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建立全新的品質標準？ 

dōTERRA品質與純度
的標準

精油等級

合成

食品級

調理級

嚴格檢測 值得信賴 
• 通過天然方式萃取產地直收植物

• 純度驗證；不含添加劑及有害污染物

• 嚴格的第三方檢測機制，確保精油活性及功效

天然保健方案-美國

您可選擇

如何使用dōTERRA精油

強效精油 安全並且100%純正的dōTERRA精油

PEPPERMINT 
LEAF

放大

薄荷葉的精油囊袋

AROMATIC擴香
吸入或使用芳香噴霧器
• 打造愉悅的環境
• 清淨空氣

TOPICAL外用
塗抹於足底或需要使用的部
位，也可以用分餾椰子油稀
釋，減少肌膚敏感 只限�

CPTG�
精油

INTERNAL內服
將精油倒入水中，舌底
或植物膠囊服用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PEPPERMINT  薄荷
• 身體局部降溫
• 提振精神
• 舒緩頭部緊繃
• 提供順暢清新的感受
• 有助消化，舒緩胃部不適*

DEEP BLUE® (舒緩複方)
•  運動前後塗抹於肌肉或關�
節上，可減緩疲勞

•  按摩肌肉促進循環，具鎮定
舒緩作用

• 長時間工作後用來舒緩肌肉
•  搬舉重物後可塗抹適量於身
體疲勞處

ON GUARD® (保衛複方)
•  增強身體免疫系統*
•  擴香以淨化空氣

健康自主的生活
你需要一個安全，有效又實惠的健康方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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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醫療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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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油穿過細胞膜

        天然，安全，有效
•  從植物萃取並蒸餾的天然芳香複
合物帶來健康功效

•  含有數百種不同的複合物，提供
多種多樣的健康功效，但不會導
致身體產生抗性的精油

•  喚醒身體的自愈能力，從根本來
解決問題

•  經濟實惠，價格便宜！

™

或

細胞

Nature's Solutions 

28cups =

dōTERRA

•��依個人身體需求，�
解決根本健康問題

•��萃取植物
•��強化身心健康
•��安全有益，�無副作用

1滴薄荷精油28杯薄荷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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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VENDER* (薰衣草精油)
• 舒緩肌膚不適
• 具放鬆心情，安神助睡的功效*
• 減少焦慮感覺
•  塗抹於暴曬後的肌膚，起舒緩鎮靜
的作用

dōTERRA

SERENITY® (神氣複方精油)
•   擴香以促進放鬆並消除壓力
•   幫助放鬆及深度睡眠
•   減少壓力和焦慮感
•   平靜心神及情緒

AROMATOUCH® (芳香調理複方精油)
• 提供舒緩放鬆的感受
• 搭配按摩可幫助循環
• 改善疲憊的心靈和緊張的情緒

FRACTIONATED COCONUT OIL 
(分餾椰子油)
• 無色，無味的全天然基底油
• 可用於稀釋精油來減少肌膚過敏
• 塗抹後可延長精油停留時間
• 主要用於稀釋精油

dōTERRA 

BREATHE® (順暢呼吸複方精油)
• �保持輕暢的呼吸道及呼吸
• �夜晚或季節交替時擴香

DIGESTZEN® * (樂活複方精油)
•  維持腸胃道健康*
•   有助減少腹脹，胃氣及偶發性消�
化不良*

•  有助於舒緩胃部不適

PASTTENSE® (舒壓複方精油)
•  幫助舒緩頭部和肩部的緊繃感
• 搭配按摩太陽穴和頭部
• 平靜心情，放鬆情緒

TEA TREE* (MELALEUCA)  
(茶樹精油)
•  清潔及活化肌膚能力
•  緩解肌膚不適
•  清潔肌膚表層

FRANKINCENSE* (乳香精油)
• �促進細胞健康功能*
• �平衡情緒，振奮心情
• �支持骨骼及神經系統健康

LEMON* (檸檬精油)
•  天然地潔淨身體*
•  清潔物體表面及中和異味
•  舒緩喉嚨幹癢不適

DIGESTZEN  

TERRAZYME®* (輕暢複合酵素)
•  促進體內酵素生成以幫助正常消化*
•  支持營養被身體吸收的過程*
•  迅速將食物營養轉化為細胞能量*

早午餐隨餐食用，每次2顆

幫助消化：每餐食用1-3顆

淨化身體：每天2-3次,�於水中加入2-3滴�

促進細胞健康。倒2-3滴於舌底嚥下

支持免疫健康：加2-3滴於水中飲用

安心穩定：在腳底塗抹2-3滴

維持消化道機能：每日1顆

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 
(終生保健套裝)

DigestZen TerraZyme®: 
(輕暢複合酵素)

Lemon 檸檬精油:

Frankincense 乳香精油:
dōTERRA On Guard®:

(複方精油) � 

 dōTERRA Balance®:�
(安定情緒複方精油) �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 �

什麼是您目前最關注的健康問題？

我想要改善的：

需要增強活力，調整不適，改善生活品質並擁有好
心情？每天試試：

我想提升的：

準備好探索更簡單的解決方案了嗎？

健康從日常習慣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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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保健套裝包含了MICROPLEX�VMz®(全方位
綜合維生素)，ALPHA�CRS®+(賦活植物精華)以及
xEO�MEGA®(菁萃能量魚油)。

12
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 (LLV)�套裝

• 鞏固抗氧化和DNA保護能力*
• 維護腦部，雙眼及神經系統健康*
• 幫助肝與消化系統健康*
• 增強活力，減少不適
• 健康的炎症反應

• 綜合營養補給
• 強化免疫系統功能*
• 調理精神壓力*
• 促進心血管健康*

• MICROPLEX VMz®: 為身體提供每日所需的維生素，礦物質及多酚
• ALPHA CRS®+: 富含抗氧化物，有助增強細胞活力及延長壽命
• xEO MEGA®:  來自海洋與大地的Omega-3-6-9必需脂肪酸與9中植

物精油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1
冠軍產品
30天
滿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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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KIT 鑽石入會套裝 
$2750.00 
   2100 PV†

節省
$1074.95‡ 獲得400點 

產品點數
回饋百分比起步於25%

內含：絕大部分單方以及複方精油，保健品，個人護理產品，家居用品，dōTERRA�Emotional�Aromatherapy®套裝，�
棕色5/8精油小瓶(12瓶)，Lumo®芳香噴霧器，以及精油使用手冊。詳細套裝內容請瀏覽doterra.com。

HOME ESSENTIALS KIT  
家居必備入會套裝
$275.00 

225 PV†

FAMILY ESSENTIALS KIT AND BEADLETS 
家庭保健入會套裝與晶球
$150.00 

110 PV†

內含：15毫升的乳香精油,�薰衣草精油,�檸檬精油,�茶樹精油,�牛至精油,��
薄荷精油,�dōTERRA�Breathe®複方精油,�DigestZen®複方精油,�
dōTERRA�On�Guard®複方精油,�5毫升的Deep�Blue®複方精油，�

花瓣形芳香噴霧器,�以及精油使用手冊。

內含：5毫升的乳香精油,�薰衣草精油,�檸檬精油,�茶樹精油,�牛至精油,��
薄荷精油,�dōTERRA�Breathe®複方精油,�Deep�Blue®複方精油,��
DigestZen®複方精油,�dōTERRA�On�Guard®複方精油,�薄荷晶球,��

dōTERRA�On�Guard®晶球以及精油使用手冊。

節省
$96.00‡

節省
$37.50‡

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套裝�

dōTERRA會員費(如Costco®或Sam’s�Club®的會員費)
為$35。�購買任何入會套裝即免入會費。每年的續會費
為$25。續會成功後即可獲贈15毫升的薄荷精油一瓶(會
員價為$22)。

通過您認識的
健康倡導者
訂購產品

可享受七五折優惠價，
購買下列入會套裝
加入成為會員
即免會費!

或
零售價 會員價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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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訂購50PV以上的忠誠客戶獎勵訂單(LRP)，�
即可獲得產品點數。您可以更改或取消LRP出貨模
板。

•  點數回饋百分比每持續3個月就會增加5%，最高可
享受30%的點數回饋百分比！

每月15日前完成至少125PV
的第一筆LRP訂單，即可獲�
得當月贈送的每月一物一瓶!

NATURAL SOLUTIONS KIT 
自然調理入會套裝 
$550.00
    400 PV†

省下
$250.45‡

獲得100點 
產品點數回饋 

百分比起步於15%�

內含：15毫升的dōTERRA�Serenity®複方精油，DigestZen®複方精油，茶樹精油，AromaTouch®複方精油，乳香精油，dōTERRA�Breathe®複方精油，�
dōTERRA�Balance®複方精油，薰衣草精油，檸檬精油，dōTERRA�On�Guard®複方精油，野橘精油，PastTense®複方精油(10毫升滾珠)。其他產品包
括：dōTERRA�On�Guard®晶球，dōTERRA�On�Guard®牙膏，dōTERRA�On�Guard®潔手露配兩瓶泡沫式填充瓶，dōTERRA�On�Guard®抗菌噴霧，�
dōTERRA�On�Guard®軟膠囊，dōTERRA�LifeLong�Vitality�Pack®，Correct-X軟膏，PB�Assist®+,�dōTERRA�Breathe®香膏，Deep�Blue®乳霜，�
DigestZen�TerraZyme®，dōTERRA�On�Guard®漱口水，dōTERRA®保濕沐浴霸(3塊裝)，dōTERRA®舒活護手潤膚乳，分餾椰子油(115毫升)，�

Lumo®芳香噴霧器，及精油使用手冊。

聰明選購：LOYALTY REWARD��
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點數回饋
百分比%:

10% 15% 20% 25% 30%

產品退貨保證：詳情請見dōTERRA退貨政策。   *�產品回饋點數在當月50PV以上的LRP訂單完成後，將於次月發放。     

 †PV(個人業績)：大多數產品的PV約等於產品價格。     ‡按會員價購買，獲得優惠。

免費

30天 
產品退貨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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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改變誰的生活呢？

Changing Lives�改變生活�
改變我自己的生活！

live�
活出健康人生

閱讀Live�Guide生活手冊並規劃自己的健康生活
• 讓自己和家人都能獲得產品最佳的效益
• 享有最大化的會員優惠與折扣

改變他人的生活！

閱讀Share�Guide分享冊並規劃相關活動
• 舉辦課程幫助親朋好友獲得天然的保健方式
• 贏得免費產品等更多優惠

扭轉自己的未來！

閱讀Build�Guide創業手冊並規劃事業藍圖
• 以完整的訓練課程和完善的的行政與後勤系統啟動您的dōTERRA事業
• 創造持續豐裕收入的同時，享有時間與財務自由的人生!†

改變世界：
藉由dōTERRA�Co-Impact�Sourcing®互
相效力合作計劃以及dōTERRA�Healing�
Hands�Foundation®療愈之手基金會，您每
一次購買精油都能幫助改善種植者及其社區
的生活。

dōTERRA每天改變著全球無數的生命。
加入我們，讓這個世界更健康，更幸福。

†成果因人而异。详情请参考doterra.com上的dōTERRA�Opportunities�and�Earnings�Summary(英文文件:�事業機會與收入公開報告)。

“每當您購買一瓶dōTERRA精油時，就正在改變另一
個人的生活”-Emily�Wright

Share��
與他人分享

Build �
創造收入並且影響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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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產品價目表
# 精油 容量 零售價 會員價 PV
☐ Arborvitae (側柏) 5 mL $29.33 $22.00 22.00
☐ Basil (羅勒) 15 mL $32.00 $24.00 24.00
☐ Bergamot (佛手柑) 15 mL $40.00 $30.00 30.00
☐ Black Pepper (黑胡椒) 5 mL $29.33 $22.00 22.00
☐ Blue Tansy (藍艾菊) 5 mL $113.33 $85.00 80.00
☐ Cardamom (荳蔻) 5 mL $34.67 $26.00 26.00
☐ Cassia (桂皮) 15 mL $25.33 $19.00 19.00
☐ Cedarwood (雪松) 15 mL $17.33 $13.00 13.00
☐ Cinnamon Bark (肉桂) 5 mL $32.00 $24.00 24.00
☐ Clary Sage (快樂鼠尾草) 15 mL $48.67 $36.50 36.50
☐ Clove (丁香) 15 mL $21.33 $16.00 16.00
☐ Copaiba (古巴香脂) 15mL $46.67 $35.00 35.00
☐ Copaiba (古巴香脂軟膠囊) 60顆 $42.67 $32.00 30.00
☐ Cypress (絲柏) 15 mL $20.67 $15.50 15.50
☐ Douglas Fir (黃杉) 5 mL $26.00 $19.50 19.50
☐ Eucalyptus (尤加利) 15 mL $22.67 $17.00 17.00
☐ Fennel (甜茴香) 15 mL $20.00 $15.00 15.00
☐ Frankincense (乳香) 15 mL $90.67 $68.00 63.00
☐ Geranium (天竺葵) 15 mL $41.33 $31.00 31.00
☐ Ginger (生薑) 15 mL $54.67 $41.00 41.00
☐ Grapefruit (葡萄柚) 15 mL $24.00 $18.00 18.00
☐ Green Mandarin (青橘) 15 mL $37.33 $28.00 28.00
☐ Helichrysum (永久花) 5 mL $93.33 $70.00 60.00
☐ Jasmine Touch (呵護系列-茉莉) 10 mL $56.00 $42.00 42.00
☐ Juniper Berry (杜松漿果) 5 mL $25.33 $19.00 19.00
☐ Lavender (薰衣草) 15 mL $30.67 $23.00 23.00
☐ Lemon (檸檬) 15 mL $14.67 $11.00 11.00
☐ Lemongrass (檸檬草) 15 mL $13.33 $10.00 10.00
☐ Lime (萊姆) 15 mL $17.33 $13.00 13.00
☐ Magnolia Touch (呵護系列-木蘭花) 10 mL $37.33 $28.00 26.00
☐ Marjoram (馬鬱蘭) 15 mL $25.33 $19.00 19.00
☐ Melissa (香蜂草) 5 mL $153.33 $115.00 100.00
☐ Myrrh (沒藥) 15 mL $78.67 $59.00 50.00
☐ Neroli Touch (呵護系列-橙花) 10 mL $62.67 $47.00 47.00
☐ Oregano (牛至) 15 mL $29.33 $22.00 22.00
☐ Patchouli (廣藿香) 15 mL $37.33 $28.00 28.00
☐ Peppermint (薄荷) 15 mL $29.33 $22.00 22.00
☐ Peppermint Beadlets (薄荷晶球) 125 顆 $16.67 $12.50 12.50
☐ Petitgrain (苦橙葉) 15 mL $33.33 $25.00 25.00
☐ Pink Pepper (粉紅胡椒) 5 mL $29.33 $22.00 22.00
☐ Roman Chamomile (羅馬洋甘菊) 5 mL $60.00 $45.00 45.00
☐ Rosemary (迷迭香) 15 mL $21.33 $16.00 16.00
☐ Rose Touch (呵護系列-玫瑰) 10mL $93.33 $70.00 65.00
☐ Sandalwood (檀香木) 5 mL $93.33 $70.00 60.00
☐ Sandalwood (Hawaiian) (夏威夷檀香木) 5 mL $93.33 $70.00 60.00
☐ Siberian Fir (西伯利亞冷杉) 15 mL $26.67 $20.00 20.00
☐ Spearmint (綠薄荷) 15 mL $37.33 $28.00 28.00
☐ Spikenard (穗甘松) 5 mL $66.00 $49.50 49.50
☐ Tangerine (甜橘) 15 mL $20.00 $15.00 15.00
☐ Tea Tree (Melaleuca茶樹) 15 mL $28.00 $21.00 21.00
☐ Turmeric (薑黃) 15 mL $37.33 $28.00 28.00
☐ Vetiver (岩蘭草) 15 mL $54.67 $41.00 41.00
☐ Wild Orange (野橘) 15 mL $13.33 $10.00 10.00
☐ Wintergreen (冬青) 15 mL $29.33 $22.00 22.00
☐ Yarrow/POM (西洋蓍草/石榴籽) 30 mL $126.67 $95.00 95.00
☐ Ylang Ylang (伊蘭伊蘭) 15 mL $49.33 $37.00 37.00

dōTERRA 複方精油

☐ AromaTouch® (芳香調理) 15 mL $37.33 $28.00 28.00
☐ dōTERRA Balance® (安定情緒) 15 mL $28.00 $21.00 21.00
☐ dōTERRA Breathe® (順暢呼吸) 15 mL $29.33 $22.00 22.00
☐ dōTERRA Cheer® (歡欣) 5 mL $33.33 $25.00 25.00
☐ Citrus Bliss® (柑橘清新) 15 mL $24.00 $18.00 18.00
☐ ClaryCalm® (溫柔呵護滾珠瓶) 10 mL $36.00 $27.00 27.00
☐ dōTERRA Console® (撫慰) 5 mL $49.33 $37.00 37.00
☐ Deep Blue® (舒緩) 5 mL $44.00 $33.00 33.00
☐ Deep Blue® Roll On (舒緩滾珠瓶) 10 mL $78.67 $59.00 55.00
☐ DigestZen® (樂活) 15 mL $44.00 $33.00 33.00
☐ DigestZen® (樂活軟膠囊) 60 顆 $26.00 $19.50 15.00
☐ Elevation (活力甦醒) 15 mL $57.33 $43.00 43.00
☐ dōTERRA Forgive® (寬容) 5 mL $26.67 $20.00 20.00
☐ Immortelle (花漾年華) 10 mL $92.00 $69.00 65.00
☐ InTune® (全神貫注) 10 mL $46.00 $34.50 34.50
☐ dōTERRA Motivate® (鼓舞) 5 mL $30.67 $23.00 23.00
☐ On Guard® (保衛) 15 mL $45.33 $34.00 34.00
☐ dōTERRA On Guard® Beadlets (保衛晶球) 125 顆 $21.33 $16.00 16.0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複方軟膠囊) 60 顆 $34.67 $26.00 22.50
☐ dōTERRA Passion® (熱情) 5 mL $56.00 $42.00 42.00
☐ PastTense® (舒壓滾珠瓶) 10 mL $26.00 $19.50 19.50
☐ dōTERRA Peace® (靜謐) 5 mL $40.00 $30.00 30.00
☐ Purify (淨化清新) 15 mL $26.67 $20.00 20.00
☐ dōTERRA Serenity® (神氣) 15 mL $42.67 $32.00 32.00
☐ Slim & Sassy® (輕盈) 15 mL $34.67 $26.00 26.00
☐ Slim & Sassy® (輕盈複方軟膠囊) 90 顆 $48.00 $36.00 31.50
☐ TerraShield® (天然防護) 15 mL $14.00 $10.50 10.50
☐ TerraShield® (天然防護噴霧) 30 mL $26.00 $19.50 17.00

dōTERRA 複方精油

☐ Whisper® (仕女) 5 mL $32.00 $24.00 24.00
☐ Zendocrine® (元氣) 15 mL $32.00 $24.00 24.00
☐ Zendocrine® (元氣軟膠囊) 60顆 $32.00 $24.00 21.00

# 精油 容量 零售價 會員價 PV

dōTERRA 精油套組

☐ AromaTouch Technique® (芳香調理套裝) 套組 $146.67 $110.00 100.00

☐ dōTERRA Emotional Aromatherapy®   
(芳香調理心情套組) 套組 $212.00 $159.00 150.00

☐ dōTERRA Kids Collection  
(溫柔寶貝系列滾珠)

6瓶10毫升 $126.67 $95.00 85.00

☐ dōTERRA Touch® (呵護套組) 套組 $225.33 $169.00 160.00
☐ Yoga Collection (瑜伽套組) 套組 $69.33 $52.00 50.00

個人護理與保健品

☐ Anti-aging Eye Cream (抗皺緊緻眼霜) 0.5 fl oz $60.00 $45.00 45.00
☐ Brightening Gel (亮白凝膠) 1 fl oz $46.00 $34.50 34.50
☐ Spa Citrus Bliss® (柑橘清新護手乳) 2.5 fl oz $9.27 $6.95 5.00
☐ Spa Detoxifying Mud Mask (精油深層淨膚面膜) 4 fl oz $19.33 $14.50 12.00
☐ Spa Exfoliating Body Scrub (精油身體磨砂膏) 8 oz $26.00 $19.50 15.00
☐ Spa Hand & Body Lotion (舒活護手潤膚乳) 6.7 fl oz $20.00 $15.00 13.00
☐ Spa Moisturizing Bath Bar (保濕沐浴霸) 4 oz $9.00 $6.75 5.00
☐ Spa Replenishing Body Butter (滋養身體乳) 7 oz $23.33 $17.50 15.00
☐ Spa Refreshing Body Wash (精油保濕沐浴露) 8.45 fl oz $17.00 $12.75 10.00
☐ Spa Rose Hand Lotion (玫瑰護手乳) 3.3 fl oz $20.00 $20.00 0.00
☐ Veráge® (肌膚保養系列) 套組 $112.66 $84.50 70.00
☐ HD Clear® Facial Lotion (清肌乳液) 1.7 fl oz $45.33 $34.00 34.00
☐ HD Clear® Foaming Face Wash (清肌潔顏慕絲) 1.7 fl oz $29.33 $22.00 22.00
☐ HD Clear® (清肌調理滾珠瓶) 套組 $28.00 $21.00 21.00
☐ Hydrating Cream (青春無齡保濕霜) 1.7 fl oz $48.00 $36.00 36.00
☐ Reveal Facial System (光采重現雙劑型面膜組) 兩隻裝 $80.00 $60.00 60.00
☐ Tightening Serum (緊膚精華露) 1 fl oz $66.00 $49.50 49.50
☐ dōTERRA Salon Essentials®  

(健康頭髮與頭皮護髮精華)
4 fl oz $24.00 $18.00 15.00

☐ dōTERRA Salon Essentials®  

(亮采護色精華洗髮乳)
8.46 fl oz $26.00 $19.50 19.50

☐ dōTERRA Salon Essentials®  

(頭髮頭皮健康滋養液)
30 mL $46.67 $35.00 35.00

☐ dōTERRA Salon Essentials® (柔順調理護髮素) 8.46 fl oz $30.67 $23.00 23.0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濃縮清潔劑) 12 fl oz $19.33 $14.50 10.0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潔手凝露) 16 fl oz $24.67 $18.50 18.5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漱口水)� 16 fl oz $19.33 $14.50 10.00
☐ Foaming Hand Wash Dispenser  

(保衛潔手凝露填充瓶)
單瓶 $2.67 $2.00 0.00

☐ dōTERRA On Guard®(保衛噴霧) 0.9 fl oz $8.67 $6.50 5.0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淨白牙膏) 4.2 fl oz $11.33 $8.50 5.00
☐ Deep Blue® Rub (舒緩乳霜) 4 fl oz $42.67 $32.00 30.00
☐ Correct-X® (Correct-X�軟膏) 15 mL $16.00 $12.00 10.00
☐ 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 (終生保健套組) 3瓶裝 $106.00 $79.50 60.00
☐ Deep Blue Polyphenol Complex®  

(舒緩口服多酚)
60 顆 $79.33 $59.50 59.50

☐ dōTERRA a2z Chewable™ (兒童a2z嚼錠) 60 顆 $27.33 $20.50 15.00
☐ dōTERRA a2z Chewable™/IQ Mega®  

(兒童a2z嚼錠/IQ魚油套組))�
兩盒裝 $52.67 $39.50 25.00

☐ dōTERRA Breathe® (舒暢清涼喉糖) 30 顆 $16.00 $12.00 10.00
☐ dōTERRA Breathe® (順暢呼吸香膏) 0.4 oz $11.33 $8.50 5.00
☐ Bone Nutrient Essential Complex  

(骨骼保健膠囊)
120 顆 $23.33 $17.50 12.00

☐ DDR Prime® (完美修護) 15 mL $37.33 $28.00 28.00
☐ DDR Prime® (完美修護軟膠囊) 60 顆 $73.33 $55.00 55.00
☐ DigestTab® (樂活嚼錠) 100 顆 $18.67 $14.00 10.00
☐ GX Assist® (腸道精華膠囊) 60 顆 $34.67 $26.00 26.00
☐ IQ Mega® (魚油) 150 mL $46.00 $34.50 30.00
☐ Mito2Max® (能量耐力配方) 60 顆 $52.67 $39.50 39.50
☐ PB Assist® (益生菌膠囊食品) 30 顆 $46.00 $34.50 34.50
☐ PB Assist® (兒童益生菌) 30包 $32.67 $24.50 20.00
☐ dōTERRA On Guard® (保衛喉糖) 30 顆 $16.00 $12.00 10.00
☐ Phytoestrogen Essential Complex 

(植物雌激素營養補)
60 顆 $52.67 $39.50 39.50

☐ dōTERRA Serenity® (舒眠恬靜複合膠囊) 60 顆 $26.00 $19.50 17.00
☐ TerraGreens® (綠能蔬果飲) 30 份 $37.33 $28.00 20.00
☐ DigestZen TerraZyme® (輕暢複合酵素) 90 顆 $50.00 $37.50 37.50
☐ Trim Kit® (輕盈複方代餐套裝:4精油+2奶昔) 巧克力/香草 $200.00 $150.00 125.00
☐ TrimShake Chocolate (輕盈奶昔巧克力口味) 40 份 $52.67 $39.50 25.00
☐ TrimShake Vanilla (輕盈奶昔香草口味) 40 份 $52.67 $39.50 25.00
☐ V Shake (素食營養奶昔) 40 份 $52.67 $39.50 25.00
☐ Vegan Microplex VMz (素食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102 顆 $66.00 $49.50 39.50
☐ Zendocrine® (元氣複方膠囊) 60 顆 $32.67 $24.50 24.50

dōTERRA 精油配件

☐ Fractionated Coconut Oil (分餾椰子油) 115 mL $16.00 $12.00 12.00
☐ Petal Diffuser® (花瓣型芳香噴霧器) 1台 $62.66 $47.00 20.00
☐ Lumo™ Diffuser (迷戀芳香噴霧器) 1台 $93.33 $7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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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驟 填寫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夥人姓名（如需要）   工作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郵政編碼    出生日期  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合夥人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介紹人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保薦人(如與介紹人不同）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自用會員註冊表-美國地區適用

郵寄: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第二步驟 選擇一項入會套裝

*  如符合資格， 產品點數會在入會60天
後加到帳戶上。

使用忠誠回饋快速跳級方案以獲得更高的回饋比例

15%起 20%起 25%起10%起
獲得 1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2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400 點產品點數*

   芳香調理薰香入會套裝
 • $150.00 100 PV

   家庭保健入會套裝與晶球 
 • $150.00 110 PV  

  清理與恢復入會套裝   
 • $245.00  175PV

  家居必備入會套裝
 • $275.00  225PV

  芳香調理心情入會套裝  
 • $195.00  145PV

 自然調理入會套裝
 • 省下 $228.95
 • $550.00  400PV

 全套精油入會套裝
 • 省下 $630.25
 •1,950  1550PV

 鑽石入會套裝
 • 省下 $1014.95
 •2,750.00  2100PV

  自用會員dōTERRA入會
資料袋    • $35.00

數量    其他產品

25% 自用折扣

總節省額及產品點數

第三步驟 每月的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可選)

最受歡迎的 LRP 產品*:
健康必備: LLV, DDR Prime® 軟膠囊，檸檬，126 PV

消化系統:  LLV, GX Assist®,PB Assist®+, DigestZen TerraZyme®, 
Zendocrine®軟膠囊，179 PV

女性健康: 仕女健康套裝， LLV, dōTERRA Serenity®沐浴霸， 125 PV

兒童健康:  a2z/IQ Mega®套組， InTune®， dōTERRA On Guard®， 
Citrus Bliss®， dōTERRA Balance®，132.5 PV

護膚:  Veráge®肌肤保养系列; 舒活護手潤膚乳; 薰衣草; 茶樹;  
Citrus Bliss®沐浴霸，132 PV

Slim & Sassy®奶昔套裝:  4瓶15毫升的Slim & Sassy®複方， 1罐巧克力輕
盈奶昔， 1罐香草輕盈奶昔，150 PV

忠誠顧客獎勵計畫點數:  作為忠誠顧客獎勵計劃的參
與者，您可以獲得多達 30% 回饋點數來兌換免費產品。

每月一物俱樂部: 設定每月15日前出貨並有 125 PV 以 
上的LRP訂單即可獲得當月的免費贈品。 

出貨日期:  (1–13, 16–28 ) _________________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備註: 您的忠誠顧客獎勵訂單將在您入會後的下 
一個月寄出)

數量 產品

總數

付款信息

■ 支票       或       ■  信用卡（請與客服中心聯繫）

第四步驟

我願意成為dōTERRA 國際有限公司的自用會員。我已經閱讀且同意背面所載的自用會員註冊協議的條款與條件。我同意我當前沒有與任何dōTERRA賬戶有利益關係。（該表格同時可於www.doterra.com下載)

申請人簽名 合夥人簽名 日期

第五步驟 簽署視為同意條款

<<同時簽署背面

© 2015 dōTERRA Intl, LLC, 389 S 1300 W, Pleasant Grove, UT 84062, 800-411-8151, 801-785-1476 (Fax), service@doterra.com (E-mail), www.doterra.com



簽名

1．會員資格。自用會員的會員資格（“會員資
格”）授權您為自用之目的以dōTERRA批發價格
採購dōTERRA的產品。 dōTERRA保留拒絕授
予任何申請人會員資格的權利。

2. 會員資格費用和續期。每個會員資格的費用
是35.00美元，自註冊為會員之日起的12個月為
一期。在為期12個月的期限到期時，您需要在
前述12個月期限到期後、第一張訂單完成時額
外支付25.00美元以續展12個月的會員資格。到
期日之後的續展會員資格將自續展之日起計12
個月。

3. 退貨政策

a. 30天內退貨。 dōTERRA將以採購價格 
（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的百分之百
（100%）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在採購的三十
（30）天內退貨的當期適銷產品，此價格不含
運輸費用；dōTERRA將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
由會員自採購之日起三十（30）天內退貨的、
非當期適銷產品的百分之百（100％）產品積分
（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或百分之九
十的（90％）採購價格（包含可適用的稅費，
若已預付），此價格不含運輸費用。

b. 31天至90天內退貨。自採購之日起的第三十
一（31）天至第九十（90）天，dōTERRA將會
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由會員退貨的、當期適
銷產品的百分之百（100％）產品積分或百分
之九十的（90％）採購價格（包含可適用的稅
費，若已預付），此價格不含運輸費用。

c. 採購之後的第91天至一年內退貨。自採購
之日起的第九十一（91）天至第十二個（12）
月，dōTERRA將會返還自公司採購的、已由會
員退貨的、當期適銷產品的百分之九十的（ 90
％）產品積分或百分之九十的（90％）採購價
格（包含可適用的稅費，若已預付），此價格
不含運輸費用（不包括限時優惠和過期商品）。

d. 當期適銷。產品若同時滿足：1）從dōTERRA
採購；2）未啟封或使用；3）未更改或損壞其
包裝和標籤；4）產品和包裝處於良好狀態並且
盡商業合理努力可以全價將其出售；5 ）尚未
過期；6）包含當前dōTERRA的標籤的，應被
視為當期適銷。若公司在採購之前披露產品是
季度性的、已停產的、限時銷售的或者不適用
退貨政策的特別促銷產品的，產品不得被視為
當期適銷。

4. 忠誠顧客獎勵計劃。儘管會員無採購產品的
需求時，自其註冊為忠誠顧客獎勵計劃（''LRP''
）起的第一個月開始，會員可確保其每月將會

收到dōTERRA產品。 LRP解決了每月手工下訂
單的不便之處。若會員的LRP訂單達到至少每
日曆月50點的個人業績PV，會員有資格每月獲
得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個人業績
是會員每月採購產品的PV價值。並非所有產品
可獲得個人業績PV，且採購產品的產品回饋點
數(Product Credits)不計入個人業績。每個產
品的個人業績由產品訂單表明確記載。產品回
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不可兌換現金，但可
用於兌換dōTERRA指定的產品。獲得產品回饋
點數(Product Credits)是LRP的一部分，且公司
享有決定權。在會員成為LRP參與者滿60日之
後，會員可兌換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
以兌換全品類的個人業績產品。 LRP產品回饋
點數(Product Credits)可自發放之日起12個月內
兌換，之後則到期。通過撥打1-800-411-8151
、並支付手續費（每兌換100積分需3.00美元）
後，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即可兌換。用
LRP回饋點數購買和兌換的訂單，不可轉售和退
貨。點數兌換產品的訂單不享有個人業績且不
得與其他產品訂單合併。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不可兌換現金且不可轉讓。若LRP參與
者的資格被取消，所有產品回饋點數(Product 
Credits)也將被作廢。會員的初始LRP訂單只能
通過致電公司而取消，後續訂單可在線取消。

5. 轉售產品。會員同意不得轉售通過會員資格
渠道採購的dōTERRA產品。

6. 有限責任。 dōTERRA及其成員、經理、董
事、管理人員、股東、僱員、受託人和代理人
（合稱“附屬成員”）不對特殊性的、間接性地、
偶然性的、結果性的、懲罰性的或懲戒性的損
害承擔責任。若dōTERRA違反本條款與條件
的，會員可索償的最高限額應當為該會員個人
從dōTERRA採購的、現存的產品數額。

7. 爭議解決。若因本協議而導致的、或有關
本協議的任何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雙方
首先應當盡其最大努力以解決糾紛、索賠、質
疑或分歧。若雙方不能解決的，所有爭議、索
賠、質疑或分歧最終應當由美國仲裁協會根據
其商業仲裁規則，由猶他州Provo市管轄的、具
有約束力的仲裁解決。解決爭議或將任何爭議
訴諸任何機構的任何程序將僅基於個人單獨進
行。無論是會員還是公司，都不會尋求將任何
爭議作為共同訴訟、律師公益訴訟，或任何一
方以或擬以代表身份行事的任何其他訴訟。未
經所有受仲裁或訴訟程序影響的所有當事方事
先書面同意，不得將仲裁程序或其他訴訟程序

與另一程序合併。為了執行仲裁員的裁決，雙
方同意在猶他州猶他郡的任何联邦法院享有專
屬管轄權且作為審理地。會員資格終止或到期
後本協議的仲裁條款應當依然有效。

8. 管轄。管轄法律應當為猶他州法律。會員同
意，儘管有任何關於訴訟時效的相反規定，其
欲意提起的針對dōTERRA有關條款與條件或者
會員資格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的任何索賠或訴
訟必須自被控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索賠或訴訟
之日起一（1）年內提出。未能於此時間內提起
訴訟的，將阻止dōTERRA受到該作為或不作為
導致的對其所有索賠的損害。會員承諾放棄任
何和所有可適用任何其他訴訟時效的索賠或權
利。

9. 電子通訊。我授權dōTERRA以及其附屬成員
以我提供給dōTERRA的電子郵件地址通過電子
郵件聯繫我。我理解該等郵件可能包含為了銷
售和採購dōTERRA產品、促銷樣品或者服務的
報價或促銷信息。

10. 存續條款。本條款與條件的第6、7、8、9和
11條在會員資格終止後繼續有效。

11. 數據。通過成為dōTERRA的會員，會員同
意處理包含在會員的會員資格申請以及賬號中
的個人數據並且同意將該等個人數據以及有關
該會員賬號購買行為的信息轉移至dōTERRA
全球任一附屬成員、子公司以及其他營銷組織
成員或經銷鏈成員，其目的是為了管理銷售和
經銷dōTERRA產品，也為了在營銷組織中的
向其他人提供銷售活動。會員理解個人數據可
能被轉移至數據最初採集國之外的國家的接收
者。這些國家保護數據的法律可能沒有與會員
最初提供數據的國家具有相同的嚴格程度。有
關dōTERRA隱私保護操作的更多信息，請參閱
www.doterra.com的dōTERRA隱私政策。若您
不願將個人數據依此而被處理或轉移的，請勿
與dōTERRA建立會員關係。

12. 修訂。會員同意這些條款與條件由dōTERRA
全權自主決定隨時進行修訂。會員同意，任何
該等修訂將在30天通知期滿後即適用於會員。
修訂通知將會在dōTERRA的官方出版物（含公
司官網）上公佈。繼續訂購dōTERRA的產品應
當被視為會員接受任何和所有dōTERRA對協議
的修訂。

自用會員註冊協議-條款與條件 FORM  2011-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带有商标或注册商标标识的词汇均为dōTERRA控股有限公司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



健康倡導者申請表與註冊協議-美國地區適用

我願意成為dōTERRA國際有限公司的健康倡導者。我已經閱讀且同意背面所載的健康倡導者申請表和註冊協議以及dōTERRA政策手冊的政策。我同意我當前並未在dōTERRA開立任何賬戶，若我有dōTERRA賬戶或者曾
經開立過該等賬戶，本次申請開立賬戶不會違反dōTERRA的政策。（該表格同時可於www.doterra.com下載）

申請人簽名 合夥人簽名 日期

第五步驟 簽署視為同意條款

第一步驟 填寫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家庭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夥人姓名 (如需要)   工作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業名稱（如有需要，請提供企業申請表等證明文件）   電子郵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地址      出生日期 MM/DD/YYY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州，郵政編碼   合夥人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   社會安全號碼（SSN)， 企業編號或稅務識別號碼（為潛在收入所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紹人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保薦人 (如與介紹人不同) 電話號碼或健康倡導者編號

<<同時簽署背面

© 2019 dōTERRA Intl, LLC, 389 S 1300 W, Pleasant Grove, UT 84062, 800-411-8151, 801-785-1476 (Fax), service@doterra.com (E-mail), www.doterra.com                

 

第三步驟 每月的忠誠顧客獎勵計劃 ( 可選擇 ) ■	 只用於個人消費 (不能轉售)

最受歡迎的 LRP 產品*:
健康必備: LLV, DDR Prime® 軟膠囊，檸檬，126 PV

消化系統:  LLV, GX Assist®,PB Assist®+, DigestZen TerraZyme®, 
Zendocrine®軟膠囊，179 PV

女性健康: 仕女健康套裝， LLV, dōTERRA Serenity®沐浴霸， 125 PV

兒童健康:  a2z/IQ Mega®套組， InTune®， dōTERRA On Guard®， 
Citrus Bliss®， dōTERRA Balance®，132.5 PV

護膚:   Veráge®肌肤保养系列; 舒活護手潤膚乳; 薰衣草; 茶樹;  
Citrus Bliss®沐浴霸，132 PV

Slim & Sassy®奶昔套裝:  4瓶15毫升的Slim & Sassy®複方， 1罐巧克力輕
盈奶昔， 1罐香草輕盈奶昔，150 PV

忠誠顧客獎勵計畫點數:  作為忠誠顧客獎勵計劃的參
與者，您可以獲得多達 30% 回饋點數來兌換免費產品。

每月一物俱樂部: 設定每月15日前出貨並有 125 PV 以 
上的LRP訂單即可獲得當月的免費贈品。 

出貨日期:  (1–13, 16–28 ) _________________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備註: 您的忠誠顧客獎勵訂單將在您入會後的下 
一個月寄出)

數量 產品

總數

第二步驟 選擇一項入會套裝

*  如符合資格， 產品點數會在入會60天
後加到帳戶上。

使用忠誠回饋快速跳級方案以獲得更高的回饋比例

15%起 20%起 25%起10%起
獲得 1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200 點產品點數* 獲得 400 點產品點數*

   芳香調理薰香入會套裝
 • $150.00 100 PV

   家庭保健入會套裝與晶球
 • $150.00 110 PV  

  清理與恢復入會套裝   
 • $245.00  175PV

  家居必備入會套裝
 • $275.00  225PV

  芳香調理心情入會套裝  
 • $195.00  145PV

 自然調理入會套裝
 • 省下 $228.95
 • $550.00  400PV

 全套精油入會套裝
 • 省下 $630.25
 • $1,950.00  1550PV

 鑽石入會套裝
 • 省下 $1014.95
 • $2,750.00  2100PV

  健康倡導者入會資料袋
 • $35.00

數量    其他產品

郵寄:          郵寄至上述地址                    暫存於產品中心以便自提

25% 自用折扣

總節省額及產品點數

付款信息

■ 支票       或       ■  信用卡（請與客服中心聯繫）

第四步驟



*60209786*
60209786

簽名

1. 義務與陳述。我理解作為dōTERRA國際有限公司（“dōTERRA”)
的一名健康倡導者：我必須達到我住所地所在州的法定年齡；我有
權依據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向dōTERRA主動提出銷
售其產品和服務。

我有權設立一個dōTERRA銷售組織。

我將會在我的下線營銷組織中培訓和激勵健康倡導者。

我將會遵守所有的聯邦、州、郡和市級的法律、規定、規則和規
章，以及應任何联邦、州、郡和市級的法律、規定、規則和規章的
要求提交報告並且繳納所有預提稅費或者其他扣除金額。

我將會忠實地、正直地履行作為健康倡導者的義務。

我將會僅使用dōTERRA提供的銷售協議和訂單表格以銷售產品和服
務，而且我將會遵守dōTERRA所有的政策和規程以完全履行和推進
該等協議和訂單。 

2. 推介dōTERRA產品和服務。我同意依據dōTERRA的官方資料和
介紹材料以推介dōTERRA的回饋計劃和dōTERRA的產品和服務。

3. 獨立的承包商地位。我同意作為dōTERRA的健康倡導者，我和
dōTERRA之間是獨立承包關係，而非僱傭、代理、合夥、法定代表
人或特許經營關係。我未被授權也不會為dōTERRA招致任何債務、
費用或責任或代表dōTERRA、為其或以其名義開立任何活期存款賬
戶。我理解我應當控制我經營dōTERRA業務的方式和方法，遵守
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dōTERRA政策手冊以及dōTERRA的銷售
回饋計劃（合稱“合同”）。我同意我將獨自承擔我所產生的一切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差旅費、餐費、住宿費、秘書服務費、辦公費、
長途電話費和其他費用。我理解在稅務方面（無論聯邦級別還是州
級別），我不會被視為dōTERRA的僱員。我承認且同意dōTERRA
不負責預提稅費並且不得從獎金和佣金（如有）中預提稅費或扣除
任何類型的聯邦社會保險捐款稅或其他稅費，但依法預提該等稅費
的除外。我同意受所有的銷售稅費、與dōTERRA之間的匯款協議、
所有有恰當稅收權的轄區以及所有有關的規則和規程的約束。 

4. dōTERRA政策。我已經仔細閱讀且同意遵守dōTERRA政策手冊
以及dōTERRA的銷售回饋計劃，通過於此引用使得二者均構成本健
康倡導者註冊協議，也構成了合同的一部分。我理解為了使我有資
格從dōTERRA獲得任何獎金或佣金，我必須保持良好存續的狀態
且不得違反合同的任何條款。我理解合同，包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
議、dōTERRA政策手冊以及dōTERRA的銷售回饋計劃在內，均可
由dōTERRA全權自主決定隨時對其修訂。我同意任何該等修訂將在
30天通知期後即適用於我。修訂通知將會在dōTERRA的官方出版物
(含公司官網)上公佈。若我繼續經營dōTERRA業務或接受獎金或佣
金的，應當被視為我對合同任何和所有修訂的接受。 

5. 有效期和終止。本合同的有效期和每次續期均為一年。我理解且
同意本合同會在其周年日自動續期，但是一方通知對方有意終止本
合同的除外。我理解且同意我將需要每年支付一筆續期費以續展我
與dōTERRA的合同。我同意dōTERRA可以每年在我的合同的周年
日所在月份期間自動從我的信用卡中收取25.00美元。 dōTERRA可
在在任何時候因我違反合同的條款和條件（包括任何修訂）的情況
下而終止我的賬戶。若我的合同因任何原因被取消或終止的，我理
解且同意我將永久喪失作為健康倡導者的所有權利，且我將無資格
出售dōTERRA產品或服務或獲得佣金、獎金或者其他我以前的下線
銷售組織的活動中獲得的報酬。如果會員資格出現取消、終止或不
再續期的情況，我同意放棄所有我擁有的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財產
權、我以前的下線組織以及任何佣金、獎金或者其他我以前的下線
組織的銷售或其他活動中的獲得的報酬。如果我的合同沒有續期或
者因任何原因被取消或終止的，

我同意立即停止使用任何和所有dōTERRA商標、服務標識和受著作
權保護的資料。我也同意，在本合同有效期內以及終止或取消後的
一（1）年內，無論終止或取消的原因如何，我都不會直接或間接地
招徠或聘任（定義見dōTERRA政策手冊）任何一名在我當前或以前
的下線組織中的、或者因為我作為dōTERRA健康倡導者而與我結識
的dōTERRA 健康倡導者。

6. 讓與。在得到dōTERRA的書面同意之前，我不會讓與本合同項下
的任何權利或委託他人履行我的義務。 dōTERRA可以隨時自由轉讓
本合同的權利和義務。在未得到dōTERRA明確同意之前，任何試圖
轉讓或讓與的行為都將被視為可由dōTERRA自主決定是否終止本合
同並且可終止我的dōTERRA業務。

 
7. 違約。我理解若我未能遵守本合同的條款，dōTERRA可依照
dōTERRA政策手冊的規定全權自主決定對我實施紀律懲戒。若我
在合同終止時有違約、未履行義務或違反合同的行為，我不得有權
收取任何另外的獎金或佣金，無論該等獎金或佣金的對應銷售業績
是否已達成。若我在付款到期時未能為產品或服務付款的、或因任
何原因欠付dōTERRA的，包括但不限於退貨時應退回的相應佣金
或獎金，我授權dōTERRA從我獎金或佣金的支票中或者我的信用
卡中或者其他我提交給dōTERRA存檔的其他賬戶中扣留相應數量
的獎金或佣金。

8. 有限責任與補償。 dōTERRA、其成員、經理、董事、管理人
員、股東、員工、受託人和代理人（統稱為“附屬成員”）不對特殊
性的、間接性的、偶然性的、結果性的、懲罰性的或懲戒性的損害
承擔責任。若dōTERRA違反合同的，我可索償的最高限額應限於我
個人從公司採購的、並現存未售的庫存對應的數額。我同意賠償且
使dōTERRA及其附屬成員免受因為我的dōTERRA獨立業務的營銷
或運營活動以及與之相關的任何活動（例如，但不限於dōTERRA產
品的推介或銷售回饋計劃、機動車輛的運營、會議或培訓場地的租
賃，招致任何未經授權的索賠、未遵守任何可適用的聯邦、州或市
級法律或法規等）而產生的或與之相關的任何和所有的責任、損害
賠償、罰款、懲罰性違約金或其他賠償金或和解金。

9. 整體協議。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銷售回饋計劃以及dōTERRA
政策手冊，其現行版本以及經dōTERRA自行決定修訂的版本，均共
同構成dōTERRA與我之間的完整協議和合同。本健康倡導者註冊
協議及合同中未明確規定的任何承諾、陳述、要約或其他通信均無
效。如果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與政策手冊（其現行版本或後續修
訂版本）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或不一致，則以政策手冊為準。

10. 棄權與可分割性。 dōTERRA放棄對任何違約行為進行任何
索償的，必須以書面形式並由dōTERRA的授權管理人員簽署。 
dōTERRA豁免我任何違約行為的，不得被視為放棄對任何後續違約
的追償。如果合同的任何條款被認定為無效或不可履行的，則該等
條款應僅在必要的範圍內進行修改，以使其可被履行，並且合同欠
結款項將仍具備完全的效力。

11. 存續條款。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的第5、8、9、10、12、13
、16及17條，以及在政策手冊中更為詳細規定的保護dōTERRA商業
秘密、保密信息、知識產權及其他專利材料的約定應在本合同終止
後持續有效。

12. 衝突解決。若因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合同或違反本合同而導
致的或與之有關的任何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雙方應盡最大努
力解決該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為此，雙方應秉承善意協商、
尋求共同利益，通過磋商與會談嘗試達成公正公平的、雙方滿意的
解決方案。若雙方未能在60天內達成該等解決方案的，在一方通知
另一方之時，所有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應當最終由美國仲裁協
會根據其商業仲裁規則，由猶他州普羅沃管轄的仲裁解決，而且任
何爭議、索賠、質疑或分歧都無權或被授權以提起共同訴訟。仲裁
員對裁決作出的裁決可在任何有管轄權的法院獲得認可。本協議的
仲裁條款應在本合同的終止或到期後依然有效。儘管有前述關於仲
裁的規定，本合同的任何內容均不得妨礙dōTERRA在提交任何仲裁
或其他訴訟程序、等待法院有關任何仲裁或其他訴訟程序的決定或
裁決之前、之中或之後，向任何擁有管轄權的法院申請或取得附加
令、臨時禁止令、預防性禁止令、長期禁止令、或其他保障及保護
dōTERRA利益的可用救濟措施。

13. 管轄法律。雙方同意在鹽湖城的任何联邦法院或猶他州猶他郡的
任何州法院進行專屬管轄和審理，以尋求公平救濟和/或執行仲裁員
的裁決或任何其他非仲裁事項。如果申請人住所地所在州的法律禁
止約定仲裁和訴訟的管轄和審理地，則該州的法律適用於與管轄權
和審理地有關的問題。我同意，儘管有任何關於訴訟時效的相反規
定，我欲意提起的針對dōTERRA有關合同的作為或不作為的任何索
賠或訴訟必須自被控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索賠或訴訟之日起一（ 1
）年內提出。未能於此時間內提起訴訟的，將阻止dōTERRA受到該
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的對其不利的所有索賠。我放棄任何和所有可適
用任何其他訴訟時效的索賠或權利。

14. 名稱與圖像的使用。我授權dōTERRA及其附屬成員在廣告或營
銷材料中使用我的姓名、照片、個人故事，和/或類似信息並全部放
棄對使用該等信息索取報酬。

15. 電子通訊。我授權dōTERRA及其附屬成員通過本健康倡導者註
冊協議下提供的電子郵箱地址與我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進行溝通。
我理解該等郵件可能包含為了銷售和採購dōTERRA產品、促銷樣品
或者服務的報價或促銷信息。

16. 副本。本健康倡導者註冊協議的電子郵件副本應被視作原件。
以電子郵件方式提交至dōTERRA的副本應包含本文件的正反面方
可有效。

17. 數據保護。我同意dōTERRA處理申請表或註冊協議中包含的個
人數據，並以管理dōTERRA產品的銷售及經銷以及向dōTERRA在
全球的任一子公司、附屬成員以及屬於營銷組織的dōTERRA賬號
持有者匯報活動情況為目的，將該個人數據與有關本健康倡導者賬
戶預期銷售活動的信息一併轉移至dōTERRA在全球的任一子公司、
附屬成員以及屬於相同營銷組織或經銷鏈中的dōTERRA賬號持有
者。我理解該信息可能會被轉移至對隱私的法律保護程度不及我國
嚴格的國家。如果我收到包含其他dōTERRA賬號持有者的活動的
個人數據的活動報告，包括銷售報告，我理解並同意我將不會為除
管理及發展我的營銷組織外的任何目的使用該信息，且在我的合同
終止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我將立刻從我的文件夾中刪除所有該
等個人數據。雙方同意該義務將在本合同終止後持續有效。有關
dōTERRA隱私保護操作的更多信息，請參閱www.doterra.com的
dōTERRA隱私政策。如果您不願該等個人數據被上述方式處理或傳
輸，請勿在dōTERRA註冊健康倡導者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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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商标或注册商标标识的词汇均为dōTERRA控股有限公司的
商标或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