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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vi ® Stone Diffuser with Holiday Peace ® 
花崗岩紋芳香噴霧器與靜謐假期複方精油15毫升  |   
使用dōTERRA Brevi®花崗岩紋芳香噴霧器改善和改造任何環境氛圍。花崗
岩紋芳香噴霧器可以連續運行五個小時，以及間歇運行十個小時。靜謐假期
複方精油包含了西伯利亞冷杉，黃杉，喜馬拉雅冷杉，葡萄柚，乳香，和岩
蘭草精油，為您帶來鎮靜放鬆的效果。在這個假期期間幫助您享受寧靜舒適
的祥和時光。

 

花崗岩紋芳香噴霧器與靜謐假期複方精油15毫升  |  60209909
$58.67 零售價  |  $44.00 會員價  |  2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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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Joy ™ 
愉悅假期複方精油 15毫升  |   
愉悅假期複方精油讓每個空間都可以帶有家
中溫暖清香的感覺。該複方精油溫熱甜美的
香氣在淨化空氣和提振精神的同時，還可以
營造出令人愉快的假期環境。這種獨家的精
油配方內包含了多種精油，您會首先感受到
野橘，肉桂，桂皮，肉荳蔻，和丁香精油的
溫暖香氣，然後聞到清新通暢香氣的西伯利
亞冷杉和黃衫精油的味道。最後，複方精油
中的香草精華將會作為尾調，完善並為我們
dōTERRA 聖誕節傳統的複方精油芬芳華麗
的演出畫上句號。 

愉悅假期複方精油 15毫升  |  31450001
$32.67 零售價  |  $24.50 會員價  |  24.5 PV

Holiday Peace ® 
靜謐假期複方精油 15毫升  |   
假期是一家人的休憩，慶祝的時光，也同時
是思考和感謝生活中祝福的重要時刻。靜謐
假期複方精油獨特配方中調和了促進鎮靜感
的西伯利亞冷杉，黃杉，喜馬拉雅冷杉，葡
萄柚，乳香和岩蘭草精油，擴香愉悅假期複
方精油和靜謐假期複方精油助您進入佳節氣
氛，保持好心情。

靜謐假期複方精油 15毫升  |  60202866
$32.67 零售價  |  $24.50 會員價  |  24.5 PV

3假期禮品系列產品應於11月1日正式開售，如有變動將會特別說明。當月每個賬戶每個產品僅可購買四組，售罄為止。



Nepal Dryer Balls with Wintergreen Oil 
尼泊爾羊毛乾衣球附冬青精油 15毫升  |   
我們的手工製羊毛乾衣球及棉布袋在製作過程中注入了滿滿的愛，此產品不僅可為尼泊
爾當地提供所需的工作，其帶來的收入還可以改善尼泊爾加德滿都婦女的經濟狀況。該
幹衣球是由根據以下條件所收穫的有機，無化學和無染料羊毛製成的，其採集和製作過
程皆符合國際道德規範標準。袋子是100％棉花製成的，其原材料也來自於本地採購。

該套裝隨袋附贈一瓶15毫升冬青精油。通過dōTERRA的互相效力合作採購計劃，我們的
冬青精油原材料之源採收自野生的尼泊爾地區。冬青經由農村村民收割，然後由社區所
有的蒸餾設施進行蒸餾萃取精油而來。這個過程創造了更多的經濟機會，為尼泊爾非常
偏遠的地區帶來經濟收入以改善生活。

尼泊爾羊毛乾衣球附冬青精油 15毫升  |  60209354
$39.33 零售價  |  $29.50 會員價  |  20 PV

將幾滴冬青精油 
滴在羊毛乾衣球 
上 ，為烘乾的 
衣物增添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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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rete Lava Rock Diffuser  火山岩熏香石(两塊装) |  
由混凝土和火山岩製成的熏香石是增強和改善任何環境的完美解
決方案。由於它不需要加水或通電即可擴香，因此該擴香石非常
適合在桌面，床頭櫃和旅行中使用。本產品套裝為兩塊裝。

產品內不包含任何精油

Storage Case  草本純萃收納盒 |  草本純萃收納盒既可以幫您輕鬆，安全地將您
的珍貴精油收藏品帶到下一個目的地，其帶有優美黑色花型設計的漂亮棉墊盒也可以
作為裝飾性極強的精美儲藏空間。盒內最多可容納16瓶10毫升的精油瓶，或16個15/5
毫升的精油瓶外加在盒蓋上可放置6個10毫升的精油瓶。

草本純萃收納盒  |  60209380
$21.33 零售價  |  $16.00 會員價  |  0 PV

火山岩熏香石(两包装)  |  60209367
16.00 零售價  |  $12.00 會員價  |  0 PV

5假期禮品系列產品應於11月1日正式開售，如有變動將會特別說明。當月每個賬戶每個產品僅可購買四組，售罄為止。



Yarrow  | Pom Travel Collection  西洋蓍草 | 石榴籽精油旅行套裝 |   
西洋蓍草 | 石榴籽精油旅行套裝是您旅行必不可缺的伴侶，助您在旅途的舟車勞頓後仍
可保持健康美麗的光彩。這一套裝是真正的護膚變革三重奏，提供了強大的三層護膚革
新方法，通過內外兼顧的方式為您帶來整體健康和美麗肌膚。此系列包括了西洋蓍草|石
榴籽精油15毫升，西洋蓍草|石榴籽膠囊（30顆），以及西洋蓍草|石榴籽身體煥膚精華
（1.5盎司）。與精油色彩相似的午夜藍色的卵石紋化妝包設計，讓兩者的顏色相輔相
成。  
12月1日正式開售。 

西洋蓍草 | 石榴籽精油旅行套裝  |  60210012
$105.33 零售價  |  $79.00 會員價  |  6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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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Touch® Trio  呵護系列三件組 |   
包裝在我們專門設計的豪華，柔軟的精美容器盒中的呵護系列-dōTERRA Balance®安定情緒複
方精油 ，呵護系列-永久花精油和呵護系列-dōTERRA Serenity®神氣複方精油, 是將三種特殊
的芳香精油混合物與分餾椰子油調和，並裝填在10毫升滾珠瓶中，以實現便捷且溫和的局部應
用塗抹功效。

dōTERRA Serenity® 神氣複
方精油, 薰衣草與雪松，芳樟
木，伊蘭伊蘭，馬鬱蘭，羅馬
洋甘菊，岩蘭草，香草精華和
夏威夷檀香精油調和製成的特
別複方精油，因其鎮定心神和
促進輕鬆感的完美香氣，最適
合在就寢前使用。

呵護系列-永久花精油  
這一蠟菊屬植物的名字源自
希臘文。其中“ helios”表示太
陽，而“ chrysos”是指黃金；
永久花精油可有效支持健康
的皮膚，讓肌膚如金子般光
滑發亮。

dōTERRA Balance®呵護系
列-安定情緒複方精油  
是雲杉精油，芳樟木，乳香，
藍艾菊和藍色洋甘菊與分餾椰
子油的完美融合，在外用塗抹
是不僅可以提供誘人的香氣，
還可以促進寧靜和放鬆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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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呵護系列三件套 10毫升  |  
60210104 
$86.67 零售價  |  $65.00  會員價  |  50 PV

假期禮品系列產品應於11月1日正式開售，如有變動將會特別說明。當月每個賬戶每個產品僅可購買四組，售罄為止。



Herbal Tea Collection  精油草本茶葉兩罐裝 |  
dōTERRA推出了兩種獨特的散裝花草茶茶葉，旨在讓您沉
醉於味蕾中的同時，以精油的效益為您的一天提供令人愉悅
的寵愛舒適感。沒有什麼比喝一杯暖茶更讓人舒心的了。此
套裝中包含的茶具中帶有兩個漂亮的專用茶罐。 免疫養生
茶（Immune Boost Herbal Tea）融合了CPTG®檸檬和野橘
精油的清新風味，結合了強大的免疫增強特性和草藥香氣，
營造出令人振奮的溫暖氛圍。舒緩安神茶（Soothing Herbal 
Tea）則注入了CPTG®的佛手柑精油，可在飲用時帶來鎮靜
舒緩的體驗，每罐茶葉含有40份，套裝茶具中還包括了專用
茶漏。12月1日正式開售。

Holiday Truffle Collection  精油巧克力節日禮品套裝 |   
在這個假期裡盡情享受dōTERRA提供的特別佳餚-注入精油的獨家巧克力產品
吧！每塊巧克力都是CPTG®精油和的70％黑巧克力的完美搭配。每個精油巧
克力節日禮品套裝均包含八塊單獨包裝的巧克力。四塊為薑黃，生薑和橙子三
種精油結合的口味，為甜美的黑巧克力增添了明亮而有趣的味道，而四塊肉
桂和荳蔻兩種精油結合的口味則為這些異常美味的食材帶來了些許香料感。

精油草本茶葉兩罐裝  |  60206698
$46.00 零售價  |  $34.50 會員價  |  15 PV

精油巧克力節日禮品套裝  |  60209355
$11.33 零售價  |  $ 8.50 會員價  |  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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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 Butter Collection  乳木果油套組 |  
以深層保濕, 舒緩和保護皮膚以及髮質能力而聞名
的純乳木果油，可為您的皮膚提供豐富的保濕補
水和寵愛般的呵護感。乳木果油提取自乳木果的
堅果，我們的乳木果原材料是通過公平貿易夥伴
的交易方式，從東非和西非地區獲得的。該系列
包括四款乳木果油軟膏。每款0.8盎司/23克的乳
木果油軟膏分別為：永久花和玫瑰乳木果油，西
洋蓍草，藍艾菊和橙花乳木果油，木蘭花和柚子
乳木果油，以及無香版的乳木果油。

乳木果油套組 四盒裝 單盒0.8盎司  |  60209360
$51.33 零售價  |  $38.50 會員價  |  25 PV

9假期禮品系列產品應於11月1日正式開售，如有變動將會特別說明。當月每個賬戶每個產品僅可購買四組，售罄為止。



dōTERRA Serenity ® Linen Mist  安寧神氣噴霧 |   
dōTERRA Serenity®安寧神氣噴霧可營造出放鬆的環境，讓您一夜安眠。這
種寧靜的複方產品包括薰衣草，雪松，芳樟木，伊蘭伊蘭，馬鬱蘭，羅馬洋
甘菊，岩蘭草，香草原精和夏威夷檀香精油。睡前噴在枕頭或床上用品上，
噴出的芳香薄霧將您的房間變成一個寧靜的庇護所，幫助您在甦醒後神清氣
爽。

dōTERRA Serenity® 安寧神氣噴霧  |  60209353
$9.00 零售價  |  $6.75 會員價  |  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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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Peace ® Hand Wash
靜謐假期複方潔手凝露（随附精致按压瓶）|   
帶有強烈裝飾風格的dōTERRA®按壓瓶將會是伴隨您健
康的好夥伴，從這個美妙的假期開始使用靜謐假期複方
潔手凝露吧！這款產品非常適合家庭聚會和度假時使
用，不但可以保持家居生活中的清潔衛生，還提供了清
新的冬季仙境的木質清香。靜謐假期複方精油香味寧靜
怡人，充滿假日氣息。

静谧假期复方洁手凝露（随附精致按压瓶）  |  60209361
$29.33 零售價  |  $22.00 會員價  |  10 PV

11假期禮品系列產品應於11月1日正式開售，如有變動將會特別說明。當月每個賬戶每個產品僅可購買四組，售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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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Hope ® Touch  and 
Rose Hand Lotion  
呵護系列-希望精油與玫瑰護手乳 | 

dōTERRA® SPA 玫瑰護手乳使用的是CPTG®玫瑰
精油，可促進肌膚的光滑美麗。作為dōTERRA最
受歡迎，最珍貴的精油，玫瑰精油的加入使得這款
乳液對皮膚更是有着獨特的效益。

呵護系列-dōTERRA Hope®希望精油是結合了佛手
柑精油的新鮮香氣，與伊蘭伊蘭精油和乳香精油相
結合，最後添加的香草精華為此精油帶來一絲溫暖
香甜的氣息。

呵護系列-dōTERRA Hope®希望精油可以外用塗抹
於頸部，手腕和脈搏部位來體驗和填補香氣。

使這些產品更加特別是它們共同的慈善目標： 
dōTERRA Healing Hands Foundation®療愈之手基金
會，一個dōTERRA國際註冊的致力於改善生活的非
營利組織。而我們正在通過這一組織，將希望遍及
全球數百萬人的生活之中。基金會致力於為世界帶
來治愈和希望，並最終賦予貧困社區以自力更生所
需的技能和工具。

購買玫瑰護手乳
以及希望精油的
款項將全數捐予
doTERRA療癒之手
基金會。

玫瑰護手乳 3.3盎司/100毫升   |  37520001
$20.00 零售價  |  $20.00 會員價  |  0 PV

dōTERRA 希望精油 10毫升  |  60200879
$20.00 零售價  |  $20.00 會員價  |  0 P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