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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地諾麗® 茶

法式琺瑯壺／諾麗果法蘭絨毯

9/1 日 10:00am 起 ~
贈品送完即止



茶
購物滿 NT$11,800
送 法式琺瑯壺／諾麗果法蘭絨毯 ( 二選一 )

* 網路訂貨，購物滿 NT$11,800，一律贈送「諾麗果法蘭絨毯」

購物滿 NT$6,500
送 大溪地諾麗® 茶

( 會員價 NT$580)

好禮
1

好禮
2

HoneyWare

日本第一品牌 富士琺瑯
● 日本製琺瑯用鋼片：
特殊的「鋼∣鋁∣鋼」三明治鋼片，導熱快速均勻、輕巧耐用

● 日本製無毒玻璃琺瑯釉料：
無金屬異味、不染色、耐蝕、耐化學、耐酸鹼、耐油抗污

● 70 年專業琺瑯製程：
800~850 超高溫燒製，硬度高、色彩鮮豔、不易剝離、耐高溫

* 消費滿額計算須為單筆訂單有 QV 值之產品 * 雙重好禮不累積計算 * 贈品數量

有限，送完即止 * 仲夏美白保濕優惠組及其餘優惠不合併計算 * 贈品由公司客

服統一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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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伴
9/1 日 10:00am 起 ~
贈品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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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優惠產品數量有限，售 / 贈完即止  * 以最低價者為贈送品項  * 可併入中秋滿額贈活動

蒂瑪娜植萃唇彩

買一送一
美

TeMana
LipsBOGO

9/1 日 10:00am 起 ~9/7 六



優惠方案

即日起～送完為止

驚喜好禮買就送！

仲夏美白保濕優惠組
會員價 NT$3,350 / QV 80

 亮顏新生美白精華液 1 瓶買

亮澤潤透水凝乳 1 瓶 
+ 艷夏購物袋

艷夏購物袋
尺寸：底 30x 高 34x 上 47.5cm
* 加贈防霉貼片，環保高效，可

防霉抑菌達 6 個月
* 帆布外層之深色染料會隨摩擦

稍有褪色，此為正常現象

送

加厚帆布材質
立體耐用

繩索提把展現獨特
流行自然風

大容量設計
外出購物或旅
遊十足便利

仲夏美白保濕 袋著走

* 亮顏新生美白精華液效期：2020/2    * 優惠組不接受退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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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瑪娜® 絲柔系列
銷售運用心法
蒂瑪娜 ® 絲柔系列在台灣一推出，立即掀起一股搶購熱潮！夥伴們在

見證產品的抗皺奇蹟及完美無瑕妝效後，接下來該如何運用在銷售與

推廣上？有請專業講師分享成功秘訣，千萬別錯過！

課程重點：

★蒂瑪娜 ® 絲柔系列－ AA 抗皺精華霜
及無瑕 CC 霜的產品優勢解析

★如何有效運用推廣及銷售秘訣，成功

拓展事業

課程時間：

台北  9 /17 二 晚上 7:00~8:30
高雄  9 /19 四 晚上 7:00~8:30

課程對象：

不限，歡迎踴躍參加

課程地點：

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 教室

出席好禮：柔白體驗包 + 晶鑽體驗包各一份

許麗鈴御立鑽珍領袖

課程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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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夥伴們善用小 S 套組及正確飲食技巧，每週看到自己體重公斤

數下滑，儼然已變身 S 號了！歡迎您邀約親朋好友一起參與「還我

小 S」成果發表會，親眼見證「小 S 套組」驚豔的成效。別忘了！

我們將在發表會中進行表揚，千萬別錯過喔！

還我小S
成果發表會

時間：

台北 10/1 二 晚上 7:00~8:30
高雄 10/3 四 晚上 7:00~8:30

地點：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 教室

「還我小 S」
成果量測及拍照時間

* 請參加者盡量穿著與使用前測量相同且合身之服裝

台北 9/17 二 下午 4:00~7:00
台中 9/18 三 下午 4:00~7:00
高雄 9/19 四 下午 4:00~7:00

現場與會者，每人

可試飲TNJ 80c.c.，
歡迎踴躍參加！



大溪地諾麗果
最新科研

參加對象   慕立達公司會員及新朋友皆可參加，憑票入場

售票方式   2019/8/22( 四 ) 起開始售票，每張票價 200 元，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請洽各區營運中心

活動地點   台北場 10/22 二 晚上 7:00~9:00  台北品味生活館 (6:30 開放入場 )

 台中場 10/23 三 晚上 7:00~9:00  台中營運中心 (6:30 開放入場 ) 
 高雄場 10/24 四 晚上 7:00~9:00  高雄品味生活館 (6:30 開放入場 ) 

台北 10/22
7:00~9:00pm

高雄 10/24 

7:00~9:00pm

主講貴賓 蘇晨醒博士

現任：美商慕立達研發部總監

經歷：美國猶他州公司 Dermion 公司

分析化學家

美國猶他州公司 DetaChem
實驗室化學家

學歷：猶他州立大學分析化學博士

慕立達每年投資數百萬美元研究諾麗，諾麗果

對身體全方位的保護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本次

再度邀請「蘇晨醒博士」來台發表最新的科研

實證，以及對心血管的影響。歡迎新舊朋友踴

躍參與，座位有限，您千萬不能錯過！

憑票出席活動者，
可獲贈超值贈品 ( 每人限一份 )

1. 蒂瑪娜諾麗膠原蛋白飲品 1 瓶

2. 試飲大溪地諾麗 ® 果汁 80cc
3. 蒂瑪娜晶鑽體驗包 3 份

4. 參加現場摸彩活動

憑票可獲得 10 月份科研專刊一份  

暨心血管
保健講座

台中 10/23 

7:00~9:00pm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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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紐約 菁英齊聚

2019 全球啟動會議
精彩回顧

設立目標「B in 3」三年內達成 10 億美元業績
會議一開始，公司精心安排知名百老匯舞團表演，一開場就帶來精彩的視覺饗宴。接下來執行長布蘭

特．威利斯分享目標「B in 3」，誓言要在三年內達到 10 億美元的業績！所有在座領袖也用歡呼與掌

聲來呼應，要為這個目標盡全力拓展團隊組織。

副總裁 Shon 歡迎來自大溪地的舞者及嘉賓

 GBS 以經典的百老匯秀揭開序幕

憑藉著大溪地諾麗的獨特性與新世紀飲品的品牌

優勢，我們誓言推出幫助人們活得更健康的系列

產品，強化品牌知名度、滲透力和普及率，吸引

更多人加入事業系統，孕育出更多的領袖。

大溪地諾麗獨特優勢

改變全球百萬人生命
行銷宣傳總監申亞當表示，1996 年諾麗果一上市

就受到市場高度關注，標榜「唯一原創超級果實」

即大溪地諾麗果的獨特優勢。慕立達與新世紀飲

品的合作，首先是業界唯一含有大溪地諾麗 ® 精

2019 全球啟動會議帶領全球領袖，前往美國紐約具有百年

歷史的 Cipriani 42 街會議中心，邀請大溪地嘉賓、法國小

姐潘美拉·契夫斯、2019 大溪地小姐 - 瑪塔哈里·布斯奎特、

蒂瑪娜全球代言人李詠嫻、美國總部高層以及近千位來自

全球各地的領袖共襄盛舉。



華成分的 CBD ( 大麻二酚 ) 產

品，一推出就造成市場熱銷。

日本分公司執行總監長濱 創強

調「大溪地諾麗 + CBD 將會

改變形勢，這產品將會改變這

世界」。

會中並邀請 2019 法國小姐潘

美拉·契夫斯以及 2019 大溪地

小姐 - 瑪塔哈里·布斯奎特，分

享自幼受到大溪地健康與美麗

的文化薰陶，加上與慕立達公

司合作，更將她們推向國際舞

台，榮獲法國小姐及大溪地小

姐殊榮。蒂瑪娜代言人李詠嫻

表示，蒂瑪娜系列已經成為她

每日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她更大方分享慕

立達將在 2020 年初推出蒂瑪娜窈窕系列

飲品 ( 暫定 )，不只臉蛋要緊緻年輕，身形

也要玲瓏有緻。

現實生活真英雄 事業新星初登場
歐洲暨拉丁美洲總裁明有哲擔任頒獎人，

表揚 2018 年 7 月 -2019 年 5 月新科晉升

的領袖，包括台灣新科御立翡翠－許嘉玲；

新科珍珠－陳兆玟、顏秋華、曾凱莉、劉

奎廷；新科御立珍珠－吳明惠等受到全場

掌聲歡呼。

接著明有哲總裁介紹來自宜蘭的新科御立

鑽珍－吳珍秀。她在 10 多年前因先生罹

癌而接觸大溪地諾麗 ® 果汁，並認為先

生留給她最棒的禮物就是慕立達事業 ! 在

事業推廣初期雖然遇到挫折與拒絕，但是

憑著助人的堅定信念，找到與她一起打拼

的最佳團隊。她的表揚受到全場熱烈的掌

聲肯定，此外公司更致贈每一位新科領袖

NEW AGE 最潮後背包以茲鼓勵。舞台上

這些現實生活真英雄們獲得了全場如雷的

喝采，期望這些領袖可以帶領出更多傑出

的事業夥伴。

前進那斯達克敲鐘儀式
8 月 15 日下午 3 點半，全球的領袖們穿著

公司贈送的專屬 T 恤，步行到紐約時代廣

場參加那斯達克收式敲鐘儀式。台灣分公

現任法國小姐和大溪地小姐為此次盛會的絕美嘉賓

蒂瑪娜全球代言人李詠嫻，分享蒂瑪娜系列使用心得

新科御立鑽珍領袖 – 吳珍秀，上台接受表揚與各國領袖掌聲恭賀



司總經理 Joy 和南區黑珍珠領袖朱秀雲，也受邀進入那斯達克大樓敲

鐘儀式轉播現場，與其他台灣領袖們在時代廣場螢光幕前一起倒數敲

鐘。這場超過千萬人同時觀賞的儀式，公司的產品與形象廣告在大螢

光幕前不斷宣傳輪播，所有領袖都在敲鐘那一刻，一起大聲歡呼見證

NEW AGE 時刻，這一幕成為所有領袖們的驕傲！

｀NHANCED 以科學為基礎

活出更豐盛健康的人生
全球創意暨品牌總監史考特．弗曼，

在第二天的會議中分享 'NHANCED
是擁有科學實證的獨特產品，公司

也宣布未來將推出融合精萃系列與

'NHANCED 的獨家產品 'NHANCED
細胞修護補充品，以及 'NHANCED
聽力修護補充品。

北美總經理強．豪斯壯表示，公司於美國市場推

出 CBD 產品後，一上市就突破歷年 LTO 的成績，

打趴所有市面上的 CBD 產品，同時也讓許多其他

公司的領袖嗅到新商機，讓慕立達領袖們在招募

與推廣上如虎添翼，以翻倍的速度超越過往團隊

業績，這些成功的分享也帶給與會者極大的激勵

力量。

掌握系統倍增快速 立即開始行動
全球行銷執行總監傑夫．強生與事業發展資深總

監 - 克勞迪亞．阿吉奎爾，為了幫助更多領袖建

立穩固的事業，與全球領袖們分享公司的優勢點：

營業額超過 75 億美元，發出超過 35 億美元的獎

金，同時還是那斯達克上市的健康飲品公司，這

就是我們事業的優勢。

此外透過分享七個事業步驟，再加上 90 天事業挑

戰與事業套裝的推出 ( 目前僅限美國市場 )，幫助

領袖們以穩健的腳步建立事業，並透過系統化的

方式把這個商機逐步分享給消費者、經營者與領

導者，讓新世紀飲品的品牌可以影響到全球每一

個人，進而加入我們的行列。

超級業務獎勵計劃 即刻開始挑戰
執行長布蘭特．威利斯在活動中送給在場所有領

顏伯倩總經理和朱秀雲黑珍珠受邀至那斯達克
大樓，參加那斯達克收市敲鐘儀式

我們來自台灣，我驕傲！

邀請全球代表領袖一起敲鐘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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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一個 2,000 萬美元的超級大紅包，這是

公司有史以來送出的最大獎勵！他在會議

中分享此一業界最優渥的分紅獎勵，也是

成為超級領袖的最佳機會。公司希望吸引

更多優秀的領袖加入，只要符合考核資格，

前 100 名即可獲得 20 萬美元的超高額獎

勵，並表揚成為俱樂部成員，還可受邀參

加終身一次為期 2 週的馬貴斯島頂級遊輪

之旅。現場領袖們聆聽此計劃後，非常興

奮地開始規劃團隊的目標。

邁向未來的道路 填滿空白處
會議最後首席市場執行長申健飛 Kelly Olsen 與

大家分享，過往我們長期在推動區域總監計劃來

填滿更多空白處，而大溪地諾麗 ® 果汁獨特的優

勢加上優於業界的獎金制度，造就輝煌的歷史成

績。自 1996 年第一瓶大溪地諾麗 ® 果汁上市到

現在已開拓超過 70 個市場，慕立達榮獲最具成

長力的殊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公司即將再次推出「空白處」計劃，以目前尚未

成立分公司的國家或洲別 ( 如非洲 ) 所成立的特

別專案，為了就是鼓勵更多領袖踴躍挑戰我們事

業未及的空白處，並且有機會成為該地區的創始

會員 ( 市場線頭 )，一如公司的四大創始會員般，

讓事業有更大利多及加快邁向財務自由的速度。

此計劃吸引許多開創領袖躍躍欲試。

為期 4 天的全球啟動會議圓滿落幕，公司即將展

開一個新的里程碑。鼓勵領袖們勇於夢想、勤於

執行、持之以恆，將品牌推廣拓及全世界。期許

在 2020 年領袖能帶領更多夥伴，一起親臨現場感

受這份震撼和感動。2020 年我們相約在瑞士蒙特

勒見！

執行長布蘭特．威利斯公布業界最優渥的分紅獎勵

大家長 Kelly 鼓勵更多領袖踴躍挑戰「空白處」

精心準備的晚宴讓這次與會的領袖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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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立達公司將於 11 月 30 日 ( 六 ) 特別舉辦魅力、感

染力、影響力 - 超級講師訓。本次邀請業界知名激勵

與績效大師 - 洪傳隆博士授課，有志成為舞台魅力講

師與吸引力主持人的領袖們，千萬不能錯過！

超級講師訓
開始報名

魅
感染力影響

課程時間：2019 年 11 月 30 日 ( 六 ) 10:00-18:00 (09:30 開放入場 )

課程地點：南區教育訓練場地 ( 詳細場地將另行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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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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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四大效益：
1 .  突破舒適區，講出成功人生
2 .  強化講師魅力，提升十倍速聚財力
3 .  績效導向，有效快速組織複製力
4 .  從自我提升邁向自我實現的成功標竿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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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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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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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立達公司即將於 2020 年舉辦台灣香港啟動會議，尊榮晚宴挑戰獎勵

正如火如荼展開中。藉此獎勵鼓勵更多領袖擴大招募力道、新增業績與

晉聘翡翠資格，帶動團隊動能與組織活動力。恭喜以下 4 至 7 月份成績

斐然、率先達成的領袖們，讓我們一起獻上最熱情的歡呼及喝采！

2020 年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尊榮晚宴獎勵
 4-7 月達成領袖

合格一次

姚永祥 李芳瑜 林采勳 楊雅錚 林   錦 林碧卿

合格一次

徐福蘭 許玉山 許陳滿 蘇筱涵 王陳婉 康馨文
馬成麟 曾嘉偉 劉谷瑶 林宥禎 楊錫昌

合格二次

溫明達 許麗鈴 王寶秀 李伊晨
蕭麗華 林怡亭 胡以軒 周  瑩

合格三次

林英惠 李寶玉 李秋玉 朱秀雲
蔡郁文 吳麗芳 鍾淑貞 莊秀蓮

合格四次

郝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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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四次

黃國旗 方國響 李育如 郭承旭 郭承忠

合格二次 合格三次

林翠玲 林和城 林志澤 趙益賜
陳羿蓁 賴優和 賴俊達 黎尊仁

高郁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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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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年繳會員當月扣款成功後，將於隔月 15 日後寄發 $5,000 元產品兌換券。

2. 月繳會員於連續三個月扣款成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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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兌換方式及兌換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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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慕立達進階會員
商機優惠一把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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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起加入進階會

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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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C 夥伴踴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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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進階月繳者，可獲得慕立達產品兌換券 $1,000(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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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公告

代辦人規定與禁止簽署不實

• 2018 年 6 月版事業手冊第 25 頁第二條第 1 項、第 2 項及第 3 項條款中提及，每份文件所

填寫的個人資料皆務必確實不得造假。

• 第 32 頁第五條第 11 項【代辦人規定】中亦強調美商慕立達公司同意代辦人得代理原申請

人辦理相關業務，唯需取得原申請人授權同意，且代辦人代辦同時需保證該申請文件無簽署

偽造不實，代辦人對申請文件負連帶責任。

提醒各位夥伴，無論代為處理任何申請，每份資料皆代表著契約權利與義務責任，您的簽名代

表著您的重要決定並須承擔對等的責任，切勿為求便利替代他人簽名或讓他人代替您簽名。偽

造簽名及填寫不實資料除違反事業手冊上述規定及商德約法外，更涉及台灣刑法第 210 條偽

造、變造私文書及第 217 條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條款。夥伴擅自竊取他人個資辦理入會、

訂貨或相關申請，將背負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涵蓋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

再次呼籲夥伴們，代辦相關申請時，務必取得當事人的同意與授權以確保彼此的權益；亦請隨

時留意個人帳戶資料以維護自身權益。

小美這個月業績
還差一點，我有
她的信用卡資
料，我直接幫她
下單出貨好了。

絕對不可以這麼做喔 ~ 那是小美個
人資料，要幫她下單必須取得當事
人的授權，這樣才能確保彼此的權
益避免未來的糾紛。

我信用卡資料
給你，有需要
就刷我的卡 ~
我授權給你。

•信用卡是個人資料，每筆交易都需
要您親簽與確認才可以。
•入會文件有很多的契約權利義務，
還是得當事人親簽確認。
•若兩位要授權給我，也需要兩位的
書面授權才能保護彼此權益。

看你事業這麼
成功，讓我也
很心動 ~ 我提
供資料給你，
你幫我寫入會
文件入會吧 ~

資料怎麼這麼多 ?!
我授權給你
全權處理。

感謝你如此信任
我。這攸關您的權
益，仍須請您親自
處理或提供書面授
權我才能協助。

我很忙，我給你我
的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跟相關資料，你
幫我入會跟訂貨，
如何？

我也很想幫你，
但這真的不行。因為

上面有你的個資更有許
多契約權利與義務，所
以還是需要當事人親

自填寫簽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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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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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滿額贈
活動開始

台北 /OPP
慕立達事業

絕對優勢

吳珍秀 御立鑽珍

台中 /OPP
健康、美麗、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高雄 /OPP
掌握趨勢 開創未來
尤文清 黑珍珠

2020GBS尊榮晚宴
挑戰成功茶會

☆ 8/19~8/25
快速獎金轉帳

台中 /
慕立達學院先修班

高雄 /
慕立達學院先修班

高雄 /OPP
掌握契機 翻轉人生
郝靜芝 鑽石珍珠

◎ 9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變更申請截止時間

中秋節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 8/26~8/31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蒂瑪娜絲柔系列

銷售運用

許麗鈴 御立鑽珍

高雄

蒂瑪娜絲柔系列

銷售運用

許麗鈴 御立鑽珍

☆ 9/1~9/8
快速獎金轉帳

☆ 8月份組織
獎金轉帳

高雄 /OPP
健康、美麗、財富

林英惠 黑珍珠

☆ 9/9~9/15
快速獎金轉帳

◎ 9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加入截止時間

茶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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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

還我小 S
成果發表會

高雄

還我小 S
成果發表會

☆ 9/16~9/22
快速獎金轉帳

國慶連假彈性補班

各營運中心

照常營業

國慶日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國慶日彈性休假

各營運中心

暫停服務

☆ 9/23~9/30
快速獎金轉帳

◎ 10月生效之
『尊寵計劃』及
『易利購方案』
變更申請截止時間

台北 /OPP
邁向人生三件事

康馨文 雙鑽珍珠

台中 /OPP
新世紀，興動能，

欣商機
李寶玉 御立鑽珍

高雄 /OPP
新世紀，興動能，

欣商機
李寶玉 御立鑽珍

☆ 10/1~10/6
快速獎金轉帳

☆ 9月份組織獎金
轉帳

台北

大溪地諾麗果最新

科研暨心血管保健

台中

大溪地諾麗果最新

科研暨心血管保健

高雄

大溪地諾麗果最新

科研暨心血管保健 ☆ 10/7~10/13
快速獎金轉帳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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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