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服務中心

10551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88號B1-1樓
Tel：02-7707-7078 / Fax：02-7707-7079

週一至週五:12:00~21:00  | 週六:13:00~18:00   | 週日暫停服務

台中服務中心

40354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218號31樓
Tel：04-3601-8188 / Fax：04-3601-5578

週一至週五:10:00~19:00  | 週六:13:00~18:00  | 週日暫停服務

高雄服務中心

80457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306號
Tel：07-5502-980 / Fax：07-5505-525

週一至週五:10:00~19:00  | 週六:13:00~18:00   | 週日暫停服務

週一至週五:9:00~18:00  | 週六、日暫停服務台灣總公司
40354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218號30樓   
Tel：04-3606-8188 / Fax：04-3601-0289

全美世界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4-3601-9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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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開運
好禮旺 網購

限定

促銷不限購買次數，限定網路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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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
銷
訊
息

9項優選單品
總價值：17,880DP

超旺價：9,000DP

旺袋內容

活動時間:
2月15日凌晨00:00起 
2 月20日23:59止



19世紀中葉，
達爾文創立了生物
進化學說，
在物競天擇的定律下，
適者生存，
不適者淘汰。
其實在直銷產業裡，
無論是公司或經銷商與天下萬物何嘗不是一樣，
無論出身高低或條件強弱，
能夠適應市場變化，
與日俱進，
才是生存之道。

直銷進 進 化 化 論
領
航
動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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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葉國淡  總經理   



聊聊停車經驗

         談生存，我們先
聊一個日常生活中的
例子。
當你開車進到停車場，發現有很多的空位，心中大
喜，但卻為了選擇而苦腦。不是這個離電梯太遠，
就是那個太窄怕被隔壁車A到，另一個則角度太小
......，結果花了許多時間尋尋覓覓，卻在意不知是
否選到最好的那一個。

反之，當你繞了好幾圈都找不到位子時，突然一部
車在你眼前開走，你就會再三感謝老天爺，位子再
小都立馬拼命擠進去，然後整天都開心得不得了！
這樣的經驗可以讓我們明白一件事，這世間縱然有
千百個機會，但總是讓人眼花撩亂，很難取捨；但
是如果你能把握眼前你所認定的，專心地做好它，
或許你的人生就會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掌握全美四大優勢

       相信各位都已經是全美事業中的一員，如果有心
想要做好它，一定先要充分了解其內涵(做功課)，
然後再專注地去執行，這樣就不會輕易地半途而廢
了。公司、產品、制度及系統是全美世界的四大核
心價值與優勢，就好像桌子的四隻腳，不但缺一不
可，並且能支撐並穩定一個事業平台。而其中的系
統，指的就是全美進人、育人、留人最主要的操作
模式：663系統。

       如總裁所闡述的： 「663系統的哲學，不單是夥
伴學、做、教的成長循環，也是人才複製及業績增
長的機制，同時更是組織內部倫理道德樹立及正面
價值觀的薰陶與快樂文化的展現，也因此成為了全
美世界建立永續經營的基石。」



       有了完美的四大優勢還不夠，因為現代科技的進
步與網路的興盛，直銷產業的生存之道與經營方式
也必須要提升、要進化，才不會被市場所淘汰。
直銷的商業模式自創建以來已超過60年，除了保有
其人與人之間銷售的本質外，在操作的模式與工具
的應用上已經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全美在網購
的佔比已超過38%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因此未
來我們還要執行以下四個對策來協助夥伴們把全美
事業做得更好、更大、更穩。

1.掌握『兼職創業』趨勢：
直銷是絕佳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模式，具有低風
險、工時彈性、發展新技能
及提供社交機會的特色。

2.吸引『年輕世代』參與：
76%的台灣年輕人想發展自己的事
業，高於全球平均20%，但只有
37%的年輕人擁有創業的技能和資
源。直銷提供創業最佳平台，讓年
輕世代圓夢。

四大對策開創未來



2018團結齊心再創佳績
       2017年雖然我們的表現未能達到預期，但也讓
我們深切了解必須面對的問題。所以新的一年，
除了各體系要對663系統的運作質量俱增、精益求
精外，在總裁與徐PD的號召下，也將舉辦多場跨
體系合作的進人育人活動及課程。更重要的是，
在新加坡總部的支持下，台灣將進行未來四大經
營對策的執行，為夥伴們造橋鋪路，走向更寬廣
的全美之路。
諸事俱備，信心滿滿，祝福全美家人新春如意，
狗年旺旺旺！

3.發展『體驗行銷』模式：
透過VR實境、智能檢測及產品客製三項體驗流
程，讓銷售與推薦變得更簡單、快速、容易。

4.運用『社群商務』平台：
用實體社群培訓課程、建構FB粉絲專頁等方式
，協助夥伴做O2O的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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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行銷企劃部  陳均政營養師  

腦的黃金營養源
DHA

這
些
狀
況
，
好
困
擾

腦力不支
相信你一定有這樣的感覺，總是在一天結
束就寢前，感到腦袋似乎已經完全沒有電
力，無法再繼續讓腦袋瓜子運作下去，連
只是回想今天作了那些事或是明日待辦事
項，卻連一件事都想不出來，這時候你放
空的大腦，完全無法繼續思考。 



DHA腦黃金
許多人對魚油的印象都停留在
EPA改善循環系統等功能，但
另一OMEGA-3脂肪酸DHA也有
絕佳的生理功能。
在許多研究中皆發現，DHA在
嬰幼兒時期的智力發展、腦部
與神經發育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且即便是已經過了智力發展
期，DHA也能對學齡期的孩童
、成人或老年人的大腦與智力
有所協助甚至改善。

學習力不佳
現在學子，除了上學得提早到學校早自習，結
束一天課程後還得趕到補習班繼續車拼，這樣
長時間的學習，加上考不完的各種模擬測驗，
正一步步把年輕易於學習吸收的滿滿腦力提早
耗盡。
當面臨上述這兩種常見的狀況，除了多休息，
還有沒有最佳的方法能夠改善嗎? 有的!那就是
大家熟知魚油OMEGA-3脂肪酸中的DHA(二十二
碳六烯酸)，其又有腦黃金的美稱。



DHA
增進兒童學習能力
研究證實，7-9歲閱讀能
力較差的健康孩童，補充
DHA一段時間後，閱讀能
力與行為問題都有改善。

維持思緒清晰，增強腦力表現
DHA可調節大腦讓注意力更集
中，促進思考更敏捷，當然這
也包括可改善老年人常見的記
憶能力與學習能力，所以隨著
年齡的增長，更需要補充DHA
，以降低患上失智的風險。

多 重 智 處



DHA
特別適合懷孕婦女與嬰兒
腦部的發育從在媽媽孕育生命的開始就已
啟動，因研究發現懷孕時補充DHA，其
寶寶在成長過程中，視力與處理問題的能
力都優於未補充媽媽所產下的寶寶們，想
要寶寶腦力贏在起跑點，媽媽在懷孕起就
該開始補充DHA。

維持清晰視覺與循環健康
同時攝取EPA，也能享有
大家熟知的優化循環系統
之益處。

DHA多 重 智 處



DHA這麼好，可別以為隨
便去藥妝店買一瓶魚油就
高枕無憂了喔!必需要把握
下列幾點，才能選到優質
的產品。

這樣選DHA就對了...

1.魚油OMEGA-3脂肪酸比例
       市售大多產品都是含EPA含量高於DHA，主
要功能都為改善循環健康，高比例濃度的EPA
在特定族群有影響凝血功能的疑慮，所以想要
同時擁有改善腦力與視覺及優化循環系統的功
能，但又不影響凝血功能，就一定要選DHA高
濃度比例的產品。

2.OMEGA-3脂肪酸含量
     除了高DHA比例，所含的OMEGA-3脂肪酸濃
度也很重要，市面上常見的總DHA+EPA濃度大
多為300-400毫克，產品總價看似便宜，但其它
所含的不知名油脂混在一起充其總含量，可能
對健康有所危害。



3.魚油脂肪酸型態
     OMEGA-3脂肪酸比例與濃度都對了，還別忘
了型態也是選擇要點。因油水不互溶，為了降
低萃取生產成本，便宜的魚油都是使用有機溶
劑，但有機溶劑無法與魚油分開，且有機溶劑
長期吃入可能會造成健康上的危害；想要辨別
魚油是否含有機溶劑，測試滴於保麗龍，如保
麗龍溶解了，相當可能為含有機溶劑的魚油。

4.純淨工藝
      不想要用有機溶劑萃取，這時就得使用成本
高的水特殊萃取技術，除外，還得經三重蒸餾
程序，才能有效去除雜質與增加魚油的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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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組訓部產品主任  陳雅欣

保養肌膚的黃金守則
掃除防曬誤區
你與女神之間只差

一瓶防曬霜

假設出門前只能讓你
做一件事情～
你會選什麼呢？
口紅？眼妝？粉底？通通NO！
出門前不可或缺的步驟當然是

防曬！
防曬！
防曬！



防曬産品一定要出門前半小時擦，才能
真正發揮功效;長時間停留在強光下會使
防曬霜中的活性成分被紫外線分解，出
汗或和水接觸會更進一步抹掉肌膚的防
護層。如果你要出門建議每2個小時補塗
一次。如果是待在室內，防曬
效果會持續較長，但為了更放心
建議每3-4個小時補塗一次更好
哦。畢竟，強光的侵害通常是
無可挽救的！

擦一次防曬就足夠了?

2

紫外線是肌膚一號「殺手」，不僅
僅是肌膚變黑這麼簡單，會有更多
的問題不斷冒出來。長斑、老化，
每一個都比變黑更可怕。

偶而曬一下有甚麼關係!1



SPF是指防曬霜阻擋紫外線B（
UVB）的能力， 衡量防曬霜可
以保護肌膚免受曬傷的時間。
例如：若塗抹足夠的SPF25的
防曬霜 在陽光下免受曬傷的時
間會比平時延長25倍 但較高的
SPF並不代表是更好的選擇。
非常高SPF的產品，添加了不
同種類的防曬成分， 造成肌膚
過敏的風險也會提高。一般使
用介於SPF15-SPF30的防曬霜
就能滿足日常所需！破解以上
防曬誤區開啟妳整日健康防護
屏!!

防曬係數越高越好?

3



防曬要趁早，
推薦防曬 必備單品

晳之密
防曬霜（保水）

自然透亮、均勻膚色
有效抵禦強光傷害
展現陽光下的自信

SPF25

自然光澤

控油清爽
或

任你選！

你喜歡自然光澤、還是控油清爽呢？

晳之密
防曬霜（清爽）

幫助控制油光
有效抵禦強光傷害
展現陽光下的清爽

SPF25



口 全域型防曬
全面阻擋長波紫外線（UVA）與短波紫外線（
UVB），研究指出紫外線對肌膚傷害使肌膚發熱
、發炎，還會減少膠原蛋白合成，加速老化。以
涵蓋防曬概念來保護肌膚。

口 空汙免疫力
空氣汙染成為美容圈最重視的議題，透過物理性
防曬覆蓋於肌膚表面，防曬的同時，也阻擋懸浮
微粒從肌膚進入體內強健肌膚防禦屏障與角質層
結構，修護因空汙受損的肌膚。

口 溫和不刺激，照顧敏弱肌
皮膚屏障較弱的時常會對防曬成分過敏，確保原
料溫和，無礦物油、無酒精、無色素成分，同時
也適合痘痘肌使用不造成阻塞。



產品獲獎關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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皙之密防曬霜(保水)5
榮獲台灣SNQ國家品質標章
這是對我們產品質量的極大肯定
我們深感榮幸受邀刊登『經濟日報SNQ專刊報導』

    

Ethylhexy Methoxycinnamate、
Ethlhexy Saliclate、Titanium Dioxide
廣效性防曬及混合化學與物理性
防曬成分，可全面防曬。

配方成分並嚴選不易致敏及適合各種肌膚。
每年定期送檢至官方認證的第三方單位SGS檢測。
取得衛福部含藥化粧品許可證，品質把關有保障。

「皙之密#5防曬霜」主要防曬成份：

SNQ官方網站

（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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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敷出的生活，
暗淡乏力的生命
以前的我個性要強不服
輸，認為自己不需要依
靠任何人，只要心存善
念、努力不懈便可以闖
出一片天。原本抱持獨
身主義的我，卻在23歲
時與我的真命天子共組
家庭。女人總是期待婚
姻能夠帶來幸福安定，
我也認為男人必須要有
撐起一個家的擔當與能
力。然而，真命天子不
等於高富帥的白馬王子
，我沒有南瓜車、沒有
玻璃鞋，我的王子也不

葉瑀絲PD鉑階企業經理
風雨的洗禮，
  才能看見斑斕的彩虹

10年前，徐瑞韓經理為我們
的事業帶來轉機，同時，也
   透過自己的努力與堅持改寫
     了我生命故事！



住在皇宮，生活不是童話，而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面對上有公婆、下有二女、還有照顧久病婆婆的家
傭，零零總總的開銷已是重擔，再遇上2008年的
金融危機，使得店內生意更加慘淡，完全無法平衡
一家7口14萬的開銷，在心力交瘁之下，生命的能
量日漸耗弱，遠離太陽的光譜。

機會二度叩門，扭轉生命的力量
2007年，一位中年男子(徐PD）來到店裡，進門便
誇口述說晳之密保養品，簡單、安全、有效，可以
改善所有的皮膚問題。當下心裡雖然有種「關公面
前耍大刀」的輕蔑，還是禮貌地回絕了。一年之後
，店家生意未見好轉，飽受經濟煎熬，徐PD再度
造訪。這一次，不知是什麼神秘力量抹除了我心底
的成見與隔閡，我們竟然興奮又激情的暢談了8個
小時，商談結束，彷彿開啟心中的枷鎖，這一次我
們抓住機會，相信全美世界能為我們開創璀璨的未
來。
經營之初，所有創業者可能會遇到的難關，一個也
沒少地降臨我們身上，陌生拜訪遭拒、親戚冷眼回
絕、朋友潑冷水、被誤解為「經營老鼠會，要賺朋
友的錢」，連父母也叼唸著「阿是賺了多少錢？不
行就不要硬撐，就跟你們說了直銷不能做，不穩定
、沒保障…。」就這樣1年、3年過去了，家裡的
開銷有增無減，而金錢的增長卻沒有孩子體重生長



來得快…。然而，面對親友、客戶、夥伴質疑的
態度，我不後悔我的選擇、信念堅定如石，只想著
「一定是自己的努力還不夠」，因此，嚥下苦楚、
修復傷痛，明天仍然要跟著太陽升起的軌跡往前走
，我一定要憑著自己的力量掃除罩頂烏雲。

優質產品、系統學習，成就偉大的團隊
優質的產品絕對是事業攀頂的首要關鍵。所幸，全
美產品解決了顧客的疑難雜症，越來越多的親友夥
伴獲得了美麗健康，也看到前景無限的商機。為了
讓夥伴能夠在短時間內發揮最大的報酬率，並啟動
更多的全美人，我和先生（陳玉璿PD）開創MIT系
統，學習與複製，從北到南、不分晝夜，高速公路
休息站成了我們能夠闔眼小憩的地方，數年的苦心
經營，系統活動從個位數到數百人，營業額也在短
短的幾年之內，從1.2億成長到23億。MIT團隊已經
是台灣第一，在2年前，我也訂下目標：『我要創
造全美公司在台灣雙PD夫妻。』，以雙PD身份帶
著夥伴繼續拓展全美版圖，並投入國際成功663系
統，我們要贏創未來！

生命的力量與全美事業共融
愛迪生曾經說過：若要成功，『當以恆心為良友，
以經驗為參謀』。回顧來路，這十年來的日子，便
是由恆心堅持、經驗積累舖展成今日的康莊大道，



這份榮耀是淚水與汗水所匯聚出來的，更是夥伴們
心心相印攜手共創出來的。感恩徐瑞韓PD的推薦
與顏博士的悉心提點，新加坡國際老師們的照顧 ; 
更感謝2位創辦人Dora&Doreen博士，我愛妳們！
也感謝所有區域的總經理以及行政部門，辛苦了。
誠信、積極、和諧、共享，需要全美人的行動與堅
持，打造藍海市場，給下一代孩子承接最優質的全
美世界。我愛MIT所有夥伴，我愛YES的寶貝們：
家嫻、瓊雅、俊熙、學澧、憶妍、仁正、霖臻、汶
含、慧汝、美玉、姵媗、岑玲、秋鳳、濬碩、英雪
團隊，讓我們繼續懷抱三力：活力、熱力、實力，
往前邁進， YES～ Go Go Go ！



只有堅持，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

        我是ㄧ個勇敢冒險投
資的人，過去投資了國際
連鎖餐廳、房地產，都是憑
感覺向前衝，導致ㄧ次次投
資失敗，讓我多年的積蓄
變成負債，而對創業產生
又愛又怕被傷害的心。在
2014年我走入家庭後，內
心仍有個遺憾，想要再
衝刺一番事業！

只有堅持，才能獲得最後的成功

GD

  方
  靜
  儀

          
         非常感恩在2015年我遇見全美世界，謝謝我的
推薦人琬玲大姑，她的大愛及熱情送了我ㄧ套皙之
密保養品，開啟我精彩的人生，也因為我想要的心加
上100%強烈地行動力，讓我開拓國際事業的平台。
謝謝永紘PDㄧ路教導我，耐心指引我這隻野馬，透過
公司663系統的運作，讓我能走向國際舞台，也謝謝
宜樺PD及馬馬GD的疼愛關心、付出。感恩跟著我一起
打拼的台灣、澳門伙伴及相信我的客人。讓我在全美
的道路上走的ㄧ帆風順，也讓平凡的我有著不平凡
的人生，期許2018年我能創下奇蹟，晉升PD的榮耀，
謝謝Youngo體系所有的領導及伙伴支持，我愛全美
世界！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GD
彭寶瑩

         每一次的晉升，一定背負著壓力、困難、以及
挑戰，有人問我：為什麼一定要晉升？我說：「因為
我要成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人，幫助自己、也幫
助他人！」
         
         這是我做全美以來，一直不變的初衷。在完成
晉升的這段過程，我一直不斷跟自己說：你一定要
親自走過、經歷所有挑戰，因為你以後要帶領的不
是10人、100人，而是千軍萬馬！我也許是不是最好
的，但我絕對會不斷更好！謝謝我團隊的領導們：
董妹、小涼、小峰、嘉晨，謝謝你們
願意相信我！
       
        謝謝我的老師Amy PD，帶
領我、鞭策我！也謝謝旁線
的支持與鼓勵，以及我
愛的14寶家人們！謝
謝所有在背後支持我
的人，我愛你們！
#我完成GD了
#全球分紅資格
#我是跨時代創業家#彭寶瑩。



單打獨鬥時代已過去
系統運作創造人生亮點
單打獨鬥時代已過去
系統運作創造人生亮點

        四年前我是傳統美
容師，護膚技術做煩了
產品沒效果更不想失
信於客人便開始教乙丙
級考照、紋繡眉⋯反正能
賺錢的、能做的通通都不排
斥，孩子大了常常想退休好像也太早，因此一直在找商
機看到朋友皮膚的改變而認識了全美、改善我超級敏
感及黑斑，也有機會學習保健知識及人文課程。

          剛使用時其實是想要證明「產品無效」，因在我臉
上用過的產品沒有100種也超過50種品牌，對產品是
沒抱希望的，但當產品會說話時三個月內分享給客人
讓我賺到錢，才真正認真看到產品背後的商機，邊做邊
學每課必到每會必開，4年來我欣然面對事業上的任何
課題，跟著團隊 663系統運作，幫助夥伴也成長了自己。

         感謝2位創辦人讓我有機會事業伸展到國際市場
、感謝葉總領導的行政團隊無微不至的規劃及服務、
更要感謝曜體系張經理帶領導的決策、執行核心及之
鷹團隊薏芹、懿慧、懿霈經理及所有夥伴們的信任與
協助、感恩大家、我愛全美我愛曜Yao體系。

GD
邱月定
GD
邱月定



          本身經營服飾店已有13年的時間，接觸全美
之後，我從愛用者藉由不斷的詢問分享，讓我開
始多了一份事業的收入，讓我更加確信這是一份
可以經營且幫助人變美的事業 。

         首先要先感謝super 體系主席Amy 老師以
及體系的領導們對體系的奉獻、感謝團隊的膺守
老師，還有庭暄老師、庭蓁老師以及采羚，一路無
私的指導及鼓勵，是我最強的後盾！也非常感謝
夥伴寶貝們，沒有你們也不會 成就今天的我，也
謝謝全美有這麼棒的平台，讓我可以朝著夢想和
目標前進。我愛全美、我愛super！

擁有夢想只是一種智力
實現夢想才是一種能力

黃  雅  蕙 SD黃  雅  蕙 SD



         當初只是一個愛用者的心態接觸產品，因為
身邊受到皮膚困擾的朋友太多了，單純的好東西
跟好朋友分享，除了幫助了身邊的朋友改善她們
的肌膚問題，進而也開始有了一群夥伴，跟著我一
起從愛用者轉為經營者！而讓我除了開心分享以
外多了一份責任！
         20幾年來，對於未來完全沒有方向，也沒有夢
想的我，因為全美世界，開始有了一個方向以及對
未來的夢想！完成SD是啟動我夢想的開始，讓我對
於未來的人生旅程更加的期待與雀躍。很感激這
一路陪伴著我對我不離不棄的庭蓁，感謝膺守老
師、庭暄老師、以及我的夥伴們，也感謝全美SUPER
體系的所有領導們，有你們的鼓勵支持是我最大
的動力！

相信自己堅持信念，
    態度決定一切

黃  雅  蕙 SD范 采 羚 SD



         我是位經絡理療師，每天就在等待與忙碌中度
過，收入不錯但只要手停收入就停，五年前因過勞
造成職業傷害只能休息養傷，心情盪到谷底，透過
福順老師的分享和膺守老師到竹北認識了Amy老
師，了解皙之密這套產品。
          在使用了一個月後，我老化皮膚獲得改善，就
開始分享經營，這一路上並不順遂，客戶拒絕朋友
唱衰家人潑冷水，連自己都懷疑自己，透過105課
程感謝顏博士的解析，讓我走出陰霾，更感謝膺守
老師在我低潮時不斷的鼓勵讓我能再次挑戰完成
SD，感謝SUPER大家長、AmyPD、福順GD、煒庭PD

、惠珍、大昌伉儷，春玉、俊傑伉儷等，領導的鼓勵，
更感謝Tina老師的魔鬼激勵，感謝全美家人們，讓
我們一起加油、邁向全美人生。

  成功不是來得太慢，
而是放棄的速度太快

黃  雅  蕙 SD  黃 怡 文 SD



           在還沒接觸全美之前我是個全職媽媽兼職網
拍，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餓不了卻也賺不多，真的很
感謝我的貴人茉莉老師在二年前分享了全美事業
給我，雖然起步的比別人慢，甚至一路上遭遇無數
的打擊；但我知道我要對我的夥伴們負責，還是那
句話「當妳快要放棄的時候，回頭看看那些因你而
使用產品的夥伴們」。
         感謝我給自己一個挑戰的機會:成功在4個月
達標完成SD位階，感謝鴻玉PD、美一GD、子誼GD

、曉紋SD、曉娟SD、薇琪SD及所有SUPER體系的
老師領導們。我愛你們、我愛MIT SUPER！

     不同的信念，決定不同的命運

黃  雅  蕙 SD  蔡 善 蓁 SD



           從來不曾想過會有一個這麼好的平台，能夠讓
我成為一個驕傲的多層次傳直銷人員，原本以為只
要努力付出勞力、體力，跟著我的老公跑遊覽車，認
真當一個倒茶小姐，這就是我人生該做的事業；直
到接觸全美世界的產品、課程，以及看到所有老師
經理們的亮麗與自信，而吸引了我而展開我的全美
人生與夢想。
         在這裡我要感謝全美世界給我一個自己當老闆
的機會，更要感謝顏岑芯領導帶領我挑戰了與總裁
有約，雖然經歷了許多挫折，但顏岑芯領導始終不斷
的激勵我、鼓勵我、協助我，讓我順利的成功達到SD
位階，圓了我的出國夢、享有免費3次的出國的機會

，在這裡我要感謝全美世界！感謝我的領導顏岑芯
經理、以及曜體系先鋒團隊及我的家人，我愛全美。

      唯有自己出手、才能創造幸福美麗人生

黃  雅  蕙 SD  楊 麗 玉 SD



         本來是個血液透析護理師，只是想改善做過雷射
所造成皮膚的傷害直到遇見全美讓我找回自信與美
麗，便決心學習經營全美事業，在2017的尾聲，我成
功衝上SD百萬年薪位階。4個月中雖體會到艱苦、挫
折以及人情冷暖，卻也促使我快速成長。
         感恩過程中的一切，有家庭的支持與團隊的用心

，再加上對信念的堅持，讓我充滿力量向前衝刺，最終
品嚐到甜美的果實；成功從來都不是屬於聰明有才的
人而是屬於努力不懈的人。
         感謝引領我進入全美的農翊巧SD，曜體系女神
張清儀PD、懿慧GD、月定GD、懿霈、莉芯、育錚各經
理。我愛全美、我愛曜之鷹。

設定目標，努力不懈的堅持

黃  雅  蕙 SD 曹 淑 婷 SD



         從事美容行業也將步入20年，每天忙碌的生活
沒有目標，為求兩個孩子三餐溫飽，在四年前好友邀
約體驗之下，讓我認識皙之密，體驗完感到舒服；但
卡在我沒人脈、沒口才、沒背景，於是開始懷疑自己；
還好產品就是會說話，客人的反應都非常好，就在去
年六月給自己跟ㄧ路挺我的鐵粉ㄧ次機會，走出我
的舒適圈，過程可用五味雜陳來形容；終於去年12月
26號晚上9點完成 SD這份殊榮。
          人生劇本不是ㄧ個人能完成，感恩對我不離不
棄的清儀經理及ㄧ直支持我的鐵粉們，感恩劇本裡
的人、事、物，感恩全美公司及曜體系！

相信就能激發我無限的潛力

黃  雅  蕙 SD 程 虹 芬 SD



         從事美髮20幾年的我，長年工作壓力，造成了
高血壓，腸道不順及皮膚嚴重過敏，讓我身心很困
擾，當下告訴自己我不再用體力換取金錢，但想到
手停錢就停越想越慌。有天我的貴人月定經理分
享神奇全美產品，她的皮膚透亮吸引了我，也給自
己一次機會，沒想到因皮膚改善後，也開啟全美事
業。
         我沒有好口才，我只知道每會必到、每課必上

、活動帶人、借力使力、吸收別人成功經驗，全力以
赴達標，終於在106年12月26晉升SD位階。感謝清
儀PD月定GD鼓勵及提點，更感謝矅體系之鷹團隊
給予協助，有你們才有今天的我。

自信是成功的前提，
勤奮是成功的催化劑

黃  雅  蕙 SD胡  旆  瑀 SD



         從小因為父母忙碌，造就了我孤僻且不愛與人
交談的個性；投身全美後，跟媽媽的關係開始有了
改變，直到現在無話不談。還記得剛開始做陌推的
第一天，拿著名片，過了一個半小時都沒有勇氣發
出去；還好當時我告訴自己：若想成功，就勇敢踏出
去吧！
         於是我從陌推旅途中找到熱忱與成功的方向；
很幸運在台北擁有一群夥伴，有笑有淚的陪伴彼此
成長，不愛哭的我，因為他們哭了好幾回，但一切都
值得。勇氣成就我自己要的全美人生，感謝陳俐蓉
博士鼓勵我、感謝清儀經理的陪伴與鞭策、感謝妤
樺、秀芬、之鷹領航團隊的所有夥伴，我愛全美、我
愛曜體系。

面對挑戰，
要有改變自己的決心

黃  雅  蕙 SD  劉 寶 憶 SD



 懂得珍惜，樂於付出
         2年前也因為夢想和朋友創立一間印花廠，對於
完全外行的我大膽投入經營2年有穩定成長，工廠賺
錢後，就開始有不同的聲音，股東分紅的盈利出現許
多問題，發生當下我選擇結束投資的風險。全美我觀
望半年也開啟我另一扇門，接觸這套保養品它幫我
改善敏感肌膚我開始認可，參加定聚與事業說明會
讓我找到適合我的行業，幫助更多人找回自信和美
麗其跨國際事業我選擇全職：學、做、教循環跟緊系
統讓我沒有人脈也能經營。
         最吸引我能堅持做下去有溫度的感動與正面思
維，彼此的和諧與共享，感謝不斷給我鼓勵無私付出
協助我的領導：陳玉璿經理、瑀絲老師、我的推薦人
濬碩、家嫻、瓊雅、美慧、vivi、恰恰、AK、感謝一路支持
我的母親和弟弟文平與茂義封丹以及我的所有全美
貴人朋友，謝謝你們、我愛MIT YES！

黃  雅  蕙 SD 朱 家 杏 SD



     你必須要很賣力，
別人才覺得你毫不費力

          從小學音樂，長大從事音樂教學相關行業，生
活一直單純一成不變，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因為一
套保養品而開創新的一片天。謝謝全美公司用心研
發產品，讓使用者放心，也讓我們感受到公司想要傳
達的文化與愛；謝謝我的羽希老師，沒有妳的樂觀、
鼓勵打氣，我根本做不到，還好一切有妳，上天對我
真好！謝謝幫助過我的世良經理、秝緹老師，還有團
隊夥伴們及朋友，你們也是我的強心針。
         謝謝Super體系，我有強大的後台，借力使力、
大家互相支援，讓我可以更上手。我感受到大家的
愛與關懷，互相鼓勵不藏私，也打破直銷公司的看
法，有全美真好！

黃  雅  蕙 SD 邱 思 屏 SD



   只想活的漂亮，
全美讓我精彩萬分

         我是一個傳統產業聯盟洗衣負責人，與知名
品牌店家配合洗滌，因為忙碌的關係，導致皮膚
狀況不好，每天要花1個小時上妝才能出門。在一
次的因緣際會下，董PD邀約我去參加定聚，發現
每個人的皮膚都很透亮，定聚氛圍也讓人感到溫
馨，於是當下決定帶一組產品回家用看看！
       用一個星期後，我的臉開始起了變化，連周遭
的朋友都開始詢問，更沒想過會因為分享認識了
這麼多姐妹。感謝當初董PD沒放棄我，讓我了解
到組織比我的傳統產業還要迷人，不僅幫助到更
多人，更是讓我無心插柳柳成花，開啟了第二道
事業！感謝Youngo所有的領導及伙伴對蔓珍的
鼓勵與照顧，我愛全美！

黃  雅  蕙 SD 顏 蔓 珍 SD



永不放棄才能邁向成功，
堅持到底才能實現夢想

         謝謝全美2位創辦人創立好的平台，讓我運用半
年的時間，有家人全力支持、體系領導們的帶領，才能
讓我如期達成SD位階，很幸運能進入YES團隊，和大家
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大家不分彼此的幫助對方，就像
自己的家人，我覺得這才是加入全美後最大的收穫，
我開始學習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溫度，而不單單只
是工作、賺錢、銷售。
         現在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設定好目標，繼
續向前突破，幫助更多人，完成自己的目標，實現自己
的夢想，讓家人過得更好，更感謝MIT創始人陳玉璿領
導&YES體系主席葉瑀絲老師，我的推薦人陳俊熙陳大
哥以及YES的每位經理老師們！還有支持我的爸爸媽媽
家人朋友，真的很謝謝，我愛你們！我愛MIT YES的大
家！全美世界、世界全美由自己開始！我會繼續努力！

黃  雅  蕙 SD  陳俊宇 SD



UBV業績小組第1名
統計業績截至2017年11月止

楊麗玉

01  李耀宏
02  曾子容
03  方靜儀

01  黃怡文
02  朱家杏
03  李甯妡 
04  洪英雪 
05  顏蔓珍 
06  邱思屏 
07  方躍澄 
08  張高銓 
09  吳碧華 
10  楊麗玉 
11  李悅菱 
12  盧彤嫣 
13  李    穎 
14  彭嘉晨 
15  戴伶如 
16  范采羚 
17  陸曉芳 
18  黃雅蕙 
19  趙安慧 
20  陳俊宇 

01  陳亭伊 
02  包瑞珠 
03  李欣儒 
04  蘇曉玲 
05  黃梅君 
06  陳思廷 

27  唐湘潔 
28  簡雅娸
29  李燕芬 
30  陳麗如 
31  紀靚楦 
32  羅尹婷 
33  施宛妤 
34  沈莉玟 
35  陳玉華 
36  劉秋惠 
37  陳玉梅 
38  洪定謙 
39  吳依庭  
40  陳怡君 
41  劉巧凡 
42  吳駿泰 
43  陳慧玲 
44  官伶蓉 
45  陳佳鈴 
46  謝鈺鈴 
47  陳梓綺 
48  林姿伶 
49  傅涔瑜 
50  簡正芬 
51  許湘儀 
52  江家鎮 

07  簡妃柔 
08  蕾姤．吉拉 
09  劉佳怡 
10  黃芸鈴 
11  張亘琳 
12  賴銘鴻 
13  邱眉甄 
14  趙宏斌 
15  張凱翔 
16  彭秀蓮 
17  鄔德芳 
18  蕭含芳 
19  彭筱雅 
20  邱慧婷 
21  馮慧政 
22  黃紫涵 
23  賴瀅如 
24  黃維君 
25  吳美俐 
26  劉雅姿 

晉升&表揚名單晉升&表揚名單

53  林宸筠 
54  温子涵 
55  黃素芬 
56  彭翔煒 
57  曾晏妮 
58  顏春華 
59  潘賀麗 
60  張     婭 
61  蔡玉琪 
62  林怡汝 
63  鄒震宇 
64  羅翊緁 
65  蕭玉鳳 
66  顏嘉琪 
67  石心儀 
68  鍾成豐 
69  陳淑玲 



01  朱家嫻 
02  陳金足 
03  徐曼婷
04  沈慧貞 
05  陳建志
06  徐淑慧
07  蔡林藝 
08  陳韋綸 
09  郭一力 
10  王秋蓉 
11  張安慧 
12  黃宗霖 
13  蔣汝芬 
14  劉素芳 
15  張玉滿 
16  謝孟芳 
17  郭招雲 
18  許書綺 
19  邱意婷 
20  葉家宸 
21  陳暠廷 
22  賴淑姿 
23  阮宥蓁 
24  林怡伶 
25  粘惠珊 
26  蘇淑娟 
27  王珮璇 
28  簡婉茹 
29  盧胤亘 
30  楊婕茹 
31  吳素珠 
32  李睿紜 
33  胡偉姣 
34  阮偉菁 

35  楊佩姍 
36  吳美娜 
37  陳彤葳 
38  陳美芳 
39  王震祐 
40  呂芝穎 
41  謝逸婕 
42  江淑惠 
43  賴菊月 
44  簡沛汝 
45  林筱嬋 
46  陳羽雁 
47  郭人瑜 
48  李傳貴 
49  呂芳伶 
50  呂洧哲 
51  鍾淑惠 
52  嚴辰宇 
53  潘品秈 
54  陳威志 
55  邱美玉 
56  趙宇萱 
57  嗄菀.吉拉
58  王國榮 
59  盧愛娥 
60  黃榆婕 
61  詹佳怡 
62  林家安 
63  成方雨 
64  陳奕璇 
65  鄭憶湘 
66  戴子婷 
67  陳品岑
68  謝東樺 

103  章慧美 
104  羅霈雯
105  楊宜庭 
106  方雅雯 
107  王惠英 
108  柯明秀
109  曾淑靖 
110  李青玥 
111  胡琍萍 
112  吳嘉琪 
113  吳貞沂 
114  張敬華 
115  洪婉婷  
116  張嘉容  
117  廖于萱   
118  張珈語  
119  王薏雯  
120  張茹婷  
121  黃鳳蓮  
122  林志遠 
123  邱采綾  
124  黃婉婷 
125  許瓊月  
126  彭武宏 
127  黃靚文   
128  李美玲
 LI MEILING 
129  張敏慧 
130  余慧慈  
131  黃宜培 
132  鐘雅玲  
133  李美慧  
134  蔡欣慧  
135  羅蕙姍  

170  鍾志楷 
171  徐繹仟 
172  張家瑜 
173  劉燕霖 
174  陳慶池 
175  游春蓮 
176  謝文煌 
177  侯文信 
178  孫嘉敏 
179  葉阿雪 
180  曾淑梅 
181  李政勳 
182  馮秋英 
183  林志銘 
184  邱許員 
185  劉邦源 
186  林士蘊 
187  林秀惠 
188  施孳敏 
189  吳燕華 
190  陳家姍 
191  戴溢成 
192  劉媺惠 
193  陳俊夷 
194  藍慧英 
195  周愛倫 
196  陳品蓉 
197  段佩均 
198  陳文惠 
199  王安平 
200  陳宛誼 
201  侯曉燕 
202  尤珮芊 

69  唐賢明
70  黃英彬
71  陳朝順
72  蔡依玲 
73  吳美秀 
74  洪維家 
75  彭羽婕 
76  林育孜 
77  陳品文 
78  汪欣伶
79  蕭雅之 
80  蘇惠珍 
81  張家溱
82  邱竑森
83  侯沛琳 
84  謝昀珊 
85  陳碧玉
86  謝金玲 
87  王建和 
88  周淑如 
89  江音沛 
90  林美珠 
91  黃莉雯 
92  周佳惠 
93  黃玉婷
94   黃運達 
95   蘇昱錡 
96  王筠騏 
97   趙珆萱 
098  林宥芯 
099  吳蕙敏 
100  張雯倩 
101  陳似淅 
102  林清枝 

136  鄔佳倩 
137  陳信如  
138  謝貴吉  
139  林月美  
140  劉子溱  
141  陳雅亭 
142  王麗玲 
143  江欣慧
144  黎金蓮 
145  陳麗芳
146  廖俊霖
147  許伊婷
148  王小平
149  蔡淑眞 
150  黃加棟
151  楊子嫻
152  林瓊施 
153  柯富軒 
154  徐立軒
155  馮君華 
156  吳鈺庭 
157  李昀璇 
158  徐玲媚 
159  楊邡熙 
160  李金棕 
161  王淑娟 
162  粘筱詩 
163  歐佳琪 
164  管又葶 
165  張前義 
166  嵇芮瀅 
167  陳玟璟 
168  徐振貴 
169  劉媺玉 





2018 Mar.1~31

3/4(日) 與成功有約

3/5(一) 高階領導PD會議

3/20(二)-3/22(四) 205全美人生

3/29(四) 業績截止日

2018 Feb.1~28

228假期(公司暫停營業)

高階領導GD/PD會議

春節連續假期(公司暫停營業)

台中開工團拜

高雄/台北開工團拜

業績截止日

2/2(五)

2/15(四)-2/20(二) 

2/21(三)

2/26(一)

2/28(三)

2/23(五)~2/24(六)

 2018.02月~03月重要課程活動



「銷售」存在在我們的周圍，時時刻刻都在接
觸銷售與被銷售，有的銷售員很成功，有的則
不然。由全美世界盛盟發博士開的銷售真功夫
這門課，就是為了讓我們個個成為頂尖的銷售
員，透過精心打造的課程內
容、分組演練、專家講評，
將理論結合實務操作，除了
多元與實用，更讓每位學員
對於銷售功夫功力大增。

2017/12/09-10

銷售真功夫BWL  TAIWAN
B e s t  W o r l d  L i f e s t y l e



        人生中總有困頓，過
不去的地方，當遇到困難
時，如同緊握拳，以為自
己抓住什麼，再用力卻什
麼也沒有。但如果將手打
開，會發現整個世界都是
你的，把心打開，專注用
心，困難便會迎刃而解。
    第12屆205課程，學員
們經過顏國偉博士的引導
、教育，漸漸的打開了心
眼，用心去感受、體會世
界，學習愛的精神。

2017/12/20-22

【積極勇敢•改變未來】

第12屆
全美人生205



馬德里王宮

         不論是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或不同地區特色風情，又或者名
人眾多輩出，西班牙葡萄牙多元豐富
文化，可謂歐洲之最。全美世界經過完整性的安排
，為經銷商帶來這次難忘的精采西葡之旅。
         西班牙是歐洲集傳統與現代魅力的國度，悠久
的歷史和東西方文化的融合，令西班牙在地中海地
區熠熠生輝，擁有最豐富多彩的旅遊資源。像是令
人嘆為觀止的聖家堂、絕美的奎爾公園、壯麗馬德
里皇宮、懷舊風情米哈斯、鬼斧神工隆答等，太多
美麗的世界遺產讓我們去發掘他們的美。



        葡萄牙曾是影響世界的殖民
帝國，也是重要的海上強國，
在大航海時代起到了極大的推
動作用。我們在葡萄牙最美麗
的城市，搭成懷舊電車來紀念
建築和那些由葡萄牙人民創造
的壯麗景觀中，來瞭解這個國
家。
         而最重要的，是每次在最後
一天晚餐的晚宴，每個人吃的
開心喝的滿意，還有特地為當
月壽星準備的精美小禮物，為
這趟旅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西班牙廣場

科爾多瓦主教座堂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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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

VIP消費型會員紅利點數兌換方式

消費額
10,000
20,000
30,000
50,000
100,000

商品價值
500-660
900
1500-1600
2200-2500
5000-5600

100點
200點
300點
500點
1000點

100元/點 兌換商品（二擇一）
維生素C 或 女性衛生液
魚油 或 #8
清輕果或 #1
#6 或 珊瑚鈣(一組)
5天行動 或 AR一組

*兌換商品達300點(含)以上，即可免費宅配 。

1.年滿20歲即可在網路入會，無需提供身分證影本。
2.每次購買所產生的點數，須在下一筆訂單才可使用。
3.消費滿2000元即可享免運費，若單筆消費未滿2000元，運費150元、離島250元。
4.點數有效期：發生該筆點數起始一年為有效期，逾期該筆點數將視同放棄，點數不可轉讓他人。
5.不能享有領取獎金資格且無法推薦新會員入會。（若需享有這兩項資格，需轉換成為經銷商會員。）
6.消費型會員收到商品7日內，可提出退貨之申請，但產品必須完整並無拆封、出貨明細、
    及欲退貨產品來公司辦理，逾期將不受理。
7.消費型會員一年內消費任一積分值，會籍將自動延續一年。
8.不寄發月刊，如有需求可至各服務中心索取或上官網閱覽。
9.不可購買經銷商的促銷優惠方案。
10.詳情請洽客服專線04-36019969或各服務中心。

VIP消費型會員權益須知

隨時連線，選購優品
邁入全美世界，廣博新領域

VIP消費型會員
+50%

2 0 1 8 年 2 月 1 日 開 始 實 施
生日享購物紅利點數

單筆訂單消費，每滿100元即可獲取點數一點。
ＥＸ:會員單筆訂單消費3260元，點數共32點(不滿100元，將無條件捨去) 。

累積之消費點數，可經由櫃台或網站做兌換，
公司將不定期更新兌換商品，兌換點數如下圖:

生日賀禮：
生日當月消費，點數將自動增加50%
ＥＸ:生日當月消費3260元，點數32點*1.5=48點
(生日簡訊在生日當月1日發送)



願*開始

「飛行」是「非行」少年的諧音，也就是「非

常行為」，意旨行為偏差之意。2015年，桃園

少年之家成立「大改樂團」，

盼望能幫助更多無家可歸的

「飛行少年」，並積極發起

「少年飛行屋籌建計畫」，

預計興建可收容200個少年

以上住宿空間，以家庭式方

式建立，提供孩子大家庭及

小社區的溫暖，並計劃結

合桃園市技職訓練系統，

幫助更多問題少年恢復

正常生活與社會接軌。

公
益
活
動
14

     臺灣全美世界2018公益計畫需要透過您的

幫助及愛心，讓更多迷途的孩子看見生命的正

面力量，扭轉人生低潮與困境。



願・飛卡
       投入大型捐款箱100元以上，即可拿
取「願・飛卡」一張，寫上您2018年
的願飛留言，並掛到專屬懸掛區上。過
程中可以錄下您個人的「願・飛」
留言影片，上傳至FB分享，
讓更多人一起來
許願做公益。

註:100元將扣除
願*飛卡成本後      
為實際捐款金額。



做公益拿好物
        捐款金額1,500元以上，贈送「大
改樂團」專輯CD一片或桃園少年之家
創辦人張進益執行長著作「下流青春
」 乙 本 ， 每 月 贈 送 名 單 將 公 告 於
BWLTaiwan FB
粉絲專頁上。



開麥拉，邀您入鏡
       於2018年7月31日前，單次捐款達
2萬元(含)以上，將可參加「大改樂團
」專輯主題曲「陪您走下去」公益微
電影/MV之拍攝，影片於臺灣12周年慶
大會上播放，並置於臺灣全美官網、
FB粉絲專頁與YOUTUBE，進行公益宣
傳。



愛Ｘ無限大
       您捐多少，公司相對提撥捐多少。

全美世界保有隨時修改或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利，
活動說明未盡之事宜，依實際推動為準。

體驗做公益
     帶新人至各區服務中心體驗產
品者，捐款100元做公益。



好
康
報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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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客製，多項購物好康....
   一卡通各站，優惠一直賺！

全美生活通行證



Ｗant卡做公益 
每售出一張就幫您提撥50元
捐贈給世界童窗

Want卡付款優惠多，食衣住行都划算
美食休閒 : 四大超商不定期優惠
影視娛樂 : 喜滿客影城、奧斯卡影城、
                     駁二電影院均可享有購票優惠
大眾運輸 : 台鐵-區間、莒光號九折
                     自強號70公里內9折、
                     公車轉搭優惠



訂購 / 付費方式
三區服務中心填寫專用訂單:
公版 : 每張售價220元
訂單成立後，三區即可發卡

姓名客製版 : 每張售價240元
訂單成立後，須客製版訂做
於次月15號可至三區取貨。

註：Want卡需現金付款， 不提供刷卡服務。

更多詳細優惠



組訓部/高級經理 
Tina 

組訓部/產品主任
Selina

行銷企劃部/產品主任
Darren 

行銷企劃部/經理 
Robin

2018
課
程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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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時 間 ： 即 日 起 至 9 月 3 0 日產品訓練課程產品訓練課程
專業講師群專業講師群

202202
 Professional Trainers Professional Trainers

二月課程表
晳之密產品特訓2 / 7

2 / 13 維格爾產品特訓
課程
內容

台中服務中心31樓大教室
10:00~17:00 

課程
地點

限定全美會員參加課程
對象

三月課程表

內外在季節性話題課程3 / 7課程
內容

高雄服務中心大教室
14:00~17:00 

課程
地點

新夥伴&全美會員均可參加課程
對象



商
德
約
法
17維護消費者權益，

杜絕網路拍賣行為。
       以網路賣場為銷售管道是近年來非常盛行的商
業模式，雖然便利但也潛藏著許多令人擔憂的問
題，例如產品來源不明，缺乏售後服等等。而且
傳銷最核心的價值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以及面對
面銷售，在充分了解產品後，消費者才能夠更安
心的使用。所以網路販售行為，在全美世界是不
被允許的。
       
       為了維護全美世界的商譽，並保護經銷商之銷
售市場，更為維護傳直銷業最為珍貴且與眾不同
之處，公司對此將依照營運規章之明文內容，採
取最嚴格的取締方式，也希望所有的全美人共同
營造一個建全且透明開放，大家都能以平等方式
來取得市場的潛在客源，以打造一個傳直銷業應
有生態的健康環境。



除BWL授權的生活
館 ( L i f e s t y l e 
Centers)外，禁止於
實 體 店 面 及 銷 售 通
路 （ 如 商 店 、 市 場
、 攤 販 、 於 第 三 人
店 面 寄 賣 ， 市 集 等
類似場所[例示非列
舉]）；非實體店面
及 通 路 （ 如 各 大 拍
賣 網 站 ， 自 行 架 設
之網站等[例示非列
舉 ] ） 銷 售 或 展 示
BWL產品。
提供BWL產品或輔
銷 品 給 予 他 人 於 上
述 之 販 售 通 路 進 行
轉售行為。

10.7 

10.8 

三、經銷商的責任與義務

禁止網拍，營運規章明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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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2 0 1 8 全 美 世 界 迎 春 有 G O 旺

歡迎全美夥伴來北中南服務中心走春
活動當天將有粉絲專頁經營課程說明會，增加人氣、喜氣及旺氣

凝聚喜氣並期許狗年大家能夠好運、財運旺旺來

參加活動開運試手氣現場還準備了精緻小點，邀您來走春

g

台中服務中心
活動時間：10:00~16:00
團拜時間：12:30~13:00

2初六

21

高雄服務中心
活動時間：10:00~17:00
團拜時間：11:00~11:30

2 初八

23

2
台北服務中心

活動時間：10:00~15:00
團拜時間：12:30~13:00

初九

24 活動詳請，請搜尋BWL服務中心粉絲專頁

台中服務中心 高雄服務中心台北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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