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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第一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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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5月

折   主打星｜ 9

綠花白千層精油 Niaouli 1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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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花白千層與茶樹、尤加利同屬於
桃金孃科，是一種大型的常青樹，
且味道較清涼，能馬上使人精神一
振的樹木類精油。綠花白千層富含
桉油醇和單萜類，能幫助維持皮膚
健康，且具有良好的淨化功效，能
帶來順暢清新感受，並維持良好的
空氣品質。

June
每月一物

6月

取自天然成分的凝膠能夠幫助舒緩、
保濕及修護，形成肌膚保護膜，強化
肌膚的防禦力，凝膠劑型非常容易吸
收，有助於肌膚的健康。

產 品 編 號 60110302
建 議 售 價 NT$ 600
會    員    價 NT$ 450   PV：12
九折會員價 NT$ 405   PV：10.8

•含有乳香、永久花、茶樹、雪松、
 薰衣草精油，可舒緩並淨化肌膚。
•沒藥醇幫助安撫並維持肌膚健康。
•親膚性高，且添加荷荷巴油可滋潤、
 修護肌膚。

Correct-X 精油修護凝膠 15ml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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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編 號 60214481
建 議 售 價 NT$ 355
會    員    價 NT$ 265   PV：6

• 內含保濕的蘋果萃取物
• 帶來活力的柑橘清香
• 旅行時可噴在座位扶手及餐桌上 
• 在使用瑜珈墊及健身器材前噴上

保衛複方淨化噴霧 27ml
On Guard® Protecting Mist

保衛複方淨化噴霧添加保衛複方精油，能營造振奮清新的氛
圍並達到保護作用。其中也加入了蘋果萃取物，此保濕配方
能讓使用後的肌膚不會過於乾燥，並帶來保濕及潤澤效果。
從自然界從自然界萃取出的USP«美國藥典»認證乙醇，也能
讓噴霧具備有效的清潔作用。非常適合外出遠行、上學、工
作及家庭出門時使用，能夠隨時隨地清潔雙手與肌膚。

產 品 編 號 60210814
建 議 售 價 NT$ 2,870
會    員    價 NT$ 2,150   PV：60

主要功效：
• 以肌膚保養著稱
• 用於抗老產品，可幫助肌膚恢復活力
• 可讓肌膚煥發青春亮澤

呵護系列永久花精油 10ml 
Helichrysum Touch

永久花是一種多年生小型草本植物，長有細長的銀色葉子和
簇生的金黃色球形花朵，對皮膚具有卓越的修復能力。自古
希臘以來，永久花就一直被用作草本保健，精油也因功效眾
多而備受重視和追捧。永久花別稱“永生花”或“長生花”，
被用作抗老產品，可幫助肌膚恢復活力。使用呵護系列永久
花精油能夠對抗老化，讓肌膚煥發青春光采。

NEW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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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熱賣中





6/21 (一)

13:30 ~ 15:30
高雄精油生活館

 (7樓訓練教室)

6/ 22 (二)

13:30 ~ 15:30
台北精油生活館 

(3樓訓練教室)

6/ 24 (四)

13:30 ~ 15:30
台中總公司
(9樓訓練教室)

* 本課程須透過購票網站購票，5/16 起掃描 QR code購票

* 當日課程 13:00 開放入場報到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月份基礎課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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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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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喜愛多特瑞的精油與商品，無論您是精油的愛用者、分享者還是經營者，都

可藉此課程對多特瑞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了解多特瑞公司的創辦人、愛與善的企業文化以及經營理念。

了解多特瑞的「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為何如此獨特而純粹。

了解成為會員的福利與好康，如何聰明消費、持續消費(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

越用越便宜。

了解公司有哪些資源，如何訂貨、需要諮詢服務時的客服管道，歡迎您踴躍報名參加。

✽凡多特瑞健康倡導者及愛用會員皆可免費報名本課程
✽購票時間：4/26(一)早上10:00開始售票 (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本課程須透過掃描 QR code進購票網站購票(每個帳號限2張)
✽當日課程 13:00 開放入場報到
✽配合政府防疫專案，參與活動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

5/25(二) | 13:30~16:30
台中總公司(9樓訓練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9樓

歡迎加入

台中場二5/25

2021 多特瑞會員說明會

多特瑞
大家庭

LEARNING



多特瑞產品推廣應遵守原則

精油修護凝膠可宣稱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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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肌膚粗糙、預防乾燥、預防皮膚乾裂、減少肌膚乾澀/脫屑/
 脫皮、舒緩肌膚乾燥

◆舒緩疲倦的肌膚/肌膚不適感/肌膚壓力

精油修護凝膠含有乳香、永久花、茶樹、雪松、及薰衣草精油，取自天然成分的凝膠能幫助紓緩、

保濕及修護，自然形成肌膚保護膜，可強化肌膚的防禦力。凝膠劑型非常容易吸收，能幫助安撫並

維持肌膚健康！

舉 例

公司特地在此提醒健康倡導者提供資料給夥伴時需遵行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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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及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定，以防觸法。

精油標籤的秘密
Q：為什麼我的精油標籤需要撕開才能看到成分?

A：台灣化粧品標示的新規定將於2021年07開始實施，對於產品包裝上的中文標示有其字體大小的限制，
不得小於1.2 mm，因此為了符合法規的規定，加上需要標示的資訊非常多，部分精油的瓶身位置已不足
標示，我們經過多方考量將產品的成分資訊放於內層供消費者查詢與確認，你也可以同步在官網查詢到產
品的詳細資訊。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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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月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營業公告
各區營業大廳及客服專線營業說明如下表，不便之處，敬請見諒。請多加利用線上辦公室EVO
訂購產品和查詢個人資訊。

6/14 (一)
端午節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6/1 (二) 
每月一號大廳營業時間16:00營業

營業大廳16:00營業  |  電話中心正常營業

4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寄送通知
4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將於6/1(二)開始陸續寄送，請會員們務必在5/3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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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退回一個月後
取消該筆訂單，辦理退貨及退款。退貨時將會影響本人及上線之獎金權益，公司有權追回已發
出之獎金。

認識多特瑞商標
公司為了多特瑞全球市場的完整性和其獨特性，
必須致力維護「dōTERRA」商標，未經公司書
面同意，請勿任意使用多特瑞商標。請您配合公
司的政策，並且尊重公司的智慧財產。

近期發現網路上販售仿製的公司產品，例如：仿
製舒緩霜deep blue rub，我們在此呼籲夥伴們，
請勿購買仿冒多特瑞商標的產品，也不要擅自重
製與利用多特瑞的商標。舒緩霜deep blue rub
整體包裝設計是多特瑞專用的，請不要自製類似
的產品標籤，以免違反商標法。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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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377位健康倡導者達成「愛薑永久」新人入會獎勵活動，獲得介紹人獎勵：
永久花精油，邀請所有夥伴為得主們的熱情分享與行動一起喝采！

請得主們參閱以下領獎事項以順利領取獎勵：

4/15～6/30至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各營業大廳領取領獎期間

請下載各類所得收據  (見下方QR code)，填妥後連同身份證影
本交付大廳客服人員，即可領獎。

個人戶

公司戶 請填妥各類所得收據並繳交獎項金額的發票，即可領獎。

各獎項所應繳交的相關費用及發票開立金額，詳列如下：

個人戶得獎者：領取獎項時，個人戶不須繳交10%所得稅及2.11%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1. 根據所得稅法第14條規定，直銷商因累積積分達一定標準而取得之獎勵資格者，其獎勵應列入直銷商個人之執行業務所得(9A)，並

 依稅法扣繳申報。個人戶得獎者產品金額合計超過NT$20,000者，領取獎項時，須依法繳交10%所得稅及2.11%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2. 若無法親自領取，請填寫「愛薑永久2021新人入會獎勵活動  精油領取委託書」以及備妥上述文件及稅費至各營業大廳領取。 
3. 各類所得收據及委託書請掃描QR CODE下載。

獎  項                       價  值               應繳所得稅10%       應繳二代健保2.11%
(個人戶應繳所得稅＋二代健保)

永久花精油1瓶          $2,730

永久花精油2瓶          $5,460

永久花精油3瓶          $8,190

永久花精油4瓶         $10,920

永久花精油5瓶         $13,650

永久花精油6瓶         $16,380

合  計

公司戶得獎者：發票品名請填寫＂佣金收入＂

獎  項                       價  值                    銷售金額         稅  額
(發票含稅總金額)

永久花精油1瓶          $2,730             $2,600                 $130                 $2,730

永久花精油2瓶          $5,460             $5,200                 $260                 $5,460

永久花精油3瓶          $8,190             $7,800                 $390                 $8,190

永久花精油4瓶         $10,920            $10,400                 $520                $10,920

永久花精油5瓶         $13,650            $13,000                 $650                $13,650

永久花精油6瓶         $16,380            $15,600                 $780                $16,380

總  計

立即掃描QR code         各類所得收據                                                領取委託書

領 取 通 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永久花2瓶得獎者

王語婕、安純希、余渝珮、林以真、林伶霙、林芝羽、林郁珮、邱郁茹、徐彩綵、馬姿瑩、許筱君、郭駿威

陳欣瑩、陳芙璟、陳雅芬、傅翊菲、曾振宏、曾瓊嬌、黃惠汶、楊雅惠、詹涵茵、廖燕茹、劉彥伶、劉倢忻

賴靜如、賴麗玉、蘇稚娟、正康有限公司

永久花1瓶得獎者

王士華、王允青、王芊晴、王金泰、王奕喬、王宥筑、王美桃、王寀真、王斯慧、王紫綾、王雅津、王慈慧

王鈴絜、王嘉忠、王馨怡、古青璇、甘寶珠、田金玉、田歆綺、朱妍蓁、朱坤泉、朱宸誼、朱婉婷、朱舒涵

朱詠謙、江雨霏、何献葳、余長謙、余譿芯、吳宏斌、吳沛芳、吳佳蓉、吳念潔、吳明松、吳芾楺、吳彥霖

吳淑芬、吳麗香、呂采霞、巫宜萲、李妍禎、李秀娟、李育筠、李依庭、李孟霞、李怡真、李明珠、李芸萱

李雨純、李美英、李苡甄、李韋萱、李祐綾、李紋佳、李淨苹、李瑞琳、李慧玲、李潤築、李輝山、李曉薇

李燕青、李  騂、沈碧鳳、辛佳汶、阮藍毅、卓采蓉、周宜萱、周芯蕙、周青玟、周俊志、周美華、周梅桂

周淑英、周旖林、林子羚、林玉君、林巧盈、林宇濰、林安琪、林辰怜、林秀慧、林孟臻、林明琪、林欣妤

林芝婷、林芯瑜、林芳羽、林姿菁、林威騰、林虹秀、林倢綾、林家卉、林家榛、林培恩、林敔詩、林莉茵

林微穎、林瑋宣、林詩婕、林嘉柔、林嘉琪、林緹秝、林穎柔、林蕙菁、林靜佳、林麗珠、邱心惠、邱盈熒

邱羿晞、邱碧玉、邱麗敏、邱寶惠、邱寶禎、邱儷如、侯乃呈、侯淑惠、姚姿卉、姜欣怡、洪玉秋、洪玉珠

洪雪萍、洪湘鈺、洪韶霜、洪櫻芬、紀雯心、胡美色、胡凱婕、胡逸驊、范翠姮、孫佳璐、孫御庭、徐令娟

徐晨瑜、涂詩瑩、高心喬、高玉嬌、高依瀅、高綉雲、張乃文、張心嵐、張玉諳、張安晴、張佩渝、張宥蓁

張美惠、張祖鳳、張琇貴、張琬瑜、張瑄珉、張運行、張曉紅、張蘊萱、曹思縈、梁美琪、梁美鳳、梁珮媛

梁惠菁、莊思柔、莊玲宜、莊悅汝、莊舒閔、莊雅惠、莊綠家、許孟丘、許芳茜、許珊珊、許瑞琪、許綉華

許嘉芬、連玉芬、連玉茹、郭小綺、郭沛晴、郭昉璐、郭芳足、郭婉琳、郭雅玲、陳少婕、陳玉媚、陳艾琳

陳杏宜、陳良ㄧ、陳芓葳、陳卓琳、陳姚君、陳宣云、陳宣翰、陳思妤、陳盈穎、陳相吟、陳美君、陳美琪

陳郁婷、陳韋蓁、陳家如、陳珮宸、陳淑君、陳淑靜、陳琳帆、陳雅鈴、陳毓婷、陳詩臆、陳綵婕、陳慧盈

陳褕潔、彭達貴、彭鳳岐、曾紫珊、曾瓊慧、曾寶億、游潤成、湯梓嫺、湯惠妃、馮紜慈、黃守情、黃依依

黃佩萸、黃佳雯、黃宗菁、黃玠豪、黃禹齊、黃美嘉、黃珮芳、黃淑琴、黃湘容、黃鈺驊、黃靖媚、黃靖惠

黃靖雅、黃瑤琦、黃碧娥、黃慧宜、黃瓊瑩、楊士萱、楊秀霞、楊宗益、楊  欣、楊展岳、楊國偃、楊梓榆

楊喬琍、楊斐如、楊靜怡、楊璦菱、溫馥綺、葉書蓓、詹瓊樺、廖大學、廖芯榆、廖宥閎、廖秋菊、廖家慧

廖庭秀、廖益德、廖淑美、熊尚允、趙淑櫻、趙紫薇、劉子茜、劉亦心、劉佳雯、劉欣怡、劉雨緹、劉鎮魁

歐書廷、歐淑玲、歐惠玲、歐蓓樺、潘  莉、潘憶安、潘曉珍、蔡志展、蔡沛恩、蔡沛琦、蔡佩吟、蔡秋芳

蔡雅玲、鄧巧琳、鄭奷惠、鄭妍庭、鄭佳玲、鄭奕庭、鄭麗芳、蕭淑華、蕭榆庭、蕭憶雯、賴汶甄、賴秀玲

賴怡安、賴昌祿、賴欣怡、駱詠喬、鮑辰雨、龍緗妮、戴美玲、戴詠姿、薛佳昕、謝汶欣、謝佳珍、謝其達

謝秉成、鍾幸宜、鍾馨慧、簡綵婕、顏永翔、顏妙青、顏華萱、魏語萱、羅家慧、羅  傑、羅惠玲、羅雯麗

羅徵妃、蘇于雯、蘇子喻、蘇素菱、蘇慧芬、鐘睮睎、張簡美新、張簡嘉容、許陳玉玟、陳林蓮貝、曾蘇美惠

詩凱商行、沐慕香氛坊、青沐企業社、香遇企業社、楀甯香浴坊、熱力光商行、穎興實業社、瀚洋企業社

臻愛買企業社、玩味香氛企業社、幸福大地企業社、唯晨芳香實業社、皓瀚飛翔企業社、天一興業有限公司

名庭嫣芳香企業社、芬芳葵園有限公司、芯愛貿易有限公司、廉誼國際有限公司、樺慶企業有限公司

太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新禾國際投資有限公司、兆嘉健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永久花6瓶得獎者

李喬茵

永久花4瓶得獎者

李詠云  

永久花3瓶得獎者

林采嫺、簡銘成

特 別 表 揚

永久花精油得獎者



療癒之手所支持的恆基課輔班，不只是
成為當地弱勢家庭孩子們的庇護所，也
吸引愈來愈多的年輕人來到恆春半島加
入志工老師團隊，用行動關懷偏鄉教育。
于邡、姵璇、信憲、宇楷，素未謀面、
平均年齡22歲的四人，因加入恆基的
「希望種子暑期偏鄉課輔計畫」，被派
往距離恆春鎮約一小時路程的旭海村駐
紮一個半月，從一開始的衝擊、挫折，
到最後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幫助孩子也
改變了自己。

從小就立志要成為偏鄉老師的于邡，來
到旭海課輔班後讓她一度決定放棄夢想，
先是遇到颱風天斷水斷電、常常要接雨
水當生活用水，更面臨孩子們各式各樣
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問題。其中最難忘
懷是發現當地很多孩子並不知道每天都
要刷牙洗澡，常常蓬頭垢面上學，沒有
好的衛生習慣也導致這些孩子被同學們
排擠孤立。

進一步關心才知道這些學童是因為缺乏
家庭陪伴與照顧，于邡決定一邊幫孩子
洗澡一邊訓練他們養成衛生習慣，而此
同時，姵璇則是捲起袖子走進廚房為孩
子們的營養而努力，她每日最重要的任

【偏鄉的辛苦，比想像中更艱困】

療癒之手in台灣的故事

來仍然覺得不可思議：「後來下
定決心要放下自己的堅持、投入
部落生活，現在的我竟然會煮飯、
還能陪著孩子體育訓練、一起克
服各種困難」，這兩個大男孩最
後成為旭海村最受歡迎的孩子王。
四個未曾養育過孩子的年輕人在
這一個半月中，不僅手沾柴米油
鹽，生活教育和課業輔導樣樣親
力親為，孩子們不只是學習到課
業上的知識，也養成許多良好的
生活習慣和應對禮貌。隨著時間
推移，四個人的共同結論是「雖
然辛苦，但很感動，因為原來我
們是有能力可以為偏鄉孩子們付
出的！」恆基更感謝有多特瑞療
癒之手夥伴們的支持，讓各地偏
遠村落17個課輔班能夠愈做愈好，
持續照顧孩子的營養與健康！

而身段沒有女孩們柔軟的信憲跟宇楷更
是適應困難，對於待在每天只有兩班公
車交通不便的小村落、24小時與孩子們
綁在一起的生活，幾度想舉白旗放棄；
面對孩子們不受控的活力與調皮，信憲
採取了強硬嚴肅的管教卻導致關係更加
疏遠。好在兩人彼此打氣支持，一起發
揮創意想辦法找出適合孩子們的教學方
式，以容易取得的紙杯、紙箱、報紙等
日常用品來設計教具，應用在科學實驗
課、數學課等，意外讓孩子們愛上學習。
常自嘲自己是天龍人思維的宇楷回想起

【大手牽小手，改變彼此的未來】

務便是如何運用多特瑞療癒之手基金會
所支持的餐費，煮出一道道美味又營養
的餐點，幫這些活動量大但家庭餐食有
限的孩童均衡營養與體能發展！

▲午休後跟老師們一起運動最開心

▲科學實驗課創意教具製作

教育沒有到不了的地方
走進偏鄉的孩子王

用玫瑰護手乳
行動支持療癒之手

700元不扣除成本全額捐贈

看更多療癒之手in台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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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於１１０年３月份陸續寄出公司戶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及「個人進貨資料申報表」等報稅資料至
您的通訊地址。謹依據民國83年3月30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831587237號函核釋之「多層次直銷事業參
加人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取得之所得課稅」扼要之說明如下：

營業場所
個人直銷商如無固定營業場所，可免辦營業登記，並免繳營業稅及營
利事業所得稅，但必須在每年5月31日前，就前一年度銷售商品或提
供勞務所賺取之利潤，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帳務處理
(1) 進貨折讓：營利事業直銷商向直銷事業購進商品達一定標準而取
   得之報酬，按進貨折讓處理。
(2) 佣金收入：營利事業直銷商因其下線向直銷事業購進商品達一定
   標準而取得之報酬，按佣金收入處理。

個人直銷商
營利所得

指個人直銷商銷售商品予消費者，所賺取之零售利潤。個人直銷商將
取得進貨資料申報表，依財政部104.12.15台財稅字第10404684260
號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個人參加人自105年度起，其全年進貨累積金額
在77,000元以下者，免按建議價格計算銷售額核計個人營利所得 ; 全
年進貨累積金額超過77,000元者，應就其超過部份依本部83年3月30
日台財稅第831587237號函釋規定，核計個人營利所得予以歸戶課徵
綜合所得稅。(註1)

獎金部份之申報
個人綜合所得稅

分為「佣金收入」及「其他收入」二項。
(1) 佣金收入：
 A.定義：個人直銷商因其下線向直銷事業進貨或購進商品累積積
  分額(或金額)達一定標準，而自該事業取得之業績獎金或各種
  補助費，屬佣金收入，在扣繳憑單中歸類為執行業務所得，格
  式為9A。
 B.佣金收入所得額之計算：
  a. 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佣金收入減除直接必要費
    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b.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佣金收入減除財政部核
  定各該年度經紀人費用標準(註2)計算其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
   所得額。
 
(2) 其他收入：
 個人直銷商因直接向直銷事業進貨或購進商品累積積分額(或金額)
 達一定標準，而自該事業取得之業績獎金或各種補助費，在扣繳
 憑單中歸類為其他所得，格式為92。

個人參加人部份 (個人直銷商)

營利事業參加人部份 (營利事業直銷商)

註1：如何就「進貨資料申報表」申報個人營利所得？
當年度全年進貨金額超過$77,000者，應就其進貨總額超過$77,000部份計算應稅比例，再按建議售價乘上前述計
算之應稅比例，核計個人營利所得。舉例：假設「進貨資料申報表」中全年度進貨金額合計$100,000，全年度建
議售價總額為$180,000，其個人營利所得為$2,484(180,000*【(100,000-77,000)/100,000】*6%)。
 
註2：民國108年度一般經紀人費用標準為20%。

109年度報稅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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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扣繳憑單

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寄發說明

為響應政府推動節能減碳之無紙化政策，本公司將不再寄發109年度紙本之扣繳憑單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扣費證明，其相關作業說明如下：

依據所得稅法第94條之1規定

適用免寄發扣繳憑單對象

查詢扣繳憑單資料的管道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第九條規定

適用免寄發個人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扣費證明單

查詢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繳費資料的管道

納稅義務人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

寄發扣繳憑單對象

納稅義務人為公司、機關、
團體、執行業務事務所

1.以自然人憑證、已申辦「健保卡網路服
 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已
 註冊內政部  TAIWAN FidO 臺灣行動身
 分識別、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
 或輸入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
 信、台灣之星及亞太電信之行動電話號
 碼、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健保卡卡號等認
 證資訊並完成認證，透過綜合所得稅電
 子結算申報軟體於網路查詢。
2.向稽徵機關臨櫃查詢。

3.稅額試算案件，由國稅局歸戶並試算後，
 提供納稅義務人。

4.以稽徵機關核發的查詢碼、稅額試算通
 知書列印的查詢碼 、以憑證(行動身分識
 別不適用)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
 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
 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透過統
 一、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
 多媒體資訊機列印取得的查詢碼，加上
 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及出生年月日，
 透過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於網
 路查詢。

5.向公司申請填發扣繳憑單。

1.以自然人憑證或完成註冊的健保卡，進入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nhi.gov.tw)，
 點選「一般民眾」>「網路申辦及查詢」>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各類證
 明申請及列印作業」>「保險費證明線上列
 印作業」，進行查詢或下載。

2.攜帶個人身分證正本，至加保的鄉（鎮、市、
 區）公所、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或聯絡辦
 公室查詢。

3.在便利超商之多媒體資訊工作站，使用自
 然人憑證，查詢或下載。

4.於5月申報綜合所得稅期間，使用自然人憑
 證或已完成註冊的健保卡，透過綜合所得
 稅電子結算申報軟體，查詢健保費繳納金
 額。也可至各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
 臨櫃據點，申請健保卡註冊並以個人密碼，
 查詢健保費繳納資料。

5.向公司申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費證明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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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PREMIER

楊孟蓉

PREMIER

李  蔙    熊  宏    賴翊綺 簡于智    

ELITE

王  麒   耿  蓉   吳怡錦   李如玉   李妍禎   李佳俊   李佳樺   林書瑜   花嘉聰   洪振耀    

徐韻絜   許瑞淇   陳乙萱   陳雅芬   陳誼臻   陳錫瑛   熊尚允   歐沛誼   賴卉瀅    薛舒婷    

鍾雪鈴 

李  綵   熊  洋   任心藜   何玉花   沈躍君   林小惠   林秀美   林宜盈   林詠晴   邱詠誠

姚玉玲   施安聰   孫崨瑀   翁俊典   張芳瑜   張祐嘉   張惠玲   張詩玟   莊雅惠   許雅雯   

郭上瑀   郭宏源   郭雯萱   陳俐俐   陳素玲   陳葇菲   陳慧敏   黃忠仁   黃俊翔   黃柄雲   

黃柏儕   雷蕥榳   熊世敏   劉佳玟   劉圃誠   劉娟杏   盧仲豪   賴雅宣   鍾明翰

瓦  蒂   張  蜜   黃  埔   王佑均   王彥棋   王湘雲   王靖璇   包家諠   余意涵   吳子南   

吳佩蓉   吳佳津   吳采潔   吳品宸   吳姿燕   吳盈慧   吳珮儀   吳翊緁   吳豐吉   呂雅卉   

李定家   李金霖   李貴香   李貴櫻   李銘哲   李靜怡   周慧怡   林玉娟   林玉真   林玉櫻   

林宇慈   林杏麗   林育芬   林佩茹   林宛儒   林宜樺   林欣穎   林俞欣   林姵瑩   林昱姍   

林哲閔   林家榛   林惠美   林雯眞   林憶萱   林靜慧   凃家華   施秉宏   洪毓君   倪金秀   

夏惠芳   徐玉美   秦碧霞   翁玉冠   高璽繡   張志明   張亞梅   張芳儀   張品涵   張淑珍   

張凱雯   張晴芳   張雅茹   張瓊芳   梁美鳳   莊惠玲   許芳瑜   許秋菊   許淑菁   許嘉宜   

郭柏荃   郭峰豪   郭雯婷   郭豐興   陳巧庭   陳玉梅   陳立容   陳沐欣   陳佩崎   陳佳玫   

陳依伶   陳依涵   陳怡靜   陳明堂   陳冠婷   陳冠儀   陳冠曄   陳昭德   陳美蘭   陳湘雅   

陳筑愔   陳蕙敏   陳麒文   陳麗華   陶晏屏   曾海英   温瑞珍   游佳容   游舒晴   游增寶   

湯仁宗   辜婉婷   黃予亭   黃心瑜   黃兩龍   黃奕謙   黃彩順   黃敏軒   黃琇鉉   黃紫筠   

黃詩妤   黃詩芹   黃靖涵   黃薇宣   楊云瑄   楊彩儷   楊晧圳   楊淑瑜   葉沁鴻   葉昱翔   

葉淑婷   鄒清顯   廖家良   廖素雲   廖淑華   趙宇婕   趙彩鈴   劉時如   劉晏伶   劉紘旭   

劉嘉增   劉鎧昕   蔡宛蓁   蔡語喬   蔡瓊瑩   鄧雅云   鄭淑芬   鄭莘芸   鄭惠眞   盧玉瑄

賴沛綸   賴籐隆   戴婉娟   戴璟彤   謝采儒   謝謹羽   鍾玉女   簡素桃   簡楷恆   藍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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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素琴   顏端儀   羅惠如   羅雅柔   羅榆樺   蘇莉敏   蘇智敏   龔毓晨   方黃秀春 石村桃美   

李呂阿乜 張氏秋水 葉林秋琴 顏楊美惠 日茉樂蔓·加里亞魯

陳  曦   熊  恩   丁祥琳   方翊蓁   王台春   王亞欣   王杰珍   王俊欽   王宥喬   王珮羽   

王淑珍   王淑慧   王翊蓁   王雪麗   王創德   王雅惠   王維雯   王綵緁   王韻瑄   王麗惠   

古佳薇   白芳宜   朱高町   江依錡   江明娟   江欣容   池俊毅   何梅英   何莉庭   余慧君   

吳冲紋   吳欣怡   吳秉芸   吳采諠   吳美娟   吳美慧   吳苡萍   吳茵夢   吳寂彰   吳詩婷   

吳維慈   吳慧紋   吳靜芬   呂家維   呂惠真   李予瑄   李玉萍   李沛宸   李佳蓁   李依陵   

李欣容   李欣樺   李俞蓉   李冠萩   李美瑜   李羿駖   李梅芳   李梓菲   李淑惠   李瑛娥   

李曉玉   李齡兒   杜宜蓁   杜素慧   杜碧玲   杜環岑   杜璧純   汪美禎   沈家陞   辛玟玲   

卓美惠   卓鈺翔   周富美   周碧如   林子倪   林心怡   林佩諭   林佳怡   林佳樺   林依儒   

林宜蓁   林宜錚   林怡汝   林旻萱   林明慧   林芳羽   林芷卉   林青燕   林奕嫺   林思綺   

林盈潔   林秋梅   林秋萍   林凌範   林淑英   林淑英   林凱倫   林惠華   林琬慈   林暄翔   

林靖嬑   林德昆   林德柔   林曉玫   林麗惠   林寶薇   籴宥彤   邱芊勻   邱甜心   邱湘羚   

侯靜梅   姚珈蔚   姚蘊庭   施廷諭   施季緯   施素萍   施慧瑜   柯粢棻   洪芸苑   洪香梅   

洪翊伶   洪莉妤   洪雅芬   洪綉萍   洪詩芬   洪銘成   胡霞珍   孫盈淇   徐士喆   徐敏傑   

翁雯琪   耿震甫   高尚坤   高郁婷   高哲鈺   高翊倫   高惠敏   高蜜雪   康梅花   張心盈   

張玉純   張吟瑄   張忻語   張怡婷   張東杰   張思敏   張恆禕   張晋華   張淑芬   張雪眞   

張景欣   張菁榕   張毓瑩   張嘉容   張維薇   張慧敏   張憶欣   張瀞尹   張瓊文   張瓊文   

梁家田   梁慈敏   莊于力   許展薇   許紋毓   許婉蓁   許凱婷   許惠茹   許棉鳳   郭文彬   

郭沛玉   郭芳均   郭恆甫   郭春足   陳乃甄   陳佳珮   陳函妤   陳函徽   陳怡君   陳昇瑩   

陳芷筠   陳俊諺   陳冠樺   陳姵錡   陳姿安   陳姿妏   陳思穎   陳秋玉   陳秐蓁   陳羿樺   

陳郁閔   陳韋志   陳家萱   陳庭軒   陳珮怡   陳梅香   陳淑慧   陳惠珍   陳惠美   陳詩禹   

陳銘揚   陳潔薇   陳緗縈   陳霈軒   陳憲慶   陳麗名   陳麗卿   傅航絹   傅菁湘   彭愛淑   

彭燦輝   曾怡瑄   曾美鶯   曾婕妮   曾淑媛   温萱蓓   游繹暹   游麗娟   程于瑄   程偉茜   

程詠心   黃文正   黃氏梅   黃沛彤   黃佳葳   黃姝婷   黃彥鈞   黃美惠   黃郁婷   黃淑君   

黃莉茹   黃琦涵   黃菽娟   黃雅雯   黃詩婷   黃鈺婷   黃慧慈   黃曉帆   黃瓊玟   黃麗英   

黃麗娟   楊秀鳳   楊佩駿   楊勝翔   楊媛琇   楊惠絜   楊雅真   楊雅婷   楊碧珠   楊語婕   

葉美足   葉若涵   葉湘妍   詹佳蓉   詹金華   詹凱棋   廖育柔   廖珍瑩   趙若丞   劉月婷   

劉羽真   劉佩媜   劉承暉   劉欣怡   劉俞辰   劉郁姬   劉孫慶   劉家均   劉庭君   劉茗騏   

劉舒瑋   劉麗婷   歐明津   潘宜欣   蔡玉梅   蔡辛享   蔡佳玲   蔡佳親   蔡孟儒   蔡念芹   

蔡承恩   蔡旻潔   蔡雅玉   蔡雅惠   蔡鎧鴻   蔣淑珍   鄭玉萍   鄭為羽   鄭郁薰   鄭郁馨   

鄭淨瑄   鄭惠美   鄭惠美   蕭文家   蕭品鳳   蕭若梅   蕭婉蓁   賴月英   賴怡臻   賴葳棋   

賴嘉伶   鮑彥安   戴旭宏   戴海峰   戴善瑩   謝侑芳   謝幸樺   謝承運   謝旻伶   謝富美   

謝瑋亭   謝騤琛   鍾淳懿   簡益峻   簡裕祐   簡嘉琪   簡銥萱   闕涵琳   顏妥芸   顏憶帆   

羅玉英   羅念祖   羅采螢   羅悅綺   羅婉瑜   嚴珮羚   蘇映慈   蘇鈺婷   蘇錕廉   王田縈芳   

何王素蘭 吳陳阿員 呂吳寶珍 李陳秋芬 李蘇瑨乙 林吳惠芝 林陳金藝 陳潘秀雲 廖翁淑惠 劉周容甄   

蔡李錦玲 羅馮玉萱 謝沂彣/王柔眉  Escober Kelvin Tepace   Zenith Heui Chad Jalova

1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 ��������������������� �������������������� �������������������� �������������������� �� � ��
各區營業大廳營業時間

台北/台中/高雄 
16:00~20:30

台南 16:00~19:30

三合一體系
現代精油居家保健篇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現代精油居家保健篇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痠痛管理與體重管理篇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複製系統
第五課現代精油
天龍八部精華篇
(台中/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複製系統
第五課現代精油
天龍八部精華篇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複製系統
第五課現代精油
天龍八部精華篇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複製系統
第五課現代精油
天龍八部精華篇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高雄/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現代精油居家保健篇
(台南/體系自辦)

19:30~21:00

三合一體系
現代精油居家保健篇
（台北/體系自辦）

19:30~21:00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高雄/免費入場)

13:30~15:30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台北/免費入場)

13:30~15:30

複方精油的生活應用
(台中/免費入場)

13:30~15:30

端午節

營業大廳與客服專線
暫停服務

LRP設定截止日 業績結算日

多特瑞台灣事業FB 多特瑞台灣官網 多特瑞官方LINE

客服專線：(04) 2210-7105     多特瑞台灣官網：www.doterra.com.tw 

台中總公司  40758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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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精油教室  70051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189號2樓

北中高 / 週一至週五 12:30~20:30  
 週六 10:00~14:00

台    南 / 週一二四五 12:00~19:30  
 週六 10:00~14:00

營
業
時
間

※ 紫色為多特瑞公司活動（實際上課內容以公司公告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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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多特瑞快訊的課程訊息內容，
 團隊課程內容依團隊公告為主。June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