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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Peace® 

靜謐假期複⽅ 15毫升

假⽇時光不僅要有親朋好友相伴，同時也不
能少了靜謐假期複⽅作陪。這款複⽅匯集了
⻄伯利亞冷杉、⿈杉、喜⾺拉雅冷杉、葡萄
柚、乳⾹、岩蘭草等⼀系列 CPTG，⾹氣明
亮舒緩， 適合在家中任何空間使用，讓你的
假⽇更顯愜意。

Holiday Peace®靜謐假期複⽅ 15毫升 | 60202866
零售價：$32.67 | 會員價：$24.50 | 24.5 PV

Holiday Joy® 

愉悅假期複⽅ 15毫升

愉悅假期複⽅讓所到之處都洋溢著家的溫
暖。這款略帶⾟辣的柑橘調精油可以讓空氣
更顯清新，讓氣氛更加熱絡，是用來營造假
⽇聚會氛圍的不⼆之選。全新獨家配⽅內
含 CPTG的野橘、丁⾹、桂⽪、⻄伯利亞冷
杉、乳⾹、安息⾹、⽣薑、秘魯⾹脂和岩薔
薇精油，勢將延續dōTERRA 芬芳馥郁的假
⽇傳統。

Holiday Joy®愉悅假期複⽅ 15毫升 | 60218215
零售價：$32.67 | 會員價：$24.50 | 24.5 PV

若無特別說明，假⽇產品將於11⽉1⽇上市，售完
即⽌。每個賬⼾、每個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2  假⽇送禮指南 2021



岩薔薇 5毫升
數世紀以來，岩薔薇精油被用於冥想、保健等領域。CPTG岩
薔薇精油有著⽢甜馥郁的⾹氣，能給⼈滿滿的溫暖，對肌膚
的舒緩鎮靜作用在實驗研究中也可⾒⼀斑。岩薔薇精油還具
有卓越的清潔效果，很適合加⼊家庭清潔類產品中使用。

⾹桃⽊ 5毫升
與⾹桃⽊同科的植物包括茶樹、尤加利等。⾹桃⽊兼具樟
腦和草本的氣息，與尤加利有⼀分神似，但⼜不乏⾃⼰的
特⾊。CPTG⾹桃⽊精油是乳液、⾹⽔及沐浴用品中的常⾒
成分。

格蓬 5毫升
格蓬集林⽊的蒼翠和⼟壤的芬芳於⼀身，在埃及、羅⾺、希
臘等地廣受⻘睞。格蓬不僅在聖經中有所提及，古希臘⼈希
波克拉底也曾為其健康效用背書。CPTG格蓬精油可用於擴⾹
營造清新氛圍，或用於放鬆按摩，亦可添加在⾯部、身體洗
護產品或家用清潔產品中使用。

海索草 2.5毫升
薄荷科植物海索草是最早為⼈類使用的草本植物之⼀，聖
經舊約中就有它的身影。希臘⼈和希伯來⼈皆視其為聖
草。CPTG海索草精油⾹氣輕柔，如花似⽊，清新怡⼈。其用
法也⼗分廣泛，擴⾹、按摩或加⼊清潔產品中使用皆可。

相思⽊精油收納盒*

精選⽊質堅硬、獨具⼀格的相思⽊匠⼼打
造，為你⼼愛的精油添⼀處安身之所。硬
⽊外殼流暢光滑，精巧造型時尚別緻，竪
排層架設計讓36瓶精油⼀⽬瞭然，便於
拿取。

相思⽊精油盒 | 60217654 
零售價：$36.67 | 會員價：$27.50 | 0 PV

*此產品不包含精油

遠古之珍精油

岩薔薇 5毫升 | 60214324| 零售價：$101.33 
會員價：$76.00 | 70 PV

⾹桃⽊ 5毫升 | 60214381 | 零售價：$42.67 
會員價：$32.00 | 32 PV

格蓬 5毫升 | 60214382 | 零售價：$66.00 
會員價：$49.50 | 49.5 PV

海索草 2.5毫升 | 60214380 | 零售價：$26.00  
會員價：$19.50 | 19.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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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暖陽⾹氛噴霧
讓⾃⼰沈浸在夏⽇明媚的陽光下，感受和煦微
⾵送來的陣陣芬芳。源⾃巴⻄的夏⽇暖陽⾹氛
噴霧頃刻間讓你彷彿置身陽光假⽇。這款復合
⾹氛以⾹甜柑橘和異域花⾹為靈感，集 CPTG
橘⼦、檀⾹、印蒿精油和⾹草原精於⼀身，呈
現出不同凡響的清新與活⼒。

12⽉1日發售。

夏⽇暖陽⾹氛噴霧 | 60217626
零售價：$52.67 | 會員價：$39.50 | 35 PV

夏日暖陽護⼿乳
夏⽇暖陽護⼿乳，為你打造柔軟⽔潤的健康
肌膚。內含潤膚成分及植物提取物，質感清
爽絲滑，夏⽇暖陽複⽅的迷⼈芳⾹更是畫⿓
點睛之筆。護⼿乳採用軟管包裝，⼩巧玲
瓏，便於取用，⾮常適合外出、旅⾏隨身攜
帶。配合夏⽇暖陽⾹氛噴霧使用，芳⾹更加
持久。

12⽉1日發售。

夏⽇暖陽護⼿乳 | 60217627
零售價：$19.33 | 會員價：$14.50 | 12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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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套裝
刮痧簡單易操作，可每⽇⾃⾏實踐，讓肌膚煥然新⽣、光芒綻放。⻄洋蓍草和⽯榴籽的精粹
⼒量能讓刮痧這套毫不繁瑣的保養⽅法效果倍增。CPTG⻄洋蓍草精油，搭配冷壓提煉的⽯榴
籽油，這款強強聯⼿的⻄洋蓍草 | ⽯榴籽復合營養精華對肌膚具有保護、滋養作用，尤其適合
⾯部使用。⻄洋蓍草 | ⽯榴籽身體煥膚精華專為身體護理打造，富含強效⽣物活性物質，可以
讓⽪膚緊致光滑，呈現⽔潤光澤。造型別緻的玫瑰紋仿晶⽯刮痧板將幫助你充分發揮⻄洋蓍
草和⽯榴籽的卓越效果，讓你從頭到腳光彩動⼈。

刮痧套裝 | 60217566
零售價：$119.33 | 會員價：$89.50 | 70 PV

若無特別說明，假⽇產品將於11⽉1⽇上市，售完
即⽌。每個賬⼾、每個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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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背包⼱套裝  
Adaptiv®樂釋噴霧 30毫升

dōTERRA 頸背包⼱冷熱皆宜，可以微波加熱後熱敷，也可冰箱冷
藏後冰敷，掃除奔波勞碌後的疲憊。搭配樂釋噴霧使用，⼀邊放
鬆，⼀邊享受樂釋複⽅中 CPTG薰⾐草、⽊蘭花、橙花、野橘、綠
薄荷、古巴⾹脂、楓⾹和迷迭⾹精油，輕嗅曼妙芳⾹， 全⾯舒緩
身⼼。

Adaptiv®樂釋噴霧 30毫升+頸背包⼱套裝 | 60217764
零售價：$22.00 | 會員價：$16.50 | 5 PV

若無特別說明，假⽇產品將於11⽉1
⽇上市，售完即⽌。每個賬⼾、每
個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紅陶擴⾹⽯組
這對紅陶擴⾹⽯持久耐用、輕巧便攜，讓你隨時隨地
都可享受 dōTERRA CPTG各式精油。本產品用可再
⽣鋁箔包裝，兼具時尚感和功能性於⼀身，不僅體積
⼩，⽽且可循環使用，在保護環境的同時，讓你每到
⼀處都有芬芳相隨，彰顯超凡格調。

12⽉1日發售。

紅陶擴⾹⽯組 | 60217744
零售價：$16.67 | 會員價：$12.50 | 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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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 
樂釋噴霧 30毫升 
只需對著空氣或家紡輕輕⼀噴，便可營造出安逸恬適的氛
圍。樂釋複⽅中融合了 CPTG薰⾐草、⽊蘭花和橙花使
⼈感到鎮靜，⽽野橘、綠薄荷則能提振精神。古巴⾹脂、
楓⾹和迷迭⾹精油錦上添花，讓樂釋的獨特⾹氣層次更加
豐富。深吸⼀⼝氣，好好享受樂釋噴霧安逸⼜明快的芳
⾹吧！

Adaptiv®樂釋噴霧 30毫升 | 60213377
零售價：$9.00 | 會員價：$6.50 | 5 PV

Holiday Peace™ 
靜謐假期複⽅噴霧 30毫升

靜謐假期複⽅噴霧，讓你頃刻間置身冬⽇仙境。這款精
油融合了 CPTG⻄伯利亞冷⼭、⿈杉、喜⾺拉雅冷杉、
葡萄柚、乳⾹和岩蘭草精油，芳⾹中透露著溫馨愜意的
假⽇氛圍。

Holiday Peace™靜謐假期複⽅噴霧 30毫升 | 60217557
零售價：$9.00 | 會員價：$6.75 | 5 PV

安穩寶⾙複⽅可以營造出安逸祥和的氛圍，不僅有利於
學習，還能幫助⼊眠。這款未經稀釋的⾄純精油專為芳
⾹噴霧器打造，融合了 CPTG薰⾐草、卡南伽、佛陀⽊
和羅⾺洋⽢菊精油，給⼈以平靜安寧之感。

安穩寶⾙複⽅和無尾熊芳⾹噴霧器更是絕配。這款噴霧
器造型可愛、功能實用，擺在遊戲室或臥房都恰到好
處。讓無尾熊陪伴孩⼦⼀起學習、玩耍吧！

Calmer®安穩寶⾙複⽅  
5毫升+無尾熊芳⾹噴霧器 | 60217725
零售價：$79.33 | 會員價：$59.50 | 25 PV

無尾熊芳⾹噴霧器 + Calmer®安穩寶⾙複⽅ 5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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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謐森林 精油鬚後乳

靜謐森林精油鬚後乳內含多種 CPTG精油，
⾹氣中夾雜著⼤地泥⼟的氣息，讓⼈不禁聯
想到林間漫步的場景。其配⽅拿捏得恰到好
處，不會太過濃烈，但⼜能有效在剃須後為
肌膚保濕補⽔，起到舒緩鎮定的作用。

靜謐森林精油鬚後乳 | 60215935
零售價：$23.33 | 會員價：$17.50 | 15 PV

靜謐森林 精油沐浴露

把淋浴華麗升級，享受⼀場森林浴。靜謐森
林精油沐浴露是⼀款富含 CPTG精油的天然
沐浴露，不僅溫和清潔，還能滋養補⽔，使
肌膚保持柔軟光滑。

靜謐森林精油沐浴露 | 60215490
零售價：$17.67 | 會員價：$13.25 | 10 PV

靜謐森林  
沐浴套裝

靜謐森林精油鬚後乳和沐浴露的組合是
送禮的不⼆之選。

靜謐森林沐浴套裝 | 60219456
零售價：$38.00 | 會員價：$28.50 | 20 PV

若無特別說明，假⽇產品將於11⽉1⽇上市，售完
即⽌。每個賬⼾、每個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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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潤鬍滋養油融合了摩洛哥堅果油、荷荷巴油、鱷梨油和向⽇葵油。它能
輕盈快速地吸收，使您的鬍鬚保持潤軟和滋潤，乾淨和整潔。dōTERRA 潤鬍滋養
油適用於所有鬍型，且具有包含 CPTG天然精油香氛。它適用於不同的⼼情，是男
士們的蓄鬍必備。

Adaptiv®樂釋複⽅滋養油
以清新柑橘⾹為主調，內含薰⾐草、⽊蘭花、橙花、
野橘、綠薄荷、古巴⾹脂和迷迭⾹精油，⾹氣使⼈安
定，⼜有神清氣爽之感。

dōTERRA Balance®安定情緒滋養油
主打⽊屬性⾹氣，融合了雲杉、芳樟、乳⾹、藍艾
菊和德國洋⽢菊等多款精油，給⼈以溫暖、踏實的
香氛。

Northern Escape™北國秘域滋養油
內含⿊雲杉、⻄伯利亞冷杉、⾹脂冷杉、醒⽬薰⾐草、
雪松、絲柏、檜⽊、乳⾹、阿拉斯加柏樹、卡南伽和丁
⾹精油，彷彿置身⼤⾃然，穿梭在叢林間。

潤鬚滋養油

Adaptiv®樂釋複⽅滋養油 | 60217695
零售價：$23.33 | 會員價：$17.50 | 15 PV

Balance®安定情緒滋養油 | 60217696
零售價：$23.33 | 會員價：$17.50 | 15 PV

Northern Escape™北國秘域滋養油 | 60217697
零售價：$23.33 | 會員價：$17.50 | 1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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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巧克⼒
你是否還記得童年時流⾏的橙⼦形巧克⼒？這款⿊
巧克⼒無糖無麩質，但內含 CPTG野橘精油、凍乾
覆盆⼦和杏仁碎，曼妙⼝味讓你欲罷不能，⽣酮飲
⻝亦可⻝用。無論是贈予親友， 還是犒賞⾃⼰，
這款⿊巧都不會讓你失望！

橙⾹⿊巧克⼒ | 60217652
零售價：$12.67 | 會員價：$9.50 | 5 PV

假日烘焙複⽅套裝  
假⽇烘焙複合⾹料 5毫升+餅乾模具

每逢佳節慶典怎麼能少了⾹甜可⼝的餅乾來助
興？假⽇烘焙複合⾹料以椰⼦油為基礎，融合了 
CPTG⽣薑、⾖蔻、桂⽪、丁⾹、⾁桂和⾁⾖蔻精
油，讓你的餅乾零嘴美味升級。套裝中的不鏽鋼
餅乾模具有兩種形狀——精油瓶和油滴狀，給歡
慶時刻添⼀份意外的⼩驚喜。

假⽇烘焙複⽅套裝 | 60217771
零售價：$26.00 | 會員價：$19.50 | 1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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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膚霜 
內含 CPTG®專業純正檢測認證的胡蘿蔔
籽、綠薄荷和迷迭⾹精油

深度潤澤滋養，⼀解肌膚之渴。這款強效保濕霜
內含⽣意盎然的胡蘿蔔籽精油、元氣滿滿的綠薄
荷精油以及朝氣蓬勃的迷迭⾹精油，皆為 CPTG
等級。這款潤膚霜專為舒緩、修復肌膚⽽設計，
清爽溫厚的⾹氣更是⼀⼤亮點。

12⽉1日發售。

潤膚霜 | 60217698
零售價：$19.33 | 會員價：$14.50 | 12 PV

夜闌深舒護膚油
在⾟苦勞碌了⼀整天後，你最需要的無疑是好好
放鬆⼀下。用夜闌深舒護膚油進⾏按摩，掃除⼀
整天的煩憂。這款清爽不油膩的護膚油可以為肌
膚補⽔保濕。此外，護膚油中含有 CPTG羅⾺洋
⽢菊和佛⼿柑精油，前者花⾹柔和甜美，後者柑
橘清新明快，能夠調動輕鬆安逸的氛圍， 讓你⼀
整夜安穩好眠。

12⽉1日發售。

夜闌深舒護膚油 | 60217699
零售價：$35.33 | 會員價：$26.50 | 21 PV

若無特別說明，假⽇產品將於11⽉1⽇上市，售完
即⽌。每個賬⼾、每個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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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LINK "http://WWW.
NJCONSUMERAFFAIRS.GOV/獲取在"新澤⻄州：
可致電973-504-6215或登錄網站HTTP://WWW.

NJCONSUMERAFFAIRS.GOV/獲取在總檢察⻑處
登記備案的有關該慈善募捐及該慈善機構在上⼀個
報告期內收到用於慈善⽬的捐款⽐例的資訊。在總
檢察⻑處登記備案並不意味新澤⻄州政府⽀持。
北卡羅來納州：可致電919-807-2214向州募捐許
可處索取該組織的財務資訊及其許可證副本。該許
可並不代表州政府的⽀持。
佛吉尼亞州：財政報表可向慈善和監管專案辦公
室索取，地址P.O. Box 1163, Richmond, Virginia 
23218，電話804-786-1343。
華盛頓州：dōTERRA Healing Hands Foundation
是猶他州的⼀家⾮營利性機構，已在華盛頓州州務
卿下屬的公司及慈善機構部登記註冊。如需獲取更
多資訊，請致電州務卿，電話360-725-0378，或
登錄網站 HYPERLINK "http://www.sos.wa.gov/
charities"www.sos.wa.gov/charities。

dōTERRA Hope®呵護系列-希望複⽅和 
dōTERRA®玫瑰護⼿乳

dōTERRA呵護系列—希望複⽅精油內含⼀系列 CPTG精
油——清新的佛⼿柑，加上伊蘭伊蘭和乳⾹，還有暖甜的⾹草
原精。呵護系列—希望複⽅可塗抹在頸部、⼿腕及其他脈搏部
位，清新⾹氣讓你隨時隨地神清氣爽。

dōTERRA玫瑰護⼿乳內含 CPTG純正玫瑰精油，可使⽪膚變
得光滑細膩、美麗動⼈。玫瑰精油是dōTERRA的鎮店之寶，
添加在護⼿乳中不僅可以軟化肌膚，⾹氣更是沁⼈⼼脾。

這些產品最與眾不同的地⽅在於他們的初⼼——dōTERRA 
Healing Hands Foundation®療癒之⼿基⾦會。該基⾦會是
dōTERRA 旗下的⾮營利機構，旨在與各⽅通⼒協作，共同踐
⾏善舉，幫助世界各地的⼈⺠改善⽣活。基⾦會以傳播希望、
療癒創傷為⼰任，努⼒使貧困地區的百姓能夠⾃⻝其⼒，過上
⾃⼒更⽣的⽣活。

dōTERRA Hope®呵護系列-希望複⽅ | 60200879
零售價：$20.00 | 會員價：$20.00 | 0 PV 
dōTERRA®玫瑰護⼿乳 | 37520001
零售價：$20.00 | 會員價：$20.00 | 0 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