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A...BBB...CCC...DDD...IIInnnccc...－－－巧巧巧連連連智智智訂訂訂戶戶戶訂訂訂閱閱閱資資資料料料卡卡卡   
●請詳細填寫以下資料（收件人、小朋友姓名若要以英文為主，請註明） 填表日:  /  /    

基
本
資
料

身份區分 □初次訂閱 □曾經訂閱（請提供會員編號方便作業 ） 

小朋友姓名 
中
文

英
文

出生年月日 西元  性  別 □男 □女

收件人姓名 中
文

英
文

郵寄地址 
請以大寫英文字體書寫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家□ 
傳
真

E-MAIL （請務必填寫）

※請選擇您要訂閱的月刊 / 期刊種類。

□巧連智月刊

開始訂閱西元 年     月 

升級 

□依出生別給版本且 9月升級(建議)
□ 寶寶版開始號 15 期 US$595 元

□ 一年 12 期 US$475

□ 半年 06 期 US$255

□每年9月升級 (請選擇版本)

□每年9月不升級 (請選擇版本)

版本
□開始號

(6 月齡起) 

□寶寶版

□幼幼版  (2-3) □成長版 (4-5) □基礎版 1-2 年級
(基礎/進階 1 年$455 半年$240) 

(1-2 歲) □快樂版 (3-4) □學習版 (5-6) □進階版 3年級以上

親友介紹 介紹人編號 介紹人小朋友姓名 

□一般

□兄弟

友介禮物 (禮物寄送至介紹人會員地址)

□英語期刊-English Together 一套12期，特價US$300 

各版本月號內容及【年度計劃

表】 

請上網查詢： 

WWW.CIAOHU.COM 

※請留下您台灣親友的聯絡資料，便於訂閱資料需確認時聯絡。(此欄位可以不填寫)

國

內 

聯

絡

人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公司） 分機 （自宅） 



1 巧連智月刊為每月寄送，寶寶版開始號 15 期 US$595/一年十二期 US$475/半年六期 US$255,  Pre K

一年十二期 US$475/半年六期 US$255, 小學版一年十二期 US$455/半年六期 US$240。 

售價包含每月由台灣寄送至美國收書地址的國際航空郵件運費。  

英語期刊-English Together，每套十二期售價 US$300 含美運費。 

巧連智月刊收書說明： 

依本公司的訂閱單處理日：5 日以前為當月號，6 日以後為次月號教材。若您訂閱當月號，第一次教材會於您付款後約 21 個

工作日左右，其餘月份教材會固定在當月 20 日左右收到.當月 16 日以後訂閱，從第一期起即為每月 25 日左右收到教材。 。 

2. 中途退訂制度說明

我們希望您的孩子一開始就喜歡這套教材，若覺得不適用，建議您讓孩子連 續使用數期後，再來考慮。最後我們會尊重您

的決定，將剩餘書款與運費退還（須扣除退款匯率處理 手續費 US$15），讓您訂得安心！  

（扣除退款處理 手續費 US$15 剩餘書款計算方式:已付書款-寄出月份=剩餘書款，由於退訂表示未完成合約，因此每期將用半年教材費用計算。

例如一年$450，半年$240,寄書 7期，退 5期，$450-($240/6X7)=$230， $230-$15(退訂手續費)=$215） 如果透過團購,或是參予任何折扣

優惠而訂購月刊,恕不接受中途退訂.如果在收到教材六期內退訂,則訂閱所收到的附加贈品,(新規禮,友介禮)必須在退款內扣除禮物成本$29以及退

訂手續費$15之後,會將剩餘款項以支票或 paypal寄出.

English Together 和巧虎一起說英語 為定期學習方式，且一次需訂購 12 期完整學程，恕不接受退訂/零散期數訂購，十二期 US$300。 

3. 退換貨處理原則

巧連智月刊--消費者在收到第一期商品或見面禮的五日內(包含收到貨當日) 有鑑賞期，可以要求退貨並且全額退款。第二期

以後不能退貨退款，只能中 途退訂。若商品有瑕疵，則 30 天內接受換貨。請您收到商品時，先仔細檢查 是否有遺漏或是

破損，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我們客服部門聯絡辦理換貨手續。 

4. 巧連智月刊提醒您

我們非常希望您接受適齡適版的觀念，我們將依照小朋友的出生年月來設定 您所訂閱的版別，若您想指定訂閱版別，請於

週一至週五 8:15-4:30pm 打電 話 至 714-888-5190 謝謝！ ★本公司保有接受訂閱單與否之權利 

簽名    我了解並同意接受服務條款裡提議的各項條例
 

◎ 付款訂閱簽帳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加速入金處理時程)

信 用 卡 別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信 用 卡 號 □
信用卡有效期限

    月 年 

/ 
卡片檢查碼

本次消費金額 
（含訂閱費用及郵資） US$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簽名 
（同信用卡背面簽名） 

帳單地址 

A.B.C.D Inc.為日商倍樂生-巧連智授權美國加拿大地區之獨家經銷商 

•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一經使用均應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給發卡銀行。

• 請持卡人留意信用卡是否已完成開卡或仍在有效期限之內。

• 以上資料煩請您填寫後Email to info@ciaohu.com 或 傳真 714-265-3630

以上資料煩請您填寫後Email to info@ciaohu.com

mailto:joyce@cia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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