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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限定！ 3大招募系統專屬優惠

分享幸福美好

母親節快樂

5/1 起滿額贈
     美國康寧櫻花粉 X杯隨身瓶

+光澤唇蜜 (珍珠粉 )
 (總價值 NT$1,830)



分享幸福美好

母親節快樂

5/1 三

容量：550ml

上午10點起至贈品送完為止	

滿NT$7,999  
 美國康寧櫻花粉X杯隨身瓶 1只

   市價 NT$1,050 

滿NT$11,800  
 美國康寧櫻花粉X杯隨身瓶 1只+ 

  蒂瑪娜光澤唇蜜(珍珠粉) 1支 
  	 總值 NT$1,830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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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極淨亮顏新生 
 美白精華液 1瓶 

 會員價NT$3,350

任2組任 1組 送 蒂瑪娜極淨柔白 
 旅行組 1組 

 會員價NT$1,366

母親節檔期
3大招募系統

專屬優惠
買 李詠嫻的蒂瑪娜美麗秘訣挑戰套裝

- 耐熱玻璃材質，最高可承受

120 溫差

- 矽膠層保護，手碎片不飛濺，

使用更安全

- 上蓋為食品級PP材質

- 通過FDA測試

- 不含雙酚A(BPA)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不合併滿額計算

* 消費滿額計算須為單筆訂單有QV值之產品  *雙重滿額贈不合併計算 
* 滿額不合併3大招募系統或其他優惠計算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超值夯品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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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瓶 8折

2瓶85折

2罐9折

全品項85折

買2罐

送 1盒

舒活好康
專區

必BUY 
秒殺專區

* 各項優惠組網路訂購享有免運費；植萃唇彩依公司運費計算



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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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即將到來，5月份特別安排母女檔領袖來為夥伴們
分享秘訣，包括招募系統 3大蒂瑪娜套裝的成功推廣經
驗、母女搭檔借力使力分享…等。想要增加親子間默契或

是汲取成功經驗的您，一定要來共襄盛舉！

課程時間：

台北 5/14 (二 ) 19:00~20:30
台中 5/29 (三 ) 19:30~21:00
高雄 5/16 (四 ) 19:00~20:30

注意事項：

· 本課程限 12歲以上學員參加

蒂瑪娜饗宴
     之母女同框

課程對象：

不限，歡迎母女檔或媳婦婆婆一

起踴躍參加

課程地點：

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教室
母女檔 /婆媳檔一起出席參加課
程，並有同類型搭配，將獲得貼

心小禮。例如 : 帶相同款式的包
包或配飾，穿相同款式的衣服，

或相同風格 /色系的打扮。

母女檔 /婆媳檔
貼心小禮

產品課一

課程講師：

郝靜芝 鑽石珍珠領袖
李伊晨 御立珍珠領袖



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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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藏私報你知！

新世代媽媽健康秘方
相信每位媽媽都希望自己永遠年輕，最好可以返老還童，雖是童顏

鶴髮也被大家說是養生的代表。該如何做到呢？有什麼秘訣可以遵

循嗎？此堂課程絕不藏私，一口氣報給大家知，您千萬別錯過！讓

我們跟著講師一起邁向年輕健康好生活！

課程時間：

5/7（二）19:00~20:30台北

5/8（三）19:30~21:00台中

5/9（四）19:00~20:30高雄

課程地點：

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教室

課程講師：

吳秀梅
 鑽石珍珠領袖

何金萍
 珍珠領袖

產品課二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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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五天四夜的第一屆蒂瑪娜之星種子訓練會，日前

於義大利米蘭圓滿落幕。對合格受邀參加的領袖來

說，這是一趟畢生難忘的豐盛學習之旅。

蒂瑪娜之星第一天的課程，由全球行銷策略主席申健

飛 Kelly Olsen揭開了序幕。他提醒大家蒂瑪娜的緣
起，包括商機、市場及我們無可匹敵的優勢，讓我們

有了這個契機而建立了蒂瑪娜品牌。

翌日一早，由 IPC講師展開了一系列課程。我們聽到
幾位 IPC領袖分享他們的親身體驗及成功經驗談，以
及如何藉由蒂瑪娜創造成功事業。這次的講師主要來

自美國、日本及台灣，除此之外，我們也聽到來自申

健飛、勇史行、Mario（b. kolor創辦人）以及專業
彩妝大師 Giliola Ferrari的授課。
IPC講師包括許麗鈴御立鑽珍及郝靜芝鑽珍領袖，他
們提供了親身的實務經驗、產品示範、建議、技巧、

啟發及異議問題處理等經驗分享。講師們皆都有備

而來、訓練有素且專業地進行授課。IPC講師在課程
中納入了角色扮演演練、示範及小組活動。Giliola 

於米蘭大教室堂前合影留念

郝靜芝鑽珍講課 -如何做好跟進 許麗鈴御立鑽珍講課 -如何管理及分類名單

精彩
回顧蒂瑪娜之星種子培訓

在米蘭發揮魔力

Ferrari在台上示範了「周六清新偽素顏」
妝容，在場每位領袖也都獲得一套「周六清

新偽素顏」彩妝組。套組中包含了未來即將

上市的蒂瑪娜絲柔系列無瑕 CC霜
以及其他彩妝品。

當彩妝師在台上示範如何上妝時，

每桌桌邊都有一位專業彩妝師協助

其中一兩位領袖化妝過程，其他學

員則跟著彩妝師的步驟，或是互相

練習。這真的很棒！ IPC及彩妝師
立即產生了連結，一起合作，超越

了語言的籓籬。

第三天，公司安排領袖們到 b. kolor
位於 Treviglio的工廠參觀。當領袖
扺達，b. kolor 員工及 Mario 熱烈
歡迎大家的蒞臨，現場並提供了輕

食飲料和播放幾支影片，幫助大家

更了解 b. kolor的遠景及與慕立達
的合作關係。領袖們分成六小組，

分批參觀工廠，領袖們在看到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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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進設備及環境都感到不可思議。參觀完後，會員

受邀前往一家知名的得獎餐廳用餐。當天下午 Mario
為學員們上課，並提供了 12個銷售彩妝時的技巧。
最後領袖致贈花束表達對 Mario的謝意，也結束了
今日的行程。

周四則由 IPC主講。他們的演講內容都非常棒、很投
入且實用，所有 IPC都獲益良多。接著是由勇史行
博士揭開蒂瑪娜絲柔系列的科學實證，與會者每人獲

得一瓶蒂瑪娜絲柔 AA抗皺精華霜。美國黑珍珠領袖
Valencia Pamphile 及珍珠領袖 Venus Escumbise
的演講也相當精彩。最後所有 IPC領袖上台獲頒第
一屆蒂瑪娜之星種子培訓結業證書，與申健飛及全球

業務行銷資深副總裁 明有哲合影留念。
每位領袖對新品 AA抗皺精華霜的神奇效果皆驚嘆不已

參觀 b. kolor工廠

以下是來自與會 IPC的分享：
「我覺得受到很大的啟發且獲益良

多，渴望回家銷售蒂瑪娜產品……

即使我還不是高聘 IPC。對於我們
蒂瑪娜之星 IPC來說，這段經歷是
多麼的讓人充滿活力與能量。」

「這太神奇了！」 Venus 
Escumbise不禁有感而發地說。
「能聽到這麼多 IPC實務經驗分
享，真是太好了！我們其中的許多

人已在社交媒體上相互交流，所以

能當面聚在一起互相學習是非常棒

的一件事。」

「我從這次的活動中獲得了很

多。」Cynthia Craig說。「我很
高興回到家裡，能實踐我們在這裡

所學到的一切。」

第一屆蒂瑪娜之星種子培訓結業參觀過工廠後於高級義大利餐廳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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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國．紐約
 全球啟動會議即將登場

2019年全球啟動會議將於美國．紐約都市核心－曼哈頓市中心，在歷史悠久的 Cipriani 42街會議中
心與來自全球優秀領袖們，一起共襄盛舉 2019年度重要盛事！
本次台灣共計 33位領袖將由公司招待美國紐約免費雙人來回經濟艙機票，以及入住知名五星級之紐
約君悅酒店，同時美國總公司特別開放鼓勵非合格受邀領袖自費報名參加。與會期間可和全球領袖齊

聚一堂，相互交流學習，是您獲得第一手事業訊息及新品發表的大好契機。誠摯邀請您一同來體驗精

彩豐富與不同凡響的國際盛會！

注意事項：

1. 達成考核全球啟動會議資格之受邀 IPC，
將獲得免費住宿及機票，其獎勵限本人

使用，恕不接受移轉、折現或延期使用

2. 受邀領袖報名美國紐約全球啟動會議者，
需自行負擔申辦新護照或入境美國的

ESTA電子旅遊許可證申請費用，以及部
分餐食需自理

3. 非合格者報名時間及費用，將另行佈達
報名資訊與權利，敬請鎖定公司公告

4. 符合免費招待的受邀領袖，每月需維持
尊寵會員資格至活動出發當月

5. 其餘規定請詳閱活動專屬報名表說明

報名費用：
· 早鳥報名（即日起至 5月 10日） $150美元 /IPC權
· 一般報名（5月 11日至 6月 10日） $175美元 / IPC權
· 最後開放（6月 11日至 7月 25日） $200美元 / IPC權
*報名費金額依上述日期收取，一經受理即不退費，敬請留意繳件日期

會議時間 2019年 8月 14日 -17日，共四天

會議地點 美國紐約－ Cipriani 42街會議中心

飯店地點 美國紐約君悅酒店 (位於 Cipriani 42街會議中心對面 )

報名時間 2019年 4月 15日當週起至 7月 25日止

合格受邀對象：
1. 2018年度尊榮點數達 25,000點 (含 )以上領袖
2. 與達成 2018年 10月光輝阿托伯尊寵好友月 1推 20獎勵活動領袖
     →還可享免活動報名費的優惠

★公司將主動寄出邀請函及報名表提供以上符合受邀資格領袖報名填寫

非合格者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月 31日 (五 )止
報名資格：凡慕立達會員皆可報名參加

報名費用：每位 $100美元 (一經報名，無法退還 )
報名方式：至各區慕立達營運中心索取且完整填寫報名表，並繳交效期內護

照影本、報名費 &信用卡授權書及如由公司協助訂機票者需繳
交保證金 $5,000

注意事項：

1. 非合格者報名可參加 8月 15日及 16日的大堂會議及國家會議。8月 14
日歡迎晚會及 8月 16日歡送晚宴恕無法參加。

2. 與會期間需自行處理台灣來回美國機票、ESTA或美簽、全程住宿及餐食
以及往返會場之交通接駁。

3. 若需公司協助訂機票者，航班將與公司團體出發航班相同，機票費用需
請自付，且需繳交 $5,000保證金，活動後 14個工作天退還至獎金帳戶。

 4.其餘細節請詳閱邀請函及報名表之說明



獎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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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加入
慕 立 達
進階會員

慕立達進階會員不僅可以運用業界最創新的潛在顧客管理系統，擁有

多項獨特網站事業工具及管理名單，推廣促銷輕鬆有效，招募新人更

便利，透析事業一點就通。立即加入進階會員，優惠又超值，敬請把

握良機！

活動日期：自 4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共計 3個月
對       象：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之 IPC會員皆可加入
加入優惠：

．進階年繳者，可獲得慕立達產品兌換券 $5,000(註 1)

．進階月繳且連續扣款達三個月者，可獲得慕立達

產品兌換券 $1,000(註 2)

注意事項：

1. 年繳會員於扣款成功後，將於隔月寄發
$5,000元產品兌換券。

2. 月繳會員於連續扣款三個月成功後，於
第四個月寄發 $1,000元產品兌換券。

3. 為確保完整使用進階網站各項功能，請
務必確認符合每月 CAS資格。

4. 每權限領取上述優惠乙次，若優惠期間
先後加入兩種進階會員資格，將以年繳

會員之優惠為最高限，恕不得累加！

5. 產品兌換券不得兌換大溪地諾麗 ®果汁、

極致風味果汁或要求折現，其兌換方式

及使用日期，請詳閱兌換券上說明。

6.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保有活動修改、
解釋及取消之權利。

優惠最超值

依 2017/9月版事業手冊營業守則第 5條第 11項 (第 32頁 )「…，代辦人
得代理原申請之獨立產品顧問辦理訂貨、或申請其他經公司同意代辦之文

件。唯代辦人需取得原申請人之授權同意，否則代辦行為不予承認。…」；

在此，呼籲各位夥伴於代辦所有業務時，務必取得原申請人之授權同意以

確保組織之信任關係及原申請人之完整權益。

重要公告

代辦人
規定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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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啟動會議
尊榮晚宴獎勵案

立即挑
戰！

全省已有超過 100位 IPC領袖與其團隊夥伴踴躍挑戰本計畫！立即挑戰可
享多項好處，千萬別錯過此難得機會，歡迎更多夥伴與團隊一起挑戰！

獎勵案優勢：

鼓勵更多團隊夥伴擴大招募力道

帶來新增業績與維持團隊衝聘氛圍與士氣

立即提升動能與組織活動力

獎勵辦法：

達成挑戰者將有機會獲得最高獎勵－ 2020年
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4張 +4個晚宴名額以及
6,000元產品兌換券！

活動日期：自 4月 1日至 9月 30日止，共計 6個月
考核資格：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之 IPC會員皆可報名挑戰
考核方式：

1. 挑戰者 (註 1)需填寫活動專屬挑戰書。

2. 挑戰方案以下二擇一：
．新科晉升推薦獎金頭銜 (註 2)與維持。

．個人推薦組織六層 (QV6 personal)業績新增成長 4,800點 (註 3)

及持續維持者，即可獲 2020年啟動會議門票及尊榮晚宴免費
名額及產品兌換券。

注意事項：

1. 挑戰者資格將依公司 PINNACLE之紀錄為基準。
2. 2019年 4月 1日前未曾達到推薦翡翠頭銜者，方可用新科進聘之方式挑戰。
3. 個人門檻值以 2019 年 1 月個人QV6 personal 點數為準。
4. 其餘活動細節請詳閱本挑戰計劃之 DM說明或至慕立達官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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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以下領袖在慕立達事業更上一層樓！讓我們熱情地為他們的努力與成就

歡呼喝采，期許未來再創事業高峰、邁向更高的成就！

晉升期間：2018年 2月至 2019年 3月

雙鑽珍珠

簡金和

御立鑽珍

吳珍秀

御立珍珠

吳明惠	 莊建勳	 楊勝傑

李育如	 郭鳳如

珍珠

顏秋華	 劉麗真	 吳娜菱	 	林雅芳	 王明達	 曾凱莉	 高聖芳	 陳兆玟

劉奎廷	 蘇美月	 方			敦	 	許秀枝	 林秀器

御立翡翠

許曉萍	 曾維瑩	 許嘉玲	 龍素珠	 黃安蔻	 李純雅	 林宛瑩	 梁少玲

吳玉琳	 陳信全	 朱麗如	 王有鄰	 郭鳳如

翡翠

顏雪霞	 黃智麟	 楊錫昌	 朱桂英	 劉郁	 黃安蔻	 朱雅惠	 莊傳瑛

張拯華				黃世岳	 林姍	 張智凱	 林芳珠	 劉薇菁	 林美玉	 胡大妹

楊德芳	 林美君	 莊哲銘	 吳初淑	 林哲維	 黃照如	 曹凱	 郭和喜

薛匡	 陳春玉	 佟樹媛	 陳嘉銘	 黃寶隆	 林宜燕	 謝承翰	 王美惠

林銘忠	 蘇美月	 劉英仲	 蔡黃玉燕	 張筱涵	 劉張蜂	 黃寶隆	 吳麗芳

陳衣珊	 鍾淑貞	 黃元宏	 莊秀蓮	 吳素月	 林承陽	 陳書

慕立達
領袖榮譽榜

※以上名單依會員編號先後順序排列

恭賀恭賀

新科區域代表
& 菁英

晉升期間：2019 年 1月至 2019 年 3月

御立珊瑚

李玉英	 葉育岑	 汪厚誠	 黃筱雯	 朱桂英	 張簡美足	 廖劉芸瑄	 鄭梅香

李秀美	 林芳珠	 劉薇菁	 林麗美	 戴慧菁	 李惠梅	 楊善任	 謝承翰

新科慕立達區域代表MRE

方敦香

新科慕立達菁英團隊MSO

方敦香	 許秀枝	 林秀器

新科慕立達事業菁英MBO

高郁凱	 劉張蜂	 方敦香	 許秀枝	 林秀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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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高雄 /OPP
新世紀，

興動能，欣商機

李寶玉 御立鑽珍

☆ 4/15~4/21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新世代媽媽

健康秘方

吳秀梅 鑽石珍珠
何金萍 珍珠

台中

新世代媽媽

健康秘方

吳秀梅 鑽石珍珠
何金萍 珍珠

高雄

新世代媽媽

健康秘方

吳秀梅 鑽石珍珠
何金萍 珍珠

☆ 4/22~4/30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蒂瑪娜饗宴
之母女同框

郝靜芝 鑽石珍珠
李伊晨 御立珍珠
◎ 5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變更申請截止時間

台中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李秋玉 鑽石珍珠

高雄
蒂瑪娜饗宴
之母女同框

郝靜芝 鑽石珍珠
李伊晨 御立珍珠

☆ 5/1~5/5
快速獎金轉帳

☆ 4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 5/6~5/12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李秋玉 鑽石珍珠

台中

蒂瑪娜饗宴

之母女同框

郝靜芝 鑽石珍珠
李伊晨 御立珍珠

高雄 /OPP
慕立達美麗新商機

許麗鈴 御立鑽珍

☆ 5/13~5/19
快速獎金轉帳

◎ 5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加入截止時間

慕立達學院亞洲班  新北市板橋希爾頓飯店

母親節
優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