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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立達
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3/17~18
隆重登場
購票從速 !!

現場雙重滿額贈 +摸彩活動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活動預告

3/17~18日隆重登場

2019年慕立達台灣分公司最大年度盛事，將於 3月 17~18日於台南大億
麗緻酒店隆重登場。想要完整掌握最新事業資訊、體驗產品及參與優惠活

動，您一定要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2019慕立達台灣香港
啟動會議

2019吃．健康 喝．美麗
科研講座

活動地點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3F大億廳

產品展示區
上午 11:00

開放參觀與體驗
上午 08:00

及會後開放參觀與體驗

會議時間
3月 17日（日）下午 1:00-6:00

 (12:30開放入場 )
3月 18日（一）上午 08:30-12:00

(08:00開放入場 )

門票價格

每張 700元
(原價 800元 )

憑門票可兌換購貨折價券 700元
及入場資料袋等

每張 500元
(原價 600元 )

活動套票優惠價 1,000元
兩場活動各 1張，原價 1,400元

參加對象 凡慕立達 IPC夥伴皆可購票參加

入場方式 請憑上述兩場活動門票入場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  2019吃．健康 喝．美麗 ★
科研講座  

主講嘉賓

張益堯營養師、蘇晨醒博士

 科研主題：

•人生健康三部曲
  －腸道、心血管、皮膚

•大溪地諾麗 ® 果汁最新科研發表

慕立達
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  2019慕立達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
會議重點：

• 2019慕立達最新事業訊息
• 最新獎勵方案
• 新品訊息
• 2018年新科上聘領袖表揚
• 會後摸彩活動

*最大獎可獲紐約全球啟動會議來回機票
乙張 (市價 60,000元 )兩名

產品展示區：

可參觀與體驗公司優質產品

現場滿額贈與限量產品搶購優惠

活動
特色



                                                    現場雙重滿額贈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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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優惠 第二重優惠

注意事項：

*雙重滿額贈金額，不得重複計算。  *招募系統之各挑戰套裝及淨腸膠囊回購促銷，恕不列入計算。  *活動僅限當天現場專屬訂單訂購。
*活動當天憑啟動會議門票可兌換 700元購貨折扣券，適用於滿額贈之促銷扣抵（使用前請詳閱折扣券背面相關規定）。
*謝絕 12歲以下孩童入場。  *會場座位有限，門票售完為止。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保有修改與取消活動之權利。

             限量搶購 售完即止

單筆訂單購買含QV值產品達$6,999 
(含 )以上，即贈送 大溪地諾麗茶®乙盒，
價值 $580元。

單筆訂單購買含QV值產品達$11,999 
(含 )以上，即贈送 大溪地諾麗茶®乙盒 +超
保護乙瓶，價值 $1,680元。

植萃唇彩家庭聚會組
產品組合：TeMana菱格紋托特包 x1+ TeMana展

示架 x1+TeMana三面鏡 x1+拋棄式唇
蜜棒 (50支 /包 )x1+拋棄式唇刷 (50 支
/包 )x1+美容刮棒 (10支 /包 )x1

優惠價 NT$ 1,375 原價 NT$ 2,500

輔銷品超值優惠
蒂瑪娜植萃唇彩

55折

限100組 55折

限100組
超優惠
限100組

蒂瑪娜植萃唇彩展示架
產品組合：TeMana展示架 x1

優惠價 NT$ 440 原價 NT$ 800

蒂瑪娜菱格紋托特包
產品組合：TeMana菱格紋托特包 x1

優惠價 NT$ 590 原價 NT$ 1,200

85折

好腸三兄弟套組
體內環保 天天順暢好幫手
產品組合：精萃益生菌 x1+海尼克博士酵素

x1+淨暢膠囊 x2
優惠價 NT$ 3,740 / QV 74
原價 NT$ 4,400

買一
送一

元氣滿滿複方精油
刺激感官 維持最佳能量
產品組合：元氣滿滿複方精油 x2
優惠價 NT$ 1,250 / QV 25
原價 NT$ 2,500

通暢清新複方精油
保持精神清新 呼吸順暢
產品組合：通暢清新複方精油 x2
優惠價 NT$ 1,250 / QV 25
原價 NT$ 2,500

緩解複方精油
舒緩緊張 鎮靜心神
產品組合：緩解複方精油 x2
優惠價 NT$ 1,580 / QV 35
原價 NT$ 3,160

紓肌關健複方精油
安撫並舒緩不適感 提升靈活度
產品組合：紓肌關鍵複方精油 x2
優惠價 NT$ 1,580 / QV 35
原價 NT$ 3,160

限100組

*照片中產品僅供示意

滿額贈
現場好康
2019/3/17-18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慕立達
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活動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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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2月推出李詠嫻蒂瑪娜美麗秘訣的 3大挑戰套裝，3月再加碼推出
「30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套裝」。大溪地諾麗®果汁是慕立達最強
勢與經典的產品，藉由此套裝將大幅提升新人入會率，與快速建立全新

產品使用見證與建立收入，帶動組織更強動能，請所有 IPC夥伴把握良
機，立即行動！

* 購買期間：2019/3/1~3/31止，僅此１個月

* 挑戰期間：2019/3/1~4/30止，為期 2個月
* 挑戰對象：慕立達現有尊寵會員或新加入的 IPC及優惠會員或

新朋友皆可參加

* 挑戰方式：上述挑戰對象購買大溪地諾麗®果汁套裝並登錄參加

與完成挑戰，即可獲得獨家精選贈品

2019慕立達招募系統

30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

注意事項：

1. 本挑戰套裝之金額，不得與公司其他促銷優惠活動合併計算
2. 凡於挑戰期間每個 IPC符合套裝挑戰規定次數無限制，贈品
也無限制

3. 此套裝可以計入 IPC當月自動送貨合格責任額
4. 現有會員欲領取挑戰贈品，須為合格 120QV之尊寵會員，
方可參加挑戰及領取贈品

5. 參加挑戰最後登錄日期：2019/4/10，最後完成挑戰日期：
2019/5/10

30 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套裝
大溪地諾麗®果汁 2箱（4瓶 /箱，1L/瓶）
會員價：11,200元
QV:240 CV:8600

30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套裝
完成挑戰後，每次可獲獨家贈品

大溪地諾麗®果汁限量版 500ml乙瓶
                                          (價值 :1,05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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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好康 超  吸  利！

注意事項：

1.招募紅利是依直推新會員或新朋友完成挑戰次數計，非購買套裝數計
2.領取招募紅利者，須購買套裝並完成挑戰且為合格 120QV合格尊寵會員
3.招募紅利每月結算一次，隨當月的八層紅利獎金期發放，招募紅利的金額無上限

輕鬆 5步驟 完成挑戰拿好禮

1.套裝專屬登錄網站的上線時間與登錄的詳細步驟等，
請鎖定慕立達公司官網或台灣最新市場訊息公告

2.美商慕立達公司保有修改、取消及審核資格與發放獎
金等權利

好康 1：
新入會的 IPC購買本套裝且同時登錄完成

參加該挑戰計劃，此新 IPC的入會費將完

全免費，等於現賺 1,300元。

好康 2：
IPC招募紅利 (Challenge Bonus)
IPC夥伴於考核期間，直接推薦新加入之 IPC或
新優惠顧客或新朋友，購買任一套裝後並登錄參

加並完成挑戰，累計每達 3次，此 IPC即可獲得
75美元招募紅利。

挑戰者必須購買 30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套裝，於專屬網站

http://www.morinda.com/TNJChallenge登錄，輸入專屬套
裝碼輸入後，按照指示完成填寫資料。挑戰者若選擇加入成為

新 IPC，將可獲得免入會費 1,300元的優惠。

步驟 1

步驟2 依循套裝挑戰卡片的建議來使用產品。挑戰期間挑戰

者將會收到 14封郵件，與挑戰者分享套裝的使用方式、
套裝特色與相關秘訣與見證等等，請務必留意並詳閱

個人所登錄的電子信箱。

步驟3 每天將您的心得或使用產品的感想分享至個

人社群媒體平台。

步驟4 挑戰結束後，請於本活動專屬成果登

錄網站 http://www.morinda.com/
TNJResults，分享您的使用心得以及上
傳您與大溪地諾麗®果汁合照，方屬完

成挑戰。

步驟5 公司將專函通知並寄發獨家贈品

－大溪地諾麗®果汁限量版 500ml
乙瓶 (價值 1,050元 )。

30天大溪地諾麗®果汁挑戰



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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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瑪娜饗宴

全新課程 報名從速

好消息！針對 2019慕立達招募系統所推出的「李詠嫻的蒂瑪娜

美麗秘訣」3大挑戰套裝，為使所有夥伴在推廣上有如神助，特

別安排課程完整傳授，機會難得，行動要快！

課程對象：不限

課程報名：預約制。即日起向上課當區報名，課程
免費，請把握機會

課程時間：台北 3/12 (二 ) 19:00~20:30
台中 3/13 (三 ) 19:30~21:00
高雄 3/14 (四 ) 19:00~20:30

課程地點：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教室

課程要點：

* 實地操作如何透過舉辦「家庭聚會」，體驗三
套裝的產品特色。

*  3大套裝見證者分享，加強說服力。
* 幫助您成為「李詠嫻的蒂瑪娜美麗秘訣」最佳
推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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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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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2019年 3月 30日 (六 ) 
報名時間    2019年 3月 6日 (三 )起

報名資格    慕立達公司 IPC領袖皆可報名

報名方式    洽上課當區櫃檯索取報名表，詳閱相關規定
並完成報名手續

課程費用    200元 (含午餐及講義 )

注意事項 :
*欲挑戰受邀慕立達亞洲班之領袖，必須已完成各區慕立達學院先修班課程，並符
合公司所提出的事業評量方有機會受邀。

*每區至少 20位，方能開課；至多 60位，額滿即止。

2019慕立達學院先修班
3/30台北．高雄開辦

慕立達公司在今年推出「成功之旅」來幫助夥伴按部就班，達成事業

與財富上的成功。其中針對訓練部分皆納入慕立達學院系列課程，為

幫助有心經營慕立達事業想要挑戰慕立達學院亞洲班的領袖，能夠更

深入瞭解公司的遠景、建立組織與了解個人財務自由目標，台灣分公

司將於 3月底推出慕立達學院先修班課程，歡迎有心經營的 IPC夥伴，
踴躍報名參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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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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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28連假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 2/11~2/17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OPP
慕立達事業

絕對優勢

講師：

吳珍秀  御立鑽珍

台中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講師：

李秋玉 鑽石珍珠

高雄 /OPP
新世紀，興動能，

欣商機

講師：

李寶玉  御立鑽珍

☆ 2/18~2/24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蒂瑪娜饗宴

台中

蒂瑪娜饗宴

高雄

蒂瑪娜饗宴

◎ 3月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變更申請
截止時間

☆ 2/25~2/28
快速獎金轉帳

2019台灣香港
啟動會議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2019慕立達
科研講座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 2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高雄 /OPP
慕立達新商機

股票分紅大利多

講師 :
郝靜芝 鑽石珍珠

☆ 3/1~3/10
快速獎金轉帳

高雄 /OPP
掌握趨勢，

大發利市

講師 :
許麗鈴 鑽石珍珠

☆ 3/11~3/17
快速獎金轉帳

◎ 3月 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加入截止

時間

台北 /高雄
慕立達學院
先修班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BUSINESS SUMMIT
TAIWAN .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