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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護理及長者用品] (如需要獲得更多產品資料，請參閱｛產品及規格｝文件) 

 

自家品牌：安健樂 – 成人紙尿片(至尊裝)升級版 

柔軟不織布表層，全面透氣底膜，不焗促，貼身舒適 

產品介紹： 
a. 特大棉層，吸濕量高 
b. 左右附有防漏褶邊 
c. 導流設計，令水份更快吸收，保護用者皮膚 
d. 定位膠貼 

e. 黃色尿濕顯示線遇濕即轉藍色 
f. 除臭防菌 

尺碼 腰圍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1a] 中碼 28”-48” 10 片*10 包 PL-MGE $400  

[2a] 大碼 34”-58” 10 片*10 包 PL-LGE $460  

**訂購 5 箱或以上 

尺碼 腰圍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1b] 中碼 28”-48” 10 片*10 包 PL-MGE $360  

[2b] 大碼 34”-58” 10 片*10 包 PL-LGE $414  

 

加強版日本喜舒樂：成人紙尿褲(安全防護型)，吸濕量約 750ml 

尺碼 腰圍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3a] 中碼 23.5”-37.5” 18 片*3 包 PL-001-SALVA-M $390  

[4a] 大碼 31.5”-49” 16 片*3 包 PL-001-SALVA-L $390  

**訂購 3 箱或以上 

尺碼 腰圍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3b] 中碼 23.5”-37.5” 18 片*3 包 PL-001-SALVA-M $375  

[4b] 大碼 31.5”-49” 16 片*3 包 PL-001-SALVA-L $375  

 

  

訂購１箱或以上 
安健樂成人紙尿片，
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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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形成人紙片心，附有防漏褶邊，乾爽無紡布表層 

尺碼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5a] 標準版 19.6”x10.5” 20 片*12 包 PL-001-504E $324  

[6a] 加長版 23.6”x10.5” 20 片*12 包 PL-001-606E $360  

**訂購 3 箱或以上 

尺碼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5b] 標準版 19.6”x10.5” 20 片*12 包 PL-001-504E $288  

[6b] 加長版 23.6”x10.5” 20 片*12 包 PL-001-606E $312  

 

床墊紙，內有高份子聚合體，吸濕量：約 500(+/-10%)(g)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7a] 床墊紙 35.4”x23.6” 10 片*10 包 PL-001-9060 $330  

**訂購 3 箱或以上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箱) 訂購數量 

[7b] 床墊紙 35.4”x23.6” 10 片*10 包 PL-001-9060 $300  

 

口罩，不織布物料，藍色三層口罩，獨立包裝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盒) 訂購數量 

[8a] 口罩 / 50 個*1 盒 PL-MASK-01 (暫停供應)  

**訂購 20 盒或以上 

 尺寸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盒) 訂購數量 

[8b] 口罩 / 50 個*1 盒 PL-MASK-01 (暫停供應)  

 

即棄手套，PE 物料 

 尺碼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包) 訂購數量 

[9a] 手套 中碼 100 個*1 包 PL-PEGLOVE-01 $9  

**訂購 20 包或以上 

 尺碼 包裝 編號 會員價(每包) 訂購數量 

[9b] 手套 中碼 100 個*1 包 PL-PEGLOVE-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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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日本品牌 MiKi 介護型輪椅(助推式) 
支架：航太鋁合金 7003，５年支架保養，承重 100kg。[安全。舒適。輕巧。] 

 座闊 / 座高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台) 訂購數量 

[10a] 輪椅 17.3”/18.3” 11kg PL-002-MPTC-46 $2,850  

[11a] 輪椅 15.7”/17.1” 7.9kg(超輕量) PL-002-MOC-43JLK2 $4,500  

**訂購 5 台或以上 

 座闊 / 座高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台) 訂購數量 

[10b] 輪椅 17.3”/18.3” 11kg PL-002-MPTC-46 $2,600  

[11b] 輪椅 15.7”/17.1” 7.9kg(超輕量) PL-002-MOC-43JLK2 $4,320  

 

康復床，電動單人，三功能操作，附護欄１對，床輪４個 
全床，靠背，腿部升降，台灣 Timotion 摩打 
海綿床褥 

 尺寸 重量 / 承重 編號 會員價(每套) 訂購數量 

[12a] 康復床 73.5”x32” 
(總計) 

69”x28” 

(內計) 

100kg / 160kg PL-008-BASIC $7,500  

[13a] 床褥 69”x28”x4” / PL-008-M $1,000  

**訂購 3 套或以上 

 尺寸 重量 / 承重 編號 會員價(每套) 訂購數量 

[12b] 康復床 73.5”x32” 
(總計) 

69”x28” 
(內計) 

100kg / 160kg PL-008-BASIC $7,200  

[13b] 床褥 69”x28”x4” / PL-008-M $900  

 

銀適 4 段摺合式拐杖(黑色) 

 高度 重量 / 承重 編號 會員價(每支) 訂購數量 

[14a] 拐杖 31”-35” 360g / 250 磅 PL-005-01040396 $180  

**訂購 20 支或以上 

 高度 重量 / 承重 編號 會員價(每支) 訂購數量 

[14b] 拐杖 31”-35” 360g / 250 磅 PL-005-0104039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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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合式助行架，台灣製造 

 高度 / 闊度 重量 / 承重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15] 助行架 31.5”-36.2” 
19.3”-20 

4.5kg / 100kg PL-005-1060100B $370  

 

B. [健康枕頭及腰背，座墊] (如需要獲得更多產品資料，請參閱｛產品及規格｝文件) 
韓國 benepom Dual Plus+ Pillow 人體工學護頸枕頭，韓國製造 
 
DUAL PLUS PILLOW 
枕頭主要功能，提供良好支撐給頭部和頸部，減輕肩頸壓力。最好親身試試，適不適合 
自己的肩頸位，注重枕頭的形狀和高度，一般建議選擇波浪形的枕頭，配合頸椎自然的 
生理弧度。 
5大特點 
1. 人體工學設計，給頸椎(後頸)、脊椎得到自然及舒服的承托 
2. 讓您放鬆休息及安睡，恢復體力，迎接新一天的開始 
3. 雙枕芯結構，耐用而不易變形 
4. 一物兩用，喜愛側睡人士，枕頭合適的高度，讓脊椎與床面形成平行，可以舒服地 
休息 

5. 獨有雙耳窩位設計，減少當側睡時對耳朵的壓力 
 

 尺寸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16a] 護頸枕頭 60x30x10cm 1.6kg DUAL PLUS PILLOW $720  

**訂購 20 個或以上 

 尺寸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16b] 護頸枕頭 60x30x10cm 1.6kg DUAL PLUS PILLOW $630  

 

自助肩頸按摩神器，C-Rest按摩枕，韓國製造 
C-REST 
攜帶輕便的C-Rest肩頸枕，每天只需躺在上面10分鐘，工作一天累積下來的肩頸酸痛便可得到大幅
度緩解。使用方法非常簡單，你只需將其放在床上或高背椅的椅背上，全身放鬆地躺或靠在上面，
或者輕輕地左右滾動效果更佳，C-Rest上的按摩粒和按摩條便可刺激血液循環，放鬆頸部肌肉，從
而達到舒緩頸部不適的目的。 

 尺寸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17] 按摩枕 21x24x13cm 0.5kg C-REST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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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benepom 腰墊，座墊系列，韓國製造 

 尺寸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18] 輪廓型腰墊 16”x18.5”x5.1” 1.1kg WAIST SOFT $385  

[19] 3D 輪廓型零重感
座墊 

17.3”x15.7”x3.1” 1kg HIP UP SOFT $405  

[20] 3D 輪廓型座墊 
中碼 

16.9”x15.7”x3.5” 1kg 3D HIP 
REST(BROWN),M 

$385  

[21a] 冬甩形座墊 16.5”x16.5”x4.3” 1.1kg RING HIP REST $385  

[22a] 方形座墊(橙色) 17.3”x17.3”x2.3” 1kg SQUARE HIP 
REST(ORANGE) 

$385  

[22b] 方形座墊(啡色) 17.3”x17.3”x2.3” 1kg SQUARE HIP 
REST(BROWN) 

$385  

[23] 心形座墊 17.3”x15”x2.2” 0.9kg HEART HIP REST $340  

**訂購 10 個或以上 

 尺寸 重量 編號 會員價(每個) 訂購數量 

[21b] 冬甩形座墊 16.5”x16.5”x4.3” 1.1kg RING HIP REST $345  

[22a1] 方形座墊(橙色) 17.3”x17.3”x2.3” 1kg SQUARE HIP 
REST(ORANGE) 

$345  

[22b1] 方形座墊(啡色) 17.3”x17.3”x2.3” 1kg SQUARE HIP 
REST(BROWN)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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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細則 
送貨服務細則(以下金額/收費以港幣計算)  
1. 每張發票的購物金額達到 HKD500.00，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2. 如訂購安健樂成人紙尿片，只需１箱或以上，都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3. 若每張發票的購物金額未能達到 HKD500.00，則收取 HKD50.00 速遞費用(每張發票計算)。 
4. 一般情況下，送貨職員會於到達前約一小時致電給客戶確定預計到達時間及地址。 
5. 若首次派送，未能成功(如找不到收貨人，送貨地點沒有人收貨)，本公司只會安排額外一次送
貨服務(會另議送貨日期及時間)，如第二次仍未能成功派送，將額外收取 HKD50.00(每張發票計
算)。 

6. 請確保送貨地址是升降機可到達的，若升降機未能到達或送貨當時未能使用升降機，需按以下
價目表(港幣)收取額外費用。 
7. 由於每個地點的情況不同，請客戶確保收取大型傢俬(如康復床或其他)時，貨品是可以進入升
降機或樓梯有足夠空間運送，如需將產品拆件後再組裝，需額外收取費用 HKD1,000.00，若該貨品

不能拆裝，客戶需於地面交收作實。 
8. 至於停車場收費，則按實報實銷方式收取。 
9. 所有額外費用，需於貨品交收時以港幣現金當場支付。 
10. 客戶收貨時，需親自點收數量及驗收貨品質量並簽收作實，如有問題，需當場提出及通知送貨
職員。 
 
送貨時經樓梯搬運的價目表 

產品類別 樓層數 單位 費用(HKD) 備註 

尿片 每層 箱 10.00   

輪椅 每層 台 50.00   

康復床 每層 套 200.00   

 
惡劣天氣下的安排 
遇有惡劣天氣發生，如香港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懸掛八號以上烈風訊號，送貨日期及時
間將會另行通知。 
 
偏遠地區的送貨安排 
以下送貨地點，將另議送貨日期： 
- 馬灣(柏麗灣)、愉景灣(隧道費另計)及東涌(需額外收取每單 HKD200.00)。(康復床以外的貨品) 

- 馬灣(柏麗灣)、愉景灣(隧道費另計)及東涌(康復床每件需額外收取 HKD500.00)。 
暫不提供以下地點的送貨服務： 
- 離島、長洲、大嶼山(不包括東涌) 
 
退貨、換貨細則 
1. 特價貨品、消毒貨品、換購貨品及贈品不接受退貨要求。  
2. 如客戶在訂購貨品交易程序完成，本公司毋須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並不會安排任何更退貨、
換貨事宜。 
3. 任何曾經使用的貨品，本公司不會接受退貨、換貨的要求。 
4. 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保留最終的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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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員資料 

會員姓名 

(中文) 

：   會員編號 ：  

聯絡電話 

(手機) 

：      

收貨人姓名 

(中文) 

：   聯絡電話 

(收貨地址) 

：  

送貨地址 

(中文) 

：  

 

 

(電梯按    字)(如適用) 

訂購總金額 

 

：   送貨費 

(由供應商填寫， 

如適用) 

：  

備註 

(如有特別要求， 

請填寫) 

： ： 

 

訂購辦法： 

請填妥所有資料，用以下方式遞交表格給供應商［安活香港有限公司］。 

(1) 電郵至 po@prolive.com.hk；或 

(2) 傳真至(852) 3590 4894 

查詢：3590 4892，WhatsApp：6846 2662 
 

送貨日期及時間： 

會由供應商自行聯絡客戶安排送貨日期及時間 

 

付款方法： 

1. 貨到付款(cash on delivery)，現金；或 

2. 送貨前轉帳至以下帳戶： 

[匯豐銀行，帳戶號：652-620832-838，帳戶名稱：Pro Live Limited]， 

入帳後，請將收據副本電郵至 po@prolive.com.hk 或 WhatsApp：6846 2662， 

待確定收到款項後，會安排送貨。 

------------------------------------------------------------------------------------ 
表格內的貨品種類，售價及規格，或會有更新或修訂的，以購買貨品時為準。 

遇有缺貨或不再供應，稍後會聯絡客戶。 
收集的資料，只作訂購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