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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第一領導品牌

15
會員專屬刊物
不對外發行

歡迎至 www.doterra.com.tw 下載多特瑞快訊

立即掃描
了解更多

P1

焦點話題

P3

產品訊息

P4

課程訊息

台北精油生活館 10551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8樓之3
高雄精油生活館 80660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7樓
新竹精油教室 30264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六街15號1樓

營業時間

台中總公司 4075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P5

業務訊息

P5

客服訊息

北中高 / 週一至週五 12:30~20:30
週六 10:00~14:00
新 竹 / 週二至週五 12:30~19:30
最末週六 10:00~14:00

P7

榮譽榜

P12

三月份行事曆

客服專線:(04) 2210-7105 ‧客服傳真:(04) 2251-1565
入會‧產品訂購‧訂單:twid@doterra.com
產品顧問支援中心:taiwanservice@doterra.com
多特瑞台灣官網:www.doterra.com.tw
營業時間結束前20分鐘截止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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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新領袖基金，您也有份！
您知道嗎？過去台灣有一半的尊爵未曾領過分紅，
因為他們通常每月只介紹一位新人入會。

好消息！自2019/1/1
起，所有尊爵們都有機會參加分紅了，而且是全球分紅喔！
只要您每個月親自介紹一位新朋友入會(首購100PV或以上)，
即可與全球獎勵制度同步，享受「1 %全球新領袖基金」！

尊爵

+新人100PVX 1

5000OV

尊爵可領取
全球新領袖基金一份。
新人不限地區/市場，全球的新人皆可計算。

執行總監
2000OV

執行
總監

分紅金額視全球業績及人數而定，隨dōTERRA國際市場
飛快成長，尊爵可享全球經營成果。

執行
總監

銀級

+新人100PVX 1

同場加映 銀級也可以分紅喔！
全球新領袖基金一份。
原「領袖業績基金一份(提撥全球業績2%)」仍可繼續領取。

菁英
3000OV

菁英

菁英

菁英

美商多特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TEL ：(04)2210-7105 FAX：(04)2251-1565 訂單服務信箱：twid@doterra.com
營業
時間

北中高 週一到週五
週六
新竹
週二至週五
每月最末週六

12:30~20:30 (最後抽號至 20:10)
10:00~14:00 (最後抽號至 13:40)
12:30~19:30 (最後抽號至 19:10)
10:00~14:00 (最後抽號至 13:40)

立即掃描 了解更多

台中總公司
台北精油生活館
高雄精油生活館
新竹精油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8樓之3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 號7樓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六街15號

多特瑞台灣官網

多特瑞台灣事業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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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抹

SHARING

敏

香 抹

敏

2 月主打星 9折
熱情複方精油 5ml
Passion

含有分餾椰子油、豆蔻、肉桂、生薑、
丁香、檀香木、茉莉、香草、透納葉精
油，能幫助您重新燃起生活中的刺激與
期待。找到嘗試新事物的膽量，同時在
現有的美好生活中發掘新生的喜悅。
點燃期待、熱情與喜悅的心情
安撫乏味、厭倦的負面情緒
產品編號
建議售價
會 員 價
九折會員價

31760302
NT $2,260
NT$ 1,690 PV：50
NT$ 1,521 PV：45

3 月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每月一物
檸檬草精油 15ml
Lemongrass

檸檬草帶有淡淡的檸檬香味，一直是亞洲和加
勒比海地區常用的香料。前調為新鮮檸檬帶有
辛辣乾草香氣，後調為清新泥土香草味。檸檬
草有益肌膚，能淨化及調理肌膚、舒緩不適。
舒緩因運動或久站久坐造成之不適
淨化及調理肌膚
提振正向的身心情緒

當月1~15日單筆「忠誠顧客獎勵計畫」
訂單達125PV以上並成功出貨，
即可獲贈每月一物(每一帳戶每月限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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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產品推廣應遵守原則：
這個產品我覺得好棒，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大地的禮物美好的效益，但是我該怎麼放心介紹又不違法呢？
呵護系列 薰衣草可宣稱的功效
防止肌膚粗糙、預防乾燥、舒緩肌膚乾燥、預防皮膚乾裂、減少肌膚乾澀/脫屑/脫皮
調理/淨白/保護/光滑/潤澤/滋養/柔嫩/水嫩/活化/賦活/安撫/舒緩/緊實/修復/修護/呵護/防護肌膚
形成肌膚保護膜、提升肌膚舒適度、調理肌膚紋路、使肌膚回復柔順平和的線條
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增強/強化肌膚/表皮的防禦力/抵抗力/防護能力
舒緩肌膚不適感/肌膚壓力/疲倦的肌膚
使肌膚散發香味/光采
舉例
加入分餾椰子油的呵護系列 薰衣草對肌膚具有良好的舒緩功效，可舒緩因乾燥引起的皮膚癢。使人放鬆的
香氣，擦在手腕、胸口及後頸等部位可幫助放鬆，也可以塗抹於刮鬍後的肌膚，能安撫並強化肌膚防護能
力。呵護系列 薰衣草是每個人都可隨身攜帶的小妙方！
公司特地在此提醒獨立產品顧問提供資料給客戶時需遵行的原則：
1.藥物才有疾病的治療或預防之功能，故廣告宣稱勿涉及醫療效能、虛偽或誇大不實的相關文詞，也不宜教導產品
能夠治療、減緩或是預防疾病。
2.可以分享自己個人在保健上的經驗，但不能引述多特瑞產品具醫藥功能或是對其他任何人也會有同樣的效果保證。
3.可以分享精油相關的科學研究資訊，但不能宣稱這些資訊來引述多特瑞產品的功效。
4.如果您會在自己的部落格、臉書上張貼化粧品、藥物、食品時，請務必先了解法令規定，確實遵守藥事法、食品
衛生管理法及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等相關規定，以防觸法。

3月份基礎課程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多特瑞獨家研發具有特定調理作用的複方精油是新朋友們最容易學習及上手的入門精油，每款精油都是多年芳
香調理經驗的成果並不斷經過科學研究的驗證。每一種配方都能充分利用植物原有的價值，將各種成分的活性
做最均衡的調配，以發揮出相輔相成的最佳益處，能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中，還不知道如何應用複方精油的夥
伴們，一定要來參加喔!!
日期

場次

3/18(一)

高雄

3/19(二)

台北

3/21(四)

台中

時間

地點
高雄精油生活館

13:30~15:30

台北精油生活館(3樓訓練教室)
台中總公司(9樓訓練教室)

本課程無需購票，13:00 開放免費入場

3月份專題課程 「LLV健康保養對策」
您是否容易感到疲勞、喜怒無常、沒有活力？您是否容易掉頭髮、指甲斷裂？您是否三餐不定時、飲食不均衡？
對於以上這些情形，您是否常常無計可施？
dōTERRA美商多特瑞特有的LLV每日保健活力套裝，讓您的健康從每日做起！搭配酵素及益生菌，為您帶來與
眾不同的獨特效益。想了解如何應用「活力3+2套裝」產品優勢及保健效益來照顧全家人的健康嗎？
您絕對不可錯過這堂課程！邀請您一同來了解多特瑞產品的優勢。
日期

場次

3/11(一)

高雄

3/12(二)

台北

3/14(四)

台中

本課程無需購票，13:00 開放免費入場
4

時間

地點
高雄精油生活館

13:30~15:30

台北精油生活館(3 樓訓練教室)
台中總公司( 9 樓訓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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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產品禁止重新包裝
感謝各位夥伴對dōTERRA ® 美商多特瑞產品的支持，公司近期發現網路上有賣家將dōTERRA ® 產品分裝銷售或
售出已開封過的產品等情事。我們特別提醒您，公司禁止產品顧問將產品重新包裝(參閱政策手冊第5條E款)。
任何多特瑞產品必須以原始包裝出售，自行分裝或調製組成成份，或拆封後銷售，已不是原裝產品。
同時也呼籲所有dōTERRA ® 美商多特瑞產品愛好者，切勿在網路上選購產品，只有經由合格的產品顧問售出的
產品，才能獲得公司完整的服務與品質。
dōTERRA ® 美商多特瑞政策手冊第5條E款
獨立產品顧問不得印刷其自己的標籤或對dōTERRA ® 美商多特瑞產品重新包裝。產品須以其原始包裝出售。例
如，獨立產品顧問不得將套裝中的各組成部份從原始套裝包裝中拆分出來進行轉售，除非公司已為各組成部份
設定批發價格。同樣，未經公司書面同意，獨立產品顧問不得將dōTERRA ® 精油做為非dōTERRA ® 產品的成
份(如做為其他產品的組成部份或食品配方中的成份)對其用途進行宣傳。獨立產品顧問對dōTERRA ® 美商多特
瑞名稱的使用受本政策手冊第12條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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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2-3月各區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服務狀況
各區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服務狀況如下表，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多加利用線上辦公室EVO訂購產品和查詢
個人資訊。
日期

事項

服務狀態

2/28(四)

228假期(3/1-3/2正常服務)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3/1(五)

每月1號大廳時間更動

營業大廳16:00營業

3/9(六)

公司員工春酒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228連續假期，產品配送時間變更】
2/26(二)之前完成付款之訂單不受影響，2/27(三)-3/3(日)訂單於3/5(二)陸續配送

1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 寄送通知
1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將於3/1(五)開始陸續寄送，請會員們務必在2/27(三)前至各大廳領取。寄出時，
將會自您的信用卡先行刷取運費。拒收者公司將另自退貨費用中，扣除貨運退回之NT$100運費，若拒收公
司有權刪除LRP設定及取消點數和回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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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客服TWID信箱、傳真收件注意事項
每每快接近月底時，訂單是非常非常大量佔整個月的30%以上。尤其加入件佔最多量況且線上辦公室又不能
自行操作加入，您是否有一直等不到業績進來呢？加入件以外訂單是否試試，使用線上辦公室EVO自行操
作看看，一定會比客服操作來的快速方便。
TWID信箱、傳真收件截止時間
收件類別

收件時間表

備註

加入件

收件至月底晚上 11:59 分

部份活動依公告為主

訂單

收件至營業時間截止

部份活動依公告為主

EVO 訂購

下單至月底晚上 11:59 分

註：其他活動時間和訂購截止時間如有變更，依公司公告時間為主
每月訂購時間表查詢地方>>>官網首頁>產品顧問>工具>客服園地

入會教學及大廳購物說明
為了讓新會員能及時又快速的完成入會申辦作業，我們提供了入會教學影片檔，另外還有大廳購物流程喔，
請夥伴多加利用！
入會協議書填寫

愛用會員填寫

大廳購物說明

https://youtu.be/B1MhhXequ_E

https://youtu.be/FN4fy8Wkwy4

https://youtu.be/1jYKosExXxY

如何運用？
1.把連結加入書籤或我的最愛

2.把連結製作成QR Code

3.需要時大方傳給新夥伴

2019年1月起大廳服務櫃檯異動
為了使服務作業更加順暢，自1月起將整合一般櫃檯服務所有會員，故原銀級櫃檯將更改為鑽石櫃檯，感謝
您的支持與配合。 (小提醒：鑽石須符合每半年維持鑽石以上位階乙次)

提供個人E-mail信箱
您知道嗎？提供個人E-mail好處多多！
好處1

當系統成立訂單同時，即可立即透過E-mail信箱通知您訂單成立，讓您即時了解訂單狀況。

好處2

每月一號可以收到公司電子報，讓您立即掌握第一手活動，優惠訊息不漏接！

直銷權或活動申請重要管道：
1.重啟會員申請(2019/1起)

6

2.更改介紹人

3.公司不定期各式活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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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表揚2018年12月新晉升獨立產品顧問
鑽 石

林巧紋

張

茜

黃 金

王奕絜、史景元、邱霈洁、劉艷
黃曉菁

張簡美新

銀 級
林原蒼、林慶隆、胡評晃、張羽沛、
陳信良、黃雅蜜、盧美玉、謝貞宜、
藍秀霞、魏雲中、魏雲美、蘇正蕙、
朱洧儀

林侑蓉

梁淑芬

梁慧嫺

陳詠聖 郭保君 伉儷

劉欣怡

蘇郁富、岩元理惠

尊 爵
王貴媖、王筱甯、朱辰喻、江幸娟、沈欣蓓、周妙珍、林子文、林宜慶、林欣怡、林美宜、林鈺雅、邱坤山、
邱智莉、洪韶霜、莊春南、許凌瑄、郭必穎、郭詠佳、郭錦綉、陳玉照、陳宏洲、陳勁文、陳瑜鈞、曾翠玉、
湯梓嫺、黃水雀、黃湘惟、黃雅玲、黃筠宸、葉燕慧、葉穆紘、葉麗美、劉佩玫、劉佳琳、劉冠宏、劉美蓮、
劉偉倫、劉靜純、蕭秀英、蕭宗翊、賴欣培、賴俊安、謝佩卿、謝其達、蘇灯煌、楊游惠美

菁 英
丁驊瑄、王心玲、王永興、王金惠、王蕎米、朱容萱、朱慰冠、朱瑩榛、江宇家、江宇晴、江依樺、何宣慧、
地點
何盈儀、吳曰婷、吳智源、吳蕙芳、宋定玉、李佳蓉、李宛純、李思喬、李皖琳、李靜文、李麗芬、沈一芳、
周佳蓁、孟慧雅、林巧蕙、林秀柔、林明慧、林盈合、林美如、林恭麒、林書卉、林鴻喜、邱子祐、邱詠婕、
施慧珍、洪于琇、洪千喻、洪惜芬、徐世長、徐志成、徐詩凱、翁美蘭、馬友友、張恬榛、張淑貞、張逸寬、
張雅婷、張筱君、張道勛、梁月霞、莊倍姿、許縈真、郭志忠、郭欣宜、陳秀紅、陳秀凌、陳育榮、陳佳佩、
陳枘稘、陳亭宇、陳俐樺、陳信銘、陳冠彰、陳冠穎、陳姿秀、陳美伶、陳美珠、陳美樺、陳婉鈴、彭利芬、
游淙竣、黃依雯、黃品筑、黃淑楨、黃雅玲、黃靖惠、黃甄瑄、黃燿君、黃瓊誼、楊淯婷、楊麗芬、溫卉涵、
廖月伶、廖雪卿、廖琬貞、廖穎媺、褚迪信、褚惠令、趙秀花、趙燕翎、趙儷珊、劉永翔、劉明崑、劉姵玲、
劉美月、劉桂英、劉素玲、樂家羚、蔡文梅、蔡孟哲、蔡慧如、鄭國璋、鄭皓賓、鄭瓊惠、黎珮婕、盧昱福、
賴千卉、賴宇庭、戴紅蓮、謝素芳、鍾秋霞、藍惠婷、魏夙苗、羅彩雲、嚴翊瑈、蘇毓陵、凃葉素蘭、
徐陳富美、黃林玉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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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總監
丁姿仁、丁富美、尤秀麗、巴品瑤、方姿懿、王姿晴、王風薇、王茹誼、王嘉蓮、王維莉、王翠芳、王韻婷、
白蕙菱、江卉穎、吳佳祐、吳怡絜、吳明書、吳玫諭、吳瑞真、吳蕙莉、吳雙玉、吳麗娟、呂孟純、呂敏華、
宋安萓、李宜穎、李美娟、李嘉蓉、沈秀桃、阮淑娟、周妤庭、周柔佑、周祐如、周惠芬、林玉惠、林玉雙、
林怡慈、林昇輝、林金妹、林姵妤、林彥華、林郁芳、林家弘、林庭毓、林晉丞、林淑芬、林淑真、林雅涓、
林瑞德、林翠姬、林樑富、林錦鶴、林瓊惠、邱珮雯、邱訢倫、邱馨葦、侯乃禎、侯沛琳、俞亞蓮、姜妤蓁、
柯淑萍、柯淑靜、柯翊渝、洪國盛、洪瑾瑜、紀懿娟、胡保乾、孫貴美、徐芳沂、徐崇育、涂正億、翁雨潔、
翁韞淳、馬家宜、高建英、高麗華、張育菁、張佳平、張智皓、張靜芬、張儷千、曹孟如、梁沛瑜、莊子瑩、
許秋霞、許惠芸、許瑋恬、郭明福、郭秋燕、郭惠玉、陳玉美、陳汶瑄、陳姍汝、陳芙璟、陳金燕、陳俊良、
陳姿君、陳宥棋、陳彥蓉、陳盈汝、陳美詩、陳虹君、陳郁筑、陳香璇、陳珮宸、陳敏秀、陳雅玲、陳雅鈴、
陳曉慧、陳靜滿、陳麗珍、彭琬珺、曾美君、曾翠薇、游美娟、湯琇琳、程娟娟、馮芝儀、黃秀桃、黃奇津、
黃怡綾、黃冠評、黃琇卿、黃意云、黃詩婷、黃曉梅、黃瓊瑱、黃麗齡、黃罌瑢、楊雅雯、楊永昌、楊淑晴、
楊琇閔、楊雯琪、萬建君、萬清蘭、葉錦璋、葛玟君、董香伶、詹婉微、詹綠芸、廖怡貞、廖春蘭、趙美蓮、
趙宴文、劉永祺、劉佳榮、劉明儀、劉品青、劉思涵、劉思瑀、劉淑美、劉慧凰、潘宇鈞、潘芊邑、潘逸芸、
潘鎮源、潘韻竹、蔡玉蘭、蔡依倩、蔡叔靜、蔡欣懿、蔡金全、蔡思瑩、蔡淑惠、蔡懿萍、蔣素貞、鄭育芳、
鄭淳文、鄭螢璟、蕭乃升、蕭羽珊、蕭恒容、蕭穎佳、蕭蕙玲、賴幸妙、賴雅己、戴德傳、謝尚宇、謝幸佑、
鍾于芬、簡葦婷、饒乃祥、龔秀珍、龔于珊、吳劉義妹、廖沈月娥、劉郭金花、MAISAROH 阿籮

總 監
丁秋芝、丁素鳳、丁婧田、方宣雅、王子泰、王文青、王玉𥖄、王沛岑、王良培、王俊傑、王信凱、王柏凱、
王柏琛、王盈巧、王美華、王若蘋、王純敏、王純慧、王茲華、王淑敏、王淑靜、王莉禎、王惠宜、王竣樺、
王瑞姍、王詩婷、王麗芳、丘城龍、史茹玉、石以天、石詠瑄、朱相穎、朱美足、朱翊珊、江佩珈、江昌駿、
江芷儀、江品儀、江瑞琦、江馥名、何雅棋、何慧雯、余采璇、吳玉芬、吳如雯、吳安棋、吳沁恩、吳佩馨、
吳佳樺、吳宜玲、吳宜紘、吳旻翰、吳欣儒、吳欣樺、吳芝穎、吳冠慧、吳咨嫺、吳政仲、吳珈綺、吳美華、
吳茲云、吳涼森、吳淑芬、吳莉婉、吳朝鍠、吳嘉惠、吳鳳如、吳蕙珊、吳薰伊、吳瓊玉、吳蘅桓、呂佩君、
呂幸玟、呂旻哲、呂敏怡、呂紹儀、呂蕙齡、宋念芸、宋湛生、巫睿得、李中傑、李正義、李秀怡、李佩玲、
李佳芬、李佳真、李侑宗、李岳峯、李松霖、李金雀、李貞玟、李婉君、李婞綺、李惠琪、李雅婷、李順珍、
李順琴、李順霞、李瑞貞、李嘉菊、李瑩君、李麗貞、沈諭瑄、阮美芽、卓婷婷、周玉珠、周妍伶、周杏俞、
周秀麗、周佳昀、周素禎、周淑姵、周凱婷、周瑀蓁、周翠娥、周豔敏、昌秀蓮、林于申、林小怡、林心慈、
林心儀、林卉榛、林伶蓉、林吟潔、林完美、林秀美、林秀娥、林秀珠、林秀蓮、林育瑄、林佳叡、林孟珊、
林

宛、林宜穎、林昕莉、林欣儀、林冠伶、林姵君、林炳燃、林盈妤、林秋妙、林郁珮、林素芬、林素瓊、

林崇蘭、林清山、林雪莉、林惠真、林雅萱、林詩悅、林嘉郁、林蕙芳、林靜玟、林靜媚、林麗玲、林麗真、
花慧珠、邱郁茹、邱紹菁、邱綉雯、邱鈺婷、邱瓊玉、侯珮緹、侯舒詠、姚曼萍、姜冬妹、施雅莉、柯佳知、
柯

坤、柯幸妤、柯欣怡、柯玟伶、柯春足、柯淑霞、柯艇鍵、柳瓊媄、洪川雅、洪姍姍、洪若茵、洪雪芬、

洪新顏、洪瑞堯、洪碧菜、洪錫煌、紀怡均、紀淑鳳、胡淑如、胡麗雯、倪靜嬋、孫小雯、孫美麗、孫唯宸、
徐素娥、徐黎華、徐薐雅、殷春榮、秦文華、翁卉滿、馬珮均、馬晶瀅、高千翔、高敏綺、康宜楓、康美容、
康倩萍、康慧玲、康慧婷、張文馨、張月子、張月芬、張秀芳、張秀美、張芮恩、張采緹、張美玲、張美雲、
張家如、張家華、張書婕、張國成、張博鈞、張惠玲、張惠玲、張惠雅、張欽傑、張紫琪、張雅涵、張稚翌、
張鳳如、張鳳如、張儀婷、張廣和、張齡軒、曹銘雲、曹樂智、梁靜嫺、畢崇桂、章安淇、莊秀蓉、莊淑貞、
莊麗雅、許巧味、許巧怡、許佳菁、許怡娟、許紘耀、許婷婷、許富琇、許雯雁、許鉦瑜、許碧珠、許震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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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瓊文、許瓊玫、連瑋育、郭乃菁、郭子明、郭金鸞、郭

富、郭維佳、郭慧如、郭靜萍、郭寶月、閉家豪、

陳上元、陳于君、陳心宇、陳文恭、陳卉柔、陳玉枝、陳羽亭、陳沛錦、陳秀莉、陳芊蓉、陳亞嵐、陳佩鈺、
陳佳珮、陳季貞、陳岳琳、陳怡錚、陳怡靜、陳泳志、陳玥穎、陳玥霖、陳俐君、陳俞文、陳品薇、陳威豪、
陳彥宏、陳思伃、陳思穎、陳昱丞、陳珉慧、陳秋蘭、陳羿妏、陳羿溱、陳若君、陳郁蕙、陳倩文、陳珮怡、
陳純卿、陳素君、陳素愛、陳梅香、陳涵榆、陳淑芬、陳淑玲、陳淑貞、陳淑燕、陳雪蘋、陳喬恩、陳琪蓁、
陳進輝、陳愛貞、陳瑋鋌、陳瑛慧、陳語蕾、陳燕女、陳韻竹、陳顗合、陳寶蓁、傅詩方、彭玉惠、彭郁涵、
彭福農、曾千錦、曾子芸、曾玉涵、曾妙慈、曾秀玲、曾易嫻、曾昱瑞、曾秋淑、曾尉恆、曾淑怡、曾輝堂、
曾麗寧、曾耀瑱、游曉雲、游燕堂、甯維廸、程曉萍、童濤恩、馮怡萍、馮雅妍、黃千芮、黃子凌、黃心琳、
黃正賢、黃佳玉、黃品菁、黃恕君、黃培修、黃涵潔、黃淑文、黃智偉、黃琡媖、黃琬鈴、黃聖棉、黃鈺婷、
黃鈺婷、黃瓊慧、黃識頻、黃寶秀、黃觀鶯、楊乃潔、楊又驊、楊千荷、楊世屹、楊弘淇、楊秀雲、楊佩倫、
楊姍燕、楊美惠、楊海翎、楊琇雅、楊莉玟、楊陳雀、楊凱婷、楊筑安、楊紫涵、楊雅文、楊雅淳、楊雅莉、
楊意梅、楊鯉蔚、萬慶鳳、葉千金、葉芷吟、葉倚緁、葉菊蘭、葉維菁、董妤宸、詹于佳、詹心瑜、詹秋玲、
詹雅蘋、詹靖霈、詹慧慈、廖文宏、廖依玲、廖珮瑜、廖婉婷、廖淑媛、廖詠萱、褚蕙華、趙麗萍、劉大成、
劉子琳、劉宇蕎、劉秀子、劉秀玲、劉秀娟、劉金匙、劉姿君、劉星昀、劉美雯、劉羿漩、劉哲維、劉庭均、
劉桂燕、劉益誠、劉淑茹、劉雅文、劉雅婷、劉學政、歐俐彣、潘英嬌、蔡火平、蔡沛珍、蔡秀芳、蔡秀容、
蔡佳秀、蔡佳玲、蔡宛寧、蔡易學、蔡松彥、蔡炘玲、蔡郁佳、蔡家禾、蔡嘉芳、蔡嘉南、蔡嘉凌、蔡榮祥、
蔡壁琚、蔣翠姑、鄧后珊、鄧長妹、鄧政禾、鄧紫妍、鄭如萍、鄭羽詅、鄭衣晴、鄭思方、鄭美蓉、鄭鈞文、
盧兆欣、盧宥蓁、盧煜鍀、蕭羽純、蕭余真、蕭沛渝、蕭英桃、蕭憶雯、蕭靜霞、賴純美、賴淑琳、賴穎瑜、
賴韻如、龍心湄、戴乃萱、戴慈慧、薛月英、薛玉貞、薛惠美、謝文凱、謝玉蘭、謝仲凱、謝佩芳、謝宜芳、
謝怡柔、謝易霖、謝淨蓮、謝添來、謝雪妙、謝斯婷、謝源富、鍾紅玉、鍾莉霞、鍾紫怡、鍾嘉蓉、簡如儀、
簡妙如、簡志龍、簡品喬、簡奕臻、簡勤哲、簡瓊珠、藍溱溱、顏宜婕、魏語萱、羅玉倫、羅怡茹、羅亭芸、
羅珍惠、羅淑珍、羅淑華、羅凱琳、羅勝輝、羅雅玲、蘇丁國、蘇姵云、蘇建拴、蘇美珠、蘇家慧、蘇珮穎、
蘇麗愛、龔月桂、呂施明珠、馬陳拍綢、郭梁瓊玲、陳王玥蓉、陳廖鑾英、曾呂綉玲、曾陽春菊、
黃林素貞、葉林雪琴、劉陳秀鳳、蔡陳玉緞、賴李素玉

經 理
孔月欣、孔慕帆、尤世勇、尤幸真、尤朝火、尤維文、方瑞生、方榮德、王子維、王心彤、王伊萍、王秀麗、
王

波、王品絜、王姿婷、王姿婷、王盈婷、王秋薇、王郁婷、王庭釩、王啟宗、王淑嬌、王章霞、王翊菲、

王翎綺、王莉雯、王紫瑜、王逸嫻、王雅虹、王稜雅、王筱筑、王漢杰、王

蓉、王慧君、王慧麗、王曉萱、

王瀅瑀、王藍君、王麗娟、王麗惠、白月英、石青玉、石璧瑛、朱家葳、朱晋玉、朱淑華、朱燕琴、朱麗雯、
江志勇、江秀惠、江佩娟、江昀珊、江明修、江珠嘉、江蕙儀、江麗琳、江孋縈、何佩融、何姿旻、何祈穎、
何若瞳、何家甄、何啟華、何淑媛、何献葳、何

嬿、余金昌、余昭儀、余柔霈、余振綜、余瑤玲、余

邁、

佟睿甦、利貴蘭、吳玉文、吳玉玲、吳宇翔、吳年章、吳沛儒、吳秀玲、吳秀梅、吳秀華、吳秀㯴、吳秀蘭、
吳佩珊、吳奇璉、吳妮臻、吳妮臻、吳宜靜、吳欣芮、吳秉琦、吳芳芩、吳雨柔、吳昭靜、吳炳南、吳美萱、
吳家豪、吳振興、吳基全、吳婉綾、吳淑芬、吳許甜、吳厥佩、吳菡婷、吳慈樺、吳毓荏、吳綉鳳、吳資婷、
吳嘉玲、吳慧玲、吳澄坤、吳靜華、吳璧如、吳懿庭、呂宗翰、呂怡諄、呂昀諮、呂明玄、呂玥慧、呂宥蓁、
呂盈蓁、呂迺鑫、宋敏雄、李子承、李子橙、李丹心、李立宇、李亞軒、李佩芸、李佳修、李佳穎、李佳錡、
李季紋、李宜佩、李宜珊、李宜真、李宜臻、李怡寬、李承憘、李易蓉、李東洋、李欣瑾、李芯蕾、李

芳、

李亭樺、李品萱、李品瑢、李品蓁、李姿儀、李洙泯、李盈慶、李苑如、李英甄、李家瑜、李恩雯、李涔漫、
李祐綾、李淑惠、李竟端、李惠卿、李華倩、李雅萍、李雅蓁、李愛郁、李毓琪、李瑋馨、李翠聲、李蓉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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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君、李蕙芳、李麗娜、杜玟璇、沈文霞、沈哲帆、沈庭宇、沈嘉綺、沈憶菡、谷譿恩、卓秋慶、周予瀞、
周月貴、周世維、周秀玲、周佳瑩、周金花、周思岑、周倖而、周素鑾、周凱晴、周紫瑩、周雅琦、周達偉、
周燮君、宜珮雯、房冠宇、房瑞英、林怡如、林文琪、林文靜、林月娥、林玉敏、林玉梅、林玉清、林玉琳、
林江池、林佑諭、林妍柔、林彤轃、林沛璇、林秀樺、林育如、林其滿、林典蓁、林孟青、林孟憬、林孟儒、
林季緯、林宗賢、林宜亭、林宜鵲、林尚瑩、林岳璇、林幸儀、林忠義、林枝葉、林欣蓓、林玫伶、林玫杏、
林芝因、林芮瑜、林芳羽、林
林

芸、林建凱、林映秀、林春桃、林珈卉、林盈利、林盈禎、林秋美、林貞妏、

迦、林郁馨、林韋伶、林俶如、林家緹、林桂琪、林浩澤、林秧亦、林素晚、林素綸、林茗芳、林配薪、

林培鍾、林彩鳳、林淑芬、林淑芬、林

嵐、林渼堉、林雅玲、林愛文、林榆珊、林瑋庭、林瑟華、林筱芬、

林詩婷、林夢潔、林碧香、林維玲、林慧伶、林鄧桃、林憶圻、林錦祥、林靜怡、林靜頤、林聰源、林藜蓉、
林韻如、林麗苑、林麗卿、林麗珠、林麗真、林鑫廷、邱丹萍、邱以倫、邱永欣、邱沛紳、邱秀蓮、邱東燕、
邱桂香、邱清文、邱紹鈞、邱湘涵、邱筑榛、邱節蘭、邱鳳亭、邱瓊卉、邱讌晶、邵珮宜、邵韻文、金

衍、

金瑜新、侯彤薰、侯亞彤、侯彩雲、凃芳宜、姚怡慈、姚倩茹、姜佳伶、施仁惠、施以方、施芷琳、施俊宇、
施淑味、施雅幀、施慧玲、查貞霞、查詩婷、柯乃綺、柯秀香、柯梅雪、柯慧菁、段愛銀、洪千惠、洪小淳、
洪文峰、洪巧芸、洪秀蘭、洪春美、洪美娟、洪

虹、洪素蘭、洪啟軒、洪筠涵、洪碧珠、洪慧秀、洪慶宗、

紀羽婕、胡至家、胡思韻、胡婞綺、范曉嵐、孫怡萍、孫皓瑋、孫意婷、孫緣珍、徐孟珠、徐宜樁、徐易延、
徐春梅、徐紫芳、徐貽芳、徐麗芬、徐麗茹、涂淑敏、翁芳芳、翁偉展、翁淑玲、翁琬婷、翁碧選、馬玉真、
馬冠予、馬慧珊、高淑瓊、高燕鈺、高麗娟、寇善婷、康芸華、康凱婷、康曉玲、張莉芸、張世忠、張巧孟、
張玉佳、張玉妹、張伊萍、張羽萱、張坊琪、張秀如、張佩傑、張宜芳、張芷菱、張采薇、張金花、張青怡、
張思敏、張倩莉、張家中、張素汝、張耕閤、張軒睿、張淑玲、張淑菁、張連芳、張惠卿、張智鈞、張游娟、
張琼美、張菀真、張貽宣、張雅芬、張雅婷、張雅婷、張雅惠、張雯欣、張椿敏、張溶枝、張瑀瑄、張瑗珊、
張筱雯、張詩暄、張𣹥珆、張夢芸、張碧婷、張齊顯、張慧珍、張適選、張叡智、張曉紅、張豫庭、張錦弘、
張靜蘭、張薰尹、張麗華、張譽耀、梁沛彤、梁莉琳、梁湘妘、梁雅萍、梁碧娥、畢晉嘉、章志鵬、粘博翔、
莊文玉、莊文賢、莊巧祾、莊育臻、莊佳霖、莊孟萱、莊凱惟、莊綵玲、莊瓊妍、許乃偉、許中慧、許心妮、
許玉瑛、許丞伶、許志豪、許佩芬、許芳瑜、許金西、許俊雄、許恬瑛、許庭維、許寀華、許琇婷、許

票、

許惠玲、許惠美、許惠萍、許菁彣、許雅玫、許雅雰、許嘉芬、許嘉玲、許嘉玲、許嘉真、許翰宇、許羅云、
許馨予、連千慧、連汝卿、連彬祐、郭兆琪、郭佳筠、郭宜瑄、郭芳美、郭書玫、郭素華、郭翔斌、郭詠昕、
郭源和、郭筱薇、郭錦靜、郭麗文、陳人綺、陳心怡、陳永馨、陳玉玲、陳玉珍、陳玉慧、陳玉蘭、陳立珊、
陳汝鳳、陳衣屏、陳沛瀠、陳秀李、陳秀評、陳秀蘭、陳芃諭、陳佩君、陳佳加、陳佳惠、陳依伶、陳依婷、
陳孟君、陳孟詮、陳宜珊、陳怡文、陳怡安、陳怡均、陳怡樺、陳芳玲、陳青妘、陳亭如、陳亭竹、陳冠宏、
陳勇維、陳品伃、陳姵均、陳彥伶、陳思妤、陳昭君、陳柏菘、陳柏雄、陳柏儒、陳柔蓁、陳秋君、陳美主、
陳美伃、陳美芸、陳美雪、陳美華、陳虹玲、陳浣宜、陳益生、陳國楨、陳國鎮、陳梅蘭、陳梅鶯、陳涵俞、
陳淑芬、陳淑玲、陳淑珍、陳淑貞、陳淑雲、陳淑瑜、陳凱媚、陳凱甄、陳勝安、陳惠津、陳惠琪、陳雅芬、
陳雅芳、陳雅苓、陳雅暄、陳雅鈴、陳雯婷、陳嫈麗、陳愷訢、陳慈英、陳楚霏、陳瑞珠、陳筱青、陳筱霈、
陳詩穎、陳靖筠、陳碧玉、陳碧蓉、陳翠秀、陳蓁儀、陳憬慈、陳瑩妤、陳燕蓉、陳臻慧、陳靜娟、陳

薇、

陳鴻傑、陳瀅安、陳藝珍、陳韻如、陳麗美、陳寶玉、麥貴怡、麻治晉、傅秀琦、傅郁芳、傅淑香、彭嘉華、
曾千蓉、曾女儀、曾小紋、曾尹谷、曾仲豪、曾芷畇、曾虹華、曾雅旋、曾瑞卿、曾鈺雯、曾碧君、曾維正、
曾緟櫺、曾瀛葦、游志裕、游定陳、游淑惠、游菁芬、程郁涵、童郁姍、童雅慧、黃一峰、黃乃凌、黃于瑄、
黃于榛、黃子夏、黃小玲、黃小婷、黃仁達、黃尹茱、黃心藜、黃文怡、黃水英、黃巧鈴、黃玉潔、黃安槥、
黃伶慧、黃

坐、黃秀春、黃秀玲、黃秀貞、黃秀惠、黃足智、黃侑靜、黃怡禎、黃金玉、黃亭姚、黃姿婷、

黃柔芝、黃柔涵、黃美華、黃美蘭、黃郁倩、黃郁婷、黃健郎、黃婉庭、黃彩花、黃彩銀、黃淑芬、黃淑屏、
黃淑美、黃淑娟、黃莉琪、黃惠欣、黃惠玲、黃晴玫、黃雅梅、黃雅媖、黃雅瑜、黃敬寓、黃敬鈞、黃歆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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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芳、黃靖淑、黃福田、黃維銘、黃廣秋、黃慧君、黃慧萍、黃薇瓊、黃瓊娌、黃韻潔、黃馨慧、黃蘭香、
黃瓘晴、楊力霏、楊心怡、楊文佩、楊月娥、楊仕莙、楊可欣、楊立帆、楊秀瓊、楊佩恩、楊佳千、楊秉芳、
楊芳玲、楊雨潔、楊美容、楊珮琦、楊珮慈、楊素桃、楊梓飴、楊淑如、楊淑芬、楊淑玲、楊富容、楊惠滿、
楊斐任、楊智惠、楊琬玲、楊貴如、楊雅婷、楊雅晴、楊韶真、楊鎰華、楊蘊如、溫伃翎、溫惠媛、萬來萍、
萬義昉、葉順玉、葉慧慧、葉玉薇、葉沁琳、葉沛纓、葉玲鳳、葉美足、葉時初、葉桂英、葉益彰、葉進財、
葉雅萍、葉靜穎、葉騏慶、董素惠、詹淑玲、詹欽慧、詹懷萱、鄒政諺、鄒渝琪、雷玉徽、廖于萱、廖文菁、
廖明山、廖禹瑄、廖苡君、廖貞智、廖素琴、廖國益、廖淑惠、廖淑惠、廖暐翔、廖誼蓉、廖顗嫻、熊夢琳、
管雅心、臧佩馨、趙正春、趙盈盈、趙美惠、趙婉芯、趙靖慈、劉佩佩、劉任縈、劉育伶、劉芃萱、劉佳玫、
劉依謰、劉宛昀、劉明桂、劉明憓、劉杰鑫、劉芝伶、劉金環、劉信宏、劉宥佑、劉彥呈、劉春利、劉皇辰、
劉美仔、劉哲豪、劉庭佑、劉晏綾、劉桂秀、劉純吟、劉素月、劉素青、劉培琳、劉宿平、劉常璿、劉敏南、
劉敏慧、劉清華、劉凱茹、劉凱琳、劉煜斐、劉瑞芳、劉銀子、劉瑩佳、劉曉鳳、劉瓊雯、劉麗琴、樂芷良、
歐淑惠、歐燕洲、潘宇晴、潘美玲、潘家妤、潘壕新、蔡以萍、蔡安侖、蔡志青、蔡沛芸、蔡佳玲、蔡依靜、
蔡宛樺、蔡宜美、蔡易儒、蔡思齊、蔡庭瑄、蔡順源、蔡樹枝、蔡燕宜、蔡靜君、蔡麗芬、蔣玗霏、鄧棛帆、
鄧淑紋、鄧瑞蘭、鄭玉惠、鄭玉琳、鄭伊雯、鄭夙芬、鄭欣玲、鄭雨萱、鄭美香、鄭婉君、鄭淑勻、鄭淑惠、
鄭喜月、鄭惠方、鄭逸鈞、鄭雅玲、鄭雅雯、鄭雯文、鄭歆恬、鄭碧芬、黎承泯、盧乙萱、盧怡萍、盧姿芳、
盧淑芬、穆薇婷、蕭文華、蕭月雲、蕭丞傑、蕭安妤、蕭何恩、蕭和政、蕭念慈、蕭美靜、蕭庭堂、蕭靖恩、
蕭鳳梅、賴尹如、賴月娥、賴佩鈴、賴建文、賴香君、賴惠芬、賴湘旻、賴碧芬、賴慧櫻、遲淑慧、錢文璞、
閻小萍、閻佳儀、駱雨彤、戴宗權、戴郁真、戴素珍、戴莉芳、戴莉雯、薛笠宏、薛凱芃、謝文華、謝沂蓁、
謝秀滿、謝和真、謝妮娜、謝宜芳、謝宜倫、謝幸宜、謝秉容、謝美足、謝家淇、謝秝潾、謝雅玲、謝雅敏、
謝榮健、謝碧玉、謝翠如、謝儀甄、謝慧秀、謝燕妮、謝騰賢、鍾佩珊、鍾怡華、鍾彥強、鍾珮珊、鍾綺育、
鍾瑩芳、韓菩鈴、韓綺貞、簡仁杰、簡百梅、簡妡庭、簡杏津、簡佳璋、簡真美、簡淑綿、簡湘洳、簡瑞璋、
藍美慧、藍惠菁、藍瑉倫、顏玉虹、顏秀玲、顏辰如、顏金梅、顏珮渝、顏滿珍、魏珮存、魏詩婷、魏詩諭、
魏碧鈺、羅又莛、羅子琦、羅玉惠、羅美菁、羅素娟、羅素琴、羅淑芬、羅瑞鳳、羅銀紅、羅曉珮、蘇千惠、
蘇文志、蘇永釧、蘇金玉、蘇青瑩、蘇美堯、蘇虹羚、蘇郁琇、蘇倍淑、蘇家萱、蘇琦芳、蘇琪鈺、蘇琬婷、
蘇萍梅、蘇靖閔、蘇靜蘭、龔麗文、吳陳金葉、李郭玉雲、林毛沛菁、徐蔡玉卿、張董麗珠、許林阿珠、
許郭淑慎、陳尤美壤、陳依久子、陳林碧霞、陳羅素菊、陳蘇秀清、黃蔡燕惠、楊曾玉蘭、劉陳勝美、
歐陽麗瑜、戴陳素妔、蘇游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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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ebruary
March

M

T

一

W

二

T

三

四

1

F

五

2

S

S

六

3

日

各區營業大廳
營業時間
台北/台中/高雄
16:00-20:30
新竹 16:00-19:30

4

5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現代精油A to Z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11

LLV健康保養對策
(高雄/免費入場)
13:30-15:30

12

LLV健康保養對策
(台北/免費入場)
13:30-15:30
三合一體系
天然保健箱與
守護健康五手法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18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高雄/免費入場)
13:30-15:30

19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台北/免費入場)
13:30-15:3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三部
乳香開竅法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25

26

6

7

多特瑞訓練系統
訓練會
(台北/購票入場)
10:00-17:00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現代精油A to Z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13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現代精油A to Z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14

LLV健康保養對策
(台中/免費入場)
13:30-15:30

公司員工春酒
營業大廳與客服
專線暫停服務

16

17

22

23

24

28

29

30

31

多特瑞訓練系統
訓練會
(高雄/購票入場)
10:00-17:0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三部
乳香開竅法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LRP設定截止日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10

21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台中/免費入場)
13:30-15:30

三合一體系
天龍八部第三部
乳香開竅法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27

15

9

三合一體系
天然保健箱與
守護健康五手法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天然保健箱與
守護健康五手法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20

8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業績結算日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 紫色為多特瑞公司活動；綠色為三合一行動能量體系活動（實際上課內容以團隊為主）
※ 課程詳情及地址，請見 dōTERRA 美商多特瑞快訊課程介紹內容，團隊課程內容依團隊公告為主。

台北精油生活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88 號 3 樓之 3

(04) 2210-7105

台中總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9 樓之 1

(04) 2210-7105

新竹精油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六街 15 號 1 樓

(04) 2210-7105

高雄精油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260 號 7 樓

(04) 2210-7105

台南成大會館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2 號 3F 會議 C 廳

(06) 275-8999

Certified Pure Therapeutic Grade®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