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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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中高 週一到週五 12:30~20:30 (最後抽號至 20:10)
 週六 10:00~14:00 (最後抽號至 13:40)
新竹 週二至週五 12:30~19:30 (最後抽號至 19:10)
 每月最末週六 10:00~14:00 (最後抽號至 13:40)

營業
時間

台中總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台北精油生活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8樓之3
高雄精油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7樓
新竹精油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六街15號

還記得∼你第一次把精油分享給誰了嗎？

還記得∼分享精油時那份單純助人的悸動嗎？

在一次又一次善與愛的傳遞中

你是否慢慢清楚了∼心中那個夢想的輪廓

讓自己重回自信風采、期待家人獲得健康

此刻，讓我們持續分享精油和愛

讓更多人收到這份溫暖與祝福

勇 敢 夢 吧

2019  4  19 (五) ∼ 4  20 (六)  

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約翰藍儂曾說： 

一個人做夢，也許只是空想；一群人做夢，夢想就會成真。

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在短短10年中行銷148個國家

成為全球第一大精油公司

擁有超過600萬精油愛用者

96%精油來源為獨家專屬

第一家Source to You (追本溯源)精油品質公開透明

全球第一所精油醫院2019即將啟用

不僅帶來改變生命的健康照護

更將精油科研推向巔峰

現在，讓我們一起，把夢做大！

關於鑽石總裁的夢想 

TAIWAN

夢想∼從分享開始

國際精油研討會暨
台灣年會

2019 Taiwan Essential Oil 
Conference & Convention

多特瑞台灣官網 多特瑞台灣事業FB

蘇文章╱黃惠鈺
伉儷

郭開熏╱蘇沛泠
伉儷

伊姵綺

徐駿明╱謝馨霈
伉儷

幫助我的家庭，

幫助更多家庭，

幫助台灣

100萬個家庭！

讓所有的孩子

在大自然的療癒中，

健康快樂的長大！

透過精油那份撼動

人心的力量，

讓不願平凡的你，

完成自己的夢想。

帶著一群愛精油、

有愛心的夥伴，

一起幫助全世界

需要被幫助的人。

資助台灣及國外兒童完

成學業，讓他們擁有夢

想的能力。 黃炙榮

幫助弱勢老人，資助相

關基金會讓老有所終。 
張貞貞

入骨的信念，成就無

限可能。 阮瑞昌

期待自己成為給予的

人，善待別人就是善

待自己。 蔡佳秀

認養更多的偏鄉

青少年讀書，

實踐「陪你長大計畫」

我們一起加油！

黃炙榮╱張貞貞

阮瑞昌╱蔡佳秀
伉儷

Steven& Monica Hsiung
伉儷

郭文宏╱郭時安

幫助更多人

成為健康倡導者，

家家戶戶愛精油。

David & Tawnya Hsiung
伉儷

幫助家家戶戶

用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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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科研報告 即將震撼發表！
APRC芳香植物研究中心是獨立營運管理的機構，在精油研究及

專業檢測方面都享譽國際，尤其在精油檢驗上，擁有完整的精油

資料庫，為精油品質研究之翹楚。

年會夢幻新品 限時限量搶購！

多位神秘嘉賓即將蒞臨現場！
他們將帶來全球年會最新資訊，同時在年會現場為

你的夢想加油打氣！機會千載難逢！

超「質」博覽會 全系列精油免費試用！
．最大方的精油產品試用

．精油科研知識示範實驗

．生動有趣的DIY互動教學  
改變生命的健康照護

全球第一間精油醫院四月正式啟用！

李冠儀 蘇晏霆 林巧紋 蘇琴女英 陳嬿羽

陳宥妡 許淑琴 張鈞翔╱蔡雨臻 
伉儷

陳秋鎂 許芝王黎 何麗玲

黃柏翰 陳新傑 李亭逸張銘益 吳佳蓉 陳瑩甄

雙鑽石總裁

Steven & Monica Hsiung David & Tawnya Hsiung

鑽石總裁

阮瑞昌╱蔡佳秀 伉儷 郭文宏╱陳翠蓮╱郭時安

鑽石

唐真健╱李家羚 
伉儷

吳晶淳 羅 成陳秋香 高子媛 李宜靜

藍鑽

一次給你

   大夢想理由
表揚慶祝會 夢想成真的動人故事！

理由

理由

理由

理由

+ ？
還有更多年會新品專為孩子設計的精油！溫柔寶貝套裝．歡樂登場

理由

理由

理由理由

精油醫院即將於2019年4月於美國猶他州

成立，結合了精油與西方整合醫學的檢測

技術與醫療服務，以會員客製化的模式，

提供劃時代且便捷高效的健康管理。

     精油

．精油生活情境應用及展示

．超值新品套裝限量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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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高 週一到週五 12:30~20:30 (最後抽號至 20:10)
 週六 10:00~14:00 (最後抽號至 13:40)

營業
時間

台中總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22樓
台北精油生活館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8樓之3
高雄精油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7樓

還記得∼你第一次把精油分享給誰了嗎？

還記得∼分享精油時那份單純助人的悸動嗎？

在一次又一次善與愛的傳遞中

你是否慢慢清楚了∼心中那個夢想的輪廓

讓自己重回自信風采、期待家人獲得健康

此刻，讓我們持續分享精油和愛

讓更多人收到這份溫暖與祝福

勇 敢 夢 吧

2019  4  19 (五) ∼ 4  20 (六)  

高雄展覽館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約翰藍儂曾說： 

一個人做夢，也許只是空想；一群人做夢，夢想就會成真。

dōTERRA®美商多特瑞

在短短10年中行銷148個國家

成為全球第一大精油公司

擁有超過600萬精油愛用者

96%精油來源為獨家專屬

第一家Source to You (追本溯源)精油品質公開透明

全球第一所精油醫院2019即將啟用

不僅帶來改變生命的健康照護

更將精油科研推向巔峰

現在，讓我們一起，把夢做大！

關於鑽石總裁的夢想 

TAIWAN

夢想∼從分享開始

國際精油研討會暨
台灣年會

2019 Taiwan Essential Oil 
Conference & Convention

多特瑞台灣官網 多特瑞台灣事業FB

蘇文章╱黃惠鈺
伉儷

郭開熏╱蘇沛泠
伉儷

伊姵綺

徐駿明╱謝馨霈
伉儷

幫助我的家庭，

幫助更多家庭，

幫助台灣

100萬個家庭！

讓所有的孩子

在大自然的療癒中，

健康快樂的長大！

透過精油那份撼動

人心的力量，

讓不願平凡的你，

完成自己的夢想。

帶著一群愛精油、

有愛心的夥伴，

一起幫助全世界

需要被幫助的人。

資助台灣及國外兒童完

成學業，讓他們擁有夢

想的能力。 黃炙榮

幫助弱勢老人，資助相

關基金會讓老有所終。 
張貞貞

入骨的信念，成就無

限可能。 阮瑞昌

期待自己成為給予的

人，善待別人就是善

待自己。 蔡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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