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步驟 填寫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夥人姓名（如需要）   工作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合夥人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介紹人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保薦人(如與介紹人不同）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自用會員註冊表-美國地區適用

郵寄: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第二步驟 選擇一項入會套裝

*  如符合資格， 產品點數會在入會60天
後加到帳戶上。

使用忠誠回饋快速跳級方案以獲得更高的回饋比例

15%起 20%起 25%起10%起
獲得 1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2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400 點產品點數*

   芳香調理薰香入會套裝
 • $150.00 100 PV

   家庭保健入會套裝與晶球 
 • $150.00 110 PV  

  清理與恢復入會套裝   
 • $245.00  175PV

  家居必備入會套裝
 • $275.00  225PV

  芳香調理心情入會套裝  
 • $195.00  145PV

 自然調理入會套裝
 • 省下 $228.95
 • $550.00  400PV

 全套精油入會套裝
 • 省下 $630.25
 •1,950  1550PV

 鑽石入會套裝
 • 省下 $1014.95
 •2,750.00  2100PV

  自用會員dōTERRA入會
資料袋    • $35.00

數量    其他產品

25% 自用折扣

總節省額及產品點數

第三步驟 每月的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可選)

最受歡迎的 LRP 產品*:
健康必備: LLV, DDR Prime® 軟膠囊，檸檬，126 PV

消化系統:  LLV, GX Assist®,PB Assist®+, DigestZen TerraZyme®, 
Zendocrine®軟膠囊，179 PV

女性健康: 仕女健康套裝， LLV, dōTERRA Serenity®沐浴霸， 125 PV

兒童健康:  a2z/IQ Mega®套組， InTune®， dōTERRA On Guard®， 
Citrus Bliss®， dōTERRA Balance®，132.5 PV

護膚:  Veráge®肌肤保养系列; 舒活護手潤膚乳; 薰衣草; 茶樹;  
Citrus Bliss®沐浴霸，132 PV

Slim & Sassy®奶昔套裝:  4瓶15毫升的Slim & Sassy®複方， 1罐巧克力輕
盈奶昔， 1罐香草輕盈奶昔，150 PV

忠誠顧客獎勵計畫點數:  作為忠誠顧客獎勵計劃的參
與者，您可以獲得多達 30% 回饋點數來兌換免費產品。

每月一物俱樂部: 設定每月15日前出貨並有 125 PV 以 
上的LRP訂單即可獲得當月的免費贈品。 

出貨日期:  (1–13, 16–28 ) _________________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備註: 您的忠誠顧客獎勵訂單將在您入會後的下 
一個月寄出)

數量 產品

總數

付款信息

■ 支票       或       ■  信用卡（請與客服中心聯繫）

第四步驟

我願意成為dōTERRA 國際有限公司的自用會員。我已經閱讀且同意背面所載的自用會員註冊協議的條款與條件。我同意我當前沒有與任何dōTERRA賬戶有利益關係。（該表格同時可於www.doterra.com下載)

申請人簽名 合夥人簽名 日期

第五步驟 簽署視為同意條款

<<同時簽署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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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1．會員資格。自用會員的會員資格（“會員資
格”）授權您為自用之目的以dōTERRA批發價格
採購dōTERRA的產品。 dōTERRA保留拒絕授
予任何申請人會員資格的權利。

2. 會員資格費用和續期。每個會員資格的費用
是35.00美元，自註冊為會員之日起的12個月為
一期。在為期12個月的期限到期時，您需要在
前述12個月期限到期後、第一張訂單完成時額
外支付25.00美元以續展12個月的會員資格。到
期日之後的續展會員資格將自續展之日起計12
個月。

3. 退貨政策

a. 30天內退貨。 dōTERRA將以採購價格 
（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的百分之百
（100%）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在採購的三十
（30）天內退貨的當期適銷產品，此價格不含
運輸費用；dōTERRA將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
由會員自採購之日起三十（30）天內退貨的、
非當期適銷產品的百分之百（100％）產品積分
（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或百分之九
十的（90％）採購價格（包含可適用的稅費，
若已預付），此價格不含運輸費用。

b. 31天至90天內退貨。自採購之日起的第三十
一（31）天至第九十（90）天，dōTERRA將會
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由會員退貨的、當期適
銷產品的百分之百（100％）產品積分或百分
之九十的（90％）採購價格（包含可適用的稅
費，若已預付），此價格不含運輸費用。

c. 採購之後的第91天至一年內退貨。自採購
之日起的第九十一（91）天至第十二個（12）
月，dōTERRA將會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由會
員退貨的、當期適銷產品的百分之九十的（ 90
％）產品積分或百分之九十的（90％）採購價
格（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此價格
不含運輸費用（不包括限時優惠和過期商品）。

d. 當期適銷。產品若同時滿足：1）從dōTERRA
採購；2）未啟封或使用；3）未更改或損壞其
包裝和標籤；4）產品和包裝處於良好狀態並且
盡商業合理努力可以全價將其出售；5 ）尚未
過期；6）包含當前dōTERRA的標籤的，應被
視為當期適銷。若公司在採購之前披露產品是
季度性的、已停產的、限時銷售的或者不適用
退貨政策的特別促銷產品的，產品不得被視為
當期適銷。

4. 忠誠顧客獎勵計劃。儘管會員無採購產品的
需求時，自其註冊為忠誠顧客獎勵計劃（''LRP''
）起的第一個月開始，會員可確保其每月將會

收到dōTERRA產品。 LRP解決了每月手工下訂
單的不便之處。若會員的LRP訂單達到至少每
日曆月50點的個人業績PV，會員有資格每月獲
得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個人業績
是會員每月採購產品的PV價值。並非所有產品
可獲得個人業績PV，且採購產品的產品回饋點
數(Product Credits)不計入個人業績。每個產
品的個人業績由產品訂單表明確記載。產品回
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不可兌換現金，但可
用於兌換dōTERRA指定的產品。獲得產品回饋
點數(Product Credits)是LRP的一部分，且公司
享有決定權。在會員成為LRP參與者滿60日之
後，會員可兌換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
以兌換全品類的個人業績產品。 LRP產品回饋
點數(Product Credits)可自發放之日起12個月內
兌換，之後則到期。通過撥打1-800-411-8151
、並支付手續費（每兌換100積分需3.00美元）
後，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即可兌換。用
LRP回饋點數購買和兌換的訂單，不可轉售和退
貨。點數兌換產品的訂單不享有個人業績且不
得與其他產品訂單合併。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不可兌換現金且不可轉讓。若LRP參與
者的資格被取消，所有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也將被作廢。會員的初始LRP訂單只能
通過致電公司而取消，後續訂單可在線取消。

5. 轉售產品。會員同意不得轉售通過會員資格
渠道採購的dōTERRA產品。

6. 有限責任。 dōTERRA及其成員、經理、董
事、管理人員、股東、僱員、受託人和代理人
（合稱“附屬成員”）不對特殊性的、間接性地、
偶然性的、結果性的、懲罰性的或懲戒性的損
害承擔責任。若dōTERRA違反本條款與條件
的，會員可索償的最高限額應當為該會員個人
從dōTERRA採購的、現存的產品數額。

7. 爭議解決。若因本協議而導致的、或有關
本協議的任何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雙方
首先應當盡其最大努力以解決糾紛、索賠、質
疑或分歧。若雙方不能解決的，所有爭議、索
賠、質疑或分歧最終應當由美國仲裁協會根據
其商業仲裁規則，由猶他州Provo市管轄的、具
有約束力的仲裁解決。解決爭議或將任何爭議
訴諸任何機構的任何程序將僅基於個人單獨進
行。無論是會員還是公司，都不會尋求將任何
爭議作為共同訴訟、律師公益訴訟，或任何一
方以或擬以代表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訴訟。未
經所有受仲裁或訴訟程序影響的所有當事方事
先書面同意，不得將仲裁程序或其他訴訟程序

與另一程序合併。為了執行仲裁員的裁決，雙
方同意在猶他州猶他郡的任何联邦法院享有專
屬管轄權且作為審理地。會員資格終止或到期
後本協議的仲裁條款應當依然有效。

8. 管轄。管轄法律應當為猶他州法律。會員同
意，儘管有任何關於訴訟時效的相反規定，其
欲意提起的針對dōTERRA有關條款與條件或者
會員資格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的任何索賠或訴
訟必須自被控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索賠或訴訟
之日起一（1）年內提出。未能於此時間內提起
訴訟的，將阻止dōTERRA受到該作為或不作為
導致的對其所有索賠的損害。會員承諾放棄任
何和所有可適用任何其他訴訟時效的索賠或權
利。

9. 電子通訊。我授權dōTERRA以及其附屬成員
以我提供給dōTERRA的電子郵件地址通過電子
郵件聯繫我。我理解該等郵件可能包含為了銷
售和採購dōTERRA產品、促銷樣品或者服務的
報價或促銷信息。

10. 存續條款。本條款與條件的第6、7、8、9和
11條在會員資格終止後繼續有效。

11. 數據。通過成為dōTERRA的會員，會員同
意處理包含在會員的會員資格申請以及賬號中
的個人數據並且同意將該等個人數據以及有關
該會員賬號購買行為的信息轉移至dōTERRA
全球任一附屬成員、子公司以及其他營銷組織
成員或經銷鏈成員，其目的是為了管理銷售和
經銷dōTERRA產品，也為了在營銷組織中的
向其他人提供銷售活動。會員理解個人數據可
能被轉移至數據最初採集國之外的國家的接收
者。這些國家保護數據的法律可能沒有與會員
最初提供數據的國家具有相同的嚴格程度。有
關dōTERRA隱私保護操作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www.doterra.com的dōTERRA隱私政策。若您
不願將個人數據依此而被處理或轉移的，請勿
與dōTERRA建立會員關係。

12. 修訂。會員同意這些條款與條件由dōTERRA
全權自主決定隨時進行修訂。會員同意，任何
該等修訂將在30天通知期滿後即適用於會員。
修訂通知將會在dōTERRA的官方出版物（含公
司官網）上公佈。繼續訂購dōTERRA的產品應
當被視為會員接受任何和所有dōTERRA對協議
的修訂。

自用會員註冊協議-條款與條件 FORM  2011-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带有商标或注册商标标识的词汇均为dōTERRA控股有限公司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