約，始成為天漢國際之會員。 

2. 甲方承諾並保證，甲方轉讓經營權予乙方，事前已通知甲方所屬經營權的所有關

係人，若因此產生任何糾紛，概由甲方自行解決，與乙方或天漢國際無涉。 

3. 甲方承諾並保證自轉讓甲方之天漢國際經營權予乙方後，最後一次商業活動起算

六個月內，甲方不得簽約成為其他會員之下線，同時不得從事天漢國際任何形式

之商業活動。 

4. 本轉讓同意書經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書面同意後始生效力。 

5. 經營權之轉讓，第一次收取 1,000 元處理費，第二次收取 6,500 元處理費， 

第三次後皆收取 13,000 元處理費，以此類推（如為個人戶轉公司戶或公司戶轉個

人戶，第一次無須付費，第二次收取 6,500 元處理費，第三次收取 13,000元處理

費，以此類推）。 

惟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同意書，以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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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親簽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編：＿＿＿＿＿＿＿＿＿ 

電  話：＿＿＿＿＿＿＿＿＿＿＿    

地 址：＿＿＿＿＿＿＿＿＿＿＿＿＿＿＿＿

＿＿＿＿＿＿＿＿＿＿＿＿＿＿＿＿＿＿＿＿ 

承接人：＿＿＿＿＿＿＿＿＿＿（親簽用印） 

身分證字號/統編：＿＿＿＿＿＿＿＿＿ 

電  話：＿＿＿＿＿＿＿＿＿＿＿    

地 址：＿＿＿＿＿＿＿＿＿＿＿＿＿＿＿＿

＿＿＿＿＿＿＿＿＿＿＿＿＿＿＿＿＿＿＿＿ 

（以上資料如偽造他人簽名或用印，除本同意書無效外，行為人亦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罪） 

 

總經理 會計 業務部主管 客服部主管 客服承辦 

     

備註 

 



 

 
                    2021.1.6 版 

 

 

 

 

 

訂購人親簽                              承辦                    審核   

        

      (偽造他人簽名用印，除該文書無效外，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此欄由客服人員填寫) 

       行為人亦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等罪責。) 

 

姓名/公司名稱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取貨方式 

□ 現提 □ 宅配 

取貨人姓名 

□ 同訂購人 

取貨人電話 

取貨地址 縣 鄉鎮 村 
鄰

 

□□□ 市 市區 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信

用

卡

付

款 

信用 卡號：     /    /    /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有效 月年：  /  持卡人姓名(正楷)： 

持卡人身分： □ 經銷商本人□ 非經銷商本人 

※持卡人非會員本人時，請填寫以下「同意付款聲明」 

本人  ，身份證字號  ，同意支付  身份證字號  ，所簽訂之

「 商品訂購單」所產生之款項，以本人   銀行之信用卡於     年      月      日支付上開產品

款項，且由本人與訂購人自行結清，如有任何貨款未結清或他日退換貨事項，均無需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對本人負擔任何責任。此致天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簽名： 

產品品項 經銷價/元 套組 1 套組 2 套組 3 

A101 綠色能量醣肽飲 4-發酵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1  1 

A111 新女性保養蔬果植物醱酵液 1980 1 1 1 

A104 黑色能量醣肽飲3-發酵型濃縮果蔬汁飲 2250  1 1 

A109 年華典藏蔬果植物醱酵菁露 18000 2 1 1 

A114 敏益多酵素粉 2280 1 1 1 

A115 白色能量-植物醱酵醣肽精華飲 5 1250 2 1 1 

B001 日初飲營養素 2280 1 1  

B003 天利護 3850  2 3 

B004 天利抗 3850  3 2 

選擇套組    

總積分 1050PV 

金額總計 $46500 

 消費商升級合夥人訂購單 
      會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 

 

 

 

台北營業所：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102 號 5 樓 電話 : 02-8772-1805 傳真 : 02-8772-1803 

桃園營業所：桃園市復興路 207 號 12 樓之 4   電話 03-2702828  傳真: 03-2702838 



※產品訂購注意事項： 

退換貨說明： 

1. 為提昇滿意服務,凡本公司之會員皆受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保障之退換貨權益,僅接受

瑕疵品換貨。但退回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且完整包裝 (請保持商品、贈品、包裝及所有隨附文件或

資料之完整性)。 

2. 天漢國際事業獨立經銷商除自願解除契約與終止契約另有規定外，退貨視同退出經營權，故請酌量

進貨推廣。退出經營權後，若需再申請加入，請詳見事業手冊第五章 第三條。 

3. 檢附文件:(1)退貨申請書（2）發票正本(3)原購訂單(4)欲退貨之產品-未拆封且須尚持續販售之產品 

4. 瑕疵品更換：當您在收到商品時,請先確認商品本身有無破損、液體外漏、包裝變形或者是商品品項

數量不符的情況,請於貨到七日內 (包含假日)與我們聯絡,經查屬實,公司將更換新品(限原產品) ,並請

將您手上有瑕疵或損壞的商品寄回,運費 概由本公司負擔。 

5. 各項退貨申請，請本人親自辦理或委託他人代辦，被委託人須攜帶委託單及身份證件以利核對。 

6. 受理之時間起始點,以檢附文件及產品齊全後開始計算之。 

7. 可歸責參加人事由之退貨處理：若有下列情形本公司不受理退貨之事宜輔銷用品、蓄意破壞與不當

使用透明膠膜或包裝經拆封者、產品已超過有效期限。 

8. 凡於促銷期間購買之商品，若欲辦理退貨，需將贈品一併退回。 

9. 產品價值減損標準表： 

退貨情況 退換貨條件 得扣除價值減損 可退換之相對金額 應檢附文件 

 

會員對於

公司之退

貨處理 

自可提領日1-30天內退貨 0% 100% ․符合退換貨之產品 

․原發票正本 

․填寫退換貨申請書 

․填寫銷貨退回折讓證明單並蓋章 

自可提領日31-60天內退貨 0% 90% 

自可提領日61-120天內退貨 20% 70% 

自可提領日121-180天內退貨 40% 50% 

自可提領日181天後退貨 不接受退換貨 

1. 公司發行會員手冊中規範會員權利義務之相關條款，均屬本契約之ㄧ部分。 

2. 會員任何經營活動，願遵守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及相關法律規定，以及公司所定的各項業務規章，並充分配合公

司行政作業及履行有關稅務之義務。 

3. 有關會員的各項權利義務以天漢國際事業手冊之內容為之，本公司保有最後解釋權。如有紛爭概以桃園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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