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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 www.doterra.com.tw下載多特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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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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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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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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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刊日期：201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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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LRP忠誠顧客獎勵計畫」每月一物：丁香精油 15ml
丁香精油主要天然化合物為丁香酚，具有多樣作用和用途，是保健專家和注重肌膚健康的人士愛

用的草本植物。主要的化學結構丁香酚具有多樣作用和用途。富含優異的提升防禦成分，透過按

摩可促進肌膚溫暖、維持健康。因為含有高濃度的酚類，接觸肌膚時，應先以分餾椰子油稀釋。

‧ 富含強化防禦力的成分

‧ 呵護健康，給予清新氣息

‧ 搭配按摩可促進循環

香 抹 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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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帳戶每月限送一次）。

多特瑞產品推廣應遵守原則

美魔女專屬 原價 NT$ 3,350花漾年華複方精油限時特價

【花漾年華複方精油】

‧淡化細紋、老人斑  ‧淡化妊娠紋  ‧修護受損組織及再生  

‧減少肌膚老化的發炎情形 ‧改善腎上腺疲累、改善甲狀腺問題、改善頭痛劇烈

粗體紅字處，為涉及醫療效能及誇大的不適當宣稱

◆建議分享方式

美魔女專屬 原價 NT$ 3,350花漾年華複方精油限時特價

【花漾年華複方精油】

‧淡化細紋、均勻膚色、改善暗沉 ‧調理肌膚紋路、使肌膚回復柔順平和的線條

‧修護肌膚及再造迷人光采  ‧防止肌膚老化，減少肌膚的不適情形

‧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

* 請注意 * 無相關公正單位之實驗，切勿隨意公開宣稱以下功效

幫助 /改善 /淡化 /調理黑眼圈 /熊貓眼 /泡泡眼（應具客觀且公正試驗數據佐證者，始得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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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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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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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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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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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訊息》9月主打星（9折）：PB益生菌膠囊食品 PB Assist+
最新的專利益生菌配方，使用獨特的雙層膠囊

技術輸送系統，外膠囊包覆著果寡糖與益菌素

纖維；緩釋型的內膠囊則完善保護著 50億株

菌落的六大類雷特氏菌叢與比菲德氏菌叢，幫

助維持消化道機能，適合全家大小食用。

‧ 獨特雙層膠囊技術輸送系統，保護益生菌

‧ 每顆膠囊含 50億隻益生菌

‧ 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 改變細菌叢生態

建議售價：NT$ 1,840

會 員 價：NT$ 1,380　PV：35

九折會員價：NT$ 1,242　PV：31.5

產品編號：35160402 PB益生菌膠囊食品 

‧ 幫助排便

‧ FOS益菌生果寡醣，輔助益生菌，加倍延長

戰鬥力

‧ 每天食用 1-3顆，隨餐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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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訊息》9月份專題課程「天天 LLV每日健康對策」
每一天都感覺充滿活力，做任何事都游刃有餘！或是常感疲憊，怎麼睡都睡不飽？亦或很難入睡？或是忙起來，三餐

就隨便打發，各種毛病三不五時上門拜訪？小心！您可能已經成為亞健康族群卻不自知！讓「LLV每日保健活力套裝」

成為您重返健康大聯盟的催化劑！想要知道「LLV每日保健活力套裝」為何能每天照顧您的健康？「天天 LLV，每日健

康對策」課程，將帶您了解自己每天的健康需求與擁有健康的方法，幫助您認識 LLV的優勢，更讓您在五分鐘之內就

能輕鬆介紹 LLV的產品特色。您今天 LLV了嗎？ 想要輕鬆擁有健康、分享健康，本課程千萬別錯過！

日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9/19（三） 高雄 
19:30~21:00 

高雄精油生活館 

9/21（五） 台北 台北精油生活館（3樓訓練教室）

台中場因場地整修，故暫停舉辦。

‧本課程無需購票，19:00開放免費入場

10月份基礎課程「植物精油小百科」上（唇形科 +繖形科 +松科柏科）
精油來自於植物萃取出來的芳香化合物，唇形科、繖形科及松科柏科，不同的植物科屬具有不同的特色及個性。本課

程將帶您從植物科屬認識精油，讓您對植物及精油的使用方式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課程生動又有趣，歡迎對精油有興

趣的夥伴一同來參與。

日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10/22（一） 高雄

13:30~15:30

高雄精油生活館

10/23（二） 台北 台北精油生活館（3樓訓練教室）

10/25（四）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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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份專題課程「CPTG與互相效力合作計畫」
精油的品質、植物的來源及萃取方式一直是精油愛好者熱衷關切的話題，到底要如何選購優良的精油呢？課程中將為

您介紹通過來源、萃取、檢測、應用等四道關卡的 CPTG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精油。更能夠確保產品的天然質純、安

全無毒且效力穩定。同時也讓您了解多特瑞如何藉由「Co-Impact Sourcing ™ 互相效力合作計畫」為改善古老土地的

生活與經濟環境盡一份心力。

日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10/15（一） 高雄
10:30~12:00

高雄精油生活館

10/16（二） 台北 台北精油生活館（3樓訓練教室）

台中場因場地整修，故暫停舉辦。

‧本課程無需購票，10:00開放免費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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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訊息》9∼ 11月份「多特瑞訓練系統 訓練會」

夥伴們期待的「多特瑞訓練系統」開課了！本課程將幫助「經

營者」更深入學習精油、分享精油，進而持續鞏固多特瑞事

業。讓您的團隊夥伴體驗精油所帶來的美好生活品質，一同

擁有健康活力的人生。

日期 場次 時間 地點

9/11（二） 高雄

14:00~17:30
（13:30報到入場）

高雄精油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260 號 7樓

10/4（四） 台中
台中總公司（9樓訓練教室）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 201 號

11/6（二） 台北
台北精油生活館（3樓訓練教室）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88 號

‧門票售罄，感謝夥伴熱情參與！

迎接「大地的禮物」，崇尚自然法則；認識自主保健，養成健康的生活型態；學習自我照護，量

身訂做的保健方案；自然而然的分享，改善更多人的健康並啟動事業成長。美好人生〜「油」您

開創！

課
程
介
紹

好
禮
相
送 

多特瑞訓練系統網站

立即掃描 QR code

事 業 經 營 手 冊

創業

Build Guide 創業 0605 out.indd   1 2018/6/10   下午6:55

享 受 健 康 人 生

生活

Live 生活 N 0610out.indd   1 2018/6/10   下午7:01

Simple 好生活

健康

Healthy 健康生活0605 out.indd   1 2018/6/10   下午7:09

1

天然護理
•	  依個人身體的需求，根本解決健
康問題

•	 運用大自然產物，萃取植物精華
•	  強化身心健康、舒緩情緒、平衡
身心

•	  效益高且安心

•	針對症狀治療
•	由不同的合成藥品組成
•	已知、未知的藥物副作用
•	全球醫療費用每年高達$6.5兆美金
•	健康功效難以論定

天然、安全、有效

•		高科技蒸餾萃取確保精油純度及
成分，以獲取最佳調理效用

•		擁有多樣複方精油提供多重功
效，以幫助身體抵禦環境威脅並

協助恢復平衡，無抗藥性顧慮

•		喚醒身體自癒能力，從您的健康
開始，解決根本問題

•		以來自天然的小分子芳香化合
物，能更深入、有效的精準吸

收並作用

•		經濟實惠

 

為何需要品質的新標準？

多特瑞品質及純度標準

等級

合成

食品級

調理級

®

嚴格檢測 信賴品質 
•	來自天然，萃取產地直收植物
•	純度驗證；不含添加物及有害汙染物
•	嚴格的第三方檢測機制，確保精油活性及功效

現代醫學

您的選擇

如何使用

安全有效 安全且純正的多特瑞

PEPPERMINT
LEAF

放大圖

薄荷葉油囊

擴香

嗅吸或使用芳香噴霧器
擴香
•	暢通清新
•	提振心情
•	淨化空氣

外用

塗抹於足底或需要使
用的部位，也可以分
餾椰子油稀釋，減少
肌膚敏感

食用

•		可塗增添風味
•		可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
•		增強體力、健康維持

舒緩複方精油

•		可舒緩運動或久站、久坐造
成的不適
•	搭配按摩可促進循環
•		運動前後塗抹舒緩複方精
油，可以減緩疲勞
•		長時間使用電腦，塗抹於肩
頸，可舒緩壓力

保衛複方晶球

•		增加身體保護力
•		保持好口氣
•		抵禦外在環境威脅

薄荷精油

•		淨化空氣，提供順暢清新
感受
•		激勵身心情緒
•		經常被使用在牙膏中，
 幫助口腔清新及健康
•		為疲憊的心靈注入活力

     
 萃取

大自然產物                             根
本
解
決

問
題                       

  符

合
個
人
身
體
需
求

健康自主的生活
長久以來，順應大地、崇尚自然的保健方式為大家所廣泛接受。您是否正渴望回歸自然，尋求天然、

有效且經濟實惠的保養方法來守護您和家人的健康呢？

天然保健方案

    
   化
學合成                             針
對
症

狀
                     不

符

合
個
人
身
體
需
求 症狀

根本
原因
根本
原因

28cups =
28杯薄荷茶 1滴薄荷精油

症狀

根本原因
或

四季三寶

•		幫助調整體質、
維持健康
•		季節轉換時幫助
對抗外來的威脅
•		啟動身體天然防
護機制

Natural Solutions 自然N 0613 out.indd   1 2018/6/14   上午10:57

事 業 手 冊

啟動

Launch Guide 啟動 0605 out.indd   1 2018/6/10   下午7:07

1

活 動 策 畫 手 冊

分享

Share Guide 分享0605 out.indd   1 2018/6/10   下午7:11

多特瑞訓練系統手冊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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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盛會，不容錯過！

若您無法親臨現場，今年一樣提供網路直播

收看的服務。註冊費只要美金49元，您就可

以同步收看全球年會三天每場次的內容，共提

供包括中文、英文、俄語、日文、法文…等

10種不同的語言翻譯。而且您還可以在年會

結束後兩個星期內，不限次數再收看回味這些

令人興奮、實用的內容。如此一來，您就可以

找時間、地點，還可以找團隊、夥伴、親友們

一同觀看，全程學習全球年會的課程。

▲ 現場 Live 直播時間

 美國時間 9/20 ( 三 ) ~ 9/22 ( 六 ) 早上 11:00 至下午 6:00

 ＊同場加映表揚慶祝晚宴實況轉播 ( 免費 )：

 　9/19 ( 三 ) 晚上 6:00 ( 美國時間 )

▲ 網上購票網址

 請見 2018 dōTERRA Global Convention  

 https://goo.gl/w9UqRf 或掃描 QRcode 購票

了解更多有關精油的最新資訊，並進一步積極改善生活品質，迎向健康活力的人生。

來自總公司及專家們完整的精油資訊報告

新產品發表

最新醫療保健計畫資訊

令人興奮的全球年會將於2018年9月19至22日在鹽湖城舉行
讓我們一起擁抱夢想，期待公司年度計畫！

包括：

線上註冊收看訊息如下

溫馨小提醒：此項服務僅提供網路註冊刷卡購買，請記得註冊時在選擇

「國別Country」時，務必請選「Taiwan」如此才能收聽中文翻譯的內

容喔！

美商多特瑞全球年會2018 網路直播，歡迎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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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 寄送通知
8月份已付款未領貨訂單，將於 10/1（一）當週開始陸續寄送，請會員們務必在 9/29（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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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服訊息》9∼ 10月營業時間調整公告
＊ 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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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4（一） 中秋節連假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10/1（一） 每月 1號時間更動 營業大廳 16:00營業

10/10（三） 雙十節
營業大廳暫停營業　
電話中心暫停營業

‧ 中秋節郵寄 9/20（四）之前完成付款之訂單不受影響
 9/21（五）~ 9/24（一）訂單於 9/25（二）陸續配送

9月 1日起訂單出貨流程
感謝夥伴熱烈支持，隨著大家的共同努力，公司業績蒸蒸日上！也由於業務日益壯大，貨運作業量亦日趨龐大，為能

維持您的權益及夥伴訂單貨運作業順暢；自 9月 1日起，訂單完成付款後即進入貨運流程，將無法進行攔單作業，夥

伴在完成訂單後若有內容異動需求，請在收到貨品後再向公司提出相關申請處理。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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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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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LB 依每月公告時間截止

訂單 收件至營業時間截止

EVO訂購 下單至月底晚上 11: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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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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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表揚 2018年 7月新晉升獨立產品顧問

∣銀級∣

吳敏慈、劉佳儒、謝佳琪

∣尊爵∣

許淑娟、陳文松、陳依侖、廖美鳳

∣菁英∣

艾有芝、李美華、林信良、馬進雄、許琇媚、郭淑娟、黃伊嫻、黃麗禛、廖家慧、劉定川、劉祥齡、劉　艷、謝耀儀、

羅卉鏵

∣執行總監∣

王姿媚、王姿慧、王詩韻、王靖茹、王蕙英、余瑞芬、吳玟姍、吳英旬、吳雪珍、吳靜盈、李阡綸、李佳樺、邱文玲、

施惠英、洪椿淳、胡碧華、秦詩宜、張秋霞、張智偉、張靜儀、陳怡廷、陳秉逸、陳淑玲、陳錫齡、喻柔慈、黃彩娥、

黃淑貞、黃慧雯、楊名弘、楊鈺慧、葉宜嘉、廖沛涔、蔡瓊慧、鄭幼茜、鄭百君、蕭慧琪、賴文萱、賴智玫、賴萩萍、

謝宏蘭、謝朝雄、蘇泑屺、釋融南

∣總監∣

尤雅慧、方素玉、毛鈺湘、王大裕、王多加、王芊惠、王奕喬、王淑惠、王菁穗、王鈺鑫、王夢蓮、王嫚婷、王還珠、

何敏慧、余品杉、余秋香、吳佩芳、吳佳蓉、吳孟秋、吳玟萱、吳姿瑩、吳英陽、吳貞怡、吳豐碩、吳懿宣、李秀治、

李岱峰、李明吉、李姵汝、李政孝、李玲秋、李家瑜、李振宏、李婉瑜、李婕語、李夢涵、李肇恩、沈芸禎、沈家豪、

辛忠城、周文華、周淑女、林巧未、林伯思、林佳怡、林佳惠、林佳慧、林侑欣、林明吉、林俊宇、林俞均、林秋完、

林茂義、林惠美、林逸雯、邱美菁、邱素貞、邱雅玲、邱曉伶、邱馨珍、施詠鐙、施綾逸、柯祐嘉、柯雯臻、洪姵淇、

紀嵐薰、胡玉敏、范嘉允、唐彗惠、徐玉屏、徐美玉、秦和蓮、翁家姍、郜恒君、張尹馨、張心嵐、張世貞、張秀娥、

張佳弘、張佳音、張美文、張淑娟、張閔智、張勵言、張瓊文、梁靜君、莊佳豪、莊欣穎、許志緯、許育晟、許秋萍、

許茹文、許雅涵、郭靖怡、陳子寬、陳玉碧、陳佳佩、陳怡君、陳怡君、陳芷萱、陳采婕、陳品蓉、陳宥婷、陳宥榛、

陳美智、陳清輝、陳紫涵、陳筱琦、陳睿綺、陳鳳勤、陳麗娟、彭雲祥、曾文嫈、曾昭銘、游宗瀚、游玟姿、游茂楓、

程景偉、程慧賢、程馨儀、馮政凱、馮淑娟、黃千珈、黃千蓉、黃沛汝、黃研甯、黃科甄、黃美嘉、黃彩綸、黃敏君、

黃惠萍、黃智偉、黃綉卿、黃翠文、黃瓊誼、黃艷苓、楊秀甄、楊宥淇、楊菁菁、楊貴子、詹寶雲、廖玟菱、趙秋妙、

閩珮涵、劉子茜、劉佩玫、劉宜珊、劉怡君、劉家敏、劉獻文、潘劍琴、潘麗惠、蔡丁献、蔡沛玲、蔡秀英、蔡怡臻、

蔡欣芳、蔡惠玉、蔡榮武、蔡銀環、鄭月葉、鄭夙芬、鄭淑娟、鄭雅裕、鄭瑩麗、盧沛孺、盧嬿竹、蕭國強、蕭敬家、

賴妍菲、賴明誼、賴韻婷、戴月皎、繆岳娟、謝育凌、謝宜梅、謝明輝、謝芳珊、謝映伊、鍾如樺、鍾美貞、簡貝亦、

簡益均、魏志軒、羅文璋、羅昱喬、羅紫琳、羅嘉雯、蘇沛琳、蘇育瑩、張廖秋玉、張劉愛玉、陳施彩綢、蔡鄧春

∣經理∣

王予君、王仍修、王尹希、王怡嘉、王明川、王欣蓮、王阿純、王綉婷、王靜華、王　蕾、白德玉、白蕙菱、朱杏眉、

朱秀英、朱春霞、江秀芳、江柏逸、何沁霖、何玕軒、何孟亞、何家均、何嘉倩、余丞欐、克思敬、吳文英、吳佩真、

吳佳玲、吳佳諺、吳宗霖、吳宛珍、吳宛臻、吳承恩、吳芝穎、吳雨臻、吳建翰、吳星摯、吳家宇、吳惠婷、吳舒于、

吳雅萍、吳繪華、呂冠慧、呂紀樺、宋培誥、李心微、李秀青、李佩玲、李芳玲、李昶慶、李若寧、李婉芬、李湘惠、

李菁珮、李雅芳、李雅玲、李雅雯、李雅筠、李龍輝、李麗花、李麗貞、杜侑澤、汪珮如、汪　萍、沈家穎、卓素玉、

周月梅、周怡君、周昭芬、周恩瑜、周筱茜、屈秀金、林玉美、林秀文、林良諺、林孟華、林怡嫻、林欣玫、林芳娟、

林芷榆、林俊宏、林思儀、林昱良、林盈如、林美麗、林郁婷、林娟伊、林恩羽、林祐先、林　偉、林淑如、林雅雪、

林雅雯、林慈容、林煥傑、林鈺琳、林鈺樺、林維軒、林慧琳、林慧甄、林慶勇、林錦富、邱子育、邱如蓓、邱怡屏、

邱素美、邱凱琦、邱麗瑾、侯沛琳、施文偉、施阿淑、柯春桂、柯鳳英、洪玉珠、洪暎婷、洪嘉萱、洪錦幼、洪麗雲、

紀惠薰、紀瓊玲、胡小慧、胡心平、范真綾、郁慧琳、唐曼萍、徐宇彤、徐宇柔、徐志祥、徐玫瑛、徐崇育、徐惠娟、

徐紫喬、徐睿謙、涂秋如、祝甜恬、翁思慈、翁郁婷、翁　甯、翁榆琇、袁茵茵、高惠美、張如庭、張佳玲、張春美、

張家慈、張彗紋、張凱榛、張惠喻、張雅君、張雅欣、張雅雲、張嘉容、張鳳誼、張耀鐸、曹美針、曹國華、莊孟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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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湘琦、莊順穎、許心驊、許文濱、許玉妮、許泳雲、許秋梅、許家菱、許雅苓、許嫚珏、連宜婷、郭女華、郭小溱、

郭如憶、郭金春、郭姿君、郭姿妙、郭維宸、郭瀞崴、郭耀中、陳子蕎、陳心琪、陳月梅、陳以真、陳正光、陳育豐、

陳玠甫、陳俊榮、陳姿吟、陳思綺、陳秋鳳、陳秋樺、陳英興、陳虹君、陳郁馨、陳淑婷、陳湘怡、陳湘芸、陳鈺玟、

陳碧蓮、陳慧穎、陳潼霏、陳誼紋、陳麗紅、陳蘭芳、陳艷秋、陸韋茹、彭勗汝、彭鈺婷、曾怡樺、曾玟瑜、曾春蘭、

曾靖淳、曾鳳蘭、曾騫毅、游均慧、游閏羽、湯金蕙、童雅鈺、賀珮華、馮素芬、黃于珍、黃千芳、黃文勝、黃永湄、

黃玉珊、黃百州、黃秀英、黃孟惠、黃玟綺、黃姵宸、黃政瑋、黃柏源、黃紀惠、黃若甄、黃珮詩、黃偉愷、黃唯禎、

黃啟祥、黃曼鈴、黃媪惠、黃惠春、黃雅琦、黃敬惠、黃詩涵、黃毅純、黃耀明、楊千伶、楊秉岳、楊柳枝、楊美香、
楊家珍、楊惠如、楊斯幃、楊發誠、楊雅淑、楊毓娟、溫美麗、葉品萱、葉嘉玲、葉靜宜、董凱仁、詹尚儒、詹昭榮、

詹婉微、鄒汶軒、雷天行、廖千瑋、廖有財、廖俏慧、廖淑娟、廖靜慧、廖瓊惠、熊建豪、趙秋香、劉金憲、劉珈羽、

劉淑緞、劉惠茹、劉福銘、劉聯陽、潘丞耀、潘雅琪、蔡安柔、蔡佩君、蔡佳伶、蔡佳芸、蔡依玲、蔡依庭、蔡叔靜、

蔡宛鈞、蔡幸娟、蔡怡屏、蔡東達、蔡思瑩、蔡素珍、蔡耿昌、蔡慧蘭、蔣旻君、鄭又嘉、鄭禾容、鄭如伶、鄭倩芳、

鄭偉志、鄭雅云、鄭義鋒、鄭鉅樺、盧佳佩、盧慧卿、蕭玉瓊、蕭秀鳳、蕭美惠、蕭靜霞、蕭顯峰、賴子翰、賴廷茂、

賴坤猛、賴聖儒、賴靜如、戴淑娥、薛雅文、謝文城、謝亞純、謝宗潤、謝金雲、簡茲程、藍宥淇、闕玉如、顏楷庭、

羅方妤、羅日松、羅明煌、羅絲騏、羅潾媛、羅藝珮、蘇怡玲、蘇偉誠、蘭佩瑄、龔芳俞、龔荷雅、龔漂玉、王陳雪玉、

李莊阿珠、林陳錦雲、徐湯阿却、張何秀怡、張黃翠娥、梁馮秋月、許田敏媛、楊簡雪娥、蔡王梨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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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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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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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 W T F S S

台北精油生活館

訓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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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瑞台灣事業FB 多特瑞台灣官網

2018.9.15

10月行事曆 Oct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 0  555 555 555 555

1 2 3 4 5 6 7

各區營業大廳營業時間
台北 / 台中 / 高雄

16:00~20:30

三合一體系
居家精油五手法

（高雄 / 體系自辦）
19:30~21:00

多特瑞訓練系統訓練會
（台中 / 購票入場）

14:00~17:30

三合一體系
居家精油五手法

（台北 / 體系自辦）
19:30~21:00

8 9 10 11 12 13 14

雙十節假期
營業大廳與客服專線

暫停服務

三合一體系專題講座
（台北 / 體系自辦）

19:30~21:00

15 16 17 18 19 20 21
CPTG 與互相效力合作計畫
（高雄 / 免費入場）

10:30~12:00

CPTG 與互相效力合作計畫
（台北 / 免費入場）

10:30~12:00

每日用油與兒童用油篇 
（高雄 / 體系自辦）

19:30~21:00

每日用油與兒童用油篇
（台北 / 體系自辦）

19:30~21:00

22 23 24 25 26 27 28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高雄 / 免費入場）

13:30~15:30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台北 / 免費入場）

13:30~15:30

三合一體系
幸福女性用油篇

（台中 / 體系自辦）
19:30~21:00

全球年會特別講座
（高雄福華飯店/購票入場）

19:00~21:00

全球年會特別講座
（台中僑園飯店/購票入場）

19:00~21:00

植物精油小百科（上）
（台中 / 免費入場）

13:30~15:30

全球年會特別講座
（台北王朝飯店/購票入場）

19:00~21:00

LRP 設定
截止日

29 30 31 11/1 11/2 11/3 11/4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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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績結算日

三合一體系新人特訓
（台北 / 體系自辦）

19:30~21:00

溫馨小提醒：自 9/9~10/20期間因台中訓練教室整修，課程將有異動，請密切注意公告或通知，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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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