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2019 November

慕立達月刊重點頭條

P2 尊寵會員專屬優惠

P3 秋日美顏禮讚 超值好禮 2選 1

P4 新品情報－大麻籽身體舒緩系列

P7 我要 TNJ USB  進階會員獎勵

快
閃
驚
喜

 檔
檔
優
惠
限
量

 敬
請
鎖
定
開
搶
～

狂歡
節

狂歡節
網路
限定

24小
時不
斷
電

11/25 10:00am
~11/28   7:00pm

感恩
購物週

11/11一
11:00~11/12 二 

11:00



慕立達月刊  / 2

小 S套組
*益唐飲品 (232.2g/罐 ) x2 *海尼克博士酵素 (30顆 /瓶 )x1
*精萃益生菌 (30顆 /盒 ) x1 *淨暢膠囊 (60顆 /瓶 ) x2

尊寵優惠價 NT$6,333/ QV120
原價 NT$7,700

14天逆轉肌齡套組
*極淨柔白淨透潔顏凝露 110g *極淨柔白水感透光美肌露 150ml
*極淨亮顏新生美白精華液 27ml *極淨晶鑽亮白夜間修護智慧乳霜 30g
免費加贈：極淨晶鑽瞬效美白面膜 (4片 /盒 ) (價值 NT$2,600)

尊寵優惠價 NT$7,500/ QV175
原價 NT$10,830

樂齡組
*精萃礦物質 +鈣 (120顆 /瓶 ) *精萃魚油 (90顆 /瓶 )
*精萃維生素 (90顆 /瓶 ) *明亮有神 (30顆 /瓶 )

尊寵優惠價 NT$3,400 / QV63
原價 NT$3,800

無瑕彩妝組
*光澤唇蜜 6ml
*柔霧唇膏 4g
*絲絨唇萃 4ml
*無瑕 CC霜 25ml(白皙色 /自然色 )
※以上顏色可任選

尊寵優惠價 NT$3,500 / QV75
原價 NT$4,370

尊寵會員專屬優惠

• 優惠期間：2019/10/1~12/31
• 會員資格：前一個月購買 120QV產品合格之尊寵

會員 (IPC&RM)
• 專屬優惠：當月份訂購 120QV後，即可購買專屬

優惠組。除了享有專屬優惠價，購買當

月再加贈精選贈品

＊尊寵會員專屬優惠不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

優惠方案

成為尊寵會員，好處多更多！所有尊寵會員可以

優惠價購買我們每一季為您特選的優惠組合，期

待能為您及家人朋友帶來新的體驗。11月份好禮
購買優惠組再贈

韓風微甜心
輕質感後背包

（價值 NT$2,500）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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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濕抗皺組
潔顏凝露 18g+
水凝乳 12ml+
AA抗皺精華霜體驗包５包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美白防護組
美肌露 28ml+
美白精華液 4.5ml+
防曬隔離霜 10g

秋日
美顏禮讚
伴隨映入眼簾的楓紅與逐漸有感的日夜溫差，宣告

了秋季的來臨。肌膚在季節轉換容易出現細紋、暗

沉、毛孔粗大與膚色不均，我們特別獻上美顏禮讚

組，讓您隨時呵護肌膚，美麗又便利！

單筆訂單滿 $5,000且含 AA抗皺精華霜或無瑕 CC霜
任 1瓶，加贈超值好禮 2選 1

好禮2選1

AA抗皺精華霜 (14g/條 ) 會員價 NT$2,750 / QV65
無瑕 CC霜 (25ml/條 ) 會員價 NT$1,700 / QV40



新品情報

好萊塢巨星愛用推薦

大麻籽身體舒緩系列
肌膚問題剋星
大麻籽中不飽和脂肪酸含量約 90%，其中必須脂肪酸含
量約 80%( 包括必須脂肪酸 Omega 3 和 Omega 6)。
經研究顯示大麻籽油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極高，而大麻籽

中亦含有植物甾醇、維生素 D3、E、A 及 γ次亞麻油酸

(GLA)，能有效舒緩肌膚燥、泛紅與乾癢。這也是近年
來大麻籽成為熱門保養成分的一大主因。

大麻籽舒緩油 30ml
每瓶蘊含 8000毫克最優質的大麻
籽成份。適合每天使用，有助於預

防肌膚乾燥、舒緩肌膚問題引起的

肌膚乾燥和提升肌膚防禦力。
大麻籽身體舒緩霜 120ml
每瓶富含 500毫克最優質的大麻
籽成份，並添加紅花油、乳油木

果油等草本成分，能強化角質防

禦能力，舒緩皮膚乾燥所帶來的

不適，提升肌膚滋潤效果。

大麻籽滾珠舒緩凝膠 90ml
每一瓶蘊含 400毫克的大麻籽成
份，並含有酪梨油、可可油、綠

薄荷精油，有效幫助舒緩卡關及

肌肉不適。滾珠舒緩凝膠方便外

出時隨身攜帶使用。

風靡全球、讓好萊塢巨星愛
不釋手、網紅部落客一致推
薦的大麻籽保養產品，已成
時尚圈的新寵兒！慕立達新
世紀在 11月即將隆重上市
「大麻籽舒緩系列」，究竟
它火紅的秘密為何？

11月新品上市
New

強化角質防禦能力

舒緩肌膚乾燥與不適

緩解敏感肌膚困擾

會員價 NT$2,200
QV:54 / CV:1,935

會員價 NT$1,830   
QV:42 / CV:1,500

會員價 NT$1,950
QV:44 / CV:1,575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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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期待的「大溪地諾麗果

最新科研暨心血管保健講

座」，日前於北、中、高三

區圓滿落幕，夥伴們反應熱

烈，可說場場爆滿、座無虛

席。現場還有好康摸彩及出

席好禮，讓所有與會者大呼

不虛此行！

大溪地諾麗果最新科研
暨心血管保健講座

座無虛席 大受好評

台中場

高雄場

台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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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爆滿！高雄加開第二直播現場

由於各區報名相當踴躍，會場幾乎座無虛席，

高雄場甚至特別加開第二直播現場，許多趕不

及進入主會場的夥伴們坐在場外的大螢幕前，

專注聆聽蘇博士的演講內容，零時差同步掌握

最新科研新知。

優惠強強滾 摸彩嗨到爆
僅限講座當日的優惠活動，夥伴們紛紛把握此難得

的機會手刀搶購，直呼賺翻了！當然，讓場面氣氛

嗨到不行的摸彩活動，更是全場注目的焦點，獎項

越抽越大，被抽中的幸運兒無不高聲歡呼，驚喜之

情溢於言表。

邀請新朋友的絕佳機會

很多領袖也把握良機，紛紛邀請新

朋友前來共襄盛舉，除了更深切地

了解心血管保健的重要、科研發表

的專業新知，同時感受慕立達幫助

人們擁有健康與美麗不變的初衷與

使命。會後，每位出席夥伴均享有

大溪地諾麗 ®果汁試飲及獲贈精美
好禮，伴隨充滿知性、感性與歡樂

的活動氛圍與熱情，滿載而歸！

會後飲
用 TNJ並獲贈

精美好
禮，夥

伴均感
到不虛

此行

夥伴們爭相與蘇博士合影留念

高雄場特別加開第二直播現場

出席者每人均獲得最新研報告
專刊一份

蘇晨醒博士幽默風趣的講解，台下夥伴聽得津津有味

恭喜幸運的得獎者抽中摸彩好禮，
並與頒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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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 TNJ USB

進階會員獎勵 
立即分享產品試用包 獲獨家贈品

慕立達台灣分公司為鼓勵 IPC會員
使用進階平台功能，於 11月 1日
起推出進階會員專屬好禮。活動期

間使用進階會員平台成功寄發產品

試用包給新朋友，並擷取完成寄發

畫面至公司電子信箱，經審核後即

可獲得獨家專屬好禮大溪地諾麗果

汁瓶造型 64G隨身碟乙個 (註 1)。

活動期間：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
                    限量 200個，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參加對象：

1.首次付費加入慕立達進階會員者，本人於獲得 10個免費積分
30天內，成功寄發 3個產品試用包 (註 3)。

2. 現行或曾付費加入進階會員者，本人於獲得 10個免費積分 30
天內成功寄發 10個產品試用包 (註 3)。

完成寄發後，需擷取寄發完成畫面寄至美商慕立達
E-mail信箱：
public1@tw.morinda.com(註 4)，

經審核後即可獲得獨家贈品乙個。

注意事項：

1. 每個 IPC權僅限獲贈一次，每月結算一次。
2. 首次付費之進階會員定義為：自 2015年進階會員開始至 2019年10月底期間，未曾付費加入進階會員者；

2019年推出超級好友推薦計劃所獲得免費使用 60天進階會員功能者，若加入視同首次付費者。
3.現有或曾加入進階會員的寄發 10個免費產品試用包積分須為：該月所獲得的 10個產品試用包積分，不
得跨期累計。

4.完成產品試用包寄發後需登入公司官網 >我的帳戶 >產品試用包計劃，擷取上述圖示完成寄發畫面。
5. Email回傳截圖畫面，需於主旨註明 “我要 TNJ USB＂以及會員編號、姓名。內文需附上完成截圖及收件
人姓名、聯絡電話及贈品寄送地址。

6.美商慕立達公司保有解釋、變更或取消活動之權利。

尺寸：高 6x寬 2cm(含上蓋 )

電腦畫面→

手機畫面

→

下圖表示 IPC#7654321 王大衛屬未曾付費之會員，底下表示已完成
寄發 10個試用包 (高於 3個成功寄發試用包 )，將可獲得獨家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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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優惠一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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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權限領取優惠乙次
5. 產品兌換券不得兌換大溪地諾麗果汁及極致風味果汁，其兌換方式及使用日期，請詳閱兌換券上說明。
6. 美商慕立達保有活動修改、解釋及取消之權利。

為鼓勵 7-9月因推薦好友獎勵計畫而加入的
新 IPC 夥伴，持續使用進階網站多項獨特事
業管理功能，招募新人及發展事業更得心應

手。自即日起至年底止加入進階會員，將獲得市場最創新事業功能以及最高可獲得慕立

達產品兌換券 $5,000！除了掌握龐大網路商機，還可享有額外獎勵，歡迎踴躍加入！

加入慕立達進階會員

即日起，慕立達進階會員透過試用包計劃索取『蒂瑪娜 ®極淨柔

白試用包』，還可於同一索取地址獲得『蒂瑪娜 ®極淨晶鑽試用包』

一份。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想知道如何使用免費試用包計劃嗎？

詳細說明請掃 QR code 或 請點選此處

蒂瑪娜®極淨柔白試用包 選一送一

進階會員立即行動！分享以下專屬網址邀約新朋友索取蒂瑪娜試用包

http://trytemana.com/輸入進階會員 IPC編號 /tw

活動日期
：自 9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共

計 4個月

加入資格：
慕立達 IPC

加入優惠：
加入進階

年繳者，可
獲得慕立

達產品兌
換

券 $5,000(註 1)

 加入進階
月繳連續

扣款三個
月者，可

獲

得慕立達產
品兌換券

$1,000(註 2)

加入方法：
官網登入『

我的帳戶』
點選『設定

』

http://morinda.com/filestores/ND/NDGYlSb1YML3qIvxa137/%E9%80%B2%E9%9A%8E%E6%9C%83%E5%93%A1%E5%88%86%E4%BA%AB%E7%94%A2%E5%93%81%E8%A9%A6%E7%94%A8%E5%8C%85%E7%B4%A2%E5%8F%96%E6%AD%A5%E9%A9%9F%E8%AA%AA%E6%98%8E_201907%E6%9C%88%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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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
感染力
影響力

課程時間：2019年 11月 30日 (六 ) 
09:30-17:30(09:00報到 )

課程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國際二廳
 （地址：高雄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月 20日止

報名費用：原價 $3,500   優惠價 $2,000 /每位 
(含講義及中餐 )

受業界譽為全球華人激勵大師與業績先

生，授課風格以幽默、健康、流暢著稱。

講師學 /經歷
★北京清華大學專任教授 
★大英國協專業管理協會客座教授
★輔導訓練超過 250家以上企業
★訓練亞洲地區公司，遍及日本、香港、新加坡、馬
來西亞、印尼等地，學員逾 60萬人以上

★幫助逾 10萬名學員年收入超過百萬以上

企業管理博士洪傳隆
超級講師訓熱力報名中！

傳銷事業影響力 =業績力。同樣的故事，講者善用
不同的技巧表達，將能得到加乘的效果。透過業界知

名績效大師洪傳隆博士分享如何創造舞台上魅力、感

染力，進而提升您的演講效益與感動力，達到倍增的

締結率。所有有志成為舞台魅力講師與吸引力主持人

的領袖們，您千萬不能錯過！

報名對象：

★ 翡翠級以上且欲挑戰主持人或講師者皆可報名參加
★ 2019年度已於公司會場擔任過主持人或講師者可免費受訓，報名時需繳交
課程保證金 $1,000。(全程參與訓練後，課後 14天內退回保證金 )

報名方式：請至各區營運中心櫃台索取填寫課程報名表並完成繳費

1. 課程當天交通需自理。
2. 課程嚴禁直播與攝錄影。
3. 特別獎勵：凡繳交 $2,000報名費者，課程結束後接受區經理之審核後，於 2020年 12月底前擔任
公司會場之講師或主持人，將可於首次上台後獲贈大溪地諾麗 ®果汁原味乙瓶 (1公升 )，以茲鼓勵。

4. 美商慕立達保有活動修改、變更或取消之權利。

注意
事項

慕立達月刊  / 10



注意事項：

1. 新推薦之 IPC夥伴僅限台灣地區。

2. 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保有解釋修改及取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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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慕立達新世紀
新人入會享優惠

由於 7~9 月推出的「超級好友推薦計劃」佳評如潮，短短三個月

內，新人加入慕立達新世紀的人數突破同期 300% ！公司為鼓勵領

袖們持續推薦新人，並帶動團隊成功挑戰寰宇團隊計劃，特別推出

新人入會優惠獎勵方案，想要衝刺業績的領袖們，千萬別錯過！

時間：2019年 10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條件：新人購買滿 120QV且加入尊寵 IPC

(符合 CAS資格 )者，即可享入會費

優惠只要300元，現賺 1000元



為鼓勵更多領袖擴大招募力道、新增業績與晉聘翡翠資格，藉以帶動團隊動能

與組織活動力，2020年即將舉辦的台灣香港啟動會議，成功挑戰尊榮晚宴獎
勵的領袖們已突破 200人！恭喜 4-9月份期間成績斐然、率先達成的領袖們，
除了獻上最熱情的歡呼及喝采，也一同鼓勵更多領袖踴躍挑戰參與年度盛會！

2020年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尊榮晚宴獎勵
 4-9月達成領袖

合格一次

姚永祥	 李芳瑜	 范綱政	 楊雅錚	 林	 	錦	 林碧卿	 李柏泧	
蔡貿旭	 王柏森	 簡志龍	 林順天	 張智鈞	 張林娥	 林秀月	
吳杼庭	 余政洋	 劉翠微	 蕭宏銘	 呂玥玫	 蕭瑋民	 林淑冠	
陳淑如

合格一次

徐福蘭	 許玉山	 許陳滿	 蘇筱涵	 王陳婉香	康馨文	 馬成麟

合格二次

許麗鈴	 李伊晨	 蕭麗華

林怡亭	 陳偉銘	 盧天怡

合格三次

溫明達	 林英惠	 王寶秀	 胡以軒	
周	 	瑩	 吳麗芳	 鍾淑貞	 莊秀蓮

合格四次 (含 )以上

李寶玉	 李秋玉	 蔡郁文	 郝靜芝	 朱秀雲	 李美寶	 吳珍秀	
王美惠	 劉英仲	 蔡黃玉燕	張筱涵	 劉張蜂	 方敦香	 許秀枝	
林秀器

合格二次

合格三次 合格四次 (含 )以上

林采勳	 程雅淳	 蔡豐駿	 蔡爾翰	 劉吳麗美	尤	 	蓁	 劉又菁	
尤淑君	 曾靖瑋	 劉昌興	 薛	 	匡

高郁凱	 林翠玲	 林和城	 林志澤

趙益賜	 陳羿蓁	 賴優和

黃國旗	 方國響	 李育如

郭承旭	 郭承忠

晉升新科翡翠

個人 QPV6 新增 4,800 點

※上述合格名單依會員編號先後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排序
※合格領袖需維持尊寵會員資格至活動舉行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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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善的市場環境
靠你我一起努力

法務公告

依據 2018/6月版事業手冊第 38頁第 8條第 1項零售辦法『唯有與美商慕立達公司簽署協
議書之獨立產品顧問方被授權銷售慕立達 ®系列商品。獨立產品顧問不得販售慕立達 ®系列
產品予任何會轉售產品的非美商慕立達公司獨立產品顧問，如一般商家。』及第 2項產品之
銷售與展示「…於網路上銷售慕立達 ®產品亦是不允許的，包括且不限於網路商店、網路拍
賣會、虛擬購物網站等被視為公開零售設施之處，惟美商慕立達公司獨立產品顧問所架設之

個人網站，而網站上所列之產品限個人用產品者不在此限。……」

一直以來，我們不間斷地針對於奇摩拍賣、露天拍賣、蝦皮購物等網站及各式 APP上銷售美
商慕立達公司商品的賣家進行追蹤調查，部分賣家在接獲公司初步警告後，已自行將公司相

關產品下架處理。對於網站上販售公司產品之店家，法務部門亦已有所掌握並深入調查中。

任何獨立產品顧問若違反事業手冊相關規定，將導致會員資格遭美商慕立達公司中止或終止

會籍之處分。

提醒所有夥伴，切勿擅自上網銷售產品或提供

產品給任何會轉售產品的非會員。請務

必依據事業手冊之各項規定合法經

營美商慕立達事業，倘因貪圖小

利而涉入其中，對夥伴辛苦建

立的事業恐有不利之影響。良

善的市場環境，需要您與公

司一同努力維護，才能保

障美商慕立達事業長久健

康發展。

也請呼籲身邊友人，其

他網站購買的產品，

公司無法提供任何保

障與售後服務，切

勿因小失大，損害

自身權益。



11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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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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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4~10/20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OPP
邁向新世紀

開創新財富

何建興 珍珠領袖

台中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李秋玉 鑽石珍珠

高雄 /OPP
新世紀健康商機

郝靜芝 鑽石珍珠

☆ 10/21~10/27
快速獎金轉帳

高雄 /OPP
幕立達美麗新商機

許麗鈴 御立鑽珍

◎ 11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變更申請截止時間

☆ 10/28~10/31
快速獎金轉帳

☆ 10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高雄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李寶玉 御立鑽珍

☆ 11/1~11/10
快速獎金轉帳

高雄 /OPP
邁向新世紀

創造新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 11/11~11/17
快速獎金轉帳

◎ 11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加
入截止時間

魅力、

感染力、

影響力

超級講師訓

洪傳隆

企業管理博士

高雄蓮潭會館

09:30-17:30

驚爆           狂歡節
11/11   11:00~11/12   11:00
網路限定 24小時不斷電

感恩購物週
11/25  10:00am~11/28  7:00pm



12月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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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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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OPP
健康新浪潮

 "贏 "向新世紀
吳秀梅 鑽石珍珠

台中 /OPP
健康新浪潮

 "贏 "向新世紀
吳秀梅 鑽石珍珠

高雄 /OPP
健康新浪潮

 "贏 "向新世紀
吳秀梅 鑽石珍珠

☆ 11/18~11/24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
Xmas

玩色 Party

高雄 /
Xmas

玩色 Party

☆ 11/25~11/30
快速獎金轉帳

◎ 12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加入截止時間

台北 /
TeMana Shape
新品介紹

高雄 /
TeMana Shape
新品介紹

☆ 12/1~12/8
快速獎金轉帳

☆ 11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耶誕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高雄 /OPP
慕立達邁向新世紀

李寶玉 御立鑽珍

☆ 12/9~12/15
快速獎金轉帳

◎ 12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加入截止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