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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節



晞光芳香噴霧器及Holiday Peace®靜謐假期複方 15毫升    
現代亞洲風格的晞光芳香噴霧器可以讓任何空間搖身一變成為放鬆的禪修氛圍。
此量身打造，以大自然為靈感的超音波芳香噴霧器低音運作、其時尚的造型為您
的家中帶來簡單俐落、原始的美感。

晞光芳香噴霧器及靜謐假期複方 15毫升   
60214092  
$58.67 零售價  | $44.00 會員價  |  2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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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Joy™愉悅假期複方 15毫升     
愉悅假期複方精油讓你每到一處都有家的感覺。
其溫暖而甜蜜的香氣，可以淨化空氣，更能帶
動氛圍，為您的假日聚會增添活力。獨家配方
集野橙、肉桂、桂皮、肉豆蔻、丁香於一身，並
帶有西伯利亞冷杉和黃杉的明澈清亮之感，再
配上香草精油的香甜，是doTERRA聖誕季的不
二之選。 

愉悅假期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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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毫升    
假期是家庭團聚的歡樂時光，也是感恩生活的
冥思時刻。靜謐假期複方精油融合了西伯利亞冷
杉、黃杉、喜馬拉雅冷杉、葡萄柚、乳香和岩蘭
草的香氣，能幫助您靜下心來，收穫一份踏實與
安定。將靜謐假期複方精油用作擴香，開啟你不
同凡響的假日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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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1月2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
購。一個帳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遠古之珍精油套組    
從撒哈拉沙漠的流沙到原始森林和無窮盡的
藍天，dōTERRA亙古久遠精油系列的靈感
來自於遙遠過去的輪廓、文化以及人民。 

此系列包含世界上遠古以來極其重要的人物
用來改善健康、增強保健的六種精油。包含
沒藥精油、乳香精油、白松香精油、海索草
精油、岩薔薇精油、和香桃木精油—六種早
在遠古時代已被使用的重要精油。請盡情享
受這幾款令人著迷的精油。 

遠古之珍精油套組  |  60209362 
$246.67 零售價  |  $185.00 會員價  |  15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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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1月
2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

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陶瓷擴香石    
陶瓷擴香石能為任何一個小空間妝點得更加迷人。適合置於書桌或是床邊，您可以添加1-2
滴您喜愛的CPTG®認證精油，使空氣中瀰漫著怡人香氛。這款具有現代感以及呈多肉植物
狀的陶瓷擴香石，底座採用山毛櫸木，將為您的居家或是辦公空間帶來簡單不失優雅的氛
圍。

陶瓷擴香石  |  60213167 
$16.67 零售價  |  $12.50 會員價  |  0 PV

5
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1月2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
購。一個帳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料理複方套裝    
此系列包含三款色香味俱全的CPTG®認證精油。義大利複方精油適合用於肉類、義大利
麵或是沙拉醬汁。您可以將墨西哥複方精油用於墨西哥烤肉、墨西哥夾餅、墨西哥捲餅
或玉米片中。而熱帶風情複方精油與新鮮海鮮、香甜甜點或是您喜愛的奶昔搭配得宜。
每一款dōTERRA料理精油系列將為您增添風味。

料理複方套裝  |  60213116 
$32.67 零售價  |  $24.50 會員價  |  1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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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2月
1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

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墨西哥風情熱可可（肉桂味）    
點一簇爐火。聆聽火光的劈啪聲，輕嗅柴火的氣息。配上一
杯溫暖醇厚的熱可可，細品淡雅肉桂香，感受這一刻的寧
靜。doTERRA墨西哥風情熱可可以高品質可可豆和牛
奶為原料，還含有四種有益身體的草本精華，更
添加了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肉桂皮精油，舒心
美味健康暢享。

墨西哥風情熱可可 
(肉桂味） |  60213143 
$33.33 零售價  |   
$25.00 會員價  |  20 PV 

檸檬萊姆喉糖    
這款喉糖以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的檸檬和萊姆精油
為原料調製而成，酸甜可口，橘香誘人。勁爽酸
味，搭配清新甘甜，完美組合挑逗你的舌尖，吃上
一顆唇齒留香，帶給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喉糖外盒
精巧別致，不僅可以點綴你的假日餐桌，也是贈予
親朋好友的一份佳禮。

檸檬萊姆喉糖  |  60213160 
$19.33 零售價  |  $14.50 會員價  |  10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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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1月2日後上市， 
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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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香氛複方10毫升及火山石擴香圍巾     
空氣中瀰漫著神聖的香氣，它將帶您探訪印度的迷人之
韻以及一揭神秘面紗。dōTERRA CPTG®認證複
方精油，混合了令人著迷的花海香氣與果
香，其中包含柑橘、荳蔻、茉莉和
玫瑰，共同創造出此款Kali複方精
油。這款令人驚豔的複方精油同
時還伴隨一條100%純棉的紅色圍
巾，由印度女畫家設計並有著擴香
小珠為圍巾畫龍點睛。

印度香氛複方 10毫升 
及火山石擴香圍巾  |  60213576 
$52.67 零售價  |   
$39.50 會員價  |  30 PV

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1月
16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

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精油香氛噴霧（馬達加斯加）   
未受破壞且山明水秀，保留其最原始狀態的神
奇之島-馬達加斯加擁有著令人驚嘆的景觀和
壯麗的自然美景，以及全世界最獨特的動植物
種。浪漫的縮影，馬達加斯加成為doTERRA
精油香氛噴霧（馬達加斯加），的靈感來源。
由CPTG®認證精油調製而成，其中包含了伊蘭
伊蘭、梔子花、廣藿香以及岩蘭草，散發出令
人沈醉的香氣萬花筒。

精油香氛噴霧（馬達加斯加）  |  60213099 
$52.67 零售價  |  $39.50 會員價  |  35 PV 
12月1日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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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精油唇彩     
dōTERRA天然精油唇彩含有超保濕精華以及
CPTG®認證薄荷精油。富含多種滋潤成份，包
括荷荷巴酯和葵花籽油，此款護唇膏為您的雙
唇帶來閃亮光澤以及動人光彩。同時，也添加
了維他命E，予您柔順、滋潤的雙唇清新、勁涼
以及獨特的感覺。

天然精油唇彩   |  60213305 
$16.67 零售價  |  $12.50 會員價  |  10 PV 
12月1日上市

詳情以官網為主，此兩種產品預計於12月1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
個帳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詳情以官網為主，此系列產品預計於12月
1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

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dōTERRA Serenity ®安寧神氣噴霧  
doTERRA安寧神氣噴霧有著放鬆的香氛幫助您度過寧靜的夜晚。
以神氣複方精油調製而成，此款平靜放鬆的複方包含薰衣草、雪
松、芳樟木、伊蘭伊蘭、馬鬱蘭、羅馬洋甘菊、岩蘭草、香草豆原
精以及夏威夷檀香木精油。於晚間時分，在枕頭或是寢具上噴灑，
讓您的臥室躍身成為寧靜的殿堂，幫助您安然入睡，充分享受深度
睡眠帶來的煥然一新。

安寧神氣噴霧  |  60212638 
$9.00 零售價  |  $6.75 會員價  |  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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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樂釋噴霧  
以樂釋噴霧，幫您營造恬靜、舒適的氛圍。此噴
霧中含有帶來舒緩放鬆香氣的薰衣草、木蘭花、
橙花；野橘和綠薄荷供給提振精神的香氛。古巴
香脂、甜膠、和迷迭香精油營造出此噴霧的獨特
香氛。將樂釋噴霧與其他樂釋產品搭配使用，將
予您前所未有的樂釋感受。深呼吸，徜徉在放
鬆、煥然一新的怡人氛圍。

樂釋沐浴油    
樂釋複方沐浴精油將平淡無奇的泡澡搖身一變為寧
靜的殿堂，來舒緩身體。讓帶有香甜、柑橘香氛的
樂釋複方沐浴精油幫助您忘卻一天中的憂愁煩惱，
享受放鬆泡澡時光。樂釋複方精油是一款CPTG®認
證的專利精油，結合了薰衣草、木蘭花、橙花、野
橘、綠薄荷、古巴香脂、迷迭香以及楓香樹精油，
營造出舒緩的香氣。添加乳木果油、石栗果油、酪
梨油以及向日葵花籽，樂釋沐浴油深層滋潤並滋養
肌膚。與其它樂釋產品搭配使用可獲得最佳效果。

樂釋沐浴油   |  60213124 
$24.00 零售價  |  $18.00 會員價  |  15 PV

樂釋噴霧  |  60213377 
$9.00 零售價  |  $6.75 會員價  |  5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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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Hope®呵護系列—希望複
方及玫瑰護手乳
呵護系列—希望複方及玫瑰護手乳蘊含專業純正調理
級認證玫瑰精油，讓你的肌膚光滑柔嫩，美麗綻放。在
doTERRA令眾人推崇的玫瑰精油的加持下，這款護手乳
香氣獨具一格，功效與眾不同。

doTERRA呵護系列—希望複方精油兼收並蓄，不僅包含
清新的佛手柑，更有伊蘭伊蘭和乳香，同時還帶着香草
的暖甜香味。呵護系列—希望複方可用於頸部、手腕及
其他脈搏部位，清新香氣讓你隨時隨地神清氣爽。

這些產品更因其背後的善意而不凡：doTERRA療癒之手基
金會是註冊在doTERRA國際旗下的非營利機構，其宗旨是
與其他志同道合的機構合作，播撒希望，改善人民生活，造
福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百姓。基金會以療癒創傷、傳遞希望
為己任，為貧困地區的人民提供工具手段，使其過上自給
自足的生活。 

柚子與木蘭花和諧交融，使得doTERRA凝聚複方香氣清新
且明媚。柚子是交配品種，结合了酸爽的葡萄柚和香甜的柑
橘。柚子精油的香味充滿朝氣，讓你精力充沛面對日常大小
事。富含芳香醇的木蘭花則能讓你心靜如水，從容不迫。凝
聚複方能夠呵護肌膚，其獨特的香氣令人心情愉悅。在這奉
獻的季節，快把這款精油分享給親朋好友。

詳情以官網為主，凝聚複方預計於11月2日後上市，庫存有餘即可選購。一個帳
號、一戶家庭，每種產品限購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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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聚 10毫升   
60210728  |  $25.00 零售價   
$25.00 會員價  |  0 PV

dōTERRA呵護系列—希望複
方 10毫升 
60200879  |  $20.00 零售價   
$20.00 會員價  |  0 PV

佛羅里達州：可在[佛羅里
達]州內通過撥打免費電話
(800-435-7352)向消費者服
務部索取正式登記和財務資
訊的副本。註冊並不意味州政
府支持、批准或推薦。註冊
號：CH48280。
伊利諾州：有關該慈善機構的
合同和報告已提交給伊利諾州
總檢察長。
馬里蘭州：若需獲取doTERRA療
癒之手基金會的最新財務報表，請
寫信給389 S 1300 W, Pleasant 
Grove UT 84062 或致電(801) 
437-7918。根據《馬里蘭州募
捐法》提交的檔和資訊亦可向馬
里蘭州州務卿索取，僅需支付郵
資和複印費用，地址為Maryland 
Secretary of State, State House, 
Annapolis MD 21401，電話 
(410）974-5534。
密歇根州：登記號：55179。
新澤西州：可致電
973-504-6215或登
錄網站HTTP://WWW.
NJCONSUMERAFFAIRS.
GOV/獲取在總檢察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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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檢察長處登
記備案並不意味新澤西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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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吉尼亞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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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ERRA療癒之手
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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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s.
wa.gov/charities。

購買玫瑰護手乳、凝聚、dōTERRA呵護
系列－希望複方的全數金額，將捐贈給
dōTERRA療癒之手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