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NURSING STAFF
九龍佐敦白加士街 25-27 號慶雲商業大廈三樓
3/F., Hing Wan CommercialBuilding, 25-27Parkes Street, Jordan, Kowloon.
總機電話及二十四小時傳真熱線： 2314 6900 傳真：2736-6020
Website :http://www.nurse.org.hk
E-mail : info@nurse.org.hk
會員服務部 電話：2314-6910/2314-6961 傳真：2736-6020
Ref:N:/Form/2021/福利部/811223

(此欄由 PHAP 填寫)
Sold-to Code: 84932498
Ship-to Code: _______________
Term: Credit
Special instructions: CALL
BEFORE DELIVERY

德國製造赫曼《安加適》
成人紙尿片優惠訂購表格

(此欄由本會填寫)

訂購編號：SPOW＿＿＿-＿＿＿＿＿
收據號碼：＿＿＿＿＿＿＿＿＿＿＿
日

個人資料請用正楷填寫

期：＿＿＿＿＿＿＿＿＿＿＿

＿

護協會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護協會員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姓名（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聯絡電話：(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送貨地址(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臨床證實有效預防IAD(失禁皮膚炎)，獨特pH5.5呵護肌膚，免受細菌侵害。
護協編號

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

包裝

066323

3PH1652721

日用彈性成人紙尿片 6 滴(中碼 85-120 厘米)

30 片裝 x 3 包

066324

3PH 1652731

日用彈性成人紙尿片 6 滴(大碼 115-145 厘米)

30 片裝 x 3 包

066325

3PH 1654721

夜用彈性成人紙尿片 8 滴(中碼 85-120 厘米)

26 片裝 x 3 包

066326

3PH 1654731

夜用彈性成人紙尿片 8 滴(大碼 115-145 厘米)

24 片裝 x 3 包

057898

3PH9158324

14 片裝 x 3 包

057899

3PH9158334

成人紙尿褲(中碼 80-120 厘米)
成人紙尿褲(大碼 100-150 厘米)

無憂墊系列 新包裝全新上市
061884

3PH1681002

061885

3PH1681012

061886

3PH1681021

057902

3PH9950920

057903

3PH9950910

057904

3PH9950940

14 片裝 x 4 包

< 產品升級: (1)片數升級至 28 片/包

無憂墊男女適用 2 滴(輕量型)
無憂墊男女適用 3 滴(中量型)
無憂墊男女適用 4 滴(加強型)
護膚濕紙巾
皮膚清潔泡沫(免沖洗)
護膚膏(蘊含氧化鋅) (Zinc Oxide Cream)

28 片裝(包)
28 片裝(包)
28 片裝(包)
50 片裝(包)
400ml (支)
200ml (支)

訂貨查詢熱線: 2953 7100
訂貨查詢Whatsapp: 9829 1099
金額
護協價 95 折! 數量

$495 $521
$623 $656
$501 $527
$522 $549
$377 $396
$635 $668

2736 6020

箱
箱
箱
箱
箱

$
$
$
$
$
$

(2)比舊包裝更高吸濕量 >

$46 $49
$61 $65
$91 $95
$48 $50
$90 $92
$58 $59
總金額：

傳真號碼：

箱

包
包
包
包
支
支

$
$
$
$
$
$

$

皮膚科醫生推介產品!
付款詳情及產品資料見後頁

注意:
1) 送貨必須滿$600 (送貨地點不包括離島)
2) 所有價格以出單為準
3) 送貨將於落單後約 7-10 工作天內送貨，送貨日期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不設送貨，送貨前會聯絡收貨人確認時間，不可指定時間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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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於入數前先致電本會 2314 6961 / 2314 6945 查詢貨源，並必須於當日入數後的兩天內傳真。
銀行入數紙及訂購表格至 2736 6020，收到訂購後，本會會聯絡收貨人確實下單。
☆ 銀行入數：本會之存款戶口為

127-3-005494 (匯豐銀行) / 139-10-10624-5 (東亞銀行)

☆ 信用卡：只接受香港銀行發行之VISA / MASTERCARD信用卡,可以親臨本會辦理或以傳真方式訂購。
(如以傳真訂購請填妥下方之信用卡資料方為有效)

傳真號碼：

請於本人以下之“VISA /

2736 6020

MASTERCARD”信用卡戶口內收取費用：

持卡人姓名：

有效日期至：

月/

年

(信用卡持有人姓名必須與會員姓名相同)

賬戶號碼：

□□□□-□□□□-□□□□-□□□□

持卡人簽署：

持卡人聯絡電話：

日期：

確認下單後要求取消或換貨，行政費用為$200。
訂購者可於福利部選購同等或以上價值之貨品。(代理商缺貨則可作特別處理；護協保留貨品退換的最後權利。)

<<德國赫曼家族>>
自 1818 年起，赫曼家族就在健康護理及清潔消毒領域銳意開拓，並在過去 190 多年來設計出無數突破性
的醫療解決方案。透過細緻、高效及全面的解決方案滿足患者的實際及心理需求。不論病情輕重，不論者
行動自如抑或是臥床不起，都能獲得安全放心、貼身舒適、易於使用的防漏護理以及皮膚過敏預防產品。

貨品名稱:
安加適日用成人紙尿片
(德國製造)
安加適夜用成人紙尿片
(德國製造)
安加適成人紙尿褲
(德國製造)
安加適成人無憂墊
(德國製造)

用途

專為嚴重失禁人士而設

專為中度失禁人士而設
專為輕度失禁人士而設

護膚濕紙巾(補充裝)
(200x300mm)

清潔皮膚污垢

皮膚清潔泡沫
(免沖洗)

分解皮膚污垢，清潔時
只需輕輕一抺，避免磨
擦肌膚

護膚膏
蘊含氧化鋅
(Zinc Oxide)

清潔防乾

特性/優點:
1) 採用透氣無紡纖薄側墊
經驗証的親膚質料，提升舒適程度防止及減少敏感及紅疹
2) 曲線型雙重防漏圍邊設計
在實際護理環境下測試，增加吸濕範圍(+14%)及防漏保護
3) 保持約 pH 5.5 值
呵護肌膚,免受細菌侵害
1)
2)
1)
2)
3)
1)
2)
3)
4)
1)
2)
3)
4)

採用透氣無紡纖薄側墊
設有防漏圍邊和強力吸濕墊
質感特別柔軟溫和
防敏感, 回復皮膚油份
不含酒精, 不含 PEG
預防皮膚出現紅疹及爆裂
方便省時，迅速清潔
溫和滋潤
新增氣味中和功能，辟味除臭
保護敏感部位的幼嫩皮膚免受外來損害
蘊含 Creatine 保護滋潤成份
蘊含氧化鋅 (Zinc Oxide)，避免發炎
新增氣味中和功能，辟味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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