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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認識自主的保健方法嗎？
想像一個自主解決身體健康的生活。手上只需有一
本參考手冊和dōTERRA®的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
證精油，便已經掌握了全面基本的保健方法。在需
要時，請咨詢專業人仕或醫療人員的建議，幫助您
獲得最合適且兼具科學與天然的方法。

恭喜您
恭喜您選擇以全方位自主健康管理方式，來開啟全新生活。
dōTERRA 在拉丁文原意是「大地的禮物」，為您提供天然完整的呵護，感受大地
禮物的豐厚能量，並強化身、心、靈健康。當您親身體驗精油的卓越效益，將會了解
dōTERRA®正以全面革新的方式，為全家人健康注入自主養生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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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與修復
使用保衛複方精油支持健康的防禦力#及
乳香精油促進細胞健康*

淨化與排毒
加一滴柑橘類精油於水中飲用以排除毒素#

鎮靜與安穩
�使用具平靜功效的精油可在安穩情緒同時幫助您
放鬆和調適壓力

舒緩
運動前後使用舒緩乳霜，塗抹於所需部位 

補給、維持與強化
使用「終生保健套裝」補充日常的營養，這組擁
有三款強效營養補足品的套裝能補給能、調整體
質、促進新陳代謝

使用輕暢複合酵素來幫助消化#

使用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有助強化消化道健康#、
調節生理機能並增強體力#

從以下dōTERRA®《健康生活型態》圖，便可了解想要擁有健康必需緊密結合生活習慣與保健。
注重日常保健習慣後，自然而然就能擁有並維持健康的身體。
依照《健康生活方式》建立生活習慣並搭配dōTERRA®卓越的產品，您將能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全
面照護。

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

自主健康管理

積極的醫療保健

淨化並提升防護力

適當休息與舒壓

運動

正確飲食

生
活
方
式

健
康
照
護

自我評估項目�(1�-10�分）

#以上聲明未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
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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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充沛的一日要從攝取足夠且優質的營養及擁有健康的 
腸道開始，dōTERRA®的膳食營養補充品是最理想的選擇。

正確飲食

終生保健套裝                                            
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

關鍵的強效多酚複合物、植物與海洋雙重必需脂
肪酸及高生物利用率的維生素與礦物質的完全組
合，可調整體質、促進新陳代謝及支持細胞健康

輕暢複合酵素*
DigestZen TerraZyme® 

全食酵素有助緩解消化酵素不足所造成的不適，
維持消化機能

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 PB Assist®+
兒童益生菌 PB Assist®Jr

補充優質益生菌，促進健康的腸道菌叢、增強體
力及身體防禦力

IQ魚油 IQ Mega®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Eat  Right

#以上聲明未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
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a2z 兒童咀嚼片(西瓜味)�
a2z Chewables (Watermelon favour)

富含多種維生素，草本萃取，搭配IQ魚油一同食
用，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以優質充沛的營養展
開每一天



綠能沙冰
1/2�冷凍香蕉

1/2�杯冷凍藍莓或草莓
2�份菠菜葉或�羽衣甘藍葉
1�½杯香草無糖杏仁奶
1匙全素營養奶昔

1小匙�IQ魚油�(依需求)

將所有材料放入
調理機打成沙冰即可

蔬果清潔液

洗淨農藥、細菌和殘留物
水槽放滿冷水後
倒入1/2杯白醋及
6滴檸檬精油

浸泡蔬果再洗淨即可

每日健康指南
攝取新鮮的全食物，減少糖分、咖啡因、
乳製品與加工食品

 加入飲用水
加入飲用水或有氣水中以增添風味
�(零熱量)：
加入飲用水或有氣水中以增添風味
�(零熱量)：
．甜橘精油
．檸檬精油
．青檸精油
．葡萄柚精油及桂皮精油
．野橘精油、青檸精油及葡萄柚精油

在熱水中加入�1-2�滴薄荷精油、生薑精油或保衛
複方精油，泡一杯養生茶。

燕麥�OATMEAL

加入肉桂精油、保衛複
方精油或野橘精油於燕

麥中一拼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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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素營養奶昔
•��1顆能量耐力複方膠囊
•�1顆輕盈複方膠囊，或 
���在水中加入�3-5�滴輕盈複方精油

•�健康輕食或全素營養奶昔�*
•��1顆能量耐力複方膠囊
•�1顆輕盈複方膠囊，或 
���在水中加入�3-5�滴輕盈複方精油

•�健康輕食
•�1-3�顆輕暢複合酵素*
•��1顆輕盈複方膠囊，或 
在水中加入�3-5�滴輕盈複方精油

早晨

午餐

晚餐

健康體重規劃

運動具有強化肌肉、增強體力、促進新陳代謝、使精神旺盛等重
要功效。精油能舒緩緊繃的身體，擴香有助強化專注力並幫助維
持體力與耐力。

��運動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Exercise

#以上聲明未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
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輕盈複方系列
啟動新陳代謝，維持健康
每天依需求食用3-5顆膠囊或以
分餾椰子油稀釋輕盈複方精油
塗抹使用

輕盈複方口香糖*

幫助管理整天的食慾，
並促進健康新陳代謝。



�����������������每日健康指南

每天進行30分鐘以上的伸展或瑜珈，增加身體柔軟度

薄荷奶昔
1杯椰子水或杏仁奶
2匙全素營養奶昔*

1匙薄荷冰淇淋�(依需求)
均勻混合即可

嚐新搭配

在輕盈代餐飲品* 
中加入冷凍莓果、

香蕉

舒緩複方精油 Deep Blue® 

塗抹於不適處。運動前後依需要塗抹。可先塗抹 
舒緩複方精油再輔以舒緩乳霜增強功效。

順暢呼吸複方精油�dōTERRA Breathe®  
帶來舒暢清新感受。

擁有高品質植物萃取物及新陳代謝輔助因子的專利
配方，能幫助促進細胞能量增生及健康循環。

每次1�顆膠囊與早餐和午餐一同食用。�
Mito2Max能量耐力複方替代咖啡因飲料或補給品。

舒緩疼痛和不適，支持肌肉和關節功能。

每日1-3�顆，與餐一起使用。
或服用�2�顆得到額外支持。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能量耐力複方 Mito2Max® Softgels

舒緩口服多酚 
Deep Blue Polyphenol Complex®

取1-2滴塗抹於胸口，依需求稀釋使用。

Slim & Sassy® TRIMSHAKE*
輕盈代餐飲品* 

方便而美味的奶昔飲品，提供所需的營養素。
*可替代每天一至兩餐正餐。
*提供朱古力、香草口味及素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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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眠配方

安穩好眠
於枕頭滴上1-2滴薰衣草精油或 
神氣複方精油

快速放鬆
以1-3滴的野橘和岩蘭草精油塗抹於
腳底與脊椎按摩

順暢清新
以1-2滴保衛複方漱口，再以順暢呼
吸複方精油擴香或使用順暢呼吸複
方香膏�

放鬆沐浴鹽

1杯愛生鹽/瀉鹽

10滴安定情緒複方精油、

神氣複方精油或薰衣草精油

混合後倒入浴缸中

良好的睡眠能幫助調理情緒並讓身體有修復與重獲
能量的機會。約有八成的疾病是由持續的壓力所造
成。精油在維持良好的睡眠品質與減輕壓力、管理
情緒上發揮很大的效益。

睡眠與情緒管理

花瓣芳香噴霧器
創造精油的芬芳芬圍，穩定且安全方
便，即使是剛接觸精油的初學者亦能
輕鬆享受，也同樣適合進階精油愛好
者使用。

深層睡眠
於睡眠前服1-2顆舒眠恬靜複合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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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平衡
保持心情愉快與平衡。選擇適用於
各種不同情緒的精油以穩定心神。

 
強化自我信念增加勇氣、堅定信心並發揮創造力，
讓您的努力付出獲得最佳回饋

帶來平靜與沉著，重回寧靜與
安和感

保持希望、撫慰情緒並調節心緒

消除憤怒與內疚感，放下過往，帶來滿足
與歡慰

重燃生活期盼、激發樂於探索的
勇氣

培養樂觀的性格、歡愉態度，並增進
幸福感與正面能量

每日健康指南

7-9小時的良好睡眠
每日正念訓練╱靜坐

睡眠與情緒管理

氣
餒

冷
淡缺

乏
安
全
感

焦慮

恐懼

擔憂

痛心

悲傷

難
過

憂
鬱

生
氣

苦
澀

不滿

無聊

冷漠

苦惱

痛苦

沮
喪

草本類樹木類

花
香
類

薄荷類 柑橘類

香
料
類

鼓舞複方精油
dōTERRA 
MOTIVATE® 
Encouraging Blend

歡欣複方精油
dōTERRA 
CHEER® 
Uplifting Blend

熱情複方精油
dōTERRA 
PASSION® 
Inspiring Blend

寬容複方精油
dōTERRA 
FORGIVE® 
Renewing Blend

                                     撫慰複方精油
                                              dōTERRA 
                                    CONSOLE®
                          Comforting Blend

                                    靜謐複方精油
                                                     dōTERRA 
                                          PEACE®
                           Reassuring B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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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與防護
更迭的循環證明著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我們的身
體也會隨著四季自行淨化，以重新啟動身體防禦
機制。搭配使用天然清潔與個人護理產品再加上
特定的 d ōT E R R A  C P TG ®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
精油、維護天然的淨化功能，啟動最全面的修復
力。

為什麼要淨化?

•�使心情愉悅 

•�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維持理想體態 

•�維持消化道機能

小貼士�TIP
每日加入柑橘類精油
於水中飲用，以達溫

和淨化之效。

#以上聲明未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
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支持健康的神經系統 

• 增強體力

維持消化系統健康
輕暢複合酵素 DigestZen TerraZyme®*
每天1-3顆，隨餐食用

淨化 
檸檬精油 Lemon 
加1-3�滴於水中飲用，每天3-5次 
 

元氣複方膠囊*
Zendocrine® Detoxification Complex*
每次1�顆，每天2-3次

支持過濾器官
元氣複方軟膠囊 Zendocrine®Softgels
每次1�顆，�每天2-3次

潔淨腸道
胃腸道淨化配方�GX Assist®
每天1-3�顆，隨餐食用

維護健康的消化機能，提升防護力

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 PB Assist®+
每天1-3�顆，隨餐食用

支持細胞健康
完美修護複方軟膠囊 DDR Prime®Softgels
每天�2�顆，隨餐食用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1-30天

1-10天

11-20天

21-30天

體驗dōTERRA®30天淨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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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複方淨白牙膏 
dōTERRA On Guard® Natural   
Whitening Toothpaste 

Veráge® 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以天然植物基底添加精油的護膚保養系列�。

dōTERRA SALON ESSENTIALS® KIT 
添加精油的頂級護髮產品：亮采護色精華洗
髮乳、柔順調理護髮素、晶亮造型護髮素與
頭髮頭皮健康滋養液�。

dōTERRA® SPA 精油保濕沐浴系列

每日健康指南

每日喝足8-10杯以上的水
避免使用以人工合成化學成分為主的清潔與個人
護理產品

含天然精油的清潔劑

天然個人護理

玻璃清潔劑

1�1/2杯白醋
1/2杯水

8滴Lemon�oil

將材料倒入480毫升的
玻璃噴霧瓶中搖勻即可

使用天然安心的清潔劑，減少居家環境中的
有害物質

浴室香氛
5滴Lemongrass�oil
5滴Grapefruit�oil
5滴Bergamot�oil

�適量清水

於120毫升的噴霧瓶中
倒水至九分滿

混合搖勻後噴灑浴室即可

玻璃清潔劑

1�1/2杯白醋
1/2杯水

8滴檸檬精油

將材料倒入480毫升的
玻璃噴霧瓶中搖勻即可

浴室香氛
5滴檸檬草精油
5滴葡萄柚精油
5滴佛手柑精油
�適量清水

於120毫升的噴霧瓶中
倒水至九分滿

混合搖勻後噴灑浴室即可
保衛複方濃縮
清潔液

保衛複方
洗衣精

保衛複方
潔手露

以天然的成份，添加精油來呵護口腔的
健康�。

Veráge® Skin Care Collection

沙龍級精油髮絲套裝

dōTERRA® SPA
以天然頂級配方的精油製成，為肌膚提供
溫和的清潔功效，�散發源自天然精油的淡
淡花果香味。



舒壓複方精油
PastTense®

搭配按摩舒緩頭部和頸部的緊繃

保衛複方晶球 
On Guard® Beadlet 
服用一顆晶球以增加免疫力*

薰衣草精油 
Lavender
舒緩肌膚不適並提升防護能力*

保衛複方淨化噴霧 
On Guard® Sanitizing Mist
有效清潔雙手99.9%的微生物和細
菌，提供天然防護

Correct-X® 軟膏
Correct-X®
含乳香、永久花、茶樹、雪松、薰
衣草精油等天然成分的凝膠，能幫
助舒緩保溼及修護，強化肌膚防禦
力，適用各種肌膚不適

�8種隨身精油
選擇8種您最常用的精油放入
隨身包中，以備不時之需！

推薦精油
薰衣草精油
樂活複方精油
薄荷精油
乳香精油

順暢呼吸複方精油

自我照護
建立以天然的dōTERRA®產品解決健康問題的生活習慣。 
善用精油使用指南，並增加自己對產品與使用上的認識。

#以上聲明未經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
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保衛複方精油
舒緩複方精油
茶樹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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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您提供最全面的健康支持
選擇最適合您的專屬健康方案

��除上述列舉外，每項產品皆擁有多重功效。
� 詳情請見doterra.com.hk/zh_HK的產品資訊頁。

內分泌系統

神經系統

免疫系統

生殖系統

肌肉和骨骼

泌尿系統

肌膚與毛髮�/�頭髮

邊緣系統

循環系統

呼吸系統

消化系統

負責分泌荷爾蒙至血液循環中的器官，包括
下丘腦、丘腦、松果體、腦下垂體、副甲狀
腺、甲狀腺、胰臟和腎上腺等
可搭配：
•�保衛複方精油
•�檸檬草精油
•�輕盈複方精油
•�乳香精油�
•�迷迭香精油

負責收集、傳遞、處理信息及溝通；主要包括大
腦，脊柱及神經等
可搭配：
•�乳香精油
•�完美修護複方軟膠囊
•�廣藿香精油
•�佛手柑精油
•�菁萃能量魚油
•�古巴香脂精油

保護身體正常運作，包括：
胸腺，脾臟，淋巴系統，腺體，導管及扁桃
體等
可搭配：
•�終生保健套裝
•�保衛複方精油
•�檸檬精油
•�完美修護複方軟膠囊
•�百里香精油

官包括卵巢，子宮，乳房，睾丸及前列腺等
可搭配：
•�溫柔呵護複方精油
•�迷迭香精油
•�茶樹精油
•�穗甘松*
•�植物雌激素營養補充品*

製造和儲存尿液；通過腎臟及膀胱排除毒
素和廢物
可搭配：
•�元氣複方精油
•�元氣複方軟膠囊
•�天竺葵精油
•�杜松漿果精油
•�檸檬精油

負責保護身體；通過最大的器官�-�皮膚去
感覺和排走
可搭配：
•�花漾年華複方精油
•�夏威夷檀香精油
•�Verage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沙龍級基礎護髮系列

將營養及氣體傳送到細胞中，並排走代謝廢
物；當中包括心臟，血液，動脈，靜脈及瓣
膜等
可搭配：
•�芳香調理複方精油
•�伊蘭伊蘭精油
•�賦活植物精華
•�薄荷精油
•�菁萃能量魚油

包括鼻竇，肺，氣管
可搭配：
•�薄荷精油
•�尤加利樹精油
•�豆寇精油
•�檸檬精油
•�保衛複方精油

負責分解及吸收食物；包括口腔、牙齒、胃、胰
臟、肝臟、膽囊、腸、結腸及闌尾等
可搭配：
•�樂活複方精油
•�樂活複方膠囊
•�輕暢複合酵素
•�甜茴香精油
•�生薑精油
•�薄荷精油

包括骨骼、軟骨、肌肉，韌帶及肌腱等，負
責器官和身體動作
可搭配：
•�芳香調理複方精油
•�舒緩複方精油
•�舒緩複方乳霜
•�冬青精油
•�檸檬草精油
•�西伯利亞冷杉精油

由涉及我們情緒的腦結構組成，包括下丘腦
和丘腦等。
可搭配：
•�安定情緒複方精油
•�神氣複方精油
•�薄荷精油
•�乳香精油
•�薰衣草精油
•�玫瑰精油滾珠裝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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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與壓力管理運動

終生保健套裝

IQ魚油

維護消化

補給、維持與強化

促進新陳代謝

輕盈複方系列

舒緩及睡眠套裝

順暢呼吸複方精油

維護順暢清新

安定情緒
複方精油

活力甦醒
複方精油

柑橘清新
複方精油

芳香調理心情套裝呵護系列*

情緒與壓力舒緩

薰衣草精油
神氣複方精油

良好睡眠

花瓣芳香噴霧器

兒童益生菌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

舒緩與能量

舒緩系列

薄荷精油

正確飲食

針對不同需求擬訂計劃，全面掌握自身健康。 
請參考第三頁自我評估的結果。從下方各項依照dōTERRA®《健康生活型態》所安排的方案中，挑出符合您現況的組合。

芳香調理心情套裝

度身訂造的健康計劃

a2z�兒童咀嚼片���

能量耐力複方

舒眠恬靜複合膠囊

輕暢複合酵素*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酸痛舒緩套裝 緩神恬眠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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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複方
淨白牙膏

亮采護色精華洗髮乳
柔順調理護髮素

芳香調理心情套裝呵護系列*

保衛複方系列

溫柔呵護
複方精油

乳香精油

茶樹精油 古巴香脂軟膠
囊*

天然防護複方
精油

排毒淨化 自我修護

檸檬精油 甜橘精油

保衛複方
濃縮清潔劑

Veráge® 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精油肌膚保養基本套裝

保衛複方
洗衣精

保衛複方
潔手凝露

淨化與防護 度身訂造

天然清潔用品

預防與修護

天然個人護理產品

天然個人護膚系列

舒壓複方 
精油滾珠裝

全神貫注複方
精油滾珠裝

Correct-X�
軟膏

完美修護複方精油* 

完美修護複方軟膠囊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選出您所需要的天然健康組合�(第�13�頁)

1.

2.

3.

15



達成自己的健康目標！

家人與自身想改善的健康問題

1.

2.

3.

90天目標

寫下您想改善的健康問題以及解決方式 
現有或需要的天然解決方案

打造每日健康計劃
將上方列出的方法納入每日健康計劃。

以天然方法掌握健康
進行90天的健康計劃，於「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中選購需要的產品�(建議於每月5-15日完成訂單）

健康的生活習慣�
乳香精油
終生保健套裝
輕暢複合酵素*
保衛複方精油
檸檬精油

輕暢複合酵素
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
薰衣草精油�

早晨 中午 夜間

其他能幫助您完成目標的健康習慣？� 
(增加飲水量、睡眠、運動、飲食調整等等)

/           /           /           

4

總計PV點數

第一個月 1 LRP 第二個月 LRP 第三個月 LRP

總計PV點數 總計PV點數

健康諮詢

日期： 日期： 日期：

輕暢複合酵素*
安定情緒複方精油�
終生保健套裝�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

= 外用 = 隨餐食用M

M

M

M

M

M

T

T

T

您如何分配日常家居用品支出，以更天然更優質的dōTERRA產品取代？� 
（例如，皮膚，頭髮，洗衣，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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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健康生活
� 單方精油
．�側柏：淨化、支援免疫及細胞健康，舒緩季節性不適
．�羅勒：恢復精神和安定身心情緒
．�佛手柑：安撫與舒緩情緒、促進自我認同與價值
．�黑胡椒：舒緩緊張情緒、激勵身心的作用，亦可幫助肌膚新陳代謝
．藍艾菊：主要化學成分檜烯也能夠協助撫平肌膚瑕疵�，能為肌膚帶來鎮靜的效果
．�豆蔻：支持消化及呼吸道健康；舒緩胃部及舟車勞頓所引致的不適
．桂皮：促進健康的消化功能#；維護健康的免疫功能#；溫熱、提振精神的香氣
．�雪松：維護髮根及頭皮健康；支援健康的神經及呼吸系統
．�胡荽葉：排走重金屬；煮食用途；減輕偶發性的頭部繃緊
．�肉桂：搭配按摩，可幫助代謝及促進循環
．�快樂鼠尾草：鎮靜；支援血液系統及健康荷爾蒙水平
．�丁香：支援口腔健康；舒緩牙齒及牙齦不適
．�古巴香脂：超強抗氧力；支持心臟、免疫、消化、細胞及呼吸系統健康
．�胡荽：支援良好消化
．�絲柏：幫助獲得順暢清新感受，透過按摩可使人放鬆，舒解筋骨並提升循環
．�黄杉：促進呼吸順暢感以及平順呼吸�，�提振情緒與集中注意力
．�尤加利樹：支持鼻竇及呼吸道健康；潔淨化空氣，幫助獲得順暢清新感受
．�甜茴香：促進消化、循環系統及肌膚健康
．�乳香：支援健康的炎症反應；改善心情；促進細胞及免疫健康
．�天竺葵：提振情緒；使肌肉放鬆；平衡荷爾蒙水平；促進肝臟健康
．�生薑：促進消化道健康；舒緩暈車/船浪的不適
．�葡萄柚：改善食慾不振；穩定體重；排走毒素
．�青橘：維護健康的消化和免疫系統。可舒緩神經，幫助促進清呼吸暢順
．�永久花：幫助肌膚修復恢復年輕光澤，可安撫肌膚、淡化紋路及皺紋；支援肝臟健康
．呵護系列－茉莉精油滾珠瓶：提振精神、促進健康
．�杜松漿果：促進消化、呼吸、情緒及免疫健康
．�薰衣草：舒緩肌膚不適，具有使人放鬆的香氣，可舒緩壓力，促進睡眠
．�檸檬：提振情緒；淨化排毒；抗氧功效；支援肝臟及腎臟健康
．�檸檬草：支持甲狀腺及結締組織健康；舒緩肌肉痠痛；排走毒素
．�青檸：安穩情緒；支援呼吸道健康；舒緩偶發性的喉嚨痕癢；提升專注力
．呵護系列－木蘭花精油滾珠瓶�：鎮靜與放鬆
．��山雞椒：�擴香可激勵身心�，�提振活力；調理油脂分泌，緊緻毛孔
．呵護系列：�橙花精油滾珠瓶：減緩焦慮�，�放鬆情緒
．�馬鬱蘭：配合按摩可舒緩因運動或久站久坐引起的不適；減輕消化道不適
．�茶樹：清潔、保養肌膚、維持健康的膚質
．�香蜂草：強化自信；促進情緒及認知健康；鎮靜神經；支援免疫健康
．�沒藥：促進免疫健康；舒緩偶發性的喉嚨痕癢；鞏固牙齦、甲狀腺及膚健康
．�牛至：淨化；抗氧化力；調節荷爾蒙
．�廣藿香：鎖靜情緒；支持神經和肌膚健康；提升自信
．�薄荷：具清涼感；舒緩頭部繃緊；提升敏感度；幫助呼吸及消化
．�苦橙葉：舒緩緊張的情緒與壓力，淨化肌膚，促進良好的睡眠品質
．�粉紅胡椒：在運動後按摩皮膚，幫助鎮靜和舒緩
．�羅馬洋甘菊：對於肌膚、心靈與身體具療癒及安撫的效益；促進寧靜及安穩的睡眠；
．�迷迭香：促進免疫健康；減少緊張、疲勞及壓力
．呵護系列－玫瑰精油滾珠瓶：平衡肌膚水分�，�撫平肌膚及促進肌膚健康機能
．��夏威夷檀香木：支援腦部及肌膚健康；提振情緒
．��西伯利亞冷杉：協助平衡情緒及舒緩焦慮、緩和肌膚不適，用於按摩以達到舒緩效用
．�綠薄荷：增進注意力與提振情緒，清新口氣
．甜橘：維護健康的消化功能與新陳代謝#，清潔與淨化之效
．��百里香：支援細胞、腦部及前列腺健康；具抗氧效能
．��薑黃：可支持健康的神經和細胞功能#，具抗氧化效用#

．��岩蘭草：有助提升專注力及思緒清晰，睡前可塗抹在腳底，幫助提供安穩睡眠
．��野橘：改善情緒；支援細胞及消化健康
．��冬青：舒緩偶發性的肌肉痠痛；支援健康的炎症反應
．��西洋蓍草�I�石榴籽：促進細胞、免疫和神經系統健康#，促進新陳代謝#，舒緩肌膚
．��伊蘭伊蘭：支持心臟、血壓、荷爾蒙、腎上腺及情緒健康

       複方精油
．�芳香調理複方：舒緩因運動或久站久坐造成之不適，搭配按摩可幫助循環

．�安定情緒複方：帶給人寧靜穩定的感覺；減少焦慮；加強注意力

．�順暢呼吸複方：怡人的香味使人感覺清新舒暢、煥然一新，促進呼吸道健康

．�柑橘清新複方：氣味甜美怡人，可使您心情愉悅，幫助舒緩壓力

．�溫柔呵護複方：舒緩女性週期性所產生的情緒不穩

．�完美修護複方*：可促進肌膚新陳代謝，幫助賦活及修護肌膚，延緩肌膚老化，讓你
的肌膚擁有最佳完美狀態

．�舒緩複方：舒緩偶發性的肌肉痠痛

．樂活複方：維護消化系統，緩和偶爾的胃部不適#，有助消化系統的健康，維持健 
����康的腸道#

．�活力甦醒複方：提振情緒、帶來能量與喜悅

．�花漾年華複方：使肌膚更加健康、充滿光澤與緊緻，能減緩細紋、皺紋的產生

．全神貫注複方精油：增強集中力、頭腦清晰專注及改善情緒

．�保衛複方：支持健康的防禦力；舒緩偶發性的喉嚨痕癢

．�舒壓複方：搭配按摩舒緩頭部和頸部的緊繃，有助於舒緩、放鬆及平靜心情

．淨化清新複方：可去除不良氣味、淨化空氣和環境，保護皮膚免受環境威脅

．神氣複方：淡雅柔和的香氣能舒緩生活或工作所產生的緊張，帶來鎮靜與深度放鬆

．輕盈複方：�促進新陳代謝；控制食慾；或有助平衡血糖水平

．�天然防護複方：植物香氛淨化空氣與環境，提升防護力，為您的肌膚提供天然屏障

．�仕女複方：溫馨的香味，全天鎮靜情緒

．�元氣複方：具抗氧化功效；支援泌尿道健康；排走毒素

 

         營養與保健
．�終生保健套裝：全方位的營養補給讓您獲得理想的健康、能量及長壽

．�舒緩口服多酚：多種有效及多酚成分能減緩痠痛肌肉及其他陣痛不適

．�分餾椰子油：與喜愛的精油混合使用，為肌膚帶來一層保護膜�

．�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補充優質益生菌，促進健康的腸道菌叢、增強身體防禦力

．輕暢複合膠囊食品*：全食酵素有助緩解消化酵素不足所造成的不適，維持消化機能

．�元氣複方膠囊：以草本萃取淨化肝臟、腎臟、結腸、呼吸道及肌膚

         個人護理
．�Correct-X�軟膏：保護及滋潤保濕肌膚；於壓力下，有助舒緩及促進肌膚再生

．�手部身體潤膚乳：可作基底油用

．清肌調理系列：包括清肌潔顏慕絲、清肌乳液及清肌調理複方精油

．沙龍級基礎美髮系列：產品包括精油亮采護色精華洗髮乳及精油柔順調理護髮素

．�Verage精油肌膚保養系列：包括潔面凝膠、爽膚水、保濕乳及花漾年華保濕精華

．舒緩複方乳霜：�舒緩偶發性的肌肉痠痛

．保衛複方淨化噴霧：有效清潔雙手，消除99.9%的微生物和細菌，防止細菌傳播

．保衛複方喉糖：舒緩喉嚨不適

．保衛複方潔手露：天然、安全，有效清潔雙手

．�噴霧器：作擴香用途

．�植物膠囊：讓你自行調製適合的補充配方

#免責聲明：以上資料僅基於教育目的，並不提供醫學建議或專業服務，不可用於診

斷或治療任何健康問題或疾病，亦不可替代專業治療。如果你對個人的健康有任何懷

疑，請諮詢你的醫療顧問。

＊只限美國寄香港訂單17



如何加入或修改「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訂單？
•  登入線上辦公室，建立新的忠誠顧客獎勵計劃訂單或進入帳
戶修改您已有的忠誠計劃獎勵設定。

如何退出「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  您可隨時透過電話、線上客服或來信至hongkongservice@
doterra.com退出「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dōTERRA®客服
人員將會協助您。一旦退出後，若要再次透過「LRP忠誠顧客
獎勵計劃」下單則以初次10％的點數回饋優惠重新開始計算。

是否可以擁有多張「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訂單？
•  可以。如果在現存單筆訂單外還需要增加新的訂單，只需新增
第二筆訂單並選擇每月的送貨日期。訂單筆數沒有上限。日後
不需要的訂單可取消，亦可使用「立即執行」出貨功能建立第
二筆訂單。

何時使用產品點數？
•  購買產品累積點數，請於獲得點數日起的一年內使用完畢。

如何享有最多優惠？
•  請於每月5-15日之間完成訂單且單筆訂單達125PV以上(限一次)
，即可獲贈每月一物。

如何退貨？
•  請與客服人員聯絡或電郵客服。

「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常見問題

點數使用規則 1 50 100 125

*單次訂單必須達100�PV以上點數才可獲得獎金

入會後，會員皆可享有零售價約六折的優惠，若想擁有最優惠的價格，加入「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不僅省更多，還有機會獲得免費產品。

最精明的購買方式

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購買一套
「終生保健套裝」

會員價HK$�775 
(75�PV)

 

+可以以優惠價購買其他3種保健品

菁萃能量魚油 能量耐力複方 舒緩口服多酚 益生菌防護綜合複方 兒童套裝
(IQ魚油和 

a2z兒童咀嚼片)$195/13PV $195/13PV $195/13PV$195/13PV$195/13PV

$245/13PV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維持點數回贈資格

累積LRP點數回贈比率

獲得快速獎金資格

免費獲得每月一物贈品�(每月1-15日間完成訂單)

Loyalty 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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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資訊
效益

請參閱精油手冊處理相關問題

精油效果因人而異。如未獲得預期效
果，請更換目前使用的精油或調整使
用方式。�

輔以按摩加強效用並加快肌膚吸收。

塗抹於腳底、脊椎或肚臍，可全方位
發揮調理效益。

最佳使用成效

為保持精油功效，請置於陰涼處，
避免高溫日曬。

請選擇玻璃容器保存精油。

dōTERRA®的精油效果卓越。
少量但多次使用能獲最佳效益。

安全

避免直接接觸眼睛周圍耳內及敏感部
位。

敏感肌膚可以先以分餾椰子油稀釋，
有助減緩精油揮發。亦可選擇
dōTERRA®添加分餾椰子油稀釋的呵護
系列，使用更方便。

塗抹檸檬、野橘、佛手柑、青檸和葡
萄柚等具光敏性的柑橘類精油後，12
小時內請避免日曬。

請詳閱產品標籤上使用說明與建議。

如何獲得30%的產品回饋點數？
•��加入後，「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的折扣數會從第一個月
分開始逐次累積。每月單張LRP訂單需有50PV以上。

•��開始的折扣依據購買的入會套裝而有所不同。不論初次折扣
數，每三個月皆會增加5%的折扣，直到累積至「LRP忠誠顧
客獎勵計劃」的最高優惠30%為止。

如何兌換「LRP忠誠顧客獎勵計劃」點
數？
•��在線上購物車點選「點數兌換」即可透過「LRP忠誠顧
客獎勵計劃」的點數兌換您需要的產品。每一次只需繳
交HK$25手續費。每筆訂單累積點數將於下月15日更
新。

最高享有30%的回饋點數
點數逐月累積，月賺越多！

10% 
第1-3個月

15% 
第4-6個月

20% 
第7-9個月

25% 
第10-12個月

30% 
第13個月之後

回饋點數累積時程

Essential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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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doterra.com.hk學習資訊

一人一滴�扭轉世界
dōTERRA®精油，改變您的人生及全球各地栽種家庭的生計。您使用的每一滴精油，

不僅只為我們守護著大地，更療癒每一雙辛勤的手。

與所愛之人分享 創造收入與影響力

改變他人的生命
舉辦dōTERRA®課程，

邀請親朋好友！ 

改變您的未來
透過分享傳遞精油，並以天然的方
式賦予他人自主健康的能力，啟動

您的dōTERRA®事業

學習及獲取更多好構思: 
doterrablog.com/doterra-living

下載精油參考書或 
流動電話應用程式

您的主要聯絡人
電話
電郵

電話

其他聯絡人 團隊會議/網站/Facebook群組

即將舉行的線上及線下課程及活動

電郵

公司聯絡資訊
• 電郵: hongkongservice@doterra.com
• 電話: +852 3197 6699
• WeChat ID: doTERRA_HKCS
• WhatsApp: +852 96393638

dōTERRA Daily Drop®  

於 doterra.com 內的生活方式

電郵系列加入或下載流動電

話應用程式

Empowered Life Series系列
doterra.com/US/en/empowered-life-series

瀏覽這個網上研討會系列，並繼續學習所有使用

dōTERRA�產品的方法。

©�2017�所有商標或註冊商標皆為dōTERRA®有限公司所有。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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