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護健康LRP套裝(空氣清新+頭腹健康)
(薄荷/尤加利/薰衣草/舒壓複方/樂活複
方/順暢清新複方/分餾椰子油115ml)

守護健康LRP套裝(肩頸健康)
(薄荷/茶樹/冬青/檸檬草/生薑油/芳香調

理複方/分餾椰子油115ml)

守護健康LRP套裝(睡眠健康)
(薰衣草/岩蘭草/苦橙葉/安定平衡複方/
幸福恬靜複方/分餾椰子油115ml)

守護健康LRP套裝(LLV3+2保衛健康)
(LLV每日保健活力套裝/輕暢複合膠囊/
PB益生菌膠囊/四季3寶/保衛複方)

守護健康運動包LRP套裝
(薄荷/冬青/檸檬草/芳香調理複方/呵護

系列-順暢清新複方/舒緩霜/輕巧防水收

納包(深藍色))

寶貝健康LRP套裝
(保衛複方/薰衣草/野橘/茶樹/尤加利/

分餾椰子油115ml)

居家清潔LRP套裝
(怡家複方(LRP限定)/檸檬/牛至/保衛

複方濃縮清潔劑/保衛複方洗衣精)

每日保健活力LRP套裝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

活力3+1 LRP套裝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輕暢複合膠囊)

活力3+i LRP套裝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愛Q魚油)

活力3+2 LRP套裝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輕暢複合膠囊/PB益生菌膠囊/

檸檬) 

精選呵護LRP套裝
(呵護系列-牛至/呵護系列-薄荷/呵護系

列-薰衣草/呵護系列-樂活複方/呵護系

列-保衛複方/呵護系列-順暢清新複方)

年 月 日  ( 可 選 擇 每 月 )1  ～ 2 8

60203699

60203701

60206361

60200361

40930302

20290402

21070302

60223368

36240302

$ 5,680

150 PV

$ 6,300

150 PV

$ 4,200

125 PV

$ 3,800

100 PV

$ 2,800

65 PV

$ 3,800

77 PV

$ 6,300

180 PV

$ 1,870

48 PV

$ 1,300

28 PV

$ 5,380

150 PV

$ 5,580

150 PV

$ 4,580

125 PV

$ 3,520

104 PV

$ 3,600

77 PV

$ 4,800

100 PV

$ 4,200

100 PV

$ 5,400

150 PV

$ 1,080

23 PV

忠誠顧客獎勵計畫(LRP)設定/更改申請書
送件人姓名： 聯絡電話：

收   貨   資   料

收貨人：     聯絡電話：(日) (夜) 手機：

收貨地址：    段     巷     弄     號     樓
縣
市

村
里

街
路

鄉鎮
市區

申請人姓名或公司名稱

健康倡導者編號 手機

聯絡電話 訂單號碼#
LRP號碼#

健康倡導者資料

(自取免填)

(如非本人送件，請檢附委託書)

設定/更改日期

編號 產品名稱
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 編號 產品名稱
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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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貨方式：   台中總公司    台北精油生活館    高雄精油生活館    台南提貨中心暨精油教室    宅配(紙袋:   不用   中   迷你)

60203700

60204425

60202055

60223957

40920302

60200364

60207437

60221580

36260302

Veráge精油肌膚保養系列LRP套裝
(精油潔面凝膠/精油爽膚水/花漾年華保

濕精華露/精油保濕乳/天竺葵)

精油肌膚保養LRP套裝
(潔柔洗面乳/細緻爽膚水/緊膚精華露/

青春保濕乳/抗皺緊緻眼霜/活力磨砂膏)

精油肌膚保養LRP套裝(亮白保濕噴霧版)
潔柔洗面乳/亮白保濕噴霧/緊膚精華露/

青春保濕乳/抗皺緊緻眼霜

抗皺緊緻面膜LRP套裝
(抗皺緊緻面膜*4)

沙龍級精油洗髮LRP兩件組
(亮采護色精華洗髮乳*2)

沙龍級精油洗髮護髮LRP套裝
(柔順調理護髮素/亮采護色精華洗髮乳)



※本表單如有排印錯誤，應以 美商多特瑞規定為準。

*部分金融卡須由持卡人臨櫃申請開通，若發卡銀行無此服務恕不能使用，為維護您的權利請先向您的發卡銀行詢問是否提供線上刷卡服務。

※自取訂單未能在20天內取貨，公司將主動寄出訂單貨品至您的登記地址，無論訂單金額，一律收取NT$100運費。

※若您的LRP已設定信用卡者，公司會於寄出前先行自您的信用卡刷付寄出運費。

※郵寄出貨訂單若遭拒收退回公司，公司亦將收取NT$100運費。

※忠誠顧客獎勵計畫回饋點數有效期限為點數發放日起12個月內。

※若您的LRP訂單因個人因素每月未完成付款，美商多特瑞公司有權取消您的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累積之自動回饋點數及百分比亦將歸零。

客服專線：(04) 2210-7105      訂單服務信箱：twid@doterra.com     網址：www.doterra.com.tw
營業時間：北/中/高：週一~週五12：30~20：30 (抽號收單至20：10)   週六10：00~14：00 (抽號收單至13：40)

台  南：週一、二、四、五12：00~19：30 (抽號收單至19：10)   週六 10：00~14：00 (抽號收單至13：40)

*參加「忠誠顧客獎勵計畫LRP設定」並授權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將下列之信用卡資料存入公司LRP
設定系統中，以利每月扣款使用。若未授權，恕無法使用信用卡付款，敬請見諒。

本人謹此同意參加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的「忠誠顧客獎勵計畫LRP設定」。本人參加此計畫純為自願性質，並明白可

於指定期間內，在線上辦公室更改或增加LRP訂貨內容及日期或以書面向公司要求更改資料、訂貨內容或終止LRP設定，無需支付

任何手續費。

本人謹此授權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從本人指定的信用卡帳戶(詳細資料如下)扣取款項，以支付本人每月LRP訂貨金額；

產品價格若經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異動時，本人亦同意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依指定出貨時的最新公告為準

之價格扣取款項。本人確認已詳閱並同意本申請書及【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政策手冊】中之所有條款。

小計金額$ 運費$ (未滿NT$4,000須付運費NT$100)總點數(PV) 總計金額$

dōTERRA

本人簽名

同意授權簽名：
(同信用卡背後簽名)

轉帳/ 匯款/ 現金   信用卡 (請填以下資料)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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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號 有效日期 月 年 確認碼

聯絡電話：( ) 手機：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信 用 卡 付 款 資 料

2022.11

司此致 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持卡人本人非訂購人，需填此免責條款：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親簽)；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同意以本人信用卡支付上列購買人之此張訂單，以上款項由本人與購買人自行結清，日後若有任何爭議，均與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無涉

(   )

   手機條碼載具     自然人憑證     愛心碼     索取紙本發票

請填寫載具條碼                 (未勾選或未填寫載具條碼，視為您同意電子發票使用會員載具。)________________

請勾選本次訂單電子發票載具選項:

菁純煥采洗髮護髮LRP套裝
(菁純煥采精油護髮素500ml/
菁純煥采精油洗髮乳500ml) 

菁純煥采洗髮LRP兩件組
(菁純煥采精油洗髮乳500ml*2) 

60223595 
$ 1,810

40 PV

$ 1,810

40 PV
60223596

活力滿分LRP套裝(香草)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輕暢複合膠囊/PB益生菌膠囊/

多特瑞乳清蛋白粉-香草)

活力滿分LRP套裝(巧克力)

(菁萃能量魚油/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賦活

植物精華/輕暢複合膠囊/PB益生菌膠囊/

多特瑞乳清蛋白粉-巧克力)

60223955
$ 5,800

88 PV

$ 5,800

88 PV
60223973

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編號 產品名稱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編號 產品名稱

編號 產品名稱
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 編號 產品名稱
忠誠顧客價
點數

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