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point會員可於2019年12月31日前選擇更多優惠。

功能 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 會員價 特惠項目 特惠價 折扣 #送贈現金券

$398 $318 1樽特惠 $308 77.4% ------

EP301 $1,194 $936 3樽優惠 $885 74.1% $10現金券

$284 $199 1樽特惠 $189 66.5% ------

EP302 $852 $585 3樽優惠 $525 61.6% $10現金券

$250 $189 1樽特惠 $179 71.6% ------

EP310 $750 $555 3樽優惠 $510 68.0% $10現金券

$231 $189 1樽特惠 $179 77.5% ------

EP311 $693 $555 3樽優惠 $510 73.6% $10現金券

日常用品 意高冬季特惠套裝： $743 $513 套裝特惠 $418 56.3% $10現金券

EP306 防敏感濕疹淋浴油 (500毫升) 1件

EP307 防敏感濕疹淋浴露 (150毫升) 1件

EP308 防敏感濕疹潤膚膏 (100克) 1件

EP309 送溫和潔膚潤露(250克) 1件

EP301

日常用品 意高特惠套裝： $1,223 $926 套裝特惠 $768 62.8% $30現金券

EP301x2 雪花霜(1千克) 2瓶

EP302 溫和潔膚潤露 (1.25千克) 1瓶

EP304 送滋潤洗髮液(200克) 1件

日常用品 意高特惠套裝： $1,301 $895 套裝特惠 $748 57.5%

EP306x2 防敏感濕疹淋浴油 (500毫升) 2瓶

EP301 雪花霜(1千克) 1瓶

EP308 防敏感濕疹潤膚膏 (100克) 1件

EP304 送滋潤洗髮液(200克) 1件

日常用品 意高特惠套裝： $1,620 $1,208 套裝特惠 $948 58.5%

EP301x2 雪花霜(1千克) 2瓶

EP303 溫和潔膚潤露 (1千克) 1瓶

EP304 滋潤洗髮液(200克) 1件

EP305 滋潤護髮素(200克) 1件

EP123 送綠芙奇亞籽(500克) 1瓶

只需加$10, 溫和潔膚潤露 (1公升)可升級至(1.25公升)

凡購買QV特惠產品所獲得的現金券，可即場用於購買指定推廣產品 (EP110) 三文魚油丸 200粒

特惠價$196減現金券 (最多可以一次過使用$50現金券)

日常

用品

意高QV 潤膚浴油 (1.25公升)

QV Bath Oil (1.25 Lit)

[保濕滋潤浴油, 適合冬天使用]

凡購買意高冬季特惠

套裝,可以換購價

$295購買

QV Cream

(1kg)
換購優惠：凡購此套產品, 可加

$295換購意高雪花霜 (1千克)

凡購買QV特惠產品所

獲得的現金券，可即場

用於購買指定推廣產品

(EP110) 三文魚油丸

200粒

例子：

(1) 特惠價$196-$10現

金券, 只需$186/瓶

(2) 特惠價$196-$30現

金券, 只需$166/瓶

(3) 最多可以一次過使

用$50現金券, 只需

$146/瓶

關注你的

三高, 清血管,

護心, 護眼, 護腦

   澳洲著名地道貨 [護膚潔膚產品]

日常

用品

意高雪花霜  (1千克)

QV Cream (1KG)

[保濕滋潤乳霜, 潔膚後用]

日常

用品

意高溫和潔膚潤露 (1.25千克)

QV Gentle Wash (1.25KG)

[沖涼用, 15%甘油成份更保濕]

日常

用品

意高潔膚潤露 (1.25公升)

QV Wash (1.25Lit)

[沖涼用, 10%甘油成份, 質感比Genle

Wash薄, 適合夏天使用]

澳洲積分兌換會 [2019年Rpoint會員特惠購物權]

點止 18款 , 任選更多驚喜優惠 ! 2019年 7月份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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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貨號 產品名稱 零售價 會員價 特惠項目 特惠價 折扣 #送贈現金券

內外健康 Grahams增強皮膚抗炎之奧米加-3三文魚油套裝, 包括： $20現金券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534 $399 套裝特惠 $357 66.9%

EP110 奧米加 3 三文魚油 (200粒) 1瓶

內外健康 Grahams增強皮膚抗炎之奧米加3:6:9亞麻籽油套裝, 包括：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943 $689 套裝特惠 $602 63.8%

EP124 綠芙亞麻籽油3:6:9 (365粒) 1瓶

內外健康 Grahams提升皮膚免疫力之麥盧卡蜜糖益生菌套裝, 包括：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608 $451 套裝特惠 $389 64.0%

EP125

內外健康 Grahams提升皮膚抗氧化之蔓越莓天然活性益生菌套裝, 包括：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568 $423 套裝特惠 $359 63.2%

EP126

內外健康 Grahams兒童濕疹免疫力提升之益生菌套裝, 包括：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568 $423 套裝特惠 $359 63.2%

EP127

內外健康 Grahams兒童濕疹護理之奧米加魚油套裝, 包括：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658 $459 套裝特惠 $431 65.5%

EP128

日常用品 $315 $212 套裝特惠 $188 59.7%

EP503 麥盧卡蜂蜜椰子洗髪水 (250毫升) 1瓶

EP504 麥盧卡蜂蜜椰子護髪素 (250毫升) 1瓶

日常用品 $461 $311 套裝特惠 $277 60.1%

EP503 麥盧卡蜂蜜椰子洗髪水 (250毫升) 1瓶

EP504 麥盧卡蜂蜜椰子護髪素 (250毫升) 1瓶

EP505 麥盧卡蜂蜜椰子沐浴露 (250毫升) 1瓶

日常用品 $877 $581 套裝特惠 $499 56.9%

EP503 麥盧卡蜂蜜椰子洗髪水 (250毫升) 1瓶

EP504 麥盧卡蜂蜜椰子護髪素 (250毫升) 1瓶

EP505 麥盧卡蜂蜜椰子沐浴露 (250毫升) 1瓶

EP501 天然C+霜 (50克) 1件
EP502 天然溫和潔膚浴油 (100毫升) 1

凡購買Grahams Natural特惠套裝，可加$99換購 (EP502) Grahams Bath Oil (100毫升) 1瓶，

或加$88換購 (EP503) 麥盧卡蜂蜜椰子洗髪水 (250毫升) 1瓶，

或加$88換購 (EP504) 麥盧卡蜂蜜椰子護髪素 (250毫升) 1瓶

Grahams 洗髪水+護髮素 (麥盧卡

蜂蜜椰子) 套裝, 包括：

Grahams 洗髪水+護髮素 (麥盧卡

蜂蜜椰子) 套裝, 包括：

Grahams 洗髪水+護髮素 (麥盧卡

蜂蜜椰子) 套裝, 包括：

澳莱萃蔓越莓天然活性益生菌

(1盒內有20包)

例子：

(1) 特惠價$308-$10現

金券, 只需$298/瓶

(2) 特惠價$308-$30現

金券, 只需$278/瓶

(3) 最多可以一次過使

用$50現金券, 只需

$258/瓶

澳萊萃兒童複合天然活性菌

(1盒內有20包)

綠芙孩子們深海奧米加-3魚油 750

毫克 (120粒) 1瓶

   澳洲著名地道貨 [護膚潔膚產品]

凡購買Grahams特惠套

裝產品, 每套可獲贈$20

代理食品現金券。所獲

得的現金券, 可即場用

於購買指定推廣產品

(EP128) 綠芙孩子們深

海奧米加-3魚油 750毫

克 (120粒)

澳萊萃麥蘆卡蜂蜜粉養胃益生菌

(1盒內有20包)



Rpoint會員可於2019年12月31日前選擇更多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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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

* 公司團體會員享有雙倍積分，積分會於訂單完成後於月底或之前回贈到客戶Rpoint網上帳號。

* 填妥表格後請傳真852-2699 8539或電郵至本公司 info@rpoint.com.hk，本公司會於3個工作天內與閣下聯絡。

* 付款方法 : 付款銀行賬戶 : 恆生銀行 # 796-055333-883 「欣願(香港)公司)」

* 所有產品優惠，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擁有最終決定權。產品種類多，優惠不斷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 如因澳洲本土出現缺貨情況，本公司將保留取消訂單之權利，退回所有訂金給客戶而無需賠償。

* 本公司代表會員從澳洲本土營運商購買產品並運送至香港客戶。

* 產品皆為全新正貨，來源為澳洲產品，直接由澳洲送達香港。歡迎瀏覽主網站查看更多產品：
    www.rpoint.com.hk   ||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rpointhk

* 聯絡方法  Whatsapp: 6764 2181 或 6683 9162   ||   Wechat: Gladheart_hk   ||   Instagram: rpointhk

訂購人資料 (需成為Rpoint會員才享有上述優惠)：

姓名: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手提號碼):____________ 傳真或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運送方式 :

* 自行店舖取貨 - 免運費

* 順豐站

-選擇順豐物流的客人可於順豐服務中心自取

-訂購金額於HK$600 元以下，運費HK＄30

-訂購金超過HK$600，運費全免

-自取服務不設貨到付款，客戶須先付清訂購單的款項

澳洲地道貨專遞服務
欣願企業(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開源道60號駱駝漆大廈3期4樓H室

電話 : (+852) 2699 8753 傳真 : (+852) 2699 8539 網站 : www.rpoint.com.hk 電郵 : info@gladhear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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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贈現金券：會員可於下次到店購物時使用, 每次以會員價購買代理健康食品滿$300, 可使用

$30現金券。現金券有效期為壹年。只限親臨門市使用。現金券不能兌換現金。
#送贈現金券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不能使用於折扣產品、套裝產品、換購價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