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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曆

可變更為
個化月曆

D1-2019

D1-2019 | D2-2019 (座枱月曆13張)

月曆呎吋
釘裝
底座顏色
廣告位
彩色廣告
燙金廣告

:
:
:
:
:
:

140 x 210mm
Wire-O
原色牛皮紙 / 黑卡紙色
20 x 180mm
彩色直印
燙金 / 燙銀 (只接受訂貨數量: 200個以上,
另需付電版費用: HK$70/PCs)

月曆背面

D2-2019

D1-2019 | D2-2019價目
5個

@HK$50/PCs

51-80個

@HK$24/PCs

6-10個

@HK$45/PCs

81-100個

@HK$22/PCs

11-30個

@HK$35/PCs

101個起

@HK$19/PCs

31-40個

@HK$31/PCs

200個起

@HK$18/PCs

41-50個

@HK$29/PCs

300-400個起

@HK$17/PCs

＊數量多於500個，請來電 / 電郵 / WhatsApp 致本司查詢
D1-2019 至 D4-2019的付款方法：
HK$500以下確定稿件後需付清全數，訂購HK$500以上在確定稿件後先付訂金50%，餘下貨款於交貨前付清。
訂購產品滿指定金額，包免費送貨上門一次 (只限工商業區)，詳情可參閱送貨備註。
註：如因紙價或成本上漲，本價單將會作出適當調整，恕不作另行通知

個人化月曆每本售價：

120起

HK$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D1-2019 | D2-2019 | D3-2019 可變更為個人化月曆

＊變更圖案位置為月曆正面圖片
＊為客戶提供一次免費更換圖片服務，而客戶只要提供高清/高解像度檔案(JPEG不少於1M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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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月
曆

可變更為
個化月曆

D3-2019價目 (月曆13張紙)
D3-2019

D3-2019 (座枱月曆13張)

月曆呎吋
釘裝
底座顏色
廣告位
廣告顏色

: 155 x 150mm
: Wire-O
: 原色牛皮紙 / 黑卡紙色
: 月曆咭背頁：18 x 85mm
: 彩色印製

5個

@HK$35/PCs

81-100個 @HK$18/PCs

6-10個

@HK$30/PCs

101個起 @HK$15.5/PCs

11-30個 @HK$25/PCs

200個起 @HK$13.5/PCs

31-40個 @HK$22/PCs

300個起 @HK$12.5/PCs

41-50個 @HK$21/PCs

400個起 @HK$11.5/PCs

51-80個 @HK$19/PCs
＊數量多於500個，請來電 / 電郵 / WhatsApp 致本司查詢

公司資訊、祝福詞句、座右銘

真正一體化同步印製的座枱月曆，為各行各業打造自己的專版製作，打破少數量不可製作專版的框框

可變更為
個化月曆

D4-2019價目 (月曆7張紙)
D4-2019

D4-2019 (座枱月曆7張)

月曆呎吋
釘裝
底座顏色
廣告位
廣告顏色

: 155 x 150mm
: Wire-O
: 原色牛皮紙 / 黑卡紙色
: 月曆咭：18 x 70mm
: 彩色印製

5個

@HK$30/PCs

51-80個

@HK$16.5/PCs

6-10個

@HK$27/PCs

81-100個

@HK$14/PCs

11-30個 @HK$23/PCs

101個起

@HK$12/PCs

31-40個 @HK$19.5/PCs

200個起

@HK$11.5/PCs

41-50個 @HK$18/PCs

300-400個起 @HK$10.5/PCs

＊數量多於500個，請來電 / 電郵 / WhatsApp 致本司查詢

D1-2019 至 D4-2019的付款方法：
HK$500以下確定稿件後需付清全數，訂購HK$500以上在確定稿件後先付訂金50%，餘下貨款於交貨前付清。
訂購產品滿指定金額，包免費送貨上門一次 (只限工商業區)，詳情可參閱送貨備註。
註：如因紙價或成本上漲，本價單將會作出適當調整，恕不作另行通知

公司資訊、祝福詞句、座右銘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備註：
1) 訂購個人化月曆一經確認，金額在HK$300以下，需全數付清；HK$400以上，先繳付50%訂
金，餘下貨款於交貨前付清。
請把入數紙以: WhatsApp / WeChat / Email / Fax給本司確定已付訂金，才能為客戶開始製作。
(港幣$1000以下訂單只接受現金，$1000以上訂單接受現金、支票[不接受期票])
2) 一經確認訂金付款後及客戶提供有效圖片，將安排變更圖片並通過電郵或WhatsApp給客戶
確認。
3) 製作檔案後如客戶放棄生產或無理取消訂單，已付訂金不得退回。

4) 客戶確認稿件及繳付餘額後，開始為客戶生產
•交貨期：5個工作天（確認稿件起計「4點後確認稿件生產期增加1天」，發貨為生產後翌日)
•不同物料演示顏色會有差異，落單時須必留意
5) 個人化月曆製作本司免費提供“順豐快遞” 發貨到“順豐智能櫃 / 順豐服務站”給客戶自行
提貨，客戶也可自行到本司提取貨品。
(客戶如需安排“順豐快遞”發貨，客戶必需提供“順豐智能櫃 / 順豐服務站”的自提點地址及點碼給本司，以方
便發貨安排及減少錯誤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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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HW系列及福字掛曆)可享以下優惠
免稿費 (不包電版費)
免送貨費 (只限工商業區)

2019

燙金廣告位

月
曆

100個起訂

交貨期：30~35天（以確認稿件翌日起計）
電版費: HK$70/PCs 稿費: HK$100

HW701–愛地球——座檯月曆(7張)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啞粉咭
月曆尺寸：152 x 165mm
廣告尺寸：25 x 140mm

HW126–活力香江——座檯月曆(13張)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啞粉咭
月曆尺寸：152 x 165mm
廣告尺寸：25 x 140mm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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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HW系列及福字掛曆)可享以下優惠
免稿費 (不包電版費)
免送貨費 (只限工商業區)

2019

燙金廣告位

月
曆

100個起訂

交貨期：30~35天（以確認稿件翌日起計）
電版費: HK$70/PCs 稿費: HK$100

HW30134–香江情懷——座檯月曆(13張)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啞粉咭
月曆尺寸：152 x 165mm
廣告尺寸：25 x 140mm

HW30139–願——檯月曆(13張)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啞粉咭
月曆尺寸：152 x 165mm
廣告尺寸：25 x 140mm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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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前

燙金廣告位

訂購(HW系列及福字掛曆)可享以下優惠
免稿費 (不包電版費)
免送貨費 (只限工商業區)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337 x 372mm
廣告尺寸：64 x 330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100個起訂

交貨期：30~35天（以確認稿件翌日起計）
大福：電版費: HK$185/PCs
稿費: HK$120
中型：電版費: HK$100/PCs
稿費: HK$100
迷你：電版費: HK$48/PCs
稿費: HK$70

幻彩黃金系列——通勝福曆

HW33

2019

W www.cubeplu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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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曆

通勝福曆

HW63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337 x 372mm
廣告尺寸：64 x 330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金雕百福通勝月曆

HW79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337 x 372mm
廣告尺寸：64 x 330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中型通勝月曆

HW83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337 x 372mm
廣告尺寸：64 x 330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迷你百福月曆

M2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83 x 89mm
廣告尺寸：13 x 73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HWG8881S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337 x 372mm
廣告尺寸：64 x 330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S1-117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254 x 254mm
廣告尺寸：64 x 216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R2

裝訂方式：Wire-O
內頁紙材：100gsm書紙
月曆尺寸：179 x 89mm
廣告尺寸：13 x 73mm
物流方式：快遞寄送 或 智能櫃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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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HW系列及福字掛曆)可享以下優惠
免稿費 (不包電版費)
免送貨費 (只限工商業區)

燙金廣告位

100個起訂

交貨期：30~35天（以確認稿件翌日起計）

數量/單價 (HK$)
編號

100個

200-300個

400-900個

1000個

HW 701

$15.00

$12.10

$10.00

$9.20

HW 126

$15.50

$13.10

$10.90

$10.00

HW 30134

$18.10

$16.20

$14.00

$13.10

HW 30139

$18.10

$16.20

$14.00

$13.10

HW 33

$20.60

$17.50

$14.80

$13.70

HW 63

$20.60

$17.50

$14.80

$13.70

HW 79

$19.50

$16.80

$14.10

$13.00

HW 83

$19.50

$16.80

$14.10

$13.00

HWG8881S

$20.60

$17.50

$14.80

$13.70

SI-117

$16.00

$12.20

$10.10

$8.90

M2

$9.50

$6.00

$5.60

$5.30

R2

$10.00

$6.30

$5.90

$5.60

HW 30134, HW 30139, HW 126, HW 701

電版費: HK$70/PCs

稿費: HK$100

HW 33, HW 63, HW 79, HW 83, HWG 8881S

電版費: HK$185/PCs

稿費: HK$120

SI-117

電版費: HK$100/PCs

稿費: HK$100

M2, R2

電版費: HK$48/PCs

稿費: HK$70

以上燙金廣告貨品付款方法：訂購時先付訂金50%，餘下貨款於交貨前付清。
註：如因紙價或成本上漲，本價單將會作出適當調整，恕不作另行通知
月曆價錢；縮樣包括圖片及比例乃供參巧；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送貨備註：
訂購產品滿HK$1800或以上，包免費送貨上門一次 (只限工商業區)
訂購產品滿HK$1500或以上，只需加HK$50可為客戶安排送貨上門 (只限工商業區)
訂購產品滿HK$1000或以上，只需加HK$100可為客戶安排送貨上門 (只限工商業區)
訂購產品在HK$999或以下，本司可為客戶安排以”順豐快遞”發貨到 “智能櫃 / 服務站”給客戶自行付款提貨；客戶也可自行到本司提
取貨品。
(客戶如需本司安排”順豐快遞”發貨，客戶必需提供“順豐智能櫃 / 順豐服務站” 的自提點地址及點碼給本司，以方便發貨安排及減少錯誤發生)

10月上架

本公司還有不同的印刷服務或產品提供訂購：卡片、單張、書刊、貼紙、年曆咭、紙袋、筆記簿、便條簿、座枱月曆、利是封、書簽、
福字掛曆、賀卡、餐牌、證書、可變數據印刷等等，是柯式與數碼印刷服務的提供商；還引入了UV直印服務提供1件商品也能夠印製。
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由生產到配送，本公司都能夠為你服務。
本公司的客戶包括政府部門、外資企業、中小企業等；與此同時，本公司也為學校或獨立撰稿人印製各類少數量數碼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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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工

為各行各業打造自家品牌，探索您的市場，
打破少數量不能推廣產品的框框
擁有自己的品牌，開展您的夢

歡迎自來產品加印
旅行用品

職員人名牌

棉袋

彩色打印

歡迎少數量製作

塑料產品

杯墊

便條簿或便條磚

結婚/公司酒盒

紙筒
歡迎來電 / 電郵 / WhatsApp 致本司查詢

小心意，大推廣，小付出，大收獲

以上產品示意圖只作參考，一切以實物為準。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