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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精品滿額贈
數量有限 送完即止

10/1 起



市價NT$ 700

注意事項：

＊消費滿額計算須為有QV值之商品，以實際結帳金額計算。＊所有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植萃唇彩滿NT$ 

3,000(含任一項新品)，送 施華洛世奇X蒂瑪娜 聯名化妝包1只，滿NT$ 6,000(含任二項新品)，送2只，依此類推，可

合併滿額計算。＊消費滿額不合併社群進階會員費用及其他促銷活動合併計算。＊各項優惠組及滿額贈品，恕不接受

退換貨服務，亦不適用首購滿意保證。＊業績計算僅限台灣分公司訂購記錄。＊本活動僅適用於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

司，並保有修正、變更活動內容之權。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
www.morinda.com/tw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81-988   傳真訂購專線：0800-081-990
營業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9:00

時尚

秋季
時尚美學 魅力無限

10/1 (一) 上午10點起至贈品送完即止

限量
150個

植萃唇彩 含任一項新品

滿 NT$ 3,000 

送 施華洛世奇X蒂瑪娜 
聯名化妝包

活動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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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改版上市

名伶粉紅
芭蕾

產品課程

今年秋妝，

       就是要粉時尚

令人望穿秋水的蒂瑪娜植萃唇彩，在今秋

隆重獻上 10 款全新唇色，其中引領主流的

粉紅色系令人雙眼為之一亮！不論是古典、

恬靜、優雅、華麗的粉紅，都能在本季新

色裡找到屬於您的 Lip code。

* 一次體驗蒂瑪娜植萃唇彩全新 10款唇色
* 專業講師傳授如何運用粉紅主打新色，妝點不同丰采
的時尚 LOOK

* 幫助您靈活搭配色彩，打造屬於自己的風貌

講師介紹
國際知名化妝品牌教育訓練講師

美容乙級技術士證照

知名醫美診所諮詢師

英國整體造型二 /三級證照

任采宜

注意事項：

1. 課程採登記制，請於課程前三天洽各區營運中心報名登記。
2. 登記滿 15 人開課，課程是否如期開課，將於課程前三天依
據登記人數決定，若取消課程，公司將主動通知。

HOT NEWS哈燒新訊
消費型錄

2018年 10月全新改版上市，針對植萃唇彩「粉紅芭蕾名伶」
秋冬多種不同層次的粉紅，本期有精彩的圖文並茂介紹，不論

是優雅、古典、浪漫、華麗、恬靜、輕巧，彷如芭蕾名伶般的

妝彩躍上臉龐；此外慕立達各項商品、輔銷品、產品價目表等

詳細資訊，讓會員立即精準掌握，是推廣商機的必備幫手。

NT$50
貨號 116543

植萃唇彩
 新色體驗課程

台北 10/16(二 )  台中 10/17(三 ) 高雄 10/18(四 )
19:00~20:30 19:30~21:00 19:00~20:30

課程時間

報名方式：採登記制

課程地點：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尊寵好友月
光輝阿托伯托

符合下列條件即可獲得【神秘好禮】

1. 10月份新入會IPC尊寵會員註1

2. 既有獨立產品顧問直推尊寵會員人數淨成長3位註2

【神秘好禮】含以下內容
＊ 新包裝大溪地諾麗®果汁500毫升一瓶
＊ 慕立達優勢精裝書一本
＊ 蒂瑪娜柔白系列體驗包5份
＊ 慕立達公司影片介紹QR Code
＊ 精選好禮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
www.morinda.com/tw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81-988   傳真訂購專線：0800-081-990
營業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10:00∼19:00

托

IPC尊寵會員(同時購滿120QV以上產品)，
於10月、11月及12月每月皆直推尊寵會員
(含IPC及RM)淨成長20位或以上，則可免
費參加2019年紐約全球啟動會議註5。

再邀好友20位 跟著阿托伯去
紐約

阿托伯新朋友來齊
聚 諾麗

果汁先敬你

托

NewYork

備註：

1. IPC尊寵會員皆需同時購滿120QV以上產品。
2. 既有尊寵會員亦需符合尊寵會員資格並購滿120QV以上產品。
3. 神秘禮盒將由公司統一寄送至通訊收貨地。
4. 淨成長個人基準值為2018年9月合格直推尊寵會員人數。

5. 台灣/香港區完成上述挑戰僅限前20權，並依12月ASQV4點數排序，一
權合格兩人同遊。合格者需持續維持合格尊寵會員至出發當日。

6. 所有參與此計劃之會員皆須遵守慕立達事業手冊及商德約法相關規定。
7. 慕立達公司保有調整活動內容及贈品品項之權利。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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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尊寵會員
一次擁有健康、好看的外表以及財務自由

『尊寵計劃』是基於愛用者的便利性考量而推出結合擁有健康、好看的外表，還能輕鬆

達到財務自由的一項全方位計劃。成為尊寵會員，可於每月固定時間收到您指定的產品

，不間斷地享受慕立達優質產品為您帶來的健康效益。除此之外，尊寵會員同時享有多

項優渥的獎勵及優惠。

尊寵會員

健康 好看的外表

財務自由

宅配免運費
購滿 120 點以上產品即享
免運費宅配到府，隨時享受

健康、擁有好看的外表

自動續約免年費
尊寵會員享有自動續約優惠

，實質保障經營權益、輕鬆

維護體系狀態

獨享紅利回饋
尊寵會員獨享領取個人回饋

及快速紅利，多重財富累積

、買越多領越多

消費集點回饋
每筆消費皆可累積回饋點數用

以免費兌換豐富優質的產品

品味生活獎勵計劃
拓展組織累積尊榮點數，和

慕立達菁英領袖一同暢遊夢

幻之旅

精選產品體驗
持續維持資格，不定期享有

超優質精選好禮優惠價體驗

使用慕立達社群網站
結合超值優惠、最新訊息的

慕立達官網，e 手掌握好康

商機

優惠方案

慕立達月刊  / 5

法務公告
優惠會員退會申請程序調整

自 10月份起，優惠會員退會申請如遇本人無法親臨公司現場辦理，可由代辦人攜帶申
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申請人親簽之退會申請書 (法務服務表 )至各營運中心辦理。



4. 上傳挑戰者本人「使用前」照片。
 請詳閱上方「照片上傳小技巧」文

字說明，以確保您上傳的照片符合

挑戰資格規定。上傳照片絕不可使

用美肌、修圖軟體拍攝或任何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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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名人李詠嫻
一起逆轉肌齡變美麗
立即登錄完成挑戰贈時尚精品

9/1~11/30只要購買「李詠嫻 14天逆轉肌齡套裝」，內附套裝專屬碼至
活動網站登錄簡單 5步驟，讓您在 14天透過蒂瑪娜產品找回青春容顏，
還能獲贈李詠嫻精選獨家時尚精品，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1. 首先點擊活動網頁連結
 http://morinda/JackieLee14
  (大小寫皆可 )

2. 進入登錄頁面後選取國家 -Taiwan

 或直接輸入 http://morinda/JackieLee14/tw
 導入台灣中文版登錄網頁。

3. 輸入挑戰者完整的個人資料。請輸入正確有效電子信箱，確保您將會連續 14天收到
活動訊息 E-mail，提供您李詠嫻的保養秘訣及產品使用方式等寶貴資訊。

參加挑戰活動登錄步驟

請將您欲上傳的照片

檔案拖曳至此

(或點擊此處 )

金水

李

iambeautiful@gmail.com

4581163

8128566742



使用 14天後 登錄完成挑戰頁面

5. 確認上傳並參加挑戰。
 請勾選確認「已經詳盡閱讀活動說明及辦法」。然後點擊「確認參加並上傳照片」，即完成登錄程序

<

1. 首先點擊活動網頁連結
 http://morinda/JackieLee14 (大小寫皆可 )

 進入登錄頁面後選取國家 -Taiwan

 或直接輸入
 http://morinda/jackielee14results/tw
 導入台灣中文版完成挑戰登錄網頁。

2. 輸入挑戰者登錄挑戰活動時同一組套裝專
屬碼。完成後系統將會自動帶出您登錄挑戰

時輸入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將無法修改 )

輸入登入挑戰時的 

*如您輸入錯誤或輸入未曾登錄
過挑戰的專屬碼，將會出現此

訊息：請輸入有效套裝專屬碼。

3. 上傳挑戰者本人「使用後」照片。
 請詳閱上方「照片上傳小技巧」文字

說明，以確保您上傳的照片符合挑戰

資格規定。上傳照片絕不可使用美肌、

修圖軟體拍攝或任何後製。

請將您欲上傳的照片

檔案拖曳至此

(或點擊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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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李詠嫻 14天逆轉肌齡挑戰計劃」每權最多可參加三次，每次完成挑戰
之獨家贈品不同，詳細內容請參閱公司公告或以慕立達官網為主。

*參加挑戰與領取贈品的 IPCs皆須維持合格尊寵會員資格。
*每次獨家贈品寄送時間將另行通知。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保有解釋、修改、審核資格等權利

4. 輸入挑戰者本人的使用見證。見證力求
真實，文字請在 4,000個字元內。

5. 輸入挑戰者贈品的寄送地址。請
詳細輸入您的寄送地址，然後勾

選確認「我已詳閱並同意活動說

明及辦法」。最後點擊「立即上

傳」即完成挑戰成果登錄。

挑戰完成獲贈時尚精品
第一次參加並完成挑戰者
獲贈李詠嫻精選「時尚托特包」

第二次參加並完成挑戰者
獲贈李詠嫻精選「輕巧流行化妝包」

以及植萃唇彩產品 2入
(唇彩品項以公司公告為主 )

第三次參加並完成挑戰者
獲贈李詠嫻精選「大溪地風萬用包」

晶鑽微粒煥白潔顏乳和

晶鑽微粒身體潔淨凝膠各一瓶

團隊挑戰達 10次免費加贈一套

李詠嫻的蒂瑪娜秘訣：
14天逆轉肌齡套裝

贈品價值 10,830元

活動對象   慕立達「尊寵會員 IPC」皆可參加
活動方式   您個人與您的直接推薦下線 IPC及優惠會員，

合計完成 10次挑戰
獎勵辦法   您將可以免費獲贈一套「14天逆轉肌齡套裝」

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108號 2樓
（可不填）
台北市

11047

如您登入尚未達 14天，
將會出現此訊息

<



注意事項 ：
* 報名人數需 25人以上，達開課標準。
* 課程時間下午 2:00~5:00，下午 1:30開始報到，下午 2:00正式上課。
* 報名後須本人出席課程，若不克出席，至少於課程前三天通知公司。課程
當天不得轉讓或找他人代替上課，公司有權要求非報名者離席。

課程特色：

靈活運用蒂瑪娜 TeMana保養系列產品，掌握夏轉秋的
換季保養重點，不論是早晚偏涼、秋老虎發威的多變氣

候，依然保持完美肌膚狀態。

現場以模特兒示範植萃唇彩，教您輕鬆打造秋季時尚

LOOK。
體驗 10月上市全新唇彩 10款新色。
強化本身已具備的保養、彩妝知識和技巧，並達到最佳

效果。

幫助您成為蒂瑪娜 TeMana品牌的最佳推廣者。

課程對象：

對產品已有基本了解，希望透過蒂瑪娜 TeMana品牌，開拓
客源、增加收入、拓展組織之 IPC。

課程費用：500元
• 課程中提供精美下午茶點享用。
• 完成課程即贈送：蒂瑪娜瞬效美白面膜乙片 + 柔白體
驗組 (5 份 )+ 晶鑽體驗組 (5 份 )+ 植萃唇彩體驗包 (3 份 )                                                  

課程時間：

台北 10/23 (二 ) 下午 2:00∼ 5:00
台北品味生活館（下午 1:30開始報到）

高雄 10/25 (四 ) 下午 2:00∼ 5:00
高雄品味生活館（下午 1:30開始報到）

陳寧慧
彩妝造型資歷 18年
資歷

從事彩妝造型造型與各大品牌講師訓練工作

受聘許多時尚雜誌特約造型師、品牌活動代言

連續 10年為 SKⅡ彩妝發表指定彩妝師
目前為 KF影像製作形象顧問

合作藝人：天氣女孩、鬼鬼吳映潔、謝欣穎、初家晴、林彥君、魏蔓、 
孟耿如、戴愛玲、陽靚、蔡欣潔、葉全真、王彩樺、瑞瑪席丹

著作：《別拿妳的臉做實驗》《彩妝師 Kelly私藏 逆齡勝經》

KellyAmber

講師介紹

植  萃
時  尚  

養成
班

開始
報名

10/1

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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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
需求

歡迎所有報名會員穿著粉紅色

系服裝，或配戴粉紅色系配飾

出席課程，成為時尚感十足的

TeMana推廣者。

Dress Code

星光老師
資深美容節目專家 &講師
資歷

東森、Viva購物台 -購物專家
富邦 momo購物台 -海外商品部主持人
植村秀彩妝師

羅莉芬美容美體 SPA講師
雅聞國際美容美體 SPA講師
三立節目「姊姊當家」美妝老師

民視節目「消費高手」美妝老師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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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星雲集 閃耀東京
2018全球啟動會議精彩回顧

2018年全球啟動會議在日本東京舞濱圓形劇場
及東京灣希爾頓酒店盛大舉行，來自大溪地貴

客、美國總部的高層以及超過 2500位來自全球
各地的領袖共襄盛舉。

本次會議主軸為慕立達無可匹敵的優勢 -將大溪
地的健康與美麗文化推廣至全球，第二天更邀請

蒂瑪娜全球代言人 -李詠嫻以及台灣總經理 Joy
以脫口秀型態，介紹蒂瑪娜品牌及新的產品事業

套裝與未來新品，讓全部與會者能掌握慕立達公

司的卓越優勢及未來商機！

歡迎晚會飄揚台灣精神

8/27晚間全球領袖舉起各國國旗進場，台灣由
李錦育、郝靜芝伉儷高舉台灣國旗以及其他 9位 北中南代表領袖們陪同進場，向全場展現台灣的

氣勢。由於進場時夥伴們穿著特製台灣的 T恤並
展現高度熱情與團結氛圍，連創始人都特別點名

表揚台灣。開場秀為最具日本文化代表的藝伎歌

舞和職人太鼓表演，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袖們表

達熱烈歡迎，同時也為這場盛會揭開序幕。

慕立達無可匹敵的絕對優勢 - 大溪地
的健康與美麗文化

大堂會議於 8/28熱鬧展開，本次會議精心安排
了串場的橋段運用知名電影「大娛樂家」的重要

插曲來貫穿整個會議呈現。「大娛樂家」引出慕

全球 82位百萬美元得主領袖上台接受表揚

台灣領袖熱情如火非常興奮能參加全球啟動會

11位代表領袖，讓全球看到台灣光芒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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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達這 22年來的最大成就，是幫助超過百萬位
IPCs的夢想成真。慕立達的使命是幫助每個人獲
得人生最渴望的三件事：健康的身體、好看的外

表和財務自由。在會議中，邀請來自大溪地總理、

政府高官、2018大溪地小姐，SOS村的兒童及
採收者與大溪地舞者，表現大溪地健康與美麗的

文化，透過舞蹈、分享來表達對慕立達的感謝 

慕立達公司是大溪地與諾麗果的守護者，我們將

持續互助互惠的合作精神，讓世人得以持續享受

到大溪地諾麗果汁的好處！擁有大溪地就是慕立

達公司無可匹敵的優勢，讓我們事業與產品與眾

不同、獨樹一幟。

知名歌手蘿倫也現身會場演唱「永不足夠 Never 
Enough」，她高亢渾厚的嗓音，完美詮釋了慕
立達公司不以目前的成績而自滿，將持續拓展

全球市場而努力。會議中也分享了慕立達過去

22年的全球拓展計劃，並特別表揚陪同慕立達
走到現在的各地兩百多位創始領袖。全新包裝的

500ml大溪地諾麗果汁，為的是世代傳承、吸引
更多年輕的族群加入慕立達，所有的與會者也獲

贈一瓶，引爆會場的熱度達到最高點 !  

蒂瑪娜品牌 -The Joy & Jackie Show
第二場大堂會議，由蒂瑪娜全球代言人 -李詠嫻
及台灣總經理 Joy擔任主持人，一開場送出諾麗

果抓抓球炒熱現場氛圍。兩人以脫口秀型態呈現，

先分享極淨系列產品的特色，接著李詠嫻向來賓透

漏她的逆轉肌齡美膚之道，她挑選出五項最愛的產

品，組成李詠嫻的蒂瑪娜秘訣 -14天逆轉肌齡套
裝，並搭配一個簡單的 14天逆轉肌齡挑戰計劃，
讓大家享折扣、變美麗、獲贈時尚精品、賺大錢，

知名歌手蘿倫現場演唱「This Is Me」，完美詮釋了慕立達公司無可
匹敵的優勢

大溪地總理、農業部長、採收者、舞者一同齊聚，顯現大溪地與慕立
達獨特關係

2018大溪地小姐與會場夥伴近距離接觸，展現大溪地的美好

全場領袖一同舉杯共飲蒂瑪娜膠原蛋白飲品 ,超讚

三位創始人 Kerry、Kelly及 Stephan回顧慕立達 22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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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光閃耀 成就輝煌
會議最後是表揚新科領袖，首先表揚收入超過 50
萬及百萬美元領袖，台灣由余玉雲領袖、楊淑慧領

袖、徐福蘭領袖及許麗鈴領袖上台接受表揚，活動

現場總計有 82位累積收入超過百萬美元的各國領
袖，慕立達發給他們的獎金高達 4億 5千萬美元，
是財務自由的最佳代言人。

接下來表揚新科鑽石珍珠 -李錦育及郝靜芝伉儷、
劉谷瑤領袖，新科雙鑽珍珠 -簡金和領袖，這些領
袖展現事業實力與領袖風範，持續協助夥伴發展組

織，可謂實至名歸。最後本次特別表揚 -慕立達領
導力獎，綜合團隊領導、活動力、業績成長和收

入成長等，在各國家市場選出最具代表的

指標人物，台灣由蘇師賢及朱秀雲伉儷獲

此殊榮，他們是台灣在近三年來推薦超過

500位夥伴、培育 1位新科鑽珍、10位新
科珍珠以及 23位區域總監，且業績成長與
收入成長皆為台灣第一名。在現場兩千多

位領袖的見證下，他們上台接受台灣總經

理 Joy頒發獎座及表揚，獲得如雷的掌聲。
為期 4天的全球啟動會議圓滿落幕，所有
與會領袖再次見證慕立達事業優勢，也深

深感到這份事業的使命。許多領袖們都表

示，期望明年能帶更多夥伴一起感受這份

榮耀和感動。目標，是用行動證明，2019
年我們相約美國紐約見，一起登上世界舞

台歡慶成就！

此時全場掌聲不斷、Hi到最高點，會議並邀請植
萃唇彩義大利合作廠商 B•Kolor代表人，上台示
範如何運用植萃唇彩打造完美妝容，諾麗果籽油

可以滋潤、保護嘴唇，宛如打造唇上的大溪地，

並介紹未來新色及新品－光透水漾唇露。接下來

日本產品行銷總監 Ken-san介紹 LTO蒂瑪娜膠
原蛋白飲品，在日本預購 4天內即售出 4,000套；
台灣市場也在 3天內售出超出原目標套數 3倍以
上的佳績！最後由產品研發部總監 -勇史行博士
介紹即將推出的蒂瑪娜絲柔系列 (暫譯 )，還有
專為培育蒂瑪娜頂尖事業經營者的蒂瑪娜之星種

子培訓營獎勵方案，讓在場領袖感受到蒂瑪娜品

牌的威力與無限商機。
李詠嫻及總經理 Joy擔任蒂瑪娜品牌主持人分享美麗祕訣

慕立達領導力獎台灣得主朱秀雲蘇師賢伉儷贏得現場熱情歡呼及喝采

全球數百位創始會員接受喝采及掌聲



10月行事曆

《以上未標出時間之OPP事業說明會及各項課程活動， 台北及高雄的時間為19:00∼20:30 、台中的時間為19:30∼21:00 》

事業說明會(OPP)及全省巡迴產品課程之地點及聯絡電話
台北品味生活館—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08號2樓    電話： (02)8788-1988  傳真：(02)8788-1818
台中營運中心—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220號25樓   電話： (04)2329-8000  傳真：(04)2329-0066

 

 

高雄品味生活館—高雄市民生二路36號1樓 電話： (07)215-2228 傳真：(07)215-2528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0-081-988

    
免付費訂貨專線：0800-081-988 

  

美商慕立達公司網站：www.morinda.com/tw

電話訂貨/客服部服務時間：週一∼週五10：00∼19：00(星期六、日公休)
各區營運中心服務時間：週一∼週五10：00∼19：00(星期六、日公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1/1 11/2

台中 /OPP
完美的締結來自

紀律與要求

講師：

郝靜芝 鑽石珍珠

高雄 /OPP
健康、美麗、財富

講師：

林英惠 黑珍珠

☆ 9/17~9/23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OPP
完美的締結來自

紀律與要求

講師：

郝靜芝 鑽石珍珠

國慶日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高雄 /OPP
完美的締結來自

紀律與要求

講師：

郝靜芝 鑽石珍珠

☆ 9/24~9/30
快速獎金轉帳

◎ 10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變更申請截止時間

台北 /
植萃唇彩

新色介紹

—粉紅芭蕾名伶

台中 /
植萃唇彩

新色介紹

—粉紅芭蕾名伶

高雄 /
植萃唇彩

新色介紹

—粉紅芭蕾名伶

☆ 10/1~10/7
快速獎金轉帳

☆ 9月份組織獎金
轉帳

台北 高雄

☆ 10/8~10/14
快速獎金轉帳

慕立達學院

日本九州宮崎

慕立達學院

日本九州宮崎

慕立達學院

日本九州宮崎

◎ 10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加入截止時間

慕立達學院

日本九州宮崎

慕立達學院

日本九州宮崎

植  萃
時  尚  
養 成 班

植  萃
時  尚  
養 成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