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斯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Distributor ID

國際編號：

MESDAX INTERNATIONAL CO., LTD

TW
(由公司填寫)

324-56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345號2樓
Tel : (03)4681-633 Fax : (03)4679-863

年

Date of Application申請日期：

月

日

Distributor Application Form 傳銷商申請書暨協議書
Applicant Information 申請者資料
Applicant’s full name 姓名 / 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Nickname 暱稱

Company representative 公司負責人

ID No.身分證字號/VAT No.公司統一編號

Gender 性別：

Female女性

Male男性

Date of Birth 出生日：西元

年

月

日

Resident Address戶籍地址/公司登記地址

Mailing Address通訊地址

Home No.住宅電話

同上

Business No.公司電話

Mobile No.手機號碼

Email 電郵

Fax No.傳真號碼

Sponsor Information 推薦人及安置人資料
Sponsor’s name 推薦人姓名

Sponsor’s ID 推薦人編號

Mobile No.聯絡電話

Placement’s ID 安置人姓名

Placement’s name 安置人編號

Position 安置組織位置(無安置免填)

Applicant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申請者銀行帳號資料
Bank name 銀行名稱 / 分行

Name 戶名

Bank account No.帳號

Term of Agreement 同意條款
一. 個資告知事項
1.美斯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斯德)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得在特定目的的
業務範圍內，就您個人資料為國內及國際間傳輸、蒐集、處理及利用。
2.如您同意簽署美斯德之參加契約或其他應繳交予美斯德之文件含有個資資料，在該協議書
或文件之有效期間內，於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美斯德依誠實及信用方式且不逾越推動業
務及銷售產品所必要之特別目的範圍內，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處理及利用
您的資料(包括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聯絡方式、財務及其他
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資料)，並得於國內外傳輸之，並得為前述目的範圍內而
將本人之資料提供予他人處理、利用及傳輸。如您的資料有所變更，亦願立即通知美斯德
，否則，您可能無法獲得美斯德提供之服務與相關權益。
3.以上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不存在或期限屆滿時，如您以書面請求停止處理、刪
除或利用該個人資料，美斯德無法定之拒絕事由時，即應依法停止處理、刪除或利用該個
人資料。
4.您對所提供之個資，依法具有查詢或請求閱覽、製作複本、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
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之權。如因您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查閱、複製、刪除
您的資料所造成之權益受損，美斯德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申請人敬請詳細瀏覽背面條文

5.您欲行使上述提及之相關權益時，若需了解詳細資訊，請與美斯德客服聯絡，將有專人為
您服務。
二. 傳銷商必須年滿二十歲。年滿十八歲但未滿二十歲者，應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填寫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附於申請書。
三. 本人已詳讀，了解美斯德公司之事業手冊、營運規章及其他相關法律條文規章，並同意遵守
其規範。
四. 本人已詳讀瞭解並同意遵守本申請書背面契約條文。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名

年

月

日

本人在此同意與確認上述資料無誤，並接受公司所列合約內容。
I barely confirm and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given herein is true and correct. I shall be bound
and abide by all the Company Rules and Regulations currently enforced.

For Office Use 公司審核欄位
財務部

營業部

本表單乙式三聯：第一聯(白)公司營業部留存、第二聯(紅)公司財務部留存、第三聯(黃)申請人留存

經辦人

20171007
20170622001版

美斯德國際有限公司

Order No
訂單編號：

32456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345號2樓
Tel：034681633ˇFax:03-4679863

Name姓名／Company name 公司名稱

（由公司填寫）

商品訂購單 Purchase
Purchaser’s Information 購買人資訊
Order
Distributor ID 國際編號

Delivery Mode 提貨方式
□ 現場提貨 □ 宅 配 (約3~7個工作天)
Delivery Time 寄送時間

Order Date

購買日期：

年

月

Phone Number 連絡電話

Delivery Address 寄送地址
□ □ □ - □□
Recipient’s Name 收件人姓名 □ 同訂購人

Recipient’s Number 收件人連絡電話

□ 早上 □ 下午
＊宅配同意事項：本人（即購買人）在此簽屬同意美斯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為寄送商品

購買人親簽：

給以上收件人，相關寄送資料已詳細填載如上，如有爭議，本人自行負責。

Purchase Order 訂購內容

系列
行政處理

ZA0001

貨號

首購

Tˋ4716675379
48

商品名稱
網 路 資 料 管理費
自 然 純 護 (絳炎) 一盒 30 顆

T47116675319
24
T47116675319
17

自 然 純 護 (排 酸) 一盒 60 顆
自 然 純 護 (絳 炎) 一盒 120 顆

10,000
10,000

T47116675319
24
T47116675319
17

自 然 純 護 (排 酸) 一盒 60 顆
自 然 純 護 (絳 炎) 一盒 120 顆

10,000
10,000

會員價
500
3,000

數 量

總 計

一級網店商
商品

首購
升級

二級網店商
商品

首購
升級

三級網店商
商品
:

數量總計:

金額總計:

戶名：美斯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匯款資訊

領貨人簽章:

銀行別：合作金銀行

（銀行代碼 : 006 中壢分行）
帳號：0160-717-826971
1.單筆消費滿2,000元享有免運費宅配；未滿2,000元者運費部份則為100元。
2.傳真訂購注意：檢附訂貨單及付款單據或刷卡授權書，並主動向公司客服確認。

For Office Use 以下由行政人員填寫
□ 現金＄

□ 刷卡＄：

授權碼：

經辦人簽章：

□ 匯款（請檢附匯款單據填寫後五碼）

本表單乙式兩聯：第一聯（白）公司財務部留存、第二聯（紅）訂購人留存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