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紐約舉辦的全球啟動會議，宣布許多激動人心的訊息—產品

新訊、新獎勵計畫以及重大業務拓展計劃。以下是許多新訊息

的回顧(點選連結繼續閱讀)。

• 眾所喜愛的MAX大溪地諾麗®果汁極致風味，從TruAge品牌
重新定位為大溪地諾麗品牌。(原文: Introducing new Tahitian 
Noni Max, Extra and Pure)

• 未來將推出noni結合CBD的傑出飲品。(原文: Tahitian Noni 
+ CBD: A perfect pair)

• 蒂瑪娜輕盈系列即將推出一項全新的產品，以天然食物成分
製成，以輕斷食的方式，進行身體體重管理。(原文: TeMana 
Shape coming soon!)

• 蒂瑪瑪絲柔系列是蒂瑪娜品牌新成員，以諾麗果為基礎，結
合微脂囊技術，品項包括AA抗皺精華霜和無瑕CC霜兩項抗老
化產品。(原文: TeMana Silk)

• 益唐飲品和沛速精華飲品將重新定位
為HIRO系列產品。(原文: Sugar Stop 
and Rapid Fuel are joining the 
HIRO brand)

• 兩項頂尖的產品加入精萃營養補
充品系列中。(原文: NHANCED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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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and ‘NHANCED Hearing 
coming soon!)

• 90天事業挑戰將幫助IPC達到目標，
這項挑戰的目的在幫助IPC在加入90
天內賺取收入。(原文: The 90-Day 
Business Challenge will help new 
IPCs hit the ground running)

• 寰宇團隊獎勵計畫，此項獎勵案是
前所未見的領導者獎勵方式。「直

銷新聞」以及「CBD Snapshot」雜
誌專文均報導了新世紀公司。(原文: 

Introducing Centurion: New Age’s 
massive acquisition program)

• 公司再度推出「填滿空白處」專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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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您有機會成為該地區的創始會員。(原
文: Project: White Spaces gives you a 
chance to be a top of market leader)

• 新世紀事業商機是慕立達下一個新階
段。(原文:Welcome to a New Age） 
opportunity

全球啟動會議的內容精彩可期已經是眾所

周知了，什麼活動可以讓啟動會議更加不

一樣呢？就是新世紀受邀參加那斯達克股

市收盤敲鐘儀式。同時，在歷史悠久的時

代廣場的電子看板上刊廣告。

新世紀執行長布蘭特．威利斯在活動中發

執行長布蘭特．威利斯最近出現在兩個新聞節目中，並介紹公

司特色。

福斯財經網(Appearing on the Fox Business Network) 節目
中，威利斯說明新世紀公司提供健康飲品作為不健康飲料的替

代品。他還說明了CBD產品和CBD未來的發展潛力。
威利斯也在切達網路新聞(appeared on the video news 
network Cheddar)節目中介紹健康飲品產品及CBD等。

表，各國總經理以及黑珍珠領袖也親自

出席活動(觀賞完整活動點選此處)。在
此同時，本活動在時代廣場的那斯達克

大廈現場進行直播，讓世人都看到了新

世紀的響亮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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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必須參加啟動會議。它不僅創造一個更大的願景

來改變他們的生活，而且它為您介紹公司願景。慕立達公

司和新世紀不僅在產品和研究上處於世界最前端，公司願

景也是具有前瞻性的。

將您和其他國家上線連接在一起，和他們學習，是很棒的

一件事。雖然會議只有短短幾天，卻是時時刻刻沉浸在驚

喜中。

如此多的新消息，對我們而言，最喜歡的是新產品訊息，

並了解為什麼我們的產品在市場上比其他產品更突出。我

們還學習到´NHANCED CBD擁有實證證書，這是其他競
品沒有的。

執行長布蘭特．威利斯的演講以及他提到的公司願景，也

是非常令人興奮。很顯然地，他是發自內心的演說並真心

關心公司和所有會員。

那斯達克股市收盤敲鐘儀式真的太瘋狂—上千位IPC穿著新
世紀T恤在時代廣場的兩個街區觀看大螢幕，真的很壯觀！
活動後，我們穿著新世紀T恤走到中央公園，有人問我們：
「您們是那家飲品公司的一員對嗎？」這多麼酷啊!!
參加全球啟動會議，聆聽演講，和公司員工或其他IPC交

這次會議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驚喜和動

力！我很享受每一刻，聆聽到第一手訊

息，並且與菁英領袖們一起交流研習。

新世紀是一個新的契機、挑戰和改變，它

將為我們帶來更多元的產品，並使我們成

為股東。我對於能有機會再次造訪大溪地

全球IPC分享紐約啟動會議新訊

談，讓您有信心走出去，並傳播出去。親自聆聽，在令人

驚豔的環境中學習所有資訊，讓您成為真正關心他人健康

和福祉的公司成員之一。我們可以透過分享產品影響這個

世界，讓世界做出巨大改變，所以我們很興奮，因為即將

出現—新世紀！

ENRICO MANDL (德國):

我帶著一些複雜的感覺參加GBS，因為對於新世紀的合併
我還存有一點疑慮。隨著每一次的演說，我的熱情越來越

高漲，相信這一步帶來了許多的優勢。對我個人來說，這

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活動，因為我清楚地看到公司已經建立

了一個規模更為廣大的根基。

我特別喜歡CBD的訊息。這代表新世紀走上了正確的道
路，並以現代化的方式呈現出來。就我個人而言，我也很

高興讓HIRO回歸並以現代化的方式呈現。這段影片使我們
遠離傳統的能量飲料，而且還有更多新的可能性。

在我看來，我們是一家擁有現代網絡營銷的全新公司，我

們被賦予了新的領域來開拓新的目標族群。寰宇團隊獎勵

計劃還提供了新的業績激勵方案，因此現在著手規劃並積

極參與事業推廣顯得非常重要。新世紀的時代來臨了！

感到特別興奮—這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透過這個機會，可以激勵我的事業更

加成長。

對於能親臨著名的時代廣場，參加那斯達

克敲鍾儀式，我感到非常自豪！

謝謝你給予我機會參與這次的盛會！

TOM AND KARLA KEOUGH(澳洲):

IBOLJA DEME (塞爾維亞):



會議第一天下午，公司邀請來自全球各地

的菁英領袖，前往紐約時代廣場一起見證

那斯達克收市敲鐘儀式，我很榮幸，我與

台灣暨香港區資深總經理Joy一起敲鐘，
我在紐約當地的朋友也一起見證這歷史性

的一刻。他們直盯著轉播牆，不斷為我們

此次參加2019紐約啟動會議，看到了公
司的改變、進步及未來的展望，所有的產

品和獎勵計劃都令人振奮不已。在時代廣

場那斯達克公司的電視牆上，秀出新世紀

的新產品及帶領各部門主管敲鐘儀式，更

今年的全球啟動會議很特別，我看到公司

帶領我們邁向新紀元，來自世界各地的菁

英齊聚一堂，彼此交換事業成功的經驗。

不論在新世紀或慕立達，都讓我深深的感

我帶著兒子來到時代廣場，和其他人一起穿著新世紀的

藍色T恤。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在時代廣場看到
很多IPC的那斯達克收市敲鐘儀式，我和兒子都感到很

歡呼及喝采。對夥伴們來說，這是最具激

勵和鼓舞的動力！2020年全球啟動會議將
在瑞士蒙特勒舉辦，我要鼓勵我的團隊夥

伴們更積極參與公司活動，帶領團隊躍進

成長，幫助他們與我們一起見證更多意義

非凡的時刻！

令與會的所有領袖感到無比榮耀。此次會

議我也上台接受表揚新科御立鑽珍，讓我

的夥伴們有共同的認知，要改變及突破，

把每一個空白處填滿！

受這就是我的家，讓我的生命有價值的

發揮。回到台灣我要將所學所見分享及

帶領團隊成長，讓大家邀約更多人加入

團隊，一起行動，朝向目標前進。

興奮。這個事業和機會的規模，已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

像。我的兒子可以很快速地和團隊分享他的經歷，這讓

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他能彌補我在這方面的不足。

朱秀雲(台灣):

吳珍秀(台灣):

郝靜芝(台灣):

MAYUMI NOMURA (日本):

親自參加GBS的下一個好處是什
麼？對於荷蘭的一個 IPC團隊來
說，他們聚集在一起觀看活動實況

轉播並享受美食。這個實況轉播派

對上甚至以美國為主題來裝飾現

場。雖然他們說度過了一段美好的

時光，但IPC也表示他們的目標，
是想要親自參加下一屆GBS。

荷蘭IPC舉辦美國主題的實況轉播派對



● 2019年大溪地小姐瑪塔哈里．布斯奎特(Matahari 
Bousquet)和2018年大溪地小姐/2019年法國小姐
潘美拉．契夫斯（Vaimalama Chaves）都參加了
GBS，也擔任大溪地舞者一員一起表演。

● 諾麗膠原蛋白飲品9月1日起在芬蘭上市。
• 蒂瑪娜絲柔系列在台灣推出並帶來了巨大的銷售量。
• 在大溪地，四個講法語的IPC通過購買虛擬GBS門票
來展現他們的熱情，儘管他們不懂英語，也沒有法語

可翻譯。

● 招募系統為台灣帶來150位新的IPC入會。
●  玻利維亞IPC Luis Ralde Montano在當地電台節目
中接受訪問，分享大溪地諾麗®果汁的益處。

● IPC Tevai Haumani在大溪地的慕立達工廠，為那
些不能親自參加活動的人，舉行了一次特別的GBS
會議重點回顧。

● IPC Annastasia Henny在澳洲布里斯本的印尼藝術
節上，為慕立達設立了產品展示台。

台灣的《直銷世紀雜誌》近期刊登了2019年的大溪地小
姐瑪塔哈里·布斯奎特(Matahari Bousquet)。這篇文章提
到了她最近獲得后冠的選美比賽，其中引述歐洲暨拉丁美

洲總裁明有哲的話說：「我們為瑪塔哈里和她所獲得的巨

大榮耀而激動不已。她迷人且樂觀的天性，擔任大溪地諾

麗和蒂瑪娜的代言人是非常適合的。她是法屬玻里尼西亞

《直銷世紀雜誌》刊載大溪地小姐贏得后冠報導
之美的完美代表，瑪塔哈里非常讚賞諾麗及其對全球人民

的重要性。她完美地表現了法屬玻里尼西亞的美麗，對諾

麗及其對世界各地人民的重要性有著強烈的讚賞。我們期

待與瑪塔哈里建立美好關係，因為慕立達和她都是致力於

將大溪地最棒的部分，呈現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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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