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填妥本訂購單所需資料，並傳真至 04-2381-3000 即完成訂購程序，訂購確認電話:04-2381-5000 
台澎金馬地區-華康字型系列-新購-企業大量授權—傳真訂購單 

訂購人:             電話:               分機:              訂購日期:2010 /     /         
訂購學校:                                                 傳真::                        
送貨地址:                                                 E-MAIL:                      
 

訂購產品名稱 單價 數量 小計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2,200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2,0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1,5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1,300   

新注音小老師 3-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1,200            

新注音小老師 3-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1,0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新購-2~4 人級數    3,6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9 人級數    3,2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2,9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2,6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新購-2~4 人級數    3,6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9 人級數    3,2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2,9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2,600   

華康手書風 II-字得奇樂-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550            

華康手書風 II-字得奇樂-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500   

華康手書風 II+I (14 套) -企業大量授權-新購-10~49 人級數    690            

華康手書風 II+I (14 套) -企業大量授權-新購-50 人以上級數    630   

總價:新台幣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含稅) 總 金 額        

付款方式：□ 銀行電匯   □ 郵政劃撥  □依公司請款流程(限與保安資訊長期合作顧客) 
注意事項 ：以上價格如與原廠公告有異，以原廠正式公告為準。 

• 付款帳號 ：＊郵政劃撥帳號: 22552931 
                戶 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銀行電匯帳號：215032001889  國泰世華銀行文心分行 
                    戶 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跨行銀行代碼:013 

 
作業時間 ： 

為加速本公司對您的服務,請將 "郵政劃撥單"或"銀行電匯單"影本及"傳真訂購單" 
傳真予本公司(傳真號碼:04-2381-3000)，自收到您的傳真日起，約 2-3 個工作天，您將接獲
您訂購之產品。 

• 若有任何問題請洽 ： 
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部  
總管理處暨營業所：408 台中市南屯區三和街 150 號 1 樓 
電話： 04-23815000 分機 169 傳真： 04-23813000    e-mail:keep.safe@msa.hinet.net 

• 相關資訊及更多產品資訊亦可由本公司網站的『常用 OA 軟體』主選單區查詢。本公司網址
www.savetime.com.tw (好記:幫您節省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請填妥本訂購單所需資料，並傳真至 04-2381-3000 即完成訂購程序，訂購確認電話:04-2381-5000 
台澎金馬地區-華康字型系列-升級-企業大量授權—傳真訂購單 

訂購人:             電話:               分機:              訂購日期:2010 /     /         
訂購學校:                                                 傳真::                        
送貨地址:                                                 E-MAIL:                      
 

訂購產品名稱 單價 數量 小計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49 人級數    2,980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50~99 人級數    1,500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0~249 人級數    1,300   

金蝶 33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250 人以上級數    1,0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49 人級數    1,8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升級-50~99 人級數      8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0~249 人級數      700   

金蝶 2008 活用版-企業大量授權-升級-250 人以上級數     600   

新注音小老師 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49 人級數    1,780            

新注音小老師 3-企業大量授權-升級-50 人以上級數    N/A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49 人級數    3,99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升級-50~99 人級數    2,0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0~249 人級數    1,700   

Open Type 127 Win-企業大量授權-升級-250 人以上級數    1,3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49 人級數    3,99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升級-50~99 人級數    2,000   

Open Type 127 Mac-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0 人以上級數    1,700   

華康手書風 II-字得奇樂-企業大量授權-升級    N/A            

華康手書風 II+I (14 套) -企業大量授權-升級-10 人以上級數    690            

總價:新台幣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含稅) 總 金 額        

付款方式：□ 銀行電匯   □ 郵政劃撥  □依公司請款流程(限與保安資訊長期合作顧客) 
注意事項 ：以上價格如與原廠公告有異，以原廠正式公告為準。 

• 付款帳號 ：＊郵政劃撥帳號: 22552931 
                戶 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銀行電匯帳號：215032001889  國泰世華銀行文心分行 
                    戶 名：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跨行銀行代碼:013 

 
作業時間 ： 

為加速本公司對您的服務,請將 "郵政劃撥單"或"銀行電匯單"影本及"傳真訂購單" 
傳真予本公司(傳真號碼:04-2381-3000)，自收到您的傳真日起，約 2-3 個工作天，您將接獲
您訂購之產品。 

• 若有任何問題請洽 ： 
保安資訊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部  
總管理處暨營業所：408 台中市南屯區三和街 150 號 1 樓 
電話： 04-23815000 分機 169 傳真： 04-23813000    e-mail:keep.safe@msa.hinet.net 

• 相關資訊及更多產品資訊亦可由本公司網站的『常用 OA 軟體』主選單區查詢。本公司網址
www.savetime.com.tw (好記:幫您節省時間.的公司.在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