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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快
搶！

蒂瑪娜絲柔系列

健康不打烊

萬能

爸爸

購物滿 NT$8,800 
送 精萃魚油 ( 會員價 NT$800)

8/1( 四 ) 上午 10 點起 ~ 贈品送完即止

超驚喜好禮 早鳥訂購賺更多 !!

蒂瑪娜® 絲柔系列 新品推廣組

即日起 ~8/31 止



健康不打烊

萬能

爸爸

一次補足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思緒靈活、循環代謝皆通暢

健康指數不再亮紅燈

每份 3 顆                       含有 500 毫克 EPA+DHA

*購物滿額計算須為單筆訂單有QV值之產品 *滿額贈不合併其他優惠計算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即止

8/1四 上午 10 點起 ~ 贈品送完即止

購物滿 NT$8,800
送 精萃魚油 ( 會員價 NT$800)



8/1四 上午 10 點起 ~ 售完即止

新活輔酶 Q10
限時優惠NT$990/ QV18

原價 NT$1,350

保康薑黃膠囊
限時優惠NT$960/ QV19

原價 NT$1,200

精萃益生菌
限時優惠NT$760/ QV14

原價 NT$800

明亮有神
限時優惠NT$960/ QV19

原價 NT$1,200

CoQ10

Turmeric
Curcumin

Enzyme
Blend

精萃礦物質＋鈣
限時優惠NT$760/ QV14

原價 NT$800

精萃維生素
限時優惠NT$880/ QV15

原價 NT$1,000

海尼克博士酵素
限時優惠NT$960/ QV19

原價 NT$1,200

淨暢膠囊
限時優惠NT$960/ QV19

原價 NT$1,200

Probiotic

Cleanse

Marigold
Lutein Ext.

萬能

爸爸



新品情報

蒂瑪娜®絲柔系列
全球都在屏息以待的重量級新品「蒂瑪娜®絲柔系列」，日本在前幾個月推出

預購組火速銷售一空。台灣夥伴也將一起享受“深層抗皺活顏＂鎖齡效果。

9/1
新品上市

蒂瑪娜®絲柔系列

超驚喜好禮 早鳥訂購賺更多 !!

限時快搶！蒂瑪娜® 絲柔系列新品推廣組

新品推廣組
會員價 NT$21,600   QV:510 CV:18,240

+

AA抗皺精華霜 6入 無瑕 CC霜 (顏色任選 ) 3入

推廣期間限定
愈早訂購 好禮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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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價：2,750元  QV 65 / CV 2,325   容量：14g

會員價：1,700元  QV 40 / CV 1,430  容量：25ml

AA抗皺精華霜

無瑕CC霜

全球首創諾麗種籽微脂囊技術

蒂瑪娜 ®絲柔系列 - AA抗皺精華霜，為全世界第一個運用「諾
麗種籽微脂囊技術」，將諾麗種籽萃取精華包覆在微小的微脂

囊，將其帶入肌膚深層且持續釋放，為肌膚長效性地注入能量。

滲透性佳 抗皺效果更集中
運用超微米的微脂囊包覆的諾麗種籽萃取精華，滲入肌膚真皮

層，搭配朝鮮薊葉萃取，幫助抗老化，達到淡化細紋及皺紋、

縮小毛孔、緊實肌膚效果，能使肌膚保持光滑柔順與無瑕

阻隔藍光 X修飾膚色 2合 1

添加諾麗果成分，提供肌膚潤澤與防護。能阻隔藍光，保護肌膚

免受損害，同時修飾毛孔細紋與膚色，亦可作為粉底霜，達到淡

妝效果。質地清爽柔霧感，不黏膩，展現如絲綢般柔滑無瑕的輕

透妝感。一年四季均適用。

日本厚生省認證，AA抗皺精華霜證實可以有效減少皺紋。

白皙色Fair 自然色 Light

第  1 波好禮 即日起～ 8/18

第  2 波好禮 8/19 ～ 8/31

AA抗皺精華霜 1入
無瑕 CC霜 (顏色任選 ) 1入
蒂瑪娜紅色托特包 1只
AA抗皺精華霜體驗包 10入

贈品總價值 NT $6,930

無瑕 CC霜 (顏色任選 ) 1入
蒂瑪娜紅色托特包 1只
AA抗皺精華霜體驗包 5入

贈品總價值 NT $3,690 +

+ + +

+

訂購新品推廣組，獲贈好禮



知 名 彩 妝 師 的

無瑕美妝密技

無瑕 CC霜優異的打底及修飾功效，要怎麼使用才

會更自然服貼好上手？我們特別邀請知名彩妝師，

傳授您以無瑕 CC霜及植萃唇彩系列，輕鬆完成今

夏最 IN妝容，報名從速喔！

徐曉鵑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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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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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妝造型資歷 16年

曾任
技術學院、社區大學、職訓中心講師、電視節目彩妝造型師

合作過藝人：陳思璇、吳怡霈、廖家儀、王尹平、阿信、曲家瑞、

阿 KEN、納豆、翁滋蔓、陳漢典、曹雅雯等人

主講貴賓：

課程時間：

台北 8/27 二 19:00~20:30

台中 8/28 三 19:30~21:00

高雄 8/29 四 19:00~20:30

型臉見證會V無痕密碼
越來越多夥伴體驗到 AA抗皺精華霜驚人的無痕

效果！邀請您一起來見證他們是如何淡化歲月痕

跡，找回 V型臉的年輕與自信，千萬別錯過！

產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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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課程1

產品

課程2
課程地點：慕立達各區營運中心 OPP 教室

新品推廣必備輔銷利器
TeMana® 絲柔系列產品介紹

光滑柔細天鵝絨般的優雅美麗，這就是蒂瑪娜 ®絲柔系列所創造
的無瑕美肌！此份產品 DM詳細介紹 AA抗皺精華霜與無瑕 CC
霜 (白皙色 /自然色 )，包含產品特色、優勢和使用方法，圖文並
茂、印刷精美細緻，是會員推廣時必備的輔銷利器！

NT$50 (3 份 / 包 )    貨號 308849

出席好禮：柔白體驗包＋晶鑽體驗包各一份

出席好禮：柔白體驗包＋晶鑽體驗包各一份

課程時間：

台北 8/6 二 19:00~20:30

高雄 8/8 四 19:00~20:30



產品課程

減重遇到瓶頸了嗎？活動現場聘請專業的運動教練，教您利用零

碎的時間，在辦公室或家裡每天 3步驟，只要 10分鐘，必能重
拾曼妙身材！趕快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感受喔！

暨期中頒獎動一動美形立現

* 現場免費體驗「沛速精華飲品 120cc」。

* 課程當天請著輕便服裝及運動鞋，並攜帶運動

毛巾，方便活動及伸展。

李燕秋 教練  15 年以上教學經驗

*專長羽球，為瑜珈
、羽球、水中有

氧、皮

拉提斯、肌力訓
練等課程專業指

導教練

*目前擔任中山、北
投、信義運動中

心及士

林社區大學運動
課程指導老師

普獎

「5 日益唐組 1 盒」
( 價值 NT$660)

還我小S
期中頒獎

課程當天將進行「還我小 S」活動之期中量測數值，體重減少 1.5 公斤以上且體脂減少0.5%，即可獲得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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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期／地點：

8/20 二 晚上 7:00~8:30 台北品味生活館

8/21 三 晚上 7:30~9:00 台中營運中心

8/22  四 晚上 7:00~8:30 高雄品味生活館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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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新加冕的 2019大溪地小姐－瑪塔哈里·布斯奎
特 (Matahari Bousquet)，歡迎她成為大溪地諾麗
及蒂瑪娜的代言人！

美商慕立達公司全球業務行銷資深副總裁明有哲

(Shon) 說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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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與她的合

作。」

瑪塔哈里奪得后冠後表示：「我要感謝 2018年大
溪地小姐暨現任法國小姐潘美拉·契夫斯 (Vaimalama 
Chaves)，感謝她給我的建議。特別引起我注意的
是潘美拉說：『充分利用每一刻，玩得開心，因為

一年美好時光稍縱即逝。』我很驕傲能成為潘美拉

的接任者，潘美拉現在仍持續是我們許多人的榜樣。

Mauruuru roa (大溪地語的非常感謝 )潘美拉，妳
鼓舞了我。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瑪塔哈里和所有 2019年大溪地小姐的選美參賽者，
日前參訪了慕立達在大溪地的工廠。在那裡，參賽

者試用公司產品，瞭解慕立達從果樹到裝瓶的完整

製程，並與慕立達員工和 IPC互動。在此之前，參
賽者還獲得了蒂瑪娜的禮物，實地體驗與見證產品

的美好與令人讚嘆之效益。

美商慕立達公司期待與 2019大溪地小姐－瑪塔哈里·
布斯奎特建立美好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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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冕 2019大溪地小姐

    - 瑪塔哈里·布斯奎特
成為慕立達代言人 狂賀



訊息傳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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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慕立達探索世界之旅
北歐波羅的海遊輪之旅

精彩回顧

7月 2日從最北宜蘭至最南的
屏東，全省共有 26位菁英領
袖齊聚，他們都是慕立達公司

在 2018年事業成長上表現最
亮眼的一群，也為自己贏得最

頂級的獎勵旅遊－北歐波羅的

海遊輪之旅！

從世界地圖上找到的波羅的海沿岸的北歐各國，是一個距離遙遠的區域，也是較少人有足夠的時間與金錢

能夠去旅遊的地方。此次全球共有 200多位領袖因著慕立達總公司的受邀與精心安排，讓大夥可以來到
這個極美之地，展開為期 9天 8夜的黃金旅程。

造訪瑞典分公司－斯德哥爾摩
第一站來到了瑞典，有機會探索瑞典斯德哥爾摩這座城市，與造訪瑞典分公司。領袖們兵分二路，前往極

具歷史古蹟的瑞典老城區：特色的巷弄、精緻小店與知名景點；另一組人則搭乘天空景觀纜車及遊船之旅，

飽覽城市的建築之美。

歐洲市場第二大業績的瑞典分公司，極具人文氣息的辦公室與熱情的員工們，再搭配大溪地諾麗 ®果汁試
飲與小點，令大夥都樂不思蜀。下午便登上大洋郵輪展開航程，晚間慕立達舉辦專屬的歡迎會，大夥都打

扮地優雅又得體，與世界各國的領袖們相互交流。

最優秀的台灣領袖群與副總裁伉儷合影

準備前往瑞典老城區尋幽訪古 歡迎會夥伴們都精心打扮，真是美爆了！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冒險行程
第二站航行來到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同時也是經典的旅遊勝地。夥伴們或選擇搭乘 360度環景雙層觀
光巴士，或選擇免費巴士展開一日冒險行程。赫爾辛基中央車站是指標性建築，據說每天平均的旅客數高

達 20萬人。車站正門左右各有巨大人形雕像拿著圓燈，本身就是個建築藝術品。

另有世界知名的頌基中央圖書館，耗資近 1億歐元建造給芬蘭人的生日禮物，部分領袖也慕名一探究竟。

探索神秘國度－俄羅斯聖彼得堡
俄羅斯的聖彼得堡是此行的第三站，郵輪在此將停留

兩天，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來探索這個神秘的國家。

因為俄羅斯不是個民主國家，在又期待又怕受傷害的

心情下，大夥皆選擇參加遊輪公司安排的自費行程，

隨團觀光。第一天我們參訪尤蘇波夫的豪宅與聆聽恐

怖謀殺案後，便搭乘運河船暢遊聖彼得堡的河岸風

光，欣賞許多的特色建築與聆聽歷史故事。

第二天幾乎全團的人都一致參加冬宮博物館的導覽

行程，這是世界四大知名博物館之一。據說館內所收

芬蘭赫爾辛基市區碼頭

芬蘭頌基中央圖書館船型流線造型充滿獨特美

另類探索俄羅斯之美，領袖們雀躍不已

▼在冬宮博物館宴會廳中聆聽導遊介紹畫作 ▼在俄羅斯冬宮驚見達文西之名畫作，讚！

▲聖彼得堡運河船

    之旅的開心合影

人潮雖然超多，但卻不吵；能在館內用餐還有兒童

專屬的玩樂區，是極具人性化管理的圖書館，難怪

芬蘭人這麼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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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畫作及藝術品，如果每個作品只停留一分鐘

欣賞，也要花 7至 11年才能看完，顯見此博物
館的收藏是何等驚人！三個小時的時間我們盡情

飽覽名畫、壁畫、建築的細膩與精細之美，所有

人都看得驚呼連連！

世界遺產－愛沙尼亞塔林舊城
愛沙尼亞是個人口數約莫 130萬的小國，沒想到
它的首都塔林是如此令人驚艷，大夥又發揮冒險

家的精神，隨著各家郵輪帶來的數千人流方向走，

一探擁有世界遺產美名的塔林舊城區。

用「風景如畫」來形容塔林舊城區一點也不為過，

這裡連廣場的攤販都顯得貴氣與專業，有百年藥

局、百年甜點店、特色餐館與琳瑯滿目的手工品，

更有知名聖尼古拉教堂與中世紀的砲塔與城牆，

還有好買又好逛的市政廳廣場市集。一天下來我們收

穫了不少戰利品與美好風景，大夥便心滿意足地返回

郵輪。

盡享郵輪設施 美食讚不絕口
接下來是海上航行的一天，大夥終於可以把專注力回

到郵輪設施與活動本身，有些領袖安排 SPA與游泳、
蒂瑪娜面膜體驗，還有的到圖書館細細品味文字之

美，最厲害的是在郵輪上進行體系的產品訓練，把握

時間寓教於樂。

郵輪上的美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自從有夥伴發現晚

上的自助餐廳有龍蝦、牛排、明蝦吃到飽後，大夥口

碑相傳都紛紛加入，從此郵輪上的招呼語不再是「您

好嗎？」而是「龍蝦吃了嗎？」當然每晚的表演秀、

紀念品店的 shopping也是不會錯過的精彩活動。

德國城市探險 驚艷美景盡收眼底
最後一個景點來到了德國的瓦爾內明德，因為距離柏

林不算很遠，所以很多領袖選擇參觀柏林市與柏林圍

牆的行程，也有領袖造訪了羅斯托克這個美麗城市，

滿足冒險與購物的樂趣；到了下午瓦爾內明德從碼頭

城市化身成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市集，各式各樣的風

帆、船隻都會停靠於此，碼頭 7的當地農產特賣市集
與沙雕也是令人驚豔的一環。

在丹麥哥本哈根的碼頭大夥告別各國領袖，下郵輪登

上回程的遊覽車，一則離情依依，一則意猶未盡。這

趟旅程飽覽了北歐各國的美景與風情文化，體驗了慕

立達品味生活，當然也增長了不少體重，幸好回台後

就有「還我小 S」的比賽活動可以砥礪自己。

夥伴們都相約 8月的紐約行與明年的大溪地之旅再相
會。如果您還沒參加過慕立達的品味旅遊，期待下一

場活動有您的加入。

塔林老城區探索中世紀城牆

首次參加遊輪之旅嶄新體驗滿心期待

領袖們柏林的城市冒險大成功

離情依依 ...下船前的團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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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榮晚宴獎勵

為幫助更多領袖在慕立達衝刺事業，凡於 4-7月期間合格達到尊榮晚宴資格的領袖
們將可受邀參加成功茶會。會議中將分享公司 8月份美國紐約全球啟動會議重要策
略與新品訊息、晚宴達成者的成功經驗與表揚，並可與全省菁英領袖相互交流，將

最新事業訊息分享給團隊夥伴，幫助他們設立目標與衝刺業績！

活動時間：2019 年 9 月 6 日 ( 五 ) 14:00-17:00 (13:30開始報到 )

活動地點：台中亞緻大飯店 - 27F 宴會廳 Room 1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 532 號

04 -23031234
報名資格：受邀制，已達成尊榮晚宴合格之領袖們，皆可報名參加

*欲報名出席者，請最遲於 8/16（五）前，填妥專屬通知回函傳真至各區中心或事業發展部。

 4-6月達成領袖
慕立達公司即將於 2020年舉辦台灣香港啟動會議，尊榮晚宴挑戰正如火如荼展開中，藉此
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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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以下在成績斐然、率先達成的領袖們，讓我們一起獻上最熱情的歡呼及喝采！

合格一次

合格二次

合格三次

徐福蘭 許玉山 蘇筱涵 姚永祥 王陳婉香 康馨文 李伊晨

馬成麟 曾嘉偉 林宥禎 林采勳 林翠玲 林和城 林志澤

趙益賜 陳羿蓁 林   錦 林碧卿 賴優和 賴俊達 黎尊仁

溫明達 林英惠 李寶玉 許麗鈴 李秋玉 王寶秀 蔡郁文

蕭麗華 林怡亭 胡以軒 周  瑩 陳偉銘 盧天怡 高郁凱

朱秀雲 郝靜芝 李美寶 吳珍秀 王美惠 黃國旗 方國響 

劉英仲 蔡黃玉燕 張筱涵 劉張蜂 方敦香 許秀枝 林秀器

吳麗芳 鍾淑貞 莊秀蓮 李育如 郭承忠

2020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2020台灣香港啟動會議

※ 以上合格名單依區域及會員編號先後順序由上至下、由左至右排序

尊榮晚宴挑戰成功茶會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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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節滿額贈
活動開始

高雄

見證抗皺無瑕奇蹟

☆ 7/15~7/21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知名彩妝師的無瑕

美妝密技

台中 /OPP
慕立達事業

絕對優勢

吳珍秀 御立鑽珍
高雄

知名彩妝師的無瑕

美妝密技

☆ 7/22~7/28
快速獎金轉帳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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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29~7/31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動一動 美形立現暨
期中頒獎

☆ 7月份
組織獎金轉帳

台中

動一動 美形立現暨
期中頒獎

高雄

動一動 美形立現暨
期中頒獎

☆ 8/1~8/11
快速獎金轉帳

台北

無痕密碼

 V型臉見證會 

台中

無痕密碼

 V型臉見證會 

高雄

無痕密碼

 V型臉見證會 

☆ 8/12~8/18
快速獎金轉帳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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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修班

               紐約全球啟動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