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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兒童手繪馬克杯、T恤
贊助大溪地 S O S 孤兒村
守護他們的未來

樂

讓愛傳出去
兒童節快



精萃品牌Wellness

滿NT$ 2,000 且含一組兒童節優惠組
送 大溪地兒童手繪馬克杯乙只

樂

讓愛傳出去
兒童節快

4/1 (一)上午10點起~
贈品送完即止

滿NT$ 4,500 且含一組兒童節優惠組
送 大溪地兒童手繪T恤乙件

注意事項：
* 各項優惠組網路訂購享有免運費  * 消費滿額計算須為有QV值之商品，以實際結帳金額計算  * 滿額贈金額不與社群進階會員會費及其他優惠活動合併計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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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活動僅適用於美商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並保有修正、變更活動內容之權益

 聰明100
思緒清晰 聰明加分

 消化100
幫助消化 營養吸收滿分

優惠價NT$ 1,820 /QV 35
原價NT$ 2,000

 強健100
增強體力 靈活矯健

優惠價NT$ 2,550 /QV 43
原價NT$ 2,850

 保護100
防護加倍 健康滿分

優惠價NT$ 1,920 /QV 34
原價NT$ 2,100

優惠價NT$ 1,820 /QV 35
原價NT$ 2,000

網路免運
兒童節優惠組售完為止

*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 雙重滿額贈不合併計算

每送出一個贈品，公
司代為捐款100元贊助
大溪地SOS孤兒村，
守護他們的未來

尺寸 L (身長74 / 胸圍55 / 肩寬50 / 袖長22cm)

容量300ml

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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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大溪地神奇的諾麗果實，慕立達得以將這上天的恩賜

寶藏獻給全世界。「讓愛傳出去DO SOMETHING GOOD」

慈善計劃，是慕立達回饋大溪地人民的大好機會，主要是

對大溪地的孩童進行教育援助，包含四大方向：

讓愛傳出去
慈善計劃

榮獲法國小姐后冠的潘美拉·契夫斯
(Vaimalama Chaves)，於2018年榮任慕立
達代言人暨大溪地小姐後，也關懷造訪
SOS孤兒村，期間參觀了村莊並與孩童歡
樂的互動，一同享受開心的時光。

大溪地SOS孤兒村

推出教育獎學金

學校用教科書的捐贈

捐贈給學校的二手電腦

兒童福利設施改善生活
為了照顧貧困孩童，慕立達在大溪地的諾麗果製程工廠附近
設立「SOS孤兒村」，自2007年以來一直贊助該機構，包括
捐贈食物、衣服、居住用品和大溪地諾麗產品，以改善其孩
童的生活。特別是在2015年在洛杉磯全球國際年會和2018年
日本東京全球啟動會議中，邀請了一些來自該村的員工和兒
童，贈送禮物並帶他們去體驗迪斯尼樂園之旅。

＊本份文宣的圖畫, 均出自大溪地兒童手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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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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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從速

課程要點：

• 解析人工 VS.天然美女常見的迷思。
• 植萃唇彩系列特色與優勢。
• 實地操作如何透過彩妝變身大溪地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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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變美麗一定得靠人工或醫美？畫出時尚感十

足的妝容，天然系的彩妝品比較不夠力？關於夥伴

們常有的迷思或疑問，本課程將完整指點迷津，同

時實地體驗天然彩妝所帶來的驚艷，讓您輕鬆變身

大溪地小姐，變美麗完全不費吹灰之力！

課程時間：

台北 4/23 (二 ) 19:00~20:30
台中 4/24 (三 ) 19:30~21:00
高雄 4/25 (四 ) 19:00~20:30

課程地點：

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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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需求

歡迎所有報名會員穿著大溪地風

服裝，或配戴大溪地風配飾出席

課程，成為時尚感十足的蒂瑪娜

推廣者。 Dress Code

體驗課程



訊息傳遞站

恭賀 8位卓越領袖受邀參加 :

李寶玉	 許麗鈴	 李秋玉	 朱秀雲

康馨文	 郝靜芝	 吳珍秀	 何金萍

美商慕立達公司第一屆蒂瑪娜之星種子訓練會，本月份將於世界時

尚之都－義大利．米蘭隆重登場！這是個五天四夜的專業訓練會，

對受邀的領袖來說，絕對是一趟豐盛的學習之旅。

時間：4/15∼ 4/19
地點：義大利•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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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名單依會員編號先後順序排序

訓練會重點：
* 培育積極推廣蒂瑪娜產品與建立蒂瑪娜組織的頂尖事業型領袖。

* 受邀領袖能與全球頂尖蒂瑪娜事業菁英領袖交流與學習，藉以學習實務
經驗與深度交流。

* 接受到第一手的事業訊息，包含蒂瑪娜事業遠見、銷售技巧訓練、組織
與收入建立的訓練。

* 有機會造訪 B. Kolor 的總部及體驗魅力彩妝。

蒂瑪娜
之星

第一屆

種子訓練會



獎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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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更多 IPC 領袖擴大招募力道、新增業績
與晉聘翡翠資格，台灣分公司特別推出本獎勵案，

藉以帶動團隊動能與組織活動力

考核期間：2019年 4月 1日起至 9月 30日止

對       象：凡慕立達台灣分公司之 IPC會員皆可挑戰

考核方式：

1. 挑戰者需填寫活動專屬挑戰書

2. 挑戰者個人推薦組織六層 (QV6 personal)業績新增
成長 4,800點及持續維持者，即可獲 2020年啟動
會議門票、尊榮晚宴免費名額及產品兌換券

4/1 火熱開跑

台灣啟動會議

尊榮晚宴獎勵案

2020年

考核說明：

* 凡於考核期間，個人推薦關係六層點數超越 2019年 1月個人 OV6 
Personal點數並新增成長達 4,800點 (含 )以上者，按其維持合格的
月份數可獲不同的免費晚宴名額及產品兌換券。

* 本獎勵案限 300個受邀名額，並按挑戰者達成時間先後排序決定。

* 個人門檻值：2019年 1月個人 QPV6 personal點數為挑戰門檻值。

僅限

300個
名額



一、現行 IPC且未曾上聘推薦獎金領取頭銜達翡翠者

二、現行 IPC已合格推薦獎金頭銜達翡翠級 (含 )以上者

新科推薦頭銜翡翠
（需有 3個直推珊瑚）

獎 勵

新科晉聘當月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2張
* 2個晚宴名額

合格任二個月
推薦獎金頭銜達翡翠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3張
* 3個晚宴名額
* 2,500元產品兌換券

合格任三個月
推薦獎金頭銜達翡翠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4張
* 4個晚宴名額

合格任四個月
推薦獎金頭銜達翡翠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4張
* 4個晚宴名額
* 6,000元產品兌換券

個人QV6 personal點數
新增成長 4800點 (含 )以上 獎 勵

合格一個月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1張
* 1個晚宴名額

合格任二個月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2張
* 2個晚宴名額
* 2,500元產品兌換券

合格任三個月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3張
* 3個晚宴名額

合格任四個月
* 2020年台灣啟動會議門票 4張
* 4個晚宴名額
* 6,000元產品兌換券

注意事項：

1. 凡欲挑戰本計畫者皆須填寫本活動專屬挑戰書，且以填寫挑戰書當月起計相關資格，恕不能追溯之前月份的業績。
2. 業績認定以公司 PINNACLE之紀錄為主。本獎勵的計畫採整個考核期間該挑戰者所達成最高考核資格計算；每個

IPC權最高可享 4個免費晚宴名額及 6,000元產品兌換券。
3. 挑戰者達成資格後須維持每月合格尊寵會員資格至活動舉辦當月。
4. 挑戰者依達成資格所享有的名額，合格者本人或配偶或共同經營人須親自參加晚宴餐會，其餘加贈的名額方可使
用邀請體系會員。若本人未參加，晚宴名額自動作廢恕不得要求折現或兌換贈品。

5. 為鼓勵挑戰者持續行動與尊榮，公司將視情況舉辦達成者領袖茶敘，詳細的時間與地點，將另發專函通知。
6. 產品兌換券有期限且不得兌換大溪地諾麗®果汁原味與極致風味果汁，請詳閱該券詳細說明。整個考核期每權最高

可領 6,000元產品兌換券，若活動期間已領取 2,500元，其餘 3,500元將於完成第四個月考核資格後再行發給。
7.凡領取本福利者，將視同合格者之 "佣金收入，其全數金額將納入該合格 IPC之 2020年之 "執行業務所得＂中，
並需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個人所得或公司收入。

8.所有會員皆需遵守本計劃所訂定之考核資格，並遵守營業守則與商德約法之相關規定，活動期間若有違反規定之
法務案件，美商慕立達公司有權取消獎勵資格與其相關福利。

9.美商慕立達公司保有修改、解釋及取消活動的權利。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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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顧

   2019慕立達
     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暨 科研講座
歷經數月來的籌備，2019年台灣香港啟動會議在 3月 17及 18日於台南大億麗緻酒店盛大
舉行！今年美商慕立達公司推出許多創新的事業策略、獎勵與未來新品計劃，這些好消息都

在會中與夥伴們一同分享！

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首先登場的是台灣香港啟動會議，來自全省近

300位夥伴齊聚一堂，會場外精心安排產品互動
體驗與肌膚檢測，現場不時看到拍照上傳 #手拿
牌的景象，完成還可獲得小禮物，讓與會的來賓

們玩得不亦樂乎！

慕立達無可匹敵的優勢 迎接新紀元
大會一開場，即邀請新世紀飲品及美商慕立達集

團全球行銷策略主席申健飛 Kelly Olsen上台演
說，他強調大溪地的健康與美麗文化是我們所擁

有的優勢，公司有強健的研究團隊以及極具競爭

力的優質產品，這一切都來自於大溪地帶給世人

的禮物－諾麗果。公司創新的獎金制度和獎勵計

劃等，在過去的 22年拓展了全球超過 70個國
家市場，這代表著慕立達具有絕對的市場優勢。

慕立達與新世紀飲品合併後，成為全球第 40大
那斯達克上市公司 (股票代號NBEV)。新的產品、
新的技術、新的銷售通路，歡迎更多年輕人加入

慕立達家族，一起迎接新紀元！

慕立達躍身成為那斯達克股市代號 NBEV上市公司

顏伯倩總經理表示慕立達已邁入新紀元，公司推出的各項獎勵計劃優於業界大溪地諾麗果一直是慕立達最無可匹敵的優勢

那斯達克 NBEV 股票分紅獎勵業界唯一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顏伯倩 Joy分享在兩家卓越公司合
併之後，美國財經刊物與金融專家都預測，新世紀飲

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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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19年衝刺事業與收入的絕佳機會，
與會來賓莫不給予最熱烈的掌聲，歡呼

連連！

品味生活獎勵 即將啟程
慕立達資深業務經理麥芸榛 Jenny與大
家分享公司最具口碑的海外獎勵旅遊，

只要每年創造事業成長的爆發力與行動

力，就有機會受邀參加公司精心準備的

獎勵旅遊體驗品味生活。包括 2019 年
美國紐約全球啟動會議、探索世界的波

羅的海遊輪之旅、2020年加州蒙太奇飯
店的全球高峰會、瑞士琉森－全球啟動

會議以及大溪地遊輪之旅。其中的探索

世界之旅，每逢奇數年，公司將帶領夥

伴搭乘郵輪造訪世界各地，雙數年則探

索具有健康及美麗文化的諾麗果故鄉－

大溪地。消息一出，現場所有夥伴均給

予熱烈回響，期許自己能成為下一個受

邀的領袖，邁向品味生活的夢想！

慕立達公司將提供全方位複合式行銷通路

2019未來新品 帶來新商機
慕立達對產品研發與創新投入的資金與人力乃眾所周知，為的

就是協助世人獲得健康、好看的外表及財務自由。由產品行銷

部經理蕭慧芬 Wendy分享 2019未來新品願景，包括公司擁
有強大的研發團隊、獨家專利以及全球獨特的產品成分，皆來

自大溪地諾麗果樹及其精華元素。今年即將推出蒂瑪娜絲柔系

列與輕盈系列，讓美麗與窈窕再升級，同時推出全球獨

家具有強化人體防護機能的 NHANCED飲品，以及更
多零售品牌 Búcha、Marley、Xing、Coco libre等，
完整打造全方位健康飲品品牌，幫助全世界的人遠離含

糖飲料，擁有真正的健康人生，這樣的遠景深深吸引與

會來賓的認同，獲得全場一致如雷的掌聲！

新科表揚 榮耀加身
接著大會進行 2018年的新科上聘領袖表揚。這些表揚
領袖持續拓展事業、積極輔導團隊夥伴，登上事業成功

高峰，並且將諾麗果的益處分享給更多朋友。大會邀請

亞洲營運總監 Matt以及全球策略主席 Kelly一起上台
慕立達擁有多項科研及獨家專利，為市場競爭力奠定成功基礎

品公司股價將飆漲並看好未

來前景，公司也將拓展更多

銷售通路及零售品牌產品，

這代表慕立達蘊藏著無限商

機；此外慕立達破天荒推出

的 IPC 股票分紅計劃，這
是 53% 以外的股票分紅，
讓 IPC 也能成為公司的股
東；接著再推出優質的蒂瑪

娜及 30 天大溪地諾麗®果

汁共 4 大挑戰套裝，幫助
所有經營者擴大客源、強化

招募力道，還能賺取額外的

招募紅利 75美元。這絕對

業界最優渥的獎勵旅遊帶領台灣最卓越的領袖環遊世界



頒發證書及榮耀徽章，表揚這些具

事業爆發力及成長力的新科領袖們，

也開放團隊夥伴上台獻花，為新科

榮耀再添光芒，並且鼓勵他們持續

成長、實現夢想！這也印證了慕立

達的確是一個能夠幫助人們獲得人

生三件事－健康、好看的外表以及

財務自由的事業，邀請夥伴們一起

為美好的人生願景來打拚！

新科御立鑽珍領袖 -吳珍秀接受公司表揚及伙伴們喝采

新科雙鑽珍珠領袖 -簡金和是公司近期最具成長爆發力的領袖之一

夥伴們熱情地與全球策略主席 Kelly合影 入場摸彩頭獎 -美國紐約來回機票得主開心上台接受領獎

與會來賓熱情驗慕立達優質產品 極淨系列產品創造自然明亮好膚質

最後在大會結束前，抽出 20名大溪
地諾麗®果汁得主、貳獎 -Sony55吋
液晶連網電視 1名以及頭獎－美國紐
約全球啟動會議來回機票 2名！獲得
獎項的夥伴皆驚呼不已，而所有的與

會者們也都帶著滿滿的收穫，為自己

的慕立達事業注入一股新動力，將大

溪地諾麗果的故事推廣給更多世人知

道，相信 2019年慕立達將邁向另一
個新里程碑！



吃•健康
  喝•美麗
  科研講座

人生保健三部曲
～腸道、心血管、皮膚
活動來到了第二天，一早夥伴們精神抖擻地陸

續抵達會場。首先邀請的是國內知名營養師－

張益堯，與夥伴們分享人生保健三部曲，如何

透過飲食改善現代人文明病，3不、3少、3多
的概念搭配慕立達的各項優質保健食品，讓身

體常保健康、遠離三高風險。

體內腸道保健做得好，外表肌膚也要維持膨、

彈、潤，每天飲用蒂瑪娜諾麗膠原蛋白飲品是

最簡單有效的方式。張營養師邀請所有與會來

賓一同舉杯試飲，現場氣氛更是 High到高點！

與會領袖認真聆聽蘇博士帶來的最新科研發表講座之後試飲慕立達明星產品大溪地諾麗®果汁，夥伴直呼有拿
有喝賺到了

蘇晨醒博士深入淺出、幽默生動的分享，為本次講座更增添光彩

張益堯營養師在現場與領袖們分享健康加分秘訣

Part2

大溪地諾麗®果汁最新科研發表
緊接著邀請的是美國總部研發總監－蘇晨醒博士，與

大夥分享大溪地諾麗®果汁的最新科研發表。蘇博士

是諾麗果的專家，透過其深入淺出、幽默風趣、言簡

意賅的演說，帶領全場來賓了解每一項新發表的諾麗

果科研動機、實驗方式與成果，再次驗證了長期飲用

大溪地諾麗®果汁，真的可以常保身體健康、提升生

活品質，夥伴們應該更積極分享給更多人，讓健康與

事業達成雙贏！

在掌聲如雷中，為今年的啟動會議暨科研講座劃下完

美的句點。透過本次會議精彩的內容分享，為夥伴們

帶來滿滿的能量與動力，期許 2019年在全體夥伴的
努力與公司的支持下，將台灣市場推向下一個新的里

程碑！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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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清明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 3/18~3/24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OPP
慕立達新商機 - 股
票分紅大利多

郝靜芝 鑽石珍珠

台中 /OPP
慕立達新商機 - 股
票分紅大利多

郝靜芝 鑽石珍珠

高雄 /OPP
善用品牌

創造無限商機

許麗鈴 御立鑽珍

☆ 3/25~3/31
快速獎金轉帳

◎ 4月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變更申請
截止時間

高雄 /OPP
健康、美麗、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 4/1~4/7
快速獎金轉帳

☆ 3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台北

我要變美麗

體驗課

台中

我要變美麗

體驗課

高雄

我要變美麗

體驗課

☆ 4/8~4/14
快速獎金轉帳

◎ 4月生效之『尊
寵計劃』及『易利
購方案』加入截止

時間

蒂瑪娜
之星

種子訓練會  義大利‧米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