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米蘭舉辦蒂瑪娜之星，已經是幾週前的活動，但是IPC沉浸其

中，持續分享，熱潮不退，並將他們的所學運用到組織與聚會

中，獲得許多成功的迴響。以下是來自世界各地IPC的回饋。

康馨文領袖 (台灣)：「一到米蘭我就感受到了義大利的女生不

論幾歲出門都會化妝，也讓我省思到其實我周遭的朋友都是商

機啊！尤其去參觀了b. Kolor公司，知道公司彩

妝的製作過程之後，對我們的唇彩更有信心了！

回台灣馬上帶夥伴來公司，分享去米蘭學到的課

程，實際幫他們保養及上妝，讓他們看到前後的

差異，並且鼓勵夥伴下次就換他們去米蘭培訓。

我的夥伴們都感到好興奮，準備要衝刺蒂瑪娜的

市場了。」

許麗鈴領袖 (台灣)：「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服務與跟進』這堂

課，學習到如何辦家庭聚會可以更有成效。日本的領袖們分享

了家庭聚會的秘訣，回台灣之後我馬上

找了新人幫她拍攝蒂瑪娜保養品使用前

後的影片，除了讓她看到差異性，也請

她放在自己的FB分享，推動下線能夠E化

作業。我現在開始指導並要求每位下線

都可以輕鬆地舉辦家庭聚會，加上廣泛

IPC對蒂瑪娜之星熱潮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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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精彩重點
* 慕立達正積極籌備大溪地小姐選美比賽

* 薩爾瓦多豎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 諾麗膠原蛋白飲品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



利用網路行銷，這樣組織才可以成

長地更快速。」

何金萍領袖 (台灣)：「我們參訪了

b. Kolor公司，真的覺得蒂瑪娜彩妝

是時尚與美的結合，也因為如此我

和夥伴介紹

產品的時候

更有信心，

加上各國領

袖分享家庭

聚會經驗的

時候，學習

了日本領袖分享智慧乳霜可以分次

使用，皮膚比較好吸收。我今天才

剛辦完一場聚會，讓原本不太使用

智慧乳霜的夥伴來做示範，結果她

使用完，馬上和我訂了14天逆轉肌

齡挑戰套裝。將別人的成功經驗複

製到自己的團隊，是我這次去米蘭

最大的收穫。」

朱秀雲領袖 (台灣)：「以前覺得保

養、上妝是一件

非常麻煩的事，

到現在每天都要

保養，也會上一

點淡妝，是蒂瑪

娜系列產品帶給我

的改變。這次去米蘭，學習到更專

業的技巧，從保養、畫眉到上妝，

大大增進了產品銷售的純熟度及自

信心。從日本會員的分享中，我發

現推薦產品的同時，一定要讓消費

者體會產品使用前後的差別，所以

使用前拍照，細心示範使用步驟，

使用後再拍照。有了對照，消費者

才會發現產品能為她帶來什麼改

變；有了使用步驟示範，消費者才

能正確的使用並達到最好的效果。

美國黑珍珠領袖的分享中提到，必

須在團隊裡複製成功經驗，團隊中

的每一個人做同樣的事、說同樣的

話，方向對了，就會有相同的好結

果，而這套複製成功經驗法則也是

我們團隊正在運用的，所以也更加

證實正確的團隊運作，才能為團隊

的每一份子帶來更好的收益。」

郝靜芝領袖 (台灣)：以往拍照都會

習慣戴眼鏡，覺得沒上妝也無所

謂，但上完Mario的課程之後發現，

其實運用蒂瑪娜唇彩，就可以簡單

完成週六偽素顏妝容。現在的我拍

照都不戴眼鏡了，而且去到哪兒我

都自然而然想化妝，因為不想變

老，也覺得自己越來越美麗，有了

自信去分享產品，達成率自然就跟

著倍數成長。回台灣的當晚我立刻

舉辦家庭聚會，請夥伴當model示

範，如何運用蒂瑪娜保養品加上提

拉的手法，更容易看到有如醫美般

的效果，並且拍

成影片。除了

讓夥伴看到差異

性，也分享到

FB，讓更多人知

道蒂瑪娜的神奇

效果。我會將米蘭學習到的經驗融

入到我的課程中，讓更多夥伴跟著

我一起成為蒂瑪娜達人。」

Adél Lukács (匈牙利)：「能夠參加

在時尚之都-米蘭舉辦的蒂瑪娜之

星，我感到無上的榮幸。培訓的整

體架構、內容以及講師，都非常專

業。我從每一位講師和來自世界各

地的IPC領袖那兒學到了很多東西。

全球策略主席Kelly強調，複製成功

經驗以培訓領袖，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業務擴展需要透過領袖，領

袖們主要是推動組織發展和產品銷

售。因此，你是甚麼類型的領袖，

你會如何培養自己和體系其他領

袖，都非常的重要。我們需要從團

體中找出每個人的特質，以及誰才

是最有領導人的特質。

我聽到了分類的重要性。我真的很

喜歡在這裡學到的銷售方式：『我

們不是賣東西，我們想讓人們快樂

美麗』。80%的美來自內在，20%

來自外在的保養。讓我們善用這

20%，因為我們擁有高品質的化妝

品。我也瞭解

到，在顧客開始

使用產品之前，

先進行諮詢是多

麼的重要。

人們總是非常強

調跟進—大多數人總會忽略跟進這

個步驟而犯了錯誤。

Mario提出銷售彩妝的12項原則，並

說明了銷售化妝品的技巧。Mario認

為，當我們銷售時，我們的外在形

象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成為客戶

的偶像。參訪b. kolor工廠，也令人

非常興奮，我們親眼看到化妝品生

產流程，我們從Mario團隊那裡了解

到化妝品的奧秘。每個人收到的偽

素顏彩妝組、刷具組和接受現場專

業彩妝師的指導，我們各自完成了

專業美麗的妝容。我不得不承認，

化妝真的很棒！

訓練課程中，我也學到了很多，我

對無瑕CC霜和AA抗皺精華霜使用前

後的照片，印象非常深刻。我帶回

非常多這次完美訓練中的訊息、新

知識、印象和精彩的計畫回家。」 



Erika Lőrincz (匈牙利)：「在時尚

之都米蘭舉辦的蒂瑪娜之星，讓人

能夠一窺神奇的世界。Kelly開啟

活動序幕，說明此次培訓的重點。

之後，由IPC領袖分享他們體系的

工作內容。所有講師都非常重視分

類，他們以目標為導向的觀點和敬

業精神讓我印象深刻。日本和台灣

夥伴的熱情讓我感到很興奮，來自

美國的ValenciaPamphile和Venus 

Escumbise的演講展現了他們的專業

性。Venus提到品牌轉換，並強調與

產品和跟進的情感聯繫，我們大多

數都犯了這點錯誤。Valencia財務自

由的演講，將焦點放在蒂瑪娜品牌

上，並說明我們應該將這一品牌視

為收入流。

Mario提出銷售

彩妝的12項原

則，他認為最重

要的是我們所呈

現的外在形象、

展現的物品以及

外在所傳遞的訊息。我們很榮幸可

以參訪b. kolor工廠，並了解慕立達

為何選擇與b. kolor合作。Mario團

隊介紹化妝的領域，並強調銷售高

端的彩妝品策略，因此我們的外在

形象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個人學習

到很多寶貴知識，也覺得這次的學

習過程很棒。

勇史行博士和日本行政團隊介紹AA

抗皺精華霜，使用前後的照片來驗

證產品的效果，也體現了我身處在

一家最好的公司。我們知道80%的

美來自內在保養，其餘的就由蒂瑪

娜品牌來達成。

Kelly最後的演講重點在「複製」，

強調經過複製過程來培養和教育領

導者。

對我而言，這是一趟四天的驚奇之

旅。我會帶回這些滿滿的新訊息和

實用的資訊，落實在我的生活和組

織團隊中。」

Réka Papp (羅馬尼亞)：「和慕立達

學院一樣，這裡的重點也是培養新

的領袖，以發展我們的組織。正如

Kelly所說，領導人尋找並建立領導

人，而不是跟隨者。

複製的目的是在培養領導者，並成

為有能力培養其他領導者的領袖。

蒂瑪娜之星的

目的是幫助建

立一個運用蒂

瑪娜產品銷售

持續發展的

組織，就像我

們運用大溪地諾麗®果汁擴展組織一

樣，沒有例外。只有當你成為一個

能夠管理這方面的領袖，才能支援

和你共同構思未來的IPC，在大溪地

諾麗®果汁和蒂瑪娜美容事業的發展

上。理想的情況是，當這些IPC領會

到要點，能夠同時建立這兩個產品

線並且複製下去，這將為他們帶來

突破性的提升，達到真正的組織成

長和財務自由。

從我第一次接觸慕立達公司，我就

相信蒂瑪娜的產品效果。我是第一

批購買使用蒂瑪娜產品的人，我一

直都在使用它。這次的培訓課程，

讓我對蒂瑪娜產品有全新的視角。

如果我適當的使用它，它將豐富我

個人，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我的信

念更加堅定強大，我終於可以表達

我的感受：為什麼我們的產品如此

強，為什麼它是世界級的、獨一無

二的、可持續的、能夠不斷更新。

這都是因為『諾麗果』所帶來無可

匹敵的優勢與奇蹟。

我要感謝匈牙利經理Iván給我這個

特別機會和經驗，同時感謝Eszter 

Soos給予的協助，也感謝公司訓練

幫助我更了解外在的裝扮重要性。

我度過了美妙的一週，在米蘭市中

心，在夢幻的米蘭大教堂附近，我

吸收到了豐富的經驗和指導。」

Mária Keresztes (羅馬尼亞)：「

我發現蒂瑪娜之星是最棒的培訓活

動。我非常喜歡新的事物，我體驗

第一次的化妝，感受到產品的優

質。我非常喜歡b. kolor的參訪之

行，很榮幸能有這樣的機會前往。

我們有模範的領袖，他們不斷竭盡

所能給我們最好的，包括提供很多

很棒的禮物。我很感謝慕立達，因

為我可以和如此

優秀的成員們一

起共事。」

Cynthia Craig 
(美國)：「首

先，我想說的是

地點、地點、地

點！無論在米蘭的任何一個地方都

會讓人驚嘆不已，但是慕立達依舊

提供白金級別的模式；這正是我如

此熱愛他們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從每一個細節上他們都很照顧我

們，包括像是羅莎大酒店是一個很

好的安排，我們步行不到五分鐘的

距離即可抵達，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在米蘭探險。

接下來，由真正的獨立產品顧問領

袖進行的培訓是我真心感謝的，直



接從活躍在經營事業的IPC那裡聽到

逆境和成功的故事，以及他們如何

處理來自潛在客

戶的反對意見 - 

堅持不懈、日復

一日地幫助更多

的人了解我們是

誰，以及我們的

產品和事業如何提升他們的生活。

我喜歡分享的經驗，這可以為我自

己的事業建立活動時，提供重要及

補充的訊息。

接下來，所有美麗的禮物和即將推

出的產品，讓身為一名IPC的我，感

到非常自豪，能以如此偉大的方式

成為公司的一員並代表公司。我很

高興有機會參訪b. kolor，它讓我更

加欣賞他們，作為一家如此優秀的

公司，有很多專業又細膩的細節是

很多客戶和IPC都不知道的。很高興

知道我們能與化妝品產業裡如此令

人難以置信的先鋒一起拓展事業，

包括彩妝的現場演繹以及經驗豐富

的美學家的實踐培訓，都讓我感到

驚艷不已。

我怎能停止回顧這一切的美好？還

有更多啊！我喜歡和大家一起出去

玩！晚餐、義大利冰淇淋、愉快的

笑聲、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我

真誠地愛你們所有人，無論你們是

誰，以及如何在我們的事業裡支持

著我們。

這趟米蘭之行真的充滿力量和獨

特！而我是如此幸運和充滿感激。

然後我畢業了！是啊！我喜歡蒂瑪

娜之星這個名稱！現在，我的全部

重點和目標是幫助人們像慕立達學

院一樣前進到那兒。這一切都是

為了幫助他人體驗真正的慕立達生

活！」

慕立達

正積極籌備

大溪地小姐

選美比賽

作為即將到來的大溪地小姐選美比賽的官

方贊助商，慕立達已經開始幫助選美參賽

者，主動提供他們每人一組蒂瑪娜套裝！

每位參賽者都收到了蒂瑪娜極淨柔白系

列、極淨晶鑽系列、植萃唇彩禮盒和慕立

達T恤。

據說參賽者們收到這些禮物時非常高興和

興奮。事實上，他們其中一位去年收到了

蒂瑪娜的試用包，覺得非常喜歡，她甚至

說它們是魔法！



薩爾瓦多市場是慕立達最新開發的市場之一，上週舉行了首次事業說明會。他們

歡迎新的IPC為未來創造動力。對薩爾瓦多來說，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時刻！

IPC不僅對諾麗膠原蛋白飲品的效益大加

讚賞，更欣喜於能創造豐厚的收入。以下

是來自 Summer Estes的見證： 「諾麗膠

原蛋白飲品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我們的

團隊正積極在與一個團體合作，他們對於

薩爾瓦多
豎立一個
重要的里程碑

諾麗膠原蛋白飲品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

●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顏伯倩Joy受邀參加直銷世紀雜誌的

臉書直播訪談。

● 台灣母親節的促銷活動創下銷售佳績。

● 上個月日本慕立達學院先修班共有86名IPC參加。 

● 秘魯宣布在哈恩隆重成立IPC辦事處。

● 墨西哥4月完成了其銷售目標的112％，儘管4月面臨傳

統上緩慢的聖週時期。

● 慕立達墨西哥分公司重新加入墨西哥直銷協會。

● 北美地區報告自2018年4月以來的最高收入月份。 

● 北美的新加入會員人數較3月增加，預期將為持續上升。

銷售和營銷感到非常興奮。諾麗膠原蛋白

飲品是一個跨越世代、性別和地理界限的

產品，創造了健康和財富的機會，讓人興

奮不已！」

聚焦全球

世界各地的IPC，正在創造慕立

達事業好消息，以下簡要介紹

一些激動人心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