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oms 保險套/避孕套
● 我們提供各尺寸大小的保險套。
● 購買時，您可以選擇混搭(各半、2種或4種）不同尺寸/種類的同品牌套子。
● 如果您經濟上有困難、或者是剛加入行業不久，但不確定需要什麼貨品，我們提供免
費樣品可讓您先試用產品。
● 註冊成為我們的會員（無需會員費），以享受會員優惠折扣！

產品名稱

會員價
$30
$15
$7.50
$20
$1.50
$2.50

非會員價
$35
$17.50
$9
$25
$2
$3

會員價
$2.25
$3.50

非會員價
$2.50
$4

會員價
$1.30

非會員價
$1.50

產品名稱

會員價

非會員價

Four Seasons (4S) 75毫升 tube
FS/WS Plain 100 毫升 tube
WS Gold 100 毫升 tube
WS Plus 100 毫升 tube
WS Plain 270 毫升 瓶裝
WS Gold 270 毫升 瓶裝
WS Plus 270 毫升 瓶裝
WS Plain 550 毫升 瓶裝
WS Gold 550 毫升 瓶裝
FS/WS Plain 1 公升 瓶裝
WS Gold 1 公升 瓶裝
WS 5 公升 Gold
WS 5 公升 ULTRA
WS 隨身小包裝 (每袋100入）

$4
$8.50
$8.50
$8.50
$15.50
$15.50
$15.50
$24.00
$24.00
$32.50
$32.50
$100
$40
$15

$4.50
$9.50
$9.50
$9.50
$17.50
$17.50
$17.50
$26.50
$26.50
$36
$36
$110
$45
$20

單盒 (144 入)
半盒 (72 入 = .5)
四分之一盒 (36 入 = .25)
Glyde 單盒 (100 入)
無乳膠成份避孕套 (單件)
女性避孕套 (單件)

Sponges 陰道衛生海綿
產品名稱

Sax/Beppy 乾性海綿
Beppy wet 濕性海綿

Dams 乳膠避孕片
產品名稱

Glyde/SAX 避孕片

Lube 潤滑液

Gloves 拋棄式/一次性手套
會員價

付款方式：現金交易或銀行轉帳
戶名：Respect Inc Bendigo Bank

BSB號碼：633000

每隻35毛

非會員價

帳戶號碼：140135468

每隻50毛

Proﬁts for a Purpose 為性產業工作者謀取福利
感謝您從Respect Inc.購買耗材！ 我們旨在以親民合理的價格可靠地提供最優質、安全的性愛
產品。性工作用品銷售中獲得的利潤用於在Respect Inc.的一系列活動中籌備時的資金來源、
用於緊急協助有困難的性工作者、與長年致力於性工作在昆士蘭州的除罪化。當然、我們也
隨時歡迎您的善心捐款。
成為 Respect Inc 會員有資格享受所有購買的特惠價格。 性工作者免費入會。 如果您是性工
作者（已退休或仍在職）並且想成為會員，請向我們詢問、索取會員表格。
Respect Inc 性工作者協會全體員工與管理委員們 感謝您的支持！

直接從我們這裡購買或郵購
歡迎您到最近的辦公室購買或來電下單，我們可以將貨品遞送或郵寄給您。 對於郵政訂單
，請直接匯款到：
✓ Respect Inc Bendigo 銀行
✓ BSB號碼：633000
✓ 帳戶號碼：140135468

各地辦事處開放時間：
Cairns 凱恩斯：週二 - 週四 中午12點 - 下午5點
電話：07 4051 5009
住址：7/24 Florence Street, Cairns Qld 4870
Townsville 湯斯維爾：週一 & 週二 中午12點 - 下午3點, 週三 中午12點 - 下午4點
電話：07 4724 4853
住址：118a Charters Towers Rd Hermit Park, Townsville Qld 4812
Brisbane 布里斯班：週一至週四 中午12點 - 下午5點
電話：0424 657 064
住址：28 Mein Street, Spring Hill, Brisbane Qld 4000
Gold Coast 黃金海岸：週二至週五 中午12點 - 下午4點
電話：0401 969 223
住址：1 / 3 Davenport Street, Southport, Qld 4215
或電郵 info@respectqld.org.au
我們的網站上 respectqld.org.au 提供貨品價格。

付款方式：現金交易或銀行轉帳
戶名：Respect Inc Bendigo Bank

BSB號碼：633000

帳戶號碼：140135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