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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聖誕季優惠方案全美聖誕季優惠方案

和諧點點滴滴的呵護，才能展現透亮的肌膚
打好肌底，即刻行動

活動時間：2017年12月1日~26日 18:00止（網購延長至23:59)

買 5 送 1
DP: 9,000 | BV:160

買 10 送2
DP: 18,000 | BV:320
加贈水面膜 2 盒

全卉複方精油配套
（含滾珠瓶）

（贈品價值：1,800元） （贈品價值：3,600元）

（贈品價值：2,560元）

駐顏配套 + 活奕眼霜套組
買 3 送 1
DP: 26,100 | BV:450
加贈水面膜 1 盒

美顏配套（駐顏＋眼霜）

（贈品價值：8700元）

（贈品價值：1,280元）

◎促銷不限購買次數，接受傳真訂貨。
◎活動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公司保有活動贈品更換權，贈品恕不提供更換服務。 
◎如經銷商欲退出退貨時，請參閱營運規章〈七、退換貨辦法〉中之規定。
    搭贈之贈品請一併送回，若已遺失或已使用將扣除該贈品之原價值。
◎以上優惠恕不與其他優惠促銷合併計算。
◎全美世界所屬圖文未經同意，禁止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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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葉國淡  總經理   

暮鼓與晨鐘       這樣的提醒，讓我想到大家
所熟悉的「暮鼓晨鐘」這一句
成語。其原意是佛寺中早課之
前敲鐘，熄燈之前擊鼓，用以
提示作息的時間，後人則把它
用做為使人警覺醒悟的言語。

      在我認識的一些夥伴，確實有做年度檢討與計劃的習
慣，但我發現還是有更多人沒有覺察到這件事情的重要
性，所以年復一年，做事跟著感覺走，業績也就不好不
壞了。
       其實除了單純的消費者之外，不管是全職或兼職的夥
伴，只要想多一份收入，就必須投入時間與心力，因為
不可能不勞而獲。但是要想有所收獲，那麼分析現況與
規劃執行就是踏出成功第一步的「起點」。

更好明天會 更好

暮鼓晨鐘成為世人的警語

手牽手一起手牽手，

這一期的雙月刊橫跨了今年的12月與明年的一月，
除了有歲末年初的味道外，
也是檢討過去一年得失以及著手規劃明年工作的時間點。
身為全美事業經營者的我們，此時此刻應該要做些甚麼呢？



檢討與計劃
       我常說找問題比找方法更重要，病急亂投醫是患者最
不能做的事。所以檢討的時候經營者要靜下心來，先自己
分析狀況，發現問題，然後再找團隊成員交叉討論，把問
題篩選、聚焦並列出輕、重、緩、急的處理順序，這樣才
不會焦躁失控，急如鍋上螞蟻，卻一籌莫展。
         而計劃首重目標設定，因為能夠清楚明白問題的所在
，所以訂目標的時候就不會過於樂觀而遙不可及(喊爽的)
，也不會太過悲觀而缺乏激勵，錯失良機。唯有合情合理
的目標，團隊才會認同追隨，領導人也才能落實跟進。
接著就是達成措施的擬定了，依我多年的經驗及直銷產業
的特性，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大項：

市場對策：
經營區域的範圍由近而遠，由親而疏，切莫好高騖遠，
子彈亂飛。

行銷對策：
按自身的條件狀況與體系運作結合，
並搭配公司的活動是最好的作業方式。

產品對策：
以全美的產品屬性來看，可以用美容保養品為主，
營養保健品為輔的形式操作。

組織對策：
組織輔導要懂因材施教，全職、
兼職與消費群都要有不同層次的帶領與跟進。

行政對策：
團隊運作必須導入公司型態的行政流程，讓會議、
活動的舉辦有條理、有效率。

1.

2.

3.

4.

5.



明天會更好
      1985年非洲衣索比亞發生大饑荒，為援助災民，美國歌
手組成USA For Africa，推出合唱歌曲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專輯版稅捐做為賑災之用，迴響極為熱烈並
募得鉅款，風行所及，世界各國群起仿效。
      當時台灣也結合了60位華語歌手共同錄唱的這一首「明
天會更好」，這是華語流行樂壇史上最成功的公益單曲，
年紀跟我差不多的應該還記得吧？最後，我就用結尾的那
一段歌詞來做為我們2018新的一年，凝聚士氣，共同奮鬥
的誓詞吧！

唱出你的熱情
伸出你雙手
讓我擁抱著你的夢　讓我擁有你真心的面孔
讓我們的笑容　
充滿著青春的驕傲
讓我們期待明天會更好

今天一起手牽手，       期待明天會更好。

       雖然今年業績不若往年動輒超過100%以上的成長，但
我發現，經過這些年的鍛鍊，我們的體系領導人愈來愈專
業，系統運作更加純熟，經營者也更認同這份事業，更重
要的是組織與行政間的合作更加緊密和諧，這些都是我們
展望未來最強大的致勝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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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銷企劃部  陳均政營養師  

    2018維格爾幫您

除舊佈鋅鋅
      每到年底天冷時，家中的小寶貝總是會因在學
校這種群體密集接觸下，染上輪狀或諾羅病毒，
讓家中長輩特別是爸媽們，看著心肝寶貝受病魔
的侵襲而也跟著身體出現微恙的狀況。這些病毒
傳染性極強，為經口沫傳染，且也不是兒童的專
利，成人也易受感染，只是成人症狀輕微，與一
般腸胃炎不易區分，但如果沒預防好，即便到了
新年度仍是處在受感染的威脅下。

別讓病毒陪您過新年

病毒的傳染力雖極強，
但可透過以下的方法，有效降低感染機會：

儘量不要與疑似染病的病患接觸，如接觸應勤洗手。
均衡飲食、適度運動及充足睡眠，
或在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多戴口罩，
可搭配益生菌等營養素，維持免疫力。
生病時，看醫生與在家多休息，
可以補充蜂膠與鋅等營養素減緩症狀。
家中物品，特別是兒童玩具應經常清洗、消毒。

1.
2.

3.

4.



      想到健康保健，很多人都想到使用含
保健營養素的產品，但保健食品可不能胡亂使用，
特別是近日食藥署更公告特定2種市面許多品牌所
使用新穎的益生菌不得做為原料被人類食用!那我該怎
麼選擇正確的產品好除舊迎向新年度?!就看以下免疫營
養妙方～

       鋅雖然食物中常見，但因
環境中的自由基，都抵消了
鋅所維持的抗氧化功能，因
此補充鋅更是維持好免疫的
必要步驟。要補充鋅很簡單
，更一定要搭配蜂膠與維生
素C等，讓配方中的成分相輔
相成，如此才能讓鋅功能發
揮的更完全，達到1+1大於11
的效果。

免疫營養妙方...

礦物質鋅



       蜜蜂及蜂巢極易遭受細
菌與病毒而損害，因此工蜂
會採集植物的汁液、花粉或
花蜜，混合自己分泌的唾液

與蜜臘後，產生具有極強效的抗菌、抗病毒和抗微生物特
性之膠狀物來保護蜂巢及其生活在內之蜜蜂們，而這些膠
狀物就是蜂膠；蜂膠被人熟知食用後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或協助自我修復能力，但市面上蜂膠多為酒精萃取，不僅
對黏膜有刺激性，長期使用對身體也可能會有負面影響，
故選蜂膠一定要選使用水萃取，並搭配蜂膠與經去敏的花
粉，才能面面俱到有益健康，讓你免受環境病菌的威脅。

蜂膠

       益生菌的好處大家都知
，不僅可協助腸道與消化
相關功能，也因腸道內許
多的淋巴分佈而與免疫健
康息息相關。但想要益生
菌，喝優酪乳就可以了嗎?
錯!優酪乳不僅熱量或含糖
高，所含的益生菌若儲存
不當，很容易就會失去活
性，更遑論優酪乳或其它
許多市售益生菌產品都未

益生菌



3

有保護通過胃酸之技術，如具有專利的「親水性無縫膠
囊」，導致真正到腸道的有效菌寥寥無幾。還有益生菌
種類與菌數也是產品的關鍵，選用常見的A與B菌及剛剛
好的菌數(多，不見得有效)，即可發揮該有的功能；益生
菌簡單又好用，是每個家庭都應俱備的好伙伴。

      想要擁有好免疫，開心迎向新年度，選用滿足一錠就
可達到一天所需量的礦物質鋅補充品、水萃取配合花粉
與蜂蜜的蜂膠及搭配每天1-2次的A與B益生菌就能
安心的不跟它人一起年底病毒大流行，
除舊過個好 2018「鋅」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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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組訓部產品主任  陳雅欣

    2018保養新話題

不讓壓力，
變成你的保養阻力

     許多女性總會納悶，明
明從清潔到保養都有確實
的做好，可是自己的膚質
卻從來沒有改善，或是容
易在某些特別的時間，肌
膚特別容易出狀況，從輕
微的泛紅到嚴重的狂長痘
痘，就算看了皮膚科醫生
，也絲毫沒有改善，面對
這樣的問題，與其中外在
找解決方式，不如思考一
下最近是否壓力已經大到
撐不住了？!



     現代人因為生活緊張，肌膚常常出狀況。知道嗎? 精神壓
力大的情況下，即使再努力的保養，肌膚吸收度還是會不
如預期的效果。壓力有很多種 : 有形的、無形的，這些壓力
通通會讓自己身體產生變化，其中最可怕的是無形的壓力
，在不知不覺間，讓身體進入了一個高壓狀態而不自覺。
          當身體出現容易心
煩、腸胃不適、容易
生病、甚至開始出現
睡眠品質不穩。這都
是身體已經進入高壓
狀態了，這樣的情況
容易造成肌膚問題。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心情放
鬆時，保養效果好像比較好」、「
沒有壓力時，肌膚顯得特別光采」
，在精神壓力大的狀況下，肌膚不
快樂又緊繃，根本毫無心吸收成分
，膚況就像沒澆水的花，漸漸黯淡
枯萎；相反，當心情放鬆愉悅時，
肌膚胃口好到不行，給什麼就完全
吸收。那麼，如何讓心靈和肌膚同
時放鬆，再好好進行保養成分的餵
養呢？首先…

心裡不好受，肌膚大爆走

最近是否壓力太大了??



    當身體感到壓力時，最容易
想吃甜的、炸的食物、氣泡
飲料，大多數人選擇用吃來
釋放身體壓力。但是這些食
物除了增加脂肪與讓皮膚狀

況更差之外，對於紓壓也沒有幫助。不如挑選像是富含維
生素B群、鈣以及維生素C的食材能有效幫助紓壓，同時調
整身體的內在體質，不僅紓壓也可以打造高顏值肌膚。
要改變這些飲食習慣，的確好煎熬。但是你吃什麼就長什
麼!!如果仍繼續賴著以上這些不靠譜的飲食習慣只會讓衰
老症兆~鬆弛和皺紋都提前出現唷！

保養有肌密

熙黛爾駐顏配套 AR

不讓歲月留痕跡，
讓別人看不出的肌齡 
多方位煥活青春美麗
我們一起玩轉逆齡，
賦活年輕。

1.拒絕甜蜜的誘惑



熙黛爾駐顏配套
專利科技凍結活性

E-因子肽，遇激活而新鮮釋放協
同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合成維持
年輕緊緻肌膚
E-因子引領肌膚重返年輕

2.放下你的手機與電視

3.〝身呼吸〞釋放身體壓力
       對於現代人來說，手機
與電視也是很大的壓力來
源，尤其手機更是，永遠
回不完的訊息或是耐不住
寂寞就想打開手機滑一滑
，這些在無形中都會帶來
壓力，同時手機的藍光也
是很傷害皮膚的元兇。放
下這些3Ｃ媒介的影響，
好好的享受自已一個人的
時光，無論是去運動或是
泡澡，都能讓妳的心情恢
復，同時利用運動或是泡
湯的方式，增加肌膚的新
陳代謝，煥發粉嫩透亮光
澤。

       呼吸是最簡單紓壓的方
式，利用深層的腹式呼吸，
藉由吐氣可以有效的減少壓
力。如果妳在家感到壓力想
要放鬆時，可以利用瑜珈的
大休息的動作，將身體放鬆
，完全地躺在地板上，將思
緒拉回身體上，感受當下靜
下心來，就能慢慢地放鬆壓
力。



全卉複方精油質地清爽好吸收的精萃親輕油，
也是研究人員豎起大拇指掛保證的主角。

唯美工坊全卉複方精油
顛覆保養觀念

      雖然名為油，卻不含一滴油，滲透力超好，質地相當
很輕盈！關鍵就在於帶動是由萃取自小麥胚芽+完美複合
10種植物精油，全新觸感的油狀基質，沒有黏膩感、油
膜感，擦在肌膚上的滲透力，令人驚艷之外，還保有封
存潤澤的效果，擦後肌膚瞬間都醒了，並散發著動人光
澤感。說真的，這瓶油的輕盈感不僅很適合各種季節，
就連初嘗試美容精油，甚至害怕油膩感的人也能接受！

保養不在多與寡，

關鍵在於肌膚吸收度

『只要舒心，肌感度立即上升』



         很幸運在五年前加入全美世
界大家庭，感恩公司用心栽培每
一位經銷商，經營好的事業就是
要堅持做對的事，在這裡得到的
成長改變，遠遠超過收入的價值
，智慧是有錢也未必買得到。最
感謝我的夥伴邱羽希GD，一路
跟我一起並肩作戰互相扶持，從
無到有，有苦也一起共患難，共
同成長，就因為這樣一直覺得責
任重大，期許自己在今年一定要
晉升GD，這一切都要歸功團隊
夥伴們：世良、品蓉、省吾、心
美團隊，謝謝你們。有你們才有
現在的我，有妳們才有更好的我
，有妳們讓我堅定相信自己，未
來大家要帶領更大的團隊。

 
         謝謝AMY老師跟惠
珍老師的指導，當我迷
惘的時候，給我很多的
教導謝謝妳們 ; 也感恩
MIT SUPER體系的領導
老師給予鼓勵與協助，
是全美世界改變我的人
生，讓我這麼平凡的人
也能創造不平凡的人生
，我愛全美世界，謝謝
妳們、也愛妳們。

榮
耀
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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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謝倆位創辦人太陽媽咪Dora、月亮媽咪Doreen
，創立了全美世界這麼好的平台，讓平凡的年輕人能在這
裡有屬於自己的舞台，感謝支持我的爸媽與帶領我的姐姐
王紫琪SD，沒有她這麼耐心、也不會有今天我！驕傲的讓
她知道努力完全不是白費的。
         
       很多人看我在經營的一路上非常的幸運在短短的時間就
有兩位SD寶貝：馨玫SD、小涵SD產生，但在全美沒有努
力哪來的幸運，過程中我無數次的想放棄，
一路上雖然會受到打擊，但常激勵自
己不能輕易放棄，多少人在期待我成
功！過程裡我用更多的努力去從中學、
做、教，一直到我的竺欣SD出現，
在她身上我更看到了韌性，激勵
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
一路一起學習成長，感恩背後有
一群寶貝夥伴們跟著我一路互相
扶持督促鼓勵，更要感謝嚴師Amy 
老師不斷的鞭策、奕瑋GD不斷鼓
勵給予我力量！威利哥、Tina老師、
易霖經理你們的擁抱與激勵都是我
前進最大的動力！



         從事美容行業多年的我，來全美也快五年了！初期因為
媽媽突然罹癌剩兩個月的壽命，使得我不得不放下自己想
要的事業，回歸家庭主婦；然而上天有眼，媽媽多活了快
兩年，但我也因此停擺了很久，在媽媽過世之後自己深省
，看著小孩們日漸長大，讓我確定要開始改變，我不想讓
家人們等太久，所以我寧願苦一陣子，也不要苦一輩子。

         看著同期的夥伴們大家都已經是GD、P D了，我還沈溺
於悲傷中；既然產品好，為何還要傻傻的等機會來呢？我
們的人生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學習和成長的過程，生命中遇
到的那些人、事、物，真的都是來幫助自己成長的。感謝:
鴻玉PD、季勳PD、緯庭PD、膺守GD、福順GD、AmyPD及
所有Super體系的老師領導們，無私的相助與指導，也謝謝
跟著我一起打拼的SD寶貝們綉婷、盈君、其他的夥伴們，
沒有你們就沒有今天的我！謝謝你們、我愛你們大家！



          過去我在外銷腳踏車公司
工作，想增加收入就要靠更多
勞力。4年前訂全美產品當結
婚禮，當時我姐：把它拿來當
事業奮鬥。我：我沒創業的想
法。3年過去，為了加班我沒
時間陪家人，常下班還要花錢
去做復健，而我姐和姐夫卻因
經營全美，有更多時間陪家人
帶小孩到處出國旅遊，1年前
我決定辭掉工作跟著團隊學習
創業！我很感謝姐姐葉瑀絲和
姐夫陳玉璿經理在他們身上看
到無私的愛、對夥伴的付出，
讓我很愛這環境，我以MIT 為
榮、YES為驕傲！

      
        
         有夢想要勇敢去實現！
家嫻、瓊雅、俊熙、憶妍、
慧汝、汶含、AK、美慧、
濬碩經理所有的夥伴，感謝
有您們的鼓勵與協助！家人
是前進的動力，我媽、老婆
、丈人丈母娘所有支持我的
家人朋友夥伴！我愛大家！
我 愛 全 美 世 界 ！ 我 愛 M I T 
YES!

 葉 學澧  SD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一家5口生活開支，靠著我先生
一份固定薪資維持，生活很節制，總是在想怎麼改善家
庭生活品質，在好朋友介紹我用一套神奇保養品前，我
在她的FB已觀望一年，在用產品的第三天，真的感受到
產品神奇的魔力，改善了臉上皮膚暗沈並很透亮，不但
讓我找回自信，也把喜悅分享給身邊的每一個人，除了
讓我額外增加收入之外，也開啟了一份事業，努力跟進
公司系統，定期做皮膚回診。 
         
         在全力以赴之下，我兩個月晉升為年薪百萬SD，感
謝家人一路支持，也感謝夏亘經理，我愛妃豔之鷹團隊
夥伴，我愛全美。

 林 幸蓉   SD



         ㄧ開始看到老婆皮膚變好後，蠻多朋友注意到，於是
單純的分享給朋友使用就增加了額外收入。於是我開始
對這市場產生好奇，也開始跟進團隊學習。品潔GD跟我
分享，只要透過公司課程及進入系統的學習，就能清楚
如何經營全美事業！就這麼開啟了我的第二事業。
       
          感謝永可團隊董PD、宜樺PD、品潔GD、馬馬GD，
謝謝你們給我們夫妻的鼓勵與肯定；特別感謝我的另一
伴家蓁SD，因爲妳的改變讓我看見了這份事業的前景，
感謝團隊裡領導、夥伴們協助，未來的全美人生，我們
ㄧ起努力！我愛全美、我愛永可。

劉 清維  SD



          很多人都認為直銷就是老鼠會，我也不例外！但因
為媽媽的關係而認識了全美世界這間直銷公司，特別的
是我不是先看產品或制度，而是看到人文！我第一次接
觸全美的經銷商時是因為要教他們跳舞，儘管我只有18
歲，但所有的經銷商還是很尊重我這位小老師，也引起
了我對全美的好奇！
        
         因為我不滿意上個工作的薪水所以決心專職從事全美
！雖然一開始不太順遂，但是謝謝我的媽媽梓綾經理還
有姊姊薏婷經理一路上教導、鼓勵我，讓我能夠順利完
成SD銀階企業經理的聘階！還要謝謝玉琳老師、麗華老
師、彩郁老師、永可大家庭的所有家人！有你們才有今
天的我！

賴 渝聖   SD



           我是一個美甲材料的批發商，在我12年的美甲生涯
當中，月入百萬對我來說很容易，但隨著之後市場的飽
和，在一次錯誤的決策中，讓我失去了所有，從身價千
萬變成負債千萬。

         後來透過同學瑜芳的介紹認識了全美，讓我的人生重
新找到了希望，因此我聽話照做，終於順利在4個月內晉
升SD。

         謝謝我爸媽一路的支持，也謝謝煒庭、春玉、瑜芳老
師們的教導，還有感謝我的夥伴廷軒、婉鈴、晨瑄、佳
穎、蕙瑜共同的努力，只要夠堅持，一定都能在全美裡
實現自己的夢想！我愛MIT SUPER！我愛全美世界！



          在還沒接觸全美世界之前，我做過很多行業，選錯
行業讓我負債了400萬，人生跌到谷底畢生積蓄付之一
炬。長期失眠得了憂鬱症，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拿出來
賣了也沒辦法解決。好朋友文昌是他改變了我的思維、
改變我的一生，把房子賣了還了所有債務。  

         選擇全美遲疑了一年，因為我對直銷不了解，所以
沒有加入，於是推薦給他的這位林姓好友，在全美做的
非常好，我後悔當下沒做決定，選擇真的比努力還重要
。一年後使用產品，讓自己改變，透過分享也能賺錢，
什麼都不懂都不會的我，會做全美。因為堅持聽話照做
、不懂就問，竟然50歲的男人也可以在全美世界翻轉人
生！在全美世界只要改變，夢想就會實現。



         我從事髮型設計師共15年資歷，長期上班都要上妝
上粉導致皮膚變得敏感暗沉蠟黃，當初因為貴人姐姐而
接觸全美，改善了我的過敏肌膚，讓我不再上粉了。一
開始只是想讓皮膚變漂亮，後來親朋好友也跟著我使用
產品，讓我開啟第二事業。我知道在傳統產業只要手停
收入就停，所以發現全美是個機會，可以讓我有不在職
收入，後來決定挑戰自己，突破設定目標並如期半年內
完成公司SD位階，一路走來要感謝夥伴的支持與信任，
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感謝全美世界每個領導：鴻玉PD、美ㄧGD、子誼GD
、曉紋SD、茉莉曉娟SD一路上的教導，給我正面的能量
與力量，我愛你們、我愛MIT SUPER！



          一個新住民在孤單陌生的環境裡，要找到一份家庭
小孩都能兼顧的工作真的不容易。感謝晳之密，讓我
一個愛用者，能藉由公司的系統與團隊的力量，將原
本新住民的劣勢，轉化成跨國事業的優勢，用行動證
明人是擁有無限的可能。

      一顆果實算得出裡頭的種子，但我知道在全美世界
埋下的種子將結出無數的甜美果實，感謝全美世界給
我成功舞台，感恩一路帶領我的老師們無私的奉獻和
付出。也謝謝一起打拼的寶貝們，相信在全美世界可
以讓我們實現夢想，可以創造出屬於我們的精彩人生
。我愛全美、我愛SUPER！



         對於美的事物充滿好奇的我，在今年2月接觸到全美
世界的產品，讓我非常的驚喜，不但改善了自己12年的
脂漏性皮膚炎，而且讓自己變年輕了。朋友看見我的改
變，也紛紛的開始用產品。
          
          謝謝全美世界的兩位創辦人范文瑂博士及陳俐蓉博
士給了我們這麼好的事業平台，謝謝一路無私奉獻輔導
我的順娜老師、少綾老師、易霖經理、兔兔老師、小芳
領導、琪葶領導，還有和我並肩作戰的寶貝夥伴們，因
為有你們的支持和信任，我相信我們會是最陽光卓越的
全美人，讓我們一起向目標前進，我愛全美世界，我愛 
MIT SUPER。



            我從一個有皮膚困擾的女人，到可以解決皮膚問題
的女人，再到有能力幫助夥伴變美、收入增加的女人；因
為美麗、健康的事業擁有不在職收入，這都是在全美的蛻
變！秉持一顆成己先成人的初心，確立自己的未來，並堅
信不移。全美的平台，能成就一個完美的人生！

         謝謝我的貴人佳錚經理、政廷經理、育婷經理，也謝
謝願意一起努力的水煮蛋們。今天的榮耀屬於水煮蛋團隊
的仙女們！我的優秀的巨蛋們玉韜、紹榳、鳳儀、文婷，
沒有你們就沒有我！謝謝全美讓我們在一起，愛你們！因
為全美、因爲堅持，我們注定與眾不同。



           首先，感謝Dora老媽與Doreen媽咪創立了全美並
以愛孕育著我們。感謝我們大家長Amy老師以及各位
Super體系領導們，為體系的奉獻。感謝團隊領導奕瑋
、紫琪、馨玫、小涵、小敏、蓓蓓當我最強的後盾，
謝謝妳們體現了不分妳我的愛。感謝我的團隊夥伴們
的努力。感謝我最美麗的領導-念慈，如果沒有妳，這
一切都不可能成真。還要感謝我的爸媽、公婆、老公
、兒子，謝謝你們百分百的信任與尊重，這已是最大
的支持。
        
         最後，我要感謝我自己，堅持信念、努力不懈，如
同我一如往常所說，用心用愛就能達成，我們一定能
讓全美承諾總裁金言，成為直銷界的一股清流。



                        我是大學老師也擔任工會的理事長，過去
只在專業技術面不斷追求全方位提昇，在美的產業奮
鬥了27年，隨著消費習慣、景氣低迷、少子化的因素
，老師的光環也漸退色，苦心經營13年的團隊也即將
解散，當時想到2年前推薦全美給我的秝緹，請她帶我
進公司了解。
        
         感受公司有著與以往傳統美容產業不同的文化魅力
與產品效果，且觀察秝緹在全美的成長蛻變，相信這
是值得全心投入的跨國企業，來到全美第11個月了，
讓我過去團隊及夥伴在公司系統帶領下學習經營與領
導，用更溫暖的心來幫助需要、想要的人，很感謝遇
到全美公司及支持我的先生家人、感恩協助鼓勵我的
GD秝緹、PD Amy老師、GD羽希及共同努力的團隊夥
伴們，感恩能夠遇見全美世界這麼好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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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額達標名單

名單截至11/23，最新更新名單於11/30後公布於臉書與官網

全
額
達
標

1•寶如有限公司--郭淑芬  (2)         
2•許庭瑜
3•黃雅蕙 
4•劉竺欣
5•勳澤企業社--林季勳  (2) 
6•夏鳳英
7•林大昌
8•黃瀞葳
9•采絲威精品服飾
10•汪依虹         
11•心美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陳心美 
12•蔡沅樺         
13•金郁健康有限公司--葉麗香
14•祈樂貿易有限公司--陳雅玲
15•廖嘉寧
16•馬嘉鴻
17•吳冠萱
18•陳宜樺         
19•星卉有限公司
20•林玉琴

21•陳致嘉
22•楊子緯         
23•游新荷
24•廖桃李
25•粘婉鈞
26•何秋鳳         
27•伊坊企業社-曾琬瀞
28•黃俞蓓
29•賴姵存         
30•閩蓁企業有限公司-許惠珍
31•全美宇文有限公司-蔡佩芯
32•林福得
33•楊麗玉
34•陳妍恩
35•玉伊企業社-焦鴻玉
36•張凱程
37•歐盈君
38•林郁軒
39•玖意有限公司-董永紘

2017/11/3~11/
4

2018/1/6~1/16西葡滿天星西葡滿天星



          全美世界11週年生日，我們舉辦了
一場動員超過2000人的應援Party Go！
希望能為所有夥伴加油！
        一開場PD們就拋開偶像包袱，扭動他們的Body搭配加油棒
為全美人加滿油!二位創辦人和盛博士蒞臨現場，讓夥伴們尖叫
聲不斷。透過創辦人的演說，讓夥伴了解在事業之外，全美世界
對公益更是不遺餘力。臺灣全美世界結合新加坡總部世界童窗，
舉辦「溫情滿屋」公益活動，捐贈新台幣70萬元給在台東偏鄉持
續17年照顧黑孩子的「財團法人孩子的書屋文教基金會」。本次
也邀約孩子書屋的陳爸跟孩子們來表演吉他合奏，讓我們感受到
音樂的純粹美好。
       各體系們也合作無間地帶來超精彩的應援表演，台上台下瘋
玩一片，氣氛暴漲！當天也表揚了新晉升的夥伴們，每個人拿到
專屬自己的一卡通都驚叫連連、愛不釋手！不讓晉升者專美於前
，579健康管理競賽的優勝者也帶著他們煥然一新的體態，上台
與大家分享漂亮的曲線成果。
        今年另一大亮點，就是空前絕後的超級抽獎項目-Tiida汽車
一台！整整五個小時，絕無冷場！創辦人投入這樣的熱情與心力
來舉辦活動，為的是要讓夥伴們更開心、更團結！相信只要大家
持續團隊合作，互相打氣，2018的目標一定能順利達成!全美世
界與夥伴們一同攜手前進!

全美創辦人 范博士致詞

徐PD進場

恭喜二獎幸運得主

Tina 經理導購

Robin 經理主持抽獎

恭喜頭獎幸運得主

Yes體系表演

永可體系表演

妃豔體系表演

孩子的書屋公益捐贈

579 總優勝頒獎 

SD 榮譽晉升 
SD 榮譽晉升 GD 榮譽晉升 

Super體系表演

公益表演

恭喜iphone幸運得主

應援團開場表演

蘇煒庭PD榮譽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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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淡 總經理致詞
全美創辦人 陳博士致詞

活動主持人
小米＆渝聖



喚醒
計劃

為了協助忘記續約而終止會籍的會員
能有機會再重新啟動，
公司於11月1日開始實施此計畫。

公
告
訊
息

會籍已失效，但還在6個月以內的期
限者，可以填寫服務申請書並購買
50BV的產品向公司提出申請，公司
核准後就可以恢復原有會籍（原位
階、原位置)。

SD(含)以上的申請者須由新加坡總
部核准。

106/10月會籍到期者，

107/4月底前可提出申請。

106/6月會籍到期者，

106/12月底前可提出申請。

舉例說明:

備註：
1.申請者其獎金支付國須為台灣。
2.重申凡自動提出或遭處分終止會籍之會員，     
    必須等6個月後才能重新申請加入。
3.作業時間須5～7個工作天。
4.公司有准駁之權利，申請不代表核准。

1

2



網
拍
宣
導 取締網拍

      違規處分
取締網拍
      違規處分

        雖然市面上網路銷售盛行，但全美世界的直銷事業最主
要的模式是經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溝通，把產品推廣給顧
客，讓顧客在了解產品的特色與使用方法後，購買到適合的
產品並且能夠正確使用。
        因此，爲了讓顧客安心購買並維護品牌形象，公司除了
在營運規章上明文規定外，也不斷宣導經銷夥伴不要有網拍
行為。近期更主動出擊，糾舉違規網拍的會員並給予嚴厲的
處分，以維持一個健康優質的經營環境。自2016年10月至
2017年10月止，公司取締網拍並
做違規處分的案件，統計如下：
1.暫停經銷權1位
2.終止經銷權者17位 
3.要求自動終止經銷權者25位
4.移交法院提請訴訟者1位

        另外要特別強調的是，除了
蓄意網拍外，把產品轉售或批
發給他人在網路販售者，將遭受
到一樣的處分。所以提醒所有的經銷
夥伴們，要確認產品銷售的流向及做
好售後服務，對於購貨行為或購貨量
異常之他人或買家，也請提高警覺，
以避免犯下無心之過。



違規行為與處分規定如下:
違 規 行 為 
個人網拍  或供貨他人網拍
處 分 規 定
1.終止經銷權，即取消經銷商資格及所有相關權益，包含獎金領取。
2.停止所有參與全美世界活動之權利，包括不得從事推薦、
    銷售，參加訓練、會議及進行組織相關活動。
3.取消所有獎勵、國際年會及旅遊參加資格。
4.撤除所有榮譽刊載。

        除了由經銷商向公司檢舉外，為了加強取締，遏止網拍
，總部與台灣公司合作，進行將每一個產品都輸入一個序號
的編碼作業。也就是說，出貨時掃描每一個產品，就知道這
些產品賣給了誰。然後公司就會在拍賣網站上購貨，買回來
後把這個產品用序號追縱，馬上就知道這是誰的貨或者是誰
供應給賣家，一清二楚，無所遁形

採取這樣的措施，其目的絕非抓人處分，傷人傷和氣，而是
要防止公司產品不受劣質仿冒品的侵害以及保護公司智慧財
產權，避免有心人士破壞公司商譽，進而維護正派經營全美
事業夥伴們的權益。希望大家得此消息後，有過則改，無則
嘉勉，並多加宣導，讓我們共享一個安全且安心的經營平台
，謝謝！

本計劃已發包執行，預計11月下旬開始實施！

全美世界台灣分公司 
                           總經理                                             敬啟



日日



自2月起
公司將不再主動寄發紙本月刊
如您仍希望持續收到2018年每期的紙本月刊，
請掃描下方QR-Code填寫表單，
     公司將依據您表單上填寫的地址，
     寄發月刊給您。
     如果最新一期月刊來不及登記者，
     可至全美世界各區服務中心索取。

全美月刊線上看
愛地球做環保

電子月刊即時掌握最新訊息

全美世界官方網站
BWL TaiwanFB官網

全美邁博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