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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年來，我們定義了最純淨且有效的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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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Living 悠樂芳致力我們認識的世界得更美好,這也是我們支持各地組織與計劃的原因。
The D. Gary Young Foundation 悠樂芳基金會影響力遍及全世界，累計至今已幫助超過 32 個國

家，透過公益基金、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產品收益、捐款與志工的投入，
為全球超過 102 萬個生命帶來了正面的影響。

因為有您們這般致力幫助全世界人們活出夢想的人,才使我們得以發揮影響力。 

我們相信您我團結的力量能一起持續做更多好事,並創造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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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油來放鬆心情，煥發精神：

• 在掌心滴入 2-3 滴精油，揉搓掌心後嗅吸。 

• 在一碗熱水中加入數滴精油。用毛巾蓋住頭和碗後，慢慢深呼吸。 

• 用我們的擴香機，滴入您最喜愛的精油。 

多數的精油使用前應先稀釋，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稀釋方式使用。 

• 將 2-3 滴稀釋後的精油，塗抹於所需部位並輕輕按摩。可視需要重覆使
用。請務必遵循產品標籤上的稀釋使用說明。

注意：
精油效力強大，可能刺激皮膚。如發生肌膚不適，請立即用 Young Living 

悠樂芳 V-6™ 綜合純植物油或任何純植物油，塗抹於該部位。柑橘類精油
具光敏性，使用產品 12 小時內，請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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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近 3 0  年的精油研究和經驗，Yo u n g 

Living 悠樂芳致力完善 Seed to Seal® 種子
到密封品質承諾的嚴格監控及生產過程，確
保我們提煉最優質的純淨精油。
我們追求完美的精神使我們在精油領域中脫
潁而出，讓您從每一瓶產品中都感受到我們
的過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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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木質芬芳混合草本花香，適合於戶外活動中使用，可
煥發精神能量；薰香使用為環境增添清新活力氣息；亦可
加入你喜愛的護膚品，修護並調理肌膚。

澳洲白千層
AUSTRALIAN ERICIFOLI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2276 5 ml $1,420 $1,870 3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羅勒精油具有清新的草本氣息，有平靜和帶出活力的功效。

羅勒
BASIL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0076 15 ml $1,030 $1,360 25.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佛手柑帶有淡淡的柑橘香味，讓您散發清新怡人的自然芳香。
 

佛手柑
BERGAMO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0376 15 ml $1,120 $1,470 27.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黑胡椒精油為暖性精油，具有溫暖辛辣的氣味，亦可搭配
薄荷、冬青、或丁香，幫助您重新激發熱情與活力。 

黑胡椒
BLACK PEPP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1176 5 ml $810 $1,070 19.25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藍艾菊精油具有令人愉悅的甜美香氣，不論睡前使用或是
用於日常居家擴香，都能給您舒心又放鬆的感受。

藍艾菊
BLUE TANS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8476 5 ml $3,830 $5,040 94.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由野生胡蘿蔔種籽蒸餾而成的胡蘿蔔籽精油，具有溫和的
草本香甜氣息。 

胡蘿蔔籽
CARROT SEED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8176 5 ml $910 $1,200 22.25

北非雪松精油具有一種溫暖的雪松香氣，可以平靜和舒緩
心情。將北非雪松精油加入到你喜歡的護膚品，局部塗抹
或用於頭皮，有助保持頭髮健康。 

北非雪松
CEDARWOOD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0976 15 ml $470 $620 11.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芳香清新的草本氣息，可煥發精神，帶來清晰感受，令人
心情放鬆。

芫荽
CILANTR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981 5 ml $610 $8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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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24.75

肉桂特有的熱辣氣息，可使豐盛的感受更加強烈，其溫暖
好客的芬芳令人印象深刻。

肉桂
CINNAMON BARK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51576 5 ml $1,010 $1,330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快樂鼠尾草精油的柔和、溫暖香氣營造一個平靜和輕鬆的
環境。

快樂鼠尾草
CLARY SAGE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2176 15 ml $1,980 $2,610 48.75

PV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丁香精油是悠樂芳盜賊配方精油的一種重要成分，具有非
常溫暖親切的香氣。
 

丁香
CLOV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52476 15 ml $641 $840 15.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苦配巴精油透過採脂萃取方法提煉而成。一旦被萃取出
來，巴西苦配巴樹脂即被蒸餾成清新的精油。苦配巴蘊含
豐富的β-丁香烯，帶有一種清甜的香氣。 

苦配巴
COPAIB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3176 15 ml $1,800 $2,370 44.2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絲柏精油有一種清新的草本氣息，略有常綠植物的香氣。
清爽而醇厚的芳香讓您恍如置身於大自然的叢林一般。

絲柏
CYPRES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3076 15 ml $800 $1,050 19.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山香精油源於厄瓜多爾，是悠樂芳獨特的精油，香氣清
新，適合使用精油擴香機噴灑或局部使用。
 

山香
DORADO AZU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9876 5 ml $1,500 $1,970 35.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乳香精油可在冥想中使用，其舒緩香氛有助於怡神和堅定
意志。乳香精油具有護膚價值，可用於護膚品中，有助保
持美麗的膚色。

乳香
FRANKINCEN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4876 15 ml $3,180 $4,180 75.5

尤加利精油清新強勁又帶有果香的氣息，使它成為日常活
動後按摩的理想選擇。薰香使用可為環境增添清新活力氣
息。

尤加利
EUCALYPTUS RADIATA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3876 15 ml $770 $1,01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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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葵精油從天竺葵的香花蒸餾而成，平和的花香氣味，
令你享有平靜的精神感受。

天竺葵
GERANIU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5476 15 ml $1,720 $2,260 42.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生薑精油富有能量的溫暖香氣，擴香使用有助於提振精
神，帶來勇敢與自信的感覺。

生薑
GINGER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5776 5 ml $550 $720 13.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
膚部位。

葡萄柚精油有一種清新的柑橘香氣。早上在家中用精油擴
香機噴灑葡萄柚精油，令人富有愉悅活力。
 

葡萄柚
GRAPEFRUI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6076 15 ml $700 $920 17.25

德國洋甘菊精油具有優雅的香氛，有助於營造平靜放鬆的
氛圍。用於護膚調理上，則具有修復肌膚、強化肌膚防禦力
之功效。

德國洋甘菊
GERMAN CHAMOMILE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8676 5 ml $1,520 $2,000 3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蠟菊是居家必備的精油，適合在需要專注力時擴香，清
新、樸實的草本香氣可以令人感受充滿生機的香氣。

蠟菊
HELICHRYSU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6376 5 ml $3,680 $4,841 8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
膚部位。

紅檜精油是眾多悠樂芳精油裡含有高含量倍半萜成分的
精油。紅檜散發的清新香氣有助煥發精神活力，帶來極度
清晰感受。

紅檜
HONG KUAI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65776 5 ml $2,280 $3,000 56.2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愛達荷州藍雲杉精油是從悠樂芳的愛達荷州聖瑪麗斯農
場直接蒸餾而成的獨特精油。這種非凡的精油蘊含高比例
的α-蒎烯和檸檬烯，具有一種令人愉悅的常綠植物的香
氣。 

愛達荷州藍雲杉
IDAHO BLUE SPRUC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9376 5 ml $1,200 $1,580 29.5

波旁天竺葵被譽為香氣最細緻、品質最好的天竺葵精油來
源，適用於室內薰香。相較於一般的埃及天竺葵，波旁天竺
葵精油帶有更豐富層次感的玫瑰花香氣息，深受女性們的
喜愛。

波旁天竺葵 
GERANIUM BOURBON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7726 5 ml $1,010 $1,330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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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精油是一款非常受歡迎的精油，其香氣令人平靜、
舒緩。薰衣草為房間增添潔淨清新的香氣，也可加到身體
護膚產品和淋浴用品，迷人的香氛可放鬆您的心情。

薰衣草
LAVENDER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7576 15 ml $1,020 $1,340 24.25

檸檬香茅是淨化配方精油及加強型舒緩按摩油的主要成
分之一。可單獨使用或搭配其他精油使用，其爽朗香氛有
助於煥發精神及提升感知。

檸檬香茅
LEMONGRAS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8176 15 ml $470 $620 11.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檸檬精油蘊含天然成分檸檬烯，是許多受歡迎精油產品的
主要成份。因檸檬氣味清新，在全球廣泛用於清潔劑和肥
皂。

檸檬
LEM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7876 15 ml $490 $641 11.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茉莉精油充滿異國情調的浪漫香氛，幫助您放鬆心情、增
強自信。茉莉具有保濕修復肌膚的功效，有極高的護膚
價值，被用在多款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護膚品中。

茉莉
JASMIN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6976 5 ml $3,330 $4,380 78.75

古老文明將杜松用於祭神，適合用於薰香它獨特的木質
香氣，散發時營造出寧靜安定的氛圍。

杜松
JUNIPER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7276 15 ml $1,400 $1,840 34.5

昆士亞精油的獨特香氛，能夠令人感到舒緩而放鬆。用於
護膚調理上，則具有修復肌膚、強化肌膚防禦力之功效。

昆士亞
KUNZE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3432 5 ml $1,610 $2,120 39.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玉檸檬精油散發清新的檸檬香氣，讓您瞬間煥發精神。

玉檸檬
JADE LEM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68576 5 ml $450 $590 11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 
所需肌膚部位。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愛達荷州巨冷杉原產於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有清爽的木
質香氣，令人平靜感到踏實。

愛達荷州巨冷杉
IDAHO GRAND FI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1476 5 ml $1,080 $1,420 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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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雲杉產自加拿大納爾遜堡的 Northern Lights 農場，惡
劣的環境造就其具有強度和韌性，而由這種擁有堅毅精神
的植物所蒸餾出的精油，具有獨特的木質和中性香調及
清新氣味，能夠營造出舒緩及平靜的氛圍。用於肌膚護理
上，能增添保濕力、防禦力。

北極光黑雲杉
NORTHERN LIGHTS BLACK SPRUCE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4276 15 ml $2,010 $2,640 4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馬鬱蘭精油可幫助舒緩疲勞、肌肉放鬆，適合在運動後按
摩使用。

 

馬鬱蘭
MARJORA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8476 15 ml $1,450 $1,910 35.75

PV
66.75

沒藥用作護膚調理的歷史悠久，滋潤的成份適合滋潤乾燥
的肌膚。在聖經時代，人們深信其香氣將精神狀態推到更
高境界。

沒藥
MYRR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59376 15 ml $2,700 $3,550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氣味清新，受到兒童與大人的喜愛，有助於情緒激勵，使
人活力充沛。

萊姆
LIM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7476 15 ml $510 $670 12.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奧寇梯木精油氣味溫和平實，適合用於肌膚按摩使用，幫
助平衡油脂分泌、柔軟老化肌膚、散發迷人光彩。

奧寇梯木
OCOTE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5676 5 ml $1,520 $2,000 37.5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具有異國情調的橙花精油萃取自苦橙花，擁有令人振奮的
清新花香，擴香使用時可營造出愉悅的好心情，使您感受
平靜而舒緩放鬆，同時享有幸福浪漫的氣氛。

美標 橙花
NEROLI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88 5 ml $4,340 $5,710 106.75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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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魯聖木的芬芳擁有靜心穩定的特質，很適合於靜坐冥
想時使用，有助於提升內在能量；亦可加入喜愛的保養品
中，調理肌膚。

秘魯聖木
PALO SANT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0776 5 ml $1,440 $1,890 35.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
膚部位。

擁有獨特濃郁草本芬芳的歐芹，可創造清新氛圍，亦可防
止肌膚老化並增強肌膚的的抵抗力。

歐芹
PARSLE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273 5 ml $630 $830 15.5

PV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廣藿香溫和草本香氛帶給您舒緩、放鬆、平靜的感受。

廣藿香
PATCHOULI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60876 15 ml $1,410 $1,860 34.75

PV

薄荷精油帶有清爽的草本香氣，擴香使用能為您帶來清
涼、怡神的香氛體驗。

薄荷
PEPPERMINT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61476 15 ml $940 $1,240 22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牛至精油具有強烈的草本香氣，用於擴香可幫助恢復精神
及安定身心情緒。

牛至
OREGAN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0576 15 ml $1,150 $1,510 28.5

甜橙精油適合擴香和芳香用途，清爽芬芳可平靜和緩，平
和靈性。

甜橙
ORANG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0276 15 ml $450 $590 11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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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苦橙葉精油萃取自苦橙樹葉，散發著清新的柑橘及木質香
氣，能幫助安定身心、舒緩情緒。

苦橙葉
PETITGRAIN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61776 5 ml $1,450 $1,910 35.75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羅馬洋甘菊具有甜美的草本香氣，帶有淡淡的蘋果清香，
深受大人及孩子們的喜愛，有助於營造放鬆且平靜身心的
氛圍。

羅馬洋甘菊
ROMAN CHAMOMIL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1276 5 ml $1,660 $2,180 41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玫瑰精油的愉悅花香氛圍有助於激發正面能量。

玫瑰
RO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2376 5 ml $8,070 $10,620 93.75

需要 22 磅的玫瑰花瓣才能蒸餾出 5 毫升的玫瑰精油。

PV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迷迭香是一種常見的香草，具有強烈的木質氣味，帶來清
晰感受。

迷迭香
ROSEMAR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62676 15 ml $680 $890 16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皇家夏威夷檀香精油豐富、溫和，具有特殊木質香氣，給
人感性和浪漫的感覺。傳統用於冥想中，帶來輕鬆活力。
因具有良好的保濕功能，在護膚調理方面的價值很高。

皇家夏威夷檀香 
ROYAL HAWAIIAN SANDALWOOD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74676 5 ml $4,100 $5,390 9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神聖乳香精油是由 Boswellia sacra 的樹脂蒸餾而得，這
款精油很適合於靜坐冥想時使用，有助於提升精神能量至
更高境界。

神聖乳香
SACRED FRANKINCEN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5276 15 ml $3,760 $4,950 92.5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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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香精油具濃郁的草本香氣，用於擴香可幫助舒緩壓
力、放鬆情緒、享受身心靈的放鬆。

百里香
THYME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5076 15 ml $1,410 $1,860 34.75

岩蘭草香氛帶有大地的溫暖感受，薰香使用可沉浸於這個
獨特而寧靜的氛圍中，從而舒緩放鬆緊繃的情緒。 

岩蘭草
VETIV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5176 5 ml $860 $1,130 21.25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冬青精油具有香甜的薄荷味，清新香氣煥發精神活力，適
合居家薰香使用。

冬青
WINTERGREE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5876 15 ml $770 $1,010 18.25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香茅精油傳統上具有潔淨香氣、可激發精神活力和具有保
濕肌膚的功效。

香茅
XIANG MA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65876 5 ml $1,110 $1,460 27.5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這個神聖檀香的品種原始生長於印度，後來被送至澳洲進
行育種而成。神聖檀香精油提供溫暖香甜的木質芬芳，用
於護膚保養上也具有極佳的肌膚保濕滋養功效。

神聖檀香
SACRED SANDALWOOD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1279 5 ml $4,050 $5,330 74.75

茶樹精油也稱為白千層，具清新爽朗的香氣，適用於居家
環境清潔，也可用作於臉部護膚與頭皮調理，幫助去除多
餘老廢角質，維持肌膚健康狀態。

茶樹
TEA TREE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8776 15 ml $1,080 $1,420 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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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依蘭依蘭精油的香甜花香味令人放鬆，帶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依蘭依蘭
YLANG YLANG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5976 15 ml $1,700 $2,240 42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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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精油能夠發揮協同作用，調合在一起的
效果可以調整身心狀態。我們的配方精油
經過多年嚴謹的測試和實際應用，調配出
能產生協同作用的精油配方，應用於生活
中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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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碩配方精油結合甜橙和生薑等精油。溫和香甜的芳香有
助提高和諧能量。這種芳香能量有助愉悅平靜，令人心情
輕鬆。

豐碩
ABUNDANC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0076 15 ml $1,600 $2,111 38

成分 | 甜橙、乳香、廣藿香、丁香、生薑、沒藥、肉桂、黑雲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舒神配方精油具有清涼、舒心的薄荷香味，含有強勁的精
油成分，為你營造平靜輕鬆的環境。

舒神
AROMAEA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74976 5 ml $1,450 $1,910 35.75

成分 | 薄荷、綠薄荷、生薑、小豆蔻、茴香。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芬活™  配方精油含有馬鬱蘭及依蘭依蘭等成分，有助於
煥發精神能量、創造連結感受。

 

芬活
AROMA LIF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0676 15 ml $2,000 $2,630 49.25

成分 | 芝麻籽油、絲柏、馬鬱蘭、依蘭依蘭、蠟菊。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舒肌配方精油是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重點配方精油，
結合了薰衣草和薄荷的特質，帶來放鬆又舒緩的芳香，適
合運動後使用或配合按摩使用。

舒肌
AROMASIEZ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0976 15 ml $1,320 $1,740 32.5

成分 | 羅勒、馬鬱蘭、薰衣草、薄荷、絲柏。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獨特的清新木質調芬芳，帶來清晰與舒緩感受。適用於潔
淨與護膚調理，具有強化肌膚防禦力的功效。

澳洲彩虹
AUSTRALIAN KURANY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5681 5 ml $1,780 $2,340 43.75

成分 | 檸檬香桃木、昆士亞、藍絲柏、神聖檀香、茴香、石南葉
白千層葉、尤加利、茶樹。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嚴選來自世界各地的優質精油調製而成，其中包括 
Young Living 澳洲 Outback 植物保護區與蒸餾廠的藍
絲柏、美國 Kona 檀香木造林計劃的皇家夏威夷檀香、以
及  Labbeemint 合作蒸餾廠的綠薄荷等，營造出一個平
靜舒適的香氛環境，適合用於瑜珈或冥想期間擴香使用。

BLOOM™ 植萃亮白
BLOOM™ BY YOUNG LIVING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288 5ml $1,410 $1,860 34.75

成分 | 岩蘭草、藍絲柏、印蒿、皇家夏威夷檀香、丁香、茉莉、胡
蘿蔔籽、綠薄荷、天竺葵和神聖乳香。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甦活結合悅幸福、當下、樂融、寬恕、Dream Catcher 配方
精油，其獨特芬香，讓您感受到擁有無限潛力與創造力，
勇於跨出改變的第一步，創造屬於自己的豐盛人生。

甦活
AWAKE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4976 5 ml $860 $1,130 21

成分 | 悅幸福配方精油、當下配方精油、樂融配方精油、寬恕配
方精油、 Dream Catcher 配方精油。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藍精靈配方精油帶有沁涼薄荷感與獨特的柑橘香氣，同時
結合溫暖的辛香氣息，用於擴香時能營造出冷熱交織的舒
活氛圍，讓您煥發精神活力同時享受清新舒暢的感官體
驗。

美標 藍精靈
BLUE RELIEF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726 15ml $1,950 $2,570 48

成分 | 丁香、薄荷、香茅、生薑、德國洋甘菊、佛手柑、苦配巴 。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新品上市 新品上市



2 7 *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精 油 產 品

混合羅勒，迷迭香，薄荷的清新草本香氣，揉合多層次淡
雅迷人花香，適合使用於每日早晨，有助於提升效率，有
助於思緒清晰及激發敏銳力。

澄晰
CLARIT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2176 15 ml $1,700 $2,240 41.75

成分 | 羅勒、荳蔻、迷迭香、薄荷、香菜籽、天竺葵、佛手柑、
檸檬、依蘭依蘭、茉莉、羅馬洋甘菊、玫瑰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透涼酷勁的芳香氛圍，用於居家擴香使用，更顯空氣清新。

酷舒
COOL AZU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9976 15 ml $3,120 $4,110 77

成分 | 冬青、薄荷、鼠尾草、苦配巴、牛至、綠花白千層、左手香、
薰衣草、藍絲柏、呂宋橄欖葉、岩蘭草、葛縷子、山香、德國洋甘
菊。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PV
10.5

悅聖誕配方精油使用甜橙、肉桂及黑雲杉精油的溫暖香
氛，讓您隨時補充滿滿的假期正能量。 

悅聖誕
CHRISTMAS SPIRI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35676 5 ml $431 $570

成分 | 甜橙、肉桂、黑雲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優橘配方精油揉合五種柑橘類精油和綠薄荷精油，帶有清
新的香味，適合用作個人香水，使人活力充沛；或可用作
淨化室內空氣。深受兒童和成年人的喜愛。

優橘
CITRUS FRE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1876 15 ml $641 $840 15.75

成分 | 甜橙、柑橘、葡萄柚、檸檬、沙柑、綠薄荷。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月輕鬆專為女性而設計，揉合快樂鼠尾草、薰衣草、馬鬱
蘭、茉莉、茴香、歐蓍草，其甜美的草本芬香，令人感受到
正面能量與平靜。

月輕鬆
DRAGON TIM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2776 15 ml $2,050 $2,700 50.25

成分 | 茴香、快樂鼠尾草、馬鬱蘭、薰衣草、歐蓍草油、茉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悠暢配方精油是Young Living獨家專有的配方精油，融合
了純龍蒿、生薑、薄荷、杜松、茴香、香茅、西洋茴香和廣藿
香精油，具有舒緩、調理肌膚的功效。

 

悠暢
DIGIZ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2476 15 ml $1,370 $1,800 33.75

成分 | 龍蒿、生薑、薄荷、杜松、茴香、檸檬香茅、西洋茴香、廣
藿香。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PV
28.25

安內配方精油融合了綠薄荷、天竺葵和其他的純淨精油，天然
香氣幫助身心靈平衡。

安內
ENDOFLEX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33376 15 ml $1,140 $1,500

成分 | 綠薄荷、芝麻、鼠尾草、天竺葵、香桃木、德國洋甘菊、肉荳蔻。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
部位。

聖光配方精油是每日所需的好物，它帶給我們啟發思想，
讓我們更加了解真理與增強洞察力。這個配方成份中搭配
豐富自古使用歷史的精油，與近代新發現的精油相互結
合，這些迷人的特性，可支持各種身體與情感的需求。

成分 | 神聖乳香、岩玫瑰、檸檬香茅、肉桂、沒藥、山香、
尤加利、牛膝草、苦橙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
於所需肌膚部位。

聖光
GARY'S LIGH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116 5 ml $1,610 $2,120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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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寶貝配方精油利用純淨、柔和且寶貴的精油，替媽媽
與寶寶營造出平靜與舒緩的香氛與感受。

溫和寶貝
GENTLE BAB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6276 5 ml $880 $1,160 21.75

成分 | 芫荽、天竺葵、玫瑰草、薰衣草、依蘭依蘭、羅馬洋甘菊、
佛手柑、檸檬、茉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悅幸福配方精油是一款富有奢華、異國情調的配方，怡人
香氣予人浪漫、幸福和溫暖的感覺。迷人的香氛可以當作
香水使用，有助令人感覺親切。

悅幸福
JO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7276 15 ml $1,810 $2,380 43

成分 | 佛手柑、依蘭依蘭、天竺葵、檸檬、芫荽、柑橘、茉莉、羅馬
洋甘菊、玫瑰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啟程配方精油揉合 Dream  Catcher™ 、  ImmuPower™、
激發™、苦配巴、肉桂、薄荷精油，紀念 Gary  畢生對和平
與團結的願景，以及他對精油的熱情。木質香氣營造靜謐
與心靈平衡的氛圍，提醒您在每日生活中實踐 Gary 的願
景與影響力，創造出屬於您的旅程。

啟程
JOURNEY 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5127 5 ml $1,820 $2,390 44.75

成分 | Dream Catcher™、ImmuPower™、激發™、 苦配巴、肉

桂、薄荷精油。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
膚部位。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帶給寶寶平靜舒緩感
受，進而煥發精神與提升專注力。

柔靜
KIDSCENTS® GENEYU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1076 5 ml $1,830 $2,410 45

成分 | 椰子油、神聖乳香、藍絲柏、北非雪松、愛達荷州藍雲杉、
蜜蜂花葉、紫檀木、黑雲杉、甜杏仁油、岩蘭草、佛手柑、沒藥、天
竺葵、神聖檀香、依蘭依蘭、芫荽、神香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釋
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柔寶獨特配方，適用護
膚調理，具有強化肌膚防禦力的功效。

柔寶
KIDSCENTS® KIDCAR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876 5 ml $1,280 $1,680 31.5

成分 | 椰子油、愛達荷州香脂冷杉、茶樹、蠟菊、呂宋橄欖膠、膠
薔樹、丁香。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釋
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2-12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幫助小寶貝激發在家
裡或學校的自信心、勇氣和正面思維。

活力寶貝
KIDSCENTS® KIDPOW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483 15 ml $1,540 $2,030 38

成分 | 椰子油、甜橙、樟樹、香草、黑雲杉 、藍艾菊、天竺葵、乳
香。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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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帶給小寶貝清新與煥
發精神的感受。 

柔煥
KIDSCENTS® REFRE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676 5 ml $740 $970 18.25

成分 | 椰子油、藍膠尤加利、紫檀木、薰衣草、山香、樟樹葉、香
桃木、歐洲赤松、馬鬱蘭、尤加利、檸檬尤加利、絲柏、黑雲杉、
薄荷。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
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具有舒緩、調理肌膚的
功效。

柔暢
KIDSCENTS® TUMMYGIZ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576 5 ml $530 $700 13

成分 | 椰子油、綠薄荷、薄荷、柑橘、西洋茴香、茴香、小豆蔻、
生薑。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
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駐容配方精油能有效潔淨肌膚，有利肌膚的健康及外觀。

駐容
MELRO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7876 15 ml $820 $1,080 20.25

成分 | 迷迭香、茶樹、丁香、綠花白千層。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輕肌配方精油具有舒緩的作用，適用於頸部與肩部肌膚。

輕肌
M-GRAI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8776 15 ml $1,840 $2,420 42.25

成分 | 羅勒、馬鬱蘭、薰衣草、羅馬洋甘菊、薄荷、蠟菊。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揉合羅馬洋甘菊、黑雲杉 、依蘭依蘭、薰衣草，豐富多層次
芳香，讓您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勇於創造，激發靈感，打
造屬於您的璀璨未來。

激發™
MOTIVA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8476 5 ml $2,130 $2,800 52.5

成分 | 羅馬洋甘菊、黑雲杉 、依蘭依蘭、薰衣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 
部位。

 

美麗的全心配方標籤設計，是由來自厄瓜多爾農村的
Young Living學院畢業生Anita Perlaza所設計。全心配
方精油的誕生是為了慶祝我們在社區中透過敞開心扉去
愛他人、服務他人，進而建立起團結精神所獲得的喜悅。

成分 | 檸檬、依蘭依蘭、北極光黑雲杉、萊姆、辛癸酸甘油酯、
羅馬洋甘菊、茉莉、奧寇梯木、綠薄荷、黑雲杉、藍艾菊、樟木、
天竺葵、乳香。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全心
ONE HEAR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257 5 ml $1,830 $2,41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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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深舒配方精油具有舒緩的芳香，適合薰香使用。

深舒
PANAWA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9076 15 ml $3,310 $4,360 81.75

成分 | 冬青、蠟菊、丁香、薄荷。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舒靜配方精油具有舒緩放鬆的香氛，適合於洗澡、冥想、
瑜珈時使用。塗抹於肌膚上，可平靜、舒緩肌膚壓力。

舒靜
PEACE & CALMING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9876 5 ml $1,410 $1,860 34.75

成分 | 柑橘、甜橙、依蘭依蘭、廣藿香、藍艾菊。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舒靜II配方精油擁有令人放鬆的舒緩香氛，稀釋後塗抹於
肌膚上，則具有潤澤、滋養肌膚的功效。

舒靜 II
PEACE & CALMING II™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2776 5 ml $860 $1,130 21.25

成分 | 柑橘、甜橙、依蘭依蘭、廣藿香、黑雲杉、德國洋甘菊、岩
薔薇、佛手柑、岩蘭草、肉桂葉、印蒿花。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PV
27

淨化配方精油香甜、清新的氣味可瞬間清除異味及改善氣
味。局部使用可以提升活力。
 

淨化
PURIFICA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39976 15 ml $1,140 $1,500 

成分 | 亞香茅、迷迭香、檸檬香茅、茶樹、醒目薰衣草、香桃木。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樂抒配方精油混合樟樹葉、薄荷、尤加利和其他精油。樂
抒配方精油適合薰香使用，使人深度舒緩。

樂抒
RAVE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0276 15 ml $1,450 $1,910 35.75

成分 | 樟樹、檸檬、冬青、薄荷、尤加利。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樂C配方精油具有沁人清新的檸檬香氣，在悶熱的環境中
擴香營造放鬆氛圍，適合與V-6綜合純植物油混合，體驗
如水中SPA般的享受。

樂C
R.C™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0976 5 ml $450 $590 10.5

成分 | 藍膠尤加利、香桃木、歐洲赤松、馬鬱蘭、尤加利、薰衣
草、絲柏、黑雲杉、薄荷、檸檬尤加利。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V-6™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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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配方精油為Young Living 2021年國際年會的活動主
題精油，此配方精油結合勇氣、乳香、佛手柑、山香、愛達
荷州巨冷杉、北非雪松、小豆蔻、薰衣草和玫瑰精油，幫助
您轉化負面情緒、提升內在正能量，還可激發強烈的企圖
心，超越自我期許實踐心中的目標。

美標 躍進
RISE ABOV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311 5 ml $2,020 $2,660 49.75

成分 | 乳香、佛手柑、山香、愛達荷州巨冷杉、黑雲杉、北非雪
松、小豆蔻、藍艾菊、天竺葵、樟樹、薰衣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揉合神聖檀香、乳香、北非雪松、香蜂草，多層次木質芬
芳，讓您煥發情緒，帶來清晰感受。

澄思
SCENT WIS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31376 5 ml $2,700 $3,550 66.75

成分 | 神聖檀香、北非雪松、乳香、香蜂草、澳洲藍柏木油、薰
衣草、蠟菊。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揉合依蘭依蘭、茉莉、天竺葵，花朵芬芳為您創造出浪漫愉
悅感受，一切猶如心觸動。

心觸動™
SENSA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2076 5 ml $1,390 $1,830 34.25

成分 | 芫荽、依蘭依蘭、佛手柑、茉莉、天竺葵。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夢寶貝的溫和花香調，讓家中所有成員都可感受家中氛圍
更平靜和諧，睡前亦可達到平靜安穩的情緒。

夢寶貝™
SEEDLINGS® CAL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028 5 ml $520 $680 12.75

成分 | 椰子油、薰衣草、芫荽 、佛手柑、依蘭依蘭、天竺葵。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樂自在配方精油的獨特配方揉合香草、萊姆、苦配巴及其
他草本純淨精油。帶有柑橘類熱帶氣息，令人感到舒緩放
鬆。

樂自在
STRESS AWA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63076 15 ml $1,230 $1,620 30.5

成分 | 苦配巴、萊姆、北非雪松、香草、奧寇梯木、薰衣草。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混合薰衣草、檸檬、黑雲杉、羅馬洋甘菊、德國洋甘菊、歐
白芷根、其獨特清甜芬芳，讓您感受到支持與安心，發揮
天賦，活出自我。

臣服
SURREND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2476 5 ml $1,080 $1,420 26.75

        、、 
德國洋甘菊。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成分 | 薰衣草、檸檬、黑雲杉、羅馬洋甘菊、歐白芷根、冬香薄荷、

新品上市



3 2精 油 產 品*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盜賊配方精油的靈感源自於15世紀的4名法國傳奇盜賊，
揉合了丁香、肉桂、檸檬、迷迭香、尤加利精油所調配而
成，具有獨特而強勁的香氣，激發了整個家居系列產品，
包括口腔調理，手部清潔、家居清潔等。 

盜賊
THIEVE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2376 15 ml $1,470 $1,930 34.75

成分 | 丁香、肉桂、檸檬、迷迭香、尤加利。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勇氣配方精油是我們非常受歡迎的一支精油，並且還是
Young Living 悠樂芳創辦人 D. Gary Young 最喜愛的精
油之一！薰香使用，可幫助您煥發精神與活力。

勇氣
VALO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3076 5 ml $1,680 $2,210 39.75

成分 | 椰子油、黑雲杉、樟樹、天竺葵、藍艾菊、乳香。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白使者配方精油蘊含純淨蜜蜂花精油和佛手柑精油，可以
放鬆心情，讓您擁有安全感，並帶來許多正面能量。

白使者
WHITE ANGELICA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2876 5 ml $1,220 $1,610 28.75

成分 | 甜杏仁油、佛手柑、沒藥、天竺葵、皇家夏威夷檀香、依
蘭依蘭、芫荽、黑雲杉、蜜蜂花、神香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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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款滾珠精油擁有簡約時尚的全新標籤及瓶裝設計，是您出外工作或旅行時必備的精油之一。
我們將繼續研發更多您喜愛的精油及相關產品，請密切留意我們的最新資訊。

|  滾珠精油

舒唱滾珠精油揉合  3 種不同的尤加利精油，其中包括藍
膠尤加利精油。藍膠尤加利樹在位於厄瓜多爾的悠樂芳
農場培植及提煉。

舒唱滾珠精油
BREATHE AGAIN ROLL-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2876 10 ml $1,080 $1,420 26.5

成分 | 

椰子油、史泰格尤加利、藍膠尤加利、月桂、薔薇、薄荷、尤加
利、苦配巴、藍絲柏、香桃木。

使用方法 | 

局部塗抹於手腕或頸後的肌膚。

現在您可以將喜愛的舒靜香氛隨時攜帶在身上。舒靜滾
珠精油讓您隨時隨地都能擁有清新愉悅的香氛感受。

舒靜®滾珠精油
PEACE & CALMING ROLL-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492 10 ml $1,780 $2,340 43.75

成分 | 

椰子油、柑橘、甜橙、依蘭依蘭、廣藿香、藍艾菊。

使用方法 | 

局部塗抹於手腕或頸後的肌膚。

樂自在滾珠精油的獨特配方揉合香草、萊姆、苦配巴及
其他草本純淨精油，怡人芳香令人感到舒緩放鬆。

樂自在滾珠精油
STRESS AWAY ROLL-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47276 10 ml $1,200 $1,580 29.5

成分 | 

苦配巴、萊姆、北非雪松、香草、奧寇梯木、薰衣草。

使用方法 | 

局部塗抹於手腕或頸後的肌膚。

盜賊滾珠精油的靈感源自於  15 世紀的  4 名法國傳奇盜
賊，揉合了丁香、肉桂、檸檬、迷迭香、尤加利精油所調配
而成，具有獨特而強勁的香氣，延伸出整個家居系列產
品，包括口腔調理，手部清潔、家居清潔等。盜賊滾珠精
油讓您隨時隨地都可享受其芬芳。

盜賊®滾珠精油
THIEVES®ROLL-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4359 10 ml $1,200 $1,580 29.75

成分 | 

椰子油、丁香、檸檬、肉桂、尤加利、迷迭香。

使用方法 | 

局部塗抹於手腕或頸後的肌膚。

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創辦人  D. Gary Young 調配，
此款專利產品含薰衣草、北非雪松與羅馬洋甘菊精油。
這款獨特的配方精油具有多項優點。北非雪松的香甜氣
息，使人感到沉穩與安定，羅馬洋甘菊營造輕鬆平和的
氣氛，再加上薰衣草的芳香，帶給您平靜祥和的寧靜感
受。滾珠設計易於使用，讓您輕鬆享受舒適香氛。

舒夢™滾珠精油
TRANQUIL™ROLL-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3376 10 ml $1,200 $1,580 29.5

成分 | 

椰子油、薰衣草、羅馬洋甘菊、北非雪松

使用方法 | 

局部塗抹於手腕或頸後的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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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獨特配方的按摩油幫助提升按摩的功效。它們融合純淨精油和按摩油的力量，讓您的按摩體驗昇
華至另一個全新的層次。

|  按摩油

我們精心挑選的精油套裝讓選擇可以很簡單，找到符合您獨特需求的套裝，引導您邁向和諧與健康。|  精油套裝

舒放按摩油內含能幫助放鬆身心的柑橘、薰衣草、綠薄荷、依蘭依蘭、薄荷、
芫荽、及佛手柑精油。溫和的香氣能使您舒緩緊張情緒，保持心情愉悅讓身
心靈平靜同時營造悠活元氣。

舒放按摩油
RELAXATION MASSAGE OI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776 236 ml $1,450 $1,910 35.75

成分 | 

辛酸/癸酸甘油三酯、葡萄籽油、柑橘精油、薰衣草精油、薄荷葉提取
物、依蘭依蘭精油、薄荷精油、芫荽精油、佛手柑精油、天竺葵精油、小
麥胚芽油、甜杏仁油、橄欖油

使用方法 | 

取適量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V-6™ 綜合純植物油具有保濕及滋潤肌膚的功效，無色植物油且無味，可以
與精油混合，調製出適合自己膚質的護膚配方油或按摩油。

V-6™綜合純植物油
V-6™ ENHANCED VEGETABLE OIL COMPLEX

產品編號V-6™綜合純植物油

V-6™綜合純植物油
補充裝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176 236 ml $950 $1,250 22.25

成分 | 

椰子油、芝麻籽油、葡萄籽油、甜杏仁油、小麥胚芽油、向日葵油、橄
欖油。 
使用方法 | 

使用5-40毫升的V-6™綜合純植物油稀釋1滴配方精油。您也可以用
30-60毫升的V-6™綜合純植物油稀釋15-30滴配方精油製作您專屬
的按摩油。V-6™綜合純植物油應在使用精油前使用。性質較為強勁
的精油(如：肉桂、丁香、薄荷、百里香、牛至等)需比溫和性質的精油(
如：雲杉、茴香、鼠尾草等)稀釋至更低濃度後再使用。使用前請先搖
勻。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076 944 ml $2,120 $2,790 50

Everyday   Oils 日常精油套裝是您必備的初級使用套裝。套
裝集合  10 瓶具有多元用途的精油，適用於身體、面部肌膚之
調理，詳情請參閱附送的日常精油冊。

日常精油套裝
EVERYDAY OILS ESSENTIAL OIL COLLEC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9576 各5ml $5,640 $7,420 138.75

內含精油 | 

薰衣草、薄荷、檸檬、乳香、茶樹、盜賊配方、深舒配方、淨化配
方、悅幸福配方、樂自在配方。

Feelings™ 淨能體驗套裝包括六瓶配方精油，輔以精油擴香
機噴灑，獨特的清新芳香有助激發活力、鼓勵正能量和使身
心放鬆。

淨能體驗套裝
FEELINGS ™ KIT - ESSENTIAL OIL COLLEC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12576 各5ml $7,320 $9,630 181

內含精油 | 

樂融配方、寬恕配方、尋真我配方、當下配方、心釋放配方、勇氣
配方。

Divine Destiny 我的神聖旅程套裝結合三款精油: 
 Daily Divine神聖配方精油5ml、I Am Blessed恩典配方精油
5ml、和 I Am Creative始動配方精油5ml，依序擴香使用，在
精油之旅中尋找靈魂伴侶，經過芳香引導探索您的真實內在。

美標 DIVINE DESTINY 我的神聖旅程套裝 
DIVINE DESTINY COLLEC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479 各5ml $5,690 $7,490 140

內含精油 | 

神聖配方、恩典配方、始動配方。

Finca Botanica 農場套裝內含四款稀有且具異國風情的精油，
其中有來自厄瓜多瓜亞基爾市農場蒸餾室的印加香蜂草、蒎寇
梯木、厄瓜多依蘭依蘭、及祕魯聖木，做薰香使用，讓您在家中
如同置身異國一樣享受。

美標 FINCA BOTANICA 農場套裝 
FINCA BOTANICA FARM COLLEC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7613 各5ml $5,870 $7,720 145

內含精油 | 

印加香蜂草、蒎寇梯木、厄瓜多依蘭依蘭、祕魯聖木。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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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佈置屬於您的個人空間、居家環境及辦公室
氛圍吧！我們造型優雅的擴香機讓你能夠隨心所
欲地用精油創造出獨特的  SPA 香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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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用擴香器為您的車內注入  Young   Living 悠樂芳精
油的芬芳。藉由您滴在車用擴香棉墊的精油與車內空
調的循環，您就可以立即帶著您最愛的香氛啟程。

車用擴香器
CAR VENT DIFFUS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5195 $600 $790 6

使用方法 | 

將  2-3 滴精油滴在棉墊上。由側邊的凹槽打開擴香器，將
棉墊放入擴香器內，滴有精油的一面朝下，關上擴香器。調
整通風口的方向使其朝向您。將車用擴香器夾在您的通風
口並開啟氣流以擴散香氣。

優雅的水滴型擴香機具有加濕器、噴霧器、香氛擴香機
多機一體的功能。靈感啟發來自一滴清純和優雅的晨
露， Dewdrop™ 擴香機的設計體現了悠樂芳提供高品
質精油的竭誠。出眾的超聲技術能突破任何精油和水
的混合物並轉化成上百萬顆微粒子，將微粒子傳播在
空氣中，並活化悠樂芳精油中所含有的強效植物成分。
定制設計有最多四個小時的連續擴香，自動關閉及光
度感應控制，可以將任何空間變得溫馨及瀰漫芳香的
氣氛。

DEWDROP™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DEWDROP™ DIFFUS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3076 $2,590 $3,410 38.25

使用方法 | 

加入室溫水，加  8-12 滴所需精油後，打開擴香儀。完整使
用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柔霧擴香儀的個人化設計，可讓您以水霧輕柔地滋潤
您的肌膚並時時沉浸在您所喜愛的香氛之中。手持式
的高雅設計讓您方便使用、隨時隨地享受精油的美好。

柔霧擴香儀
GENTLE MIST DIFFUS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3235 $1,610 $2,120 20

使用方法 | 

加入室溫水，加  1-2 滴所需精油後，打開擴香儀。完整使用
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地表最  cute 的貓頭鷹超聲波擴香機，隨時隨地能讓房
間、遊戲室和育兒室變成充滿活力的創意空間與夢幻
般的舒眠環境。此款擴香機擁有  10 種燈光選擇、5 種情
境白噪音、3種運行模式，最長可持續擴香   10  小時，為
寶貝創造舒適溫馨氛圍，睡得更香甜！

貓頭鷹超聲波擴香機
FEATHER THE OWL DIFFUS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7011 $2,100 $2,760 24.75

使用方法 | 

加入室溫水，加  5-8 滴所需精油後，打開擴香儀。完整使用
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本產品非一般兒童玩具，操作過程須由成人陪同。

|  精油擴香機

圓木擴香儀可藉由空氣的震動創造出細小的精油粒
子，散發在空氣之中，創造清新芳香的氛圍，不需加水
的乾燥式擴香讓室內濕度不增加。讓您在您每個房間
中，享受強勁的芳香擴散魅力。

 圓木擴香儀
YL ROUND DIFFUS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90876 $2,520 $3,320 24

使用方法 | 

請將玻璃蓋打開，滴入所需精油，插上電源後利用定時開
關設定時間。完整使用說明請參閱使用手冊。

*耗材請參考精油配件產品。

*請視實際需要手洗清潔棉墊，若需購買棉墊，請參考精油
配件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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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配件

Young Living 悠樂芳精油項鍊採用316L白鋼材質打造，對肌膚無刺激且不易褪色、變形。只要將精油滴於專用棉柱上，再
放入簡約洗練的墜飾中，不僅能夠時時感受精油香氛的美好，更可低調散發您的迷人魅力。

YOUNG LIVING 精油項鍊
AROMA PENDANT NECKLACE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1234 $1,320 $1,740 0

我的香氛生活精油盒能夠幫您簡單養成芬芳好習慣，現在就開始尋找適合自己的香氛新生活吧！

我的香氛生活精油盒
AROMA ROUTINE BOX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2237 $100 $130 0

不鏽鋼瓶蓋搭配不透光玻璃瓶身，清洗方便，環保愛地球，一瓶能有百變效果。您可以添加防護相關精油與95%酒精，噴
於雙手及居家環境同時享有芳香氣息；您也可以把喜愛的精油與  V-6™ 綜合純植物油混合於瓶中使用，霧化噴出專屬香
氛美容油，搭配按摩讓肌膚獲得滋養還可以幫助活絡循環。

悠樂芳香氛噴霧瓶 
AROMA SPRAY GLASS BOTTLE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4557 $250 $330 0

使用方法 | 

1.  添加防護相關精油與  95% 酒精，噴於雙手及居家環境。

2. 把喜愛的精油與  V-6™ 綜合純植物油混合於瓶中使用，霧化 噴出美容油，均勻噴灑所需肌膚部位並搭配按摩。

3. 清洗時，建議加入盜賊碗盤清潔液和溫水，搖晃  6-10 次在噴出，重複  3-5 次。

4. 建議使用純度較高的油，例如： V-6™ 綜合純植物油、橄欖油…。

玻璃瓶搭配BLOOM™植萃亮白系列產品與精油混合使用，加入精油於玻璃瓶中可利用漏斗更加方
便。起泡網，可於洗臉時與BLOOM™植萃亮白洗面乳與少許的清水，搓揉起泡後，取泡沫清潔面部。

BLOOM™個人化香氛保養組
BLOOM™ SKIN CARE 10ML BOTTLES SET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629 $200 $260 0

一組兩支適合使用於   BLOOM™ 膠原亮膚飲，賦予   BLOOM™ 玻璃空瓶更多功能與生命，跟著悠樂芳一起環保愛地
球。 BLOOM™ 多用壓頭也適用盜賊家居清潔液與  V-6™ 綜合純植物油-補充裝，裝上壓頭更好使用。

BLOOM ™  多用壓頭組
BLOOM™ PUMP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092 $80 $110 0

把您最喜歡的精油轉換成方便的滾珠形式吧！
我們專利的滾珠配件能被安裝到  5 毫升或  15 毫升的精油瓶上。這套裝包含  10 個滾珠配件和精油瓶蓋。

滾珠配件
AROMAGLIDE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57876 10個 $410 $5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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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木擴香儀玻璃瓶是專為圓木擴香儀所設計，獨特的手工玻璃吹製工法，讓您感受獨一無二的香氛體驗。

圓木擴香儀玻璃瓶
YL ROUND DIFFUSER-GLASS NEBULIZER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7076 $680 $890 0

使用方法 | 

請參閱圓木擴香儀使用手冊。

內含  10 個車用擴香棉墊，讓您隨時替換，帶著您最愛的香氛啟程。

車用擴香棉墊
CAR VENT DIFFUSER REPLACEMENT PAD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5111 $60 $80 0

除了能裝進您喜愛的悠樂芳產品，輕巧便利的悠樂芳精油
束口袋還是您外出裝物的好夥伴！

YOUNG LIVING 精油束口袋
YOUNG LIVING REUSABLE BAG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475 $25 $30 0

內含台灣已上市與即將上市的中英文精油品名貼(3入)。

悠樂芳精油品名貼
OIL BOTTLE CAP LABELS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3976 $60 $80 0

PSK APAC精油分享包，內含5毫升(12格)與15毫升(10格)精油收納格，並可將高級入門套裝亞太版中的V-6™

綜合純植物油(58毫升)、玻璃滾珠精油瓶 、玻璃精油瓶一併收納，分享你最喜愛的精油就是這麼簡單。

ＰＳK APAC 精油分享包
PSK APAC OIL CASE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562 $600 $790 0

簡約修身的YL圍裙，是你分享調油或是整理家務的好幫手。

YL 圍裙
YL APRON(TW)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556 $600 $790 0

內含1個旅程香氛擴香墊片，方便隨時做替換，隨身享受精油芬芳。

旅程香氛擴香墊片 
DESTINY DIFFUSER ACCESSORIES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101 $150 $200 0

內含30個YL口罩貼紙，出門攜帶可隨時替換，滴上喜歡的精油後，貼在任何您希望散發香氣的地方。

YL 口罩貼紙  
MASK STICKERS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488 $150 $200 0

新品上市





您的家是最需要保護的地方，
是您跟家人和朋友建立重要回憶的地方。

我們為您帶來無添加有害化學物和毒素的家居生活用品，
這些神奇的精油產品能滿足您對自然生活的追求。

從清潔用品到您常用的日常用品，將開啟您美滿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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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配方精油的靈感起源於 15 世紀四名傳奇的法國盜賊，他們混合了丁香、
迷迭香及多種草本植物調配而成。盜賊系列的產品品質優良可靠，並擁有獨
特而強勁的香氣，是您替換家中刺鼻惱人清潔用品的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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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潔手泡沫
THIEVES® FOAMING HAND SOAP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盜賊配方精油的靈感源自於   15  世紀的  4  名法國傳奇盜
賊，揉合了丁香、肉桂、檸檬、迷迭香、尤加利精油所調配
而成，具有獨特而強勁的香氣，激發了整個家居系列產
品，包括口腔調理，手部清潔、家居清潔等。

盜賊配方精油
THIEVE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2376 15 ml $1,470 $1,930 34.75

成分 | 丁香、肉桂、檸檬、迷迭香、尤加利。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請用  V-6™ 綜合純植物油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
肌膚部位。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使用了多種精油，包括奧寇梯木及具
清潔保護作用的盜賊精油。安全和有效的配方讓您的牙
齦更健康、牙齒更堅固、笑容更有自信。為追求健康的消
費者提供了最佳的選擇。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
THIEVES® AROMABRIGHT TOOTHPASTE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976 118 g $431 $570 10.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置於牙刷上，配合牙刷刷牙。建議於每餐餐後使用。

使用無添加人工染料及化學香精的盜賊碗盤清潔液，讓
您輕鬆放心的清洗家中碗盤。揉合玉檸檬、佛手柑及盜
賊配方精油，讓碗盤更顯潔淨。

盜賊碗盤清潔液
THIEVES® DISH SOAP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5076 355 ml $570 $750 14

使用方法 | 

請先用溫水稀釋少量清潔液，再視情況適度添加。請勿用於
自動洗碗機。 

使用盜賊潔手泡沫清潔並滋潤您的肌膚吧！它揉合了盜
賊精油、茶樹和甜橙等多種萃取成分，溫和而有效。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7476 236.5 ml $540 $710 13.25

使用方法 | 

壓出潔手泡沫於手中，揉搓雙手並徹底沖洗。

364376 236.5 ml x3 $1,490 $1,960 36.5

單瓶
三瓶

使用盜賊潔手泡沫清潔並滋潤您的肌膚吧！它揉合了盜
賊精油、茶樹和甜橙等多種萃取成分，溫和而有效。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59476 946 ml $1,610 $2,120 39.5

使用方法 | 

約可分作  4 次補充  236.5 毫升瓶裝，大約可補充4瓶，請適量
補充，勿裝太滿。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含有盜賊配方精油，幫助牙齒和牙
齦保持清潔。它同時揉合了岩蘭草、綠薄荷等草本成分，
不含酒精、人工染料，安全而有效。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
THIEVES® FRESH ESSENCE PLUS MOUTHWA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8376 236 ml $460 $610 11.25

使用方法 | 

用  1 湯匙或  1 瓶蓋的漱口水漱口  30 至  60 秒，或按需要使用。

盜賊潔手泡沫-補充裝
THIEVES® FOAMING HAND SOAP RE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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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蔬果清潔液是您在清洗大量蔬果時的最佳選擇。結
合了悠暢、淨化及盜賊配方精油，是您每天為心愛家人準
備餐點的好幫手。

盜賊蔬果清潔液
THIEVES® FRUIT & VEGGIE SOAK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5276 473 ml $800 $1,050 19.75

隨身攜帶盜賊蔬果清潔噴霧讓您可以隨時隨地清洗小份
量的蔬果。視需要量噴灑在蔬果上，並以清水洗淨，不論
在哪裡都能快速方便而有效的清洗蔬果。

盜賊蔬果清潔噴霧
THIEVES® FRUIT & VEGGIE SPRA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4876 59 ml $350 $460 8.5

使用方法 |      
請參照包裝標示。

使用方法 |      
請參照包裝標示。

盜賊家居清潔液揉合多種植物原料，提供前所未有的潔
淨力量。它可用於家居或辦公室中任何需要清潔的區域，
在任何家庭成員、小孩或寵物附近也能放心使用。

盜賊家居清潔液
THIEVES® HOUSEHOLD CLEAN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74376 426 ml $920 $1,210 22.5

採用多種植物所配製而成的盜賊洗衣精，沒有化學藥劑的
刺鼻味道，溫和洗淨您的心愛衣物。內含多種酵素成分與
強勁精油，讓您的衣物潔淨清新並帶有淡淡的柑橘香氣。

盜賊洗衣精
THIEVES® LAUNDRY SOAP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4976 946 ml $1,200 $1,580 29.5

使用方法 |      
請參照包裝標示。

使用方法 |      
可用於一般清潔、玻璃清潔、清除頑固汙漬。使用前請於角落
先進行測試，如出現染色情況請停止使用。

盜賊清潔噴霧
THIEVES® SPRAY

盜賊清潔噴霧易於攜帶，用以清潔較小的物件，例如門
把、馬桶蓋、遙控器等等。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26576 29.5 ml $380 $500 9.25

使用方法 | 

噴灑在家裡或辦公室的任何家具表面。

326676 29.5 ml x3 $1,000 $1,320 24.5

單瓶
三瓶

盜賊潔淨護手液
THIEVES® WATERLESS HAND PURIFIER

方便、易於攜帶和效力持久的盜賊潔淨護手液含有薄荷
精油，讓您隨時隨地清潔雙手。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2176 29 ml $210 $280 5

使用方法 | 

加一滴硬幣大小的份量到手掌心，搓手至完全吸收。

362276 29 ml x3 $570 $750 14

單瓶
三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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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列產品特別選用了溫和的精
油並加以稀釋，無添加有害成分的
植物基底配方讓您能夠安心的使
用於寶貝嬌嫩的肌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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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款專為細緻肌膚所設計的植物來源配方，具有滋
潤舒緩肌膚的功效。易於吸收且帶有精油香味的溫
和配方，可幫助滋養寶貝光滑幼嫩的肌膚。

嬰兒潤膚乳
SEEDLINGS™ BABY LOTION, CALM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440 113 g $710 $930 14

使用方法 | 

取適量置於手上，以雙手搓揉溫熱乳液後輕柔的塗抹於
寶貝的肌膚上。

使用植物性原料及珍貴精油，滋養並留住肌膚的
水分，可幫助寶貝的肌膚維持柔軟水嫩。香甜的氣
味可為寶貝營造一個放鬆、平靜的環境氛圍，進行
沐浴後的保養或按摩。

嬰兒油
SEEDLINGS™ BABY OIL, CAL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374 75 ml $730 $960 14.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置於手上，以雙手搓揉至溫熱後輕柔的塗抹於
寶貝的肌膚上。

使用植物性原料及珍貴精油，滋養並留住肌膚的
水分，可幫助寶貝的肌膚維持柔軟水嫩。香甜的氣
味可為寶貝營造一個放鬆、平靜的環境氛圍，進行
沐浴後的保養或按摩。

嬰兒沐浴及洗髮精
SEEDLINGS™ BABY WASH & SHAMPOO, CAL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405 236 ml $910 $1,200 18

使用方法 | 

先用溫水潤濕頭髮與肌膚，取適量置於濕潤的沐浴巾
或手上，輕柔的塗抹於身體肌膚與頭皮。使用後請徹底
沖洗乾淨。

嬰兒柔膚濕巾
SEEDLINGS™ BABY WIPES, CALM

使用植物性原料及珍貴精油，滋養並留住肌膚的
水分，可幫助寶貝的肌膚維持柔軟水嫩。香甜的
氣味可為寶貝營造一個放鬆、平靜的環境氛圍，
進行沐浴後的保養或按摩。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430 72 張 $360 $470 7

使用方法 | 

視需要量使用。每次使用後請確認將上蓋牢牢蓋緊，
以維護產品品質。

用溫和的嬰兒紗衣噴霧讓襁褓中的寶貝感受清
新。本產品無添加合成防腐劑、酒精、人工香料或
染料，您可以放心的噴灑於寢具、衣物或汽車安
全座椅上。

嬰兒紗衣噴霧
SEEDLINGS™ LINEN SPRAY, CAL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383 80 ml $510 $670 10

使用方法 | 

使用前請先搖勻，視需要量噴灑於麻布上。請勿直接
使用於身體或臉部肌膚。

夢寶貝的溫和花香調，讓家中所有成員都可感受
家中氛圍更平靜和諧，睡前亦可達到平靜安穩的
情緒。

夢寶貝™
SEEDLINGS™ CAL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028 5 ml $520 $680 12.75

成分︱椰子油、薰衣草、芫荽 、佛手柑、依蘭依蘭、天竺葵。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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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cents® 兒童護膚調理系列產
品添加純淨精油，品質優良可靠，
能幫助滿足兒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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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 ： 使用前須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薰香 ： 直接嗅吸或使用  Young Living 擴香機。

光敏性 ：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局部使用 ： 局部塗抹於肌膚上，在使用前可能需要先稀釋，請參照個別產品標示。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帶給寶寶平靜舒緩感
受，進而煥發精神與提升專注力。

柔靜
KIDSCENTS® GENEYU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1076 5 ml $1,830 $2,410 45

成分 | 椰子油、神聖乳香、藍絲柏、北非雪松、愛達荷州藍雲
杉、蜜蜂花葉、紫檀木、黑雲杉、甜杏仁油、岩蘭草、佛手柑、沒
藥、天竺葵、神聖檀香、依蘭依蘭、芫荽、神香草、玫瑰。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
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帶給小寶貝清新與煥
發精神的感受。

柔煥
KIDSCENTS® REFRE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676 5 ml $740 $970 18.25

成分 | 椰子油、藍膠尤加利、紫檀木、薰衣草、山香、樟樹葉、
香桃木、歐洲赤松、馬鬱蘭、尤加利、檸檬尤加利、絲柏、黑雲
杉、薄荷。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
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具有舒緩、調理肌膚
的功效。

柔暢
KIDSCENTS® TUMMYGIZ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576 5 ml $530 $700 13

成分 | 椰子油、綠薄荷、薄荷、柑橘、西洋茴香、茴香、小豆蔻、
生薑。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視情況予以稀
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KidScents® 兒童潤澤洗髮乳不含合成香料、色素。洗髮
乳中的多種天然成分: 蘆薈、洋甘菊、柑橘及檸檬精油，能
有效溫和清潔，適合孩童使用。

兒童潤澤洗髮乳
KIDSCENTS® SHAMPO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8676 214 ml $670 $880 16.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洗髮乳塗抹於頭髮、頭皮上輕柔按摩，用水洗淨。

專為  2-12 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柔寶獨特配方，適用
護膚調理，具有強化肌膚防禦力的功效。

柔寶
KIDSCENTS® KIDCARE™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30876 5 ml $1,280 $1,680 31.5

成分 | 椰子油、愛達荷州香脂冷杉、茶樹、蠟菊、呂宋橄欖膠、
膠薔樹、丁香。

使用方法 | 

薰香、按摩或局部塗抹。須由成人陪同使用，並
視情況予以稀釋後局部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專為2-12歲的家中小寶貝所設計，幫助小寶貝激發在家
裡或學校的自信心、勇氣和正面思維。

活力寶貝
KIDSCENTS® KIDPOW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483 15 ml $1,540 $2,030 38

成分 | 椰子油、甜橙、樟樹、香草、黑雲杉 、藍艾菊、天竺葵、乳
香。
 

使用方法 | 

薰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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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cents® Slique® 兒童精油護理潔白牙膏揉合盜賊配
方和  Slique  Essence 配方精油，能柔和的潔淨及保護牙
齒。此產品不含氟、染料、合成色素、人工香料或防腐劑，
促進牙齒健康，安全有效。

兒童精油護理潔白牙膏
KIDSCENTS® SLIQUE® TOOTHPASTE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57476 114 g $310 $410 7.5

使用方法 | 

早晚及餐後配合牙刷刷牙，讓笑容充滿活力。

PV
32.75

KidScents®MightyPro™ 威寶兒童益生菌是一種含有
益菌生及益生菌的獨特配方，能達到身體協同作用的營
養補充品。它採用寧夏枸杞纖維配製而成，這是一種自
然來源的益菌生，能改變細菌叢的生態，同時維持消化
道機能。威寶兒童益生菌專為兒童配製，幫助消化和調
節生理機能。

威寶兒童益生菌
KIDSCENTS®MIGHTYPRO™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26651 30包 $1,330 $1,750

成分 | 

D-木醣醇、赤藻糖醇、綜合果汁粉、麥芽糊精、阿拉伯膠、白米
濃縮、果寡糖、檸檬酸、乳酸菌、枸杞粉。

使用方法 | 

適合2歲以上的兒童使用。

將一包倒入口中溶解服用；或每日搭配食物服用一包以達產
品最佳功效。本產品可直接服用或搭配蘋果醬、優格、及其他
食品或飲料搭配服用(請勿將產品搭配溫或熱的食物及飲品)。

KidScents® 兒童滋養乳液含優質、溫和的成分，能滋潤
及修護敏弱肌膚。由  MSM、乳木果油、蘆薈和北非雪松、
天竺葵及其他精油配製而成的配方，能讓各年齡孩童維
持健康的肌膚。

兒童滋養乳液
KIDSCENTS® LO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1332 229.5 ml $910 $1,200 22.25

使用方法 | 

視需要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使用產品  12 小時之內請避免陽光或紫外線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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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營養補充品是為了滿足您的營養需求
及味蕾所設計，讓您由內而外地保持健康與美麗。

現在就立刻展開您的健康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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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700 年來，中國南部生產和種植的優質杞子遠近馳名。
杞子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而寧夏杞子紅更是我們引以為傲
的補充品，有助於補充能量、激發活力並幫助增強體魄。
由優質的杞子、精選的水果萃取和純淨果油配製而成，是身

體的營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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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杞子紅蘊含營養豐富的枸杞果實、精選的多元水果精萃並揉合悠樂芳的獨家果油，多添加酸櫻桃成份，養顏美容
不可或缺。天天飲用能充分補給營養、增強體力並養顏美容；使您青春美麗、精神旺盛、健康維持。酸甜滋味適合全家大
小飲用，是您居家常備全方位的營養補充必需品。

寧夏杞子紅瓶裝 (2瓶)
NINGXIA RED  - 2PK (TW)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4276 $3,190 $4,260 73

使用方法 |      
每日兩次，每次飲用  30 至  60 毫升。

寧夏杞子紅蘊含營養豐富的枸杞果實、精選的多元水果精萃並揉合悠樂芳的獨家果油，多添加酸櫻桃成份，養顏美容
不可或缺。天天飲用能充分補給營養、增強體力並養顏美容；使您青春美麗、精神旺盛、健康維持。酸甜滋味適合全家
大小飲用，是您居家常備全方位的營養補充必需品。

寧夏杞子紅瓶裝 (4瓶) 
NINGXIA RED  - 4PK (TW)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3798 $5,810 $7,310 130.75

使用方法 |      
每日兩次，每次飲用  30 至  60 毫升。

新品上市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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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Living 悠樂芳精心調製的營養
補充品讓您方便補充日常飲食中不易
攝取到的營養成分，幫助您調整體質、

維持健康。

光芒薑黃擁有獨特水解配方，使身體更容易吸收，
同時促進新陳代謝、增強體力並調整體質；結合薑
黃和益生元的優勢，幫助維持消化道健康。另也有
助於運動後營養補給的功效，讓您時刻保持健康
體能，全方位提升防護力。

光芒薑黃 
GOLDEN TURMERIC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0071 39 克 $1,610 $2,120 39.75

悠活9™  (膠囊食品)  結合了九種益生菌，天天補
充，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健康，是您忙碌生活的好
夥伴。

悠活9™ (膠囊食品)
LIFE 9™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1425 30 顆 $1,250 $1,640 29.5

使用方法 | 

每次食用一顆，每天一次，請於晚餐餐後食用。
使用方法 | 

1 .每天一次，每次取 1 / 2茶匙 (約 1 . 3公克 )的粉
末加入 1 7 0 - 2 3 0 毫升的水、飲品或牛奶中。 
2. 於傍晚或睡前飲用，有助於舒緩放鬆、幫助入睡。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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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59.25

勁捷配方  (膠囊食品)  提供甲基硫醯基甲烷  (MSM)，
為一種有機型態的硫化物，加上寧夏枸杞粉，關鍵
補給，勁捷律動。

勁捷配方 (膠囊食品)
SULFURZYME™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324376 300 顆 $2,410 $3,170

使用方法 | 

每次食用二顆，每天二次。請於餐前或餐後一小時食
用。

加倍悠™ 魚油能促進新陳代謝並調整身體機能。
嚴選源自於純淨水域的魚油搭配輔酵素  Q10 及獨
家配方，使您更有活力。

加倍悠™魚油
OMEGAGIZE ESSENTIAL™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7213 60 顆 $1,770 $2,330 43

使用方法 | 

每日食用兩顆。

注意事項：請避免孩童自行取用。若正值懷孕、哺乳或
服用藥物等情況，食用前請先諮詢醫師或營養師之意
見。15  歲以下小孩、懷孕或哺乳期間婦女及服用抗凝
血藥品  (Warfarin) 之病患，不宜食用。

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透過微粒乳化技術高壓
均質導出的維生素與礦物質能提供您營養補給，
達到活力充沛與維持青春健康的目標。

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
MASTER FORMULA ESSENTIAL™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7204 30 包 $2,210 $2,910 54

使用方法 | 

每日一包，直接飲用。

注意事項：請避免孩童自行取用。孕婦及哺乳期婦
女使用前應先諮詢醫師。若正在服用藥物，食用前
請先諮詢醫師或營養師。

Slique™ 柔纖美人茶是一款藉由可可粉、肉桂、肉
豆蔻及香草香料提升烏龍茶層次的獨特配方飲
品。以萃取自甜菊的甜菊葉萃取物做為甜味來源，
讓您享受美味的同時，不會攝取額外的熱量。
茶包中的烏龍茶葉主要出產於頗負盛名的台灣高
山群，由茶農親手摘取，其獨特的香醇茶香備受世
人喜愛。這款充滿東方風情的美味飲品是您取代
含糖飲料、碳酸飲料的健康新選擇。從今天起，就
將這款健康飲品融入您的生活當中，搭配規律的
運動，建立屬於您的健康生活方式吧！

SLIQUE™柔纖美人茶
SLIQUE™ TEA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57276 25 包 $820 $1,080 20.25

使用方法 | 

將水加熱至沸騰後冷卻  3 分半，將  1 包茶包放入  250 毫
升的熱水中浸泡至少  3 分鐘後飲用。

使用方法 | 

適合  2 歲以上的兒童使用。

將一包倒入口中溶解服用；或每日搭配食物服用一包以達產
品最佳功效。本產品可直接服用或搭配蘋果醬、優格、及其他
食品或飲料搭配服用(請勿將產品搭配溫或熱的食物及飲品)。

KidScents®MightyPro™ 威寶兒童益生菌是一種含有
益菌生及益生菌的獨特配方，能達到身體協同作用的營
養補充品。它採用寧夏枸杞纖維配製而成，這是一種自
然來源的益菌生，能改變細菌叢的生態，同時維持消化
道機能。威寶兒童益生菌專為兒童配製，幫助消化和調
節生理機能。

威寶兒童益生菌
KIDSCENTS®MIGHTYPRO™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6651 30包 $1,330 $1,750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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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O O M ™植萃亮白
護膚系列及膠原亮膚
飲，有助提亮膚色和
改善膚色均勻度，讓
您散發自然光澤。

BLOOM™ 植萃亮白乳霜含有 Sheerlumé™ 亮白複
合物，富含保濕修護功效，有助於強化肌膚對環境
傷害的保護力，並提亮膚色增添自然光澤。

使用方法 | 

取適量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美標BLOOM™ 植萃亮白乳霜 
BLOOM™ BY YOUNG LIVING BRIGHTENING CREA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05  50ml $3,040 $4,001 75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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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 膠原亮膚飲具有香甜的枸杞柑橘口味，
其獨特配方為肌膚帶來10,000 毫克的液態海洋膠
原蛋白，枸杞萃取物、輔酵素  Q10、茉莉綠茶萃取物
以及肌膚所需之維生素和礦物質、葡萄柚、檸檬及
萊姆果油，每天飲用一瓶，享受由內而外的透亮光
澤。

BLOOM™ 植萃亮白精華清爽凝膠質地，能為肌膚
注入豐富的滋潤元素，有助改善膚色不均與毛孔
粗大問題。B LO O M ™  植萃亮白精華的配方添加
Sheerlumé™ 亮白複合物瞬間提亮肌膚，不會使肌
膚緊繃，使您的肌膚清爽亮澤。

BLOOM™ 植萃亮白乳液特別加入  Sheerlumé™ 亮
白複合物，注入最優質的天然成分，提亮肌膚光澤
讓您散發自然光采。這款乳液輕薄不油膩的質感同
時可滋潤肌膚，專為解決失去自然光澤的不均勻皮
膚而開發，蘊含有助減少肌膚老化跡象的成分。
BLOOM™  植萃亮白乳液配方蘊含直接由菲律賓  
Happy Pi l i  Tree  農場及蒸餾廠出產的霹靂果油
（Pili pulp oil） ， 從種植到製作過程均遵照 Young 

Living 悠樂芳嚴謹的Seed to Seal®種子到密封品
質標準。原產自東南亞的霹靂果油，為肌膚帶來顯
著的滋潤功效，讓您肌膚煥發光采。

BLOOM™  膠原亮膚飲(一盒)
BLOOM™ COLLAGEN (1 BX.)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712 一盒 $1,660 $2,180 32

使用方法 | 

建議每日  1~2 次，每次飲用  1  瓶。每日早晨或睡前飲用，
飲用前請搖勻，冷藏後飲用風味更佳。

對食物過敏者，飲用前請先確認原料。飲用後若產生不
適，請立即停止飲用。請避免兒童取用。如果您懷孕、正
在進行哺乳、服用藥物或接受治療，請在使用前諮詢醫
生或其他專業人員。

使用方法 | 

輕輕搖晃後，取出所需份量於掌心，搓揉雙手後輕輕按
壓於臉部，由內而外按壓至頭部及胸口肌膚。早晚使用。

請放置在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僅限於外用。避免接觸眼
睛。如引起皮膚敏感或有紅點出現，請停止使用。

使用方法 | 

輕輕搖晃後，取出所需份量於掌心，搓揉雙手後輕輕按
壓於臉部，由內而外按壓至頭部及胸口肌膚。早晚使用。

請放置在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僅限於外用。避免接觸眼
睛。如引起皮膚敏感或有紅點出現，請停止使用。

BLOOM™ 植萃亮白精華  
BLOOM™ BRIGHTENING ESSENCE

BLOOM™ 植萃亮白乳液
BLOOM™ BRIGHTENING LOTION

產品編號

產品編號

容量

容量

批發價

批發價

零售價

零售價

PV

PV

30312

30261

140ml

50ml

$1,950

$3,040

$2,570

$4,001

BLOOM™  植萃亮白潔面乳是一款由天然成分製
成的潔面產品，能在增加肌膚光澤同時讓您的臉
部肌膚感覺清新柔滑。B LO O M ™植萃亮白潔面
乳配方融合了雞蛋花 (Plumeria    f lower） 萃取、透
明質酸鈉(Sodium   hyaluronate)  和巴卡斯果籽
油  (Pracaxi seed  oil） 的功效，能潔淨肌膚、增加保
濕，使肌膚更加明亮。

使用方法 | 

以溫水沾濕肌膚後，取出少量潔面乳輕輕按摩臉部，徹
底洗淨後擦乾。於早晚使用。

請放置在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僅限於外用。避免接觸
眼睛。如引起皮膚敏感或有紅點出現，請停止使用。

BLOOM™ 植萃亮白潔面乳 
BLOOM™ BRIGHTENING CLEANSER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280 100ml $1,420 $1,870 35

48

75

BLOOM™  植萃亮白套裝  
BLOOM™ BRIGHTENING SKIN CARE SET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2614 $6,085 $8,010 150

套裝內容 | 

BLOOM™ 植萃亮白潔面乳 100 ml x 1瓶

BLOOM™ 植萃亮白精華 140ml x 1瓶

BLOOM™ 植萃亮白乳液 50ml x 1瓶





個人護膚調理產品均無添加有害化學成分，
而是將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純淨精油添加至

洗髮精、乳液及臉部調理產品中，清潔或滋養您的肌膚，
展現健康自然的迷人風采。

立即開始使用，藉由精油的能量好好寵愛您的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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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面部調理
產品結合了草本成分及純淨精油，
讓您時時刻刻展現自然透亮美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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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濕修護精華液專為乾性肌膚設計，是一款多功
能的高級面部護理產品。配方蘊含多種高度保濕
的優質精油，其中的皇家夏威夷檀香、藍絲柏、丁
香油和薰衣草能幫助肌膚恢復水分平衡。更添加
了萃取自大自然的酪梨果油、經分餾的椰子油及
稠度較低的玫瑰果油，可快速被肌膚吸收；荷荷巴
油則與肌膚天然油脂的結構非常相似，也易於肌
膚吸收；而枸杞籽油則具有調理肌膚狀態的特性，
有助減淡和撫平細紋，使肌膚回復細緻質感。

保濕修護精華液
ESSENTIAL BEAUTY SERU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78276 15 ml $840 $1,110 20.75

使用方法 | 

在保濕霜中滴入  3 -5  滴，均勻塗抹於臉部與頸部肌
膚。 針對單一問題部位可將精華液直接塗抹於該部位
上，輕輕推開即可。

葡萄柚護唇膏含有葡萄柚精油、枸杞籽油和抗氧
化物，有效防止雙唇乾燥龜裂。

葡萄柚護唇膏
GRAPEFRUIT LIP BALM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17876 4.2 g $170 $220 4.25

使用方法 | 

於需要時塗抹於唇部。

薰衣草潤唇膏含有薰衣草精油、荷荷巴油和維生
素E，具有保濕滋潤之功效，可舒緩乾燥的雙唇。

薰衣草潤唇膏
LAVENDER LIP BALM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20376 4.2 g $160 $210 4

使用方法 | 

於需要時塗抹於唇部。

秘亞賦活卸妝油的獨特配方，讓您輕鬆清潔、溫和卸除彩
妝。

秘亞賦活卸妝油
MIRAH LUMINOUS CLEANSING OI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3717 118 ml $1,490 $1,960 36.75

使用方法 | 

壓3-4下的卸妝油置於乾燥的手掌上，輕柔的按摩臉部肌膚後
用溫水洗淨。

嚴選強效而溫和的成分，富有清新與充滿活力香
氛的橙花潔面凝膠是您清潔髒汙、彩粧與油脂的
好幫手！使用後不會因過度清潔造成肌膚乾燥緊
繃，讓您輕鬆擁有透亮細緻的健康美顏。內含苦配
巴、苦油樹籽油及巴西莓果油等成分，有助於平衡
肌膚油脂分泌，讓您展現肌膚自然光澤。

橙花潔面凝膠
ORANGE BLOSSOM FACIAL WA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4777 118 ml $1,610 $2,120 39.75

使用方法 | 

用溫水將臉潤濕,取適量潔面凝膠置於手掌心，輕柔塗
抹於臉部肌膚後以清水洗淨後拍乾，接著使用  ART 護
膚調理產品，使肌膚留住水分。

ART 蘭花修護再生精華液由蘭花萃取物與依蘭依
蘭、天竺葵等多種純淨精油結合，可促進肌膚新陳
代謝。產品中各種優質的成分能互相配合，從而深
度滋養臉部肌膚和鎖緊肌膚水分，令肌膚從內到
外散發動人活力。

ART蘭花修護再生精華液
ART RENEWAL SERUM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17576 20 ml $3,120 $4,110 77

使用方法 | 

取適量  ART 蘭花修護再生精華液輕柔塗抹於臉部細
緻部位至其完全吸收，建議每日早晚使用。

升級版去角質潔面薄荷磨砂膏，不僅保留芒果脂
及薄荷精油，幫助肌膚潤澤明亮，更添加天然杏桃
核作為去角質劑，更加溫和的手感保護您嬌嫩的
肌膚；覆盆子提取物可修復肌膚增添彈性。

去角質潔面薄荷磨砂膏
SATIN FACIAL SCRUB™  — MINT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0458 57 g $680 $890 16.7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磨砂膏直接使用於濕潤的臉部肌膚上，畫圈按
摩後再仔細清洗，並輕柔拭乾。建議每週使用  2-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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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身體的每吋肌膚都得到它
應得的！我們的身體護膚調
理系列完美滿足您的肌膚調
理需求，揉合純淨精油，讓您
擁有美好的沐浴香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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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賊潔手泡沫
THIEVES® FOAMING HAND SOAP

使用盜賊潔手泡沫清潔並滋潤您的肌膚吧！它揉合了盜
賊精油、茶樹和甜橙等多種萃取成分，溫和而有效。

產品編號 容量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7476 236.5 ml $540 $710 13.25

使用方法 | 

壓出潔手泡沫於手中，揉搓雙手並徹底沖洗。

364376 236.5 ml x3 $1,490 $1,960 36.5

單瓶
三瓶

注入純淨薰衣草精油的薰衣草沐浴及淋浴露能有效洗
淨、舒緩及放鬆您的肌膚。此產品以草本成分製造，如迷
迭香、沒藥等，不含人工香精及色素。

薰衣草沐浴及淋浴露
LAVENDER BATH & SHOWER GE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20276 226 g $770 $1,010 19

使用方法 | 

在沐浴綿上加入少量淋浴露搓揉起泡後塗抹於身體肌膚上，
再沖洗乾淨。 

PV
21.25

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注入薰衣草精油及其他草本精華，能
有效滋潤及保護肌膚抵禦環境的乾燥感，達到長效保濕。

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
LAVENDER HAND & BODY LO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520176 226 g $860 $1,130

使用方法 | 

塗抹在潔淨肌膚上，待肌膚徹底吸收。

秘亞賦活護髮油可活化滋養髮質、改善毛燥，增添秀髮
柔順光澤，打造亮麗秀髮。

秘亞賦活護髮油
MIRAH LUSTROUS HAIR OI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3710 53 ml $1,090 $1,430 26.7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護髮油，塗抹於濕髮的中段至髮尾後吹乾，或直接使
用於乾髮上。

Progessence™ 淑魅配方精油專為女性而設，採用特別
調配的山藥萃取及維生素E配方而成，保持健康煥發的
肌膚。乳香精油亦能撫平表面細紋，使肌膚更顯年輕。

淑魅配方精油
PROGESSENCE PHYTO PLUS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58176 15 ml $1,560 $2,050 38.5

使用方法 | 

局部使用。若出現敏感情況，請用  10 毫升的  V-6™ 綜合純植
物油稀釋  5 滴精油後再使用。

甜檸柔滑護手乳液帶有香甜的檸檬氣息，擁有獨特且使
人煥發精神的柑橘香氣，其蘊含檸檬、檸檬香桃、綠薄
荷、藍膠尤加利及依蘭依蘭等純淨精油，能有效呵護及
滋潤肌膚，使雙手變得柔嫩光滑，帶來愉悅心情，絕對是
您生活中的必備品。

美標 甜檸柔滑護手乳液
LUSHIOUS LEMON HAND LOTION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36644 236.5g $970

使用方法 | 

視需要塗抹於所需肌膚部位。

零售價 PV
$1,280 23.75

新品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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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精萃修護膏由珍貴的植物成分和純淨精油配製而
成，包括玫瑰、茶樹及依蘭依蘭精油等，為肌膚帶來深層
保濕外更有助改善膚質及撫平粗糙及敏感的肌膚。可塗
抹於唇部、手肘、膝蓋等乾燥部位。配方不含羥基苯甲酸
酯、石化成分、人造香料或色素。不含動物成分及不經動
物測試。搭配保濕修護精華液及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使
用，有助全面滋潤身體每一寸肌膚！

玫瑰精萃修護膏
ROSE OINTMENT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70976 24.5 g $1,000 $1,320 24.5

使用方法 | 

直接塗抹於需要滋潤之肌膚如可應用於唇部、手肘、膝蓋等
乾燥部位，避免塗抹於曬傷肌膚。

使用具有吸附功能的活性炭，這款富有橙花香氛的深層
清潔香皂，不論用於臉部或身體肌膚，都可讓您輕鬆擁
有潔淨無異味、潤澤水嫩的肌膚。

活性炭香氛皂
CHARCOAL BAR SOAP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4674 85 g $510 $670 12.5

使用方法 | 

用水潤濕香氛皂至起泡，塗抹於臉部或身體肌膚後，以清水洗淨。

使用純淨精油等天然植物成分所配製而成的溫和配方，
以最自然的方式幫助您驅趕蚊蟲、防止蚊蟲叮咬。本產
品無添加DEET、對羥基苯甲酸酯、塑化劑、人工香精及人
工色素。

芬護精油防蚊液
INSECT REPELLENT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3286 177 ml $1,580 $2,080 38.7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於手中，均勻地塗抹於暴露在外的肌膚上。請視需要
重複使用。請避免接觸衣物，以免造成汙漬。

注意事項：兒童須在成人監護下使用，僅限外用，當心誤食，
請勿接觸眼睛及黏膜。如有皮膚敏感情形請立即停止使用並
諮詢醫護人員。2個月以下嬰兒不建議使用防蚊液產品。

ClaraDerm™肌膚調理噴霧可舒緩乾燥和皸裂的皮膚。
其溫和的薰衣草、乳香和其他精油混合物經過專業配
方，可為您的肌膚注入活力。這款噴霧有助於保濕和滋
養皮膚。

CLARADERM™肌膚調理噴霧
CLARADERM™SPRA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375076 60 ml $2,680

零售價 PV
$3,530 66.25

使用方法 | 

輕輕的噴灑於肌膚，並搭配按摩至肌膚吸收。 
請置於陰涼避光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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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活動陽光曝曬後，提供您即時的呵護。本產品  100%

使用植物性原料，幫助減緩肌膚的不適感。此配方能使
肌膚保濕、預防乾燥、減少脫皮並恢復晶亮光澤。
本產品無添加酒精、對羥基苯甲酸酯、鄰苯二甲酸酯、石
油化工原料、動物性原料、合成防腐劑或合成香料。

LAVADERM曬後舒緩修復噴霧
LAVADERM AFTER-SUN SPRAY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29025 60 ml $1,010

使用方法 | 

請先搖勻後噴至指定肌膚部位，每日至多使用約  3 至  4 次。
避免兒童自行取用。僅限於外用。使用後如有肌膚過敏情形
請勿繼續使用。並請尋求醫護人員協助。2歲以下兒童之使用
需諮詢醫師或藥師。

零售價 PV
$1,330 24.75

皇家夏威夷檀香純露是一種清新芳香具有多用
途的噴霧，可為皮膚和頭髮補水，並為床單和家
中的空氣增添宜人的香氣。這種香氣撲鼻的純露
來自夏威夷的科納檀香重新造林項目，該項目致  
力於維護該地區的生態平衡。

皇家夏威夷檀香純露
ROYAL HAWAIIAN SANDALWOOD HYDROSOL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7280 109ml $510 $670 12.5

使用方法 | 

請搖勻後使用。輕輕的噴灑於肌膚，為身體帶來清爽
的保濕。也可在室內空間中噴灑，以清新及淨化空氣。

請置於陰涼避光處保存。

Shutran 男士  3 合  1  清爽潔淨露適用於頭髮、臉部
及全身肌膚；獨特的香氣能提升自信，同時提供肌
膚乾淨且清新的感覺。

SHUTRAN男士3合1清爽潔淨露
SHUTRAN™ 3-IN-1 MEN'S WA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28808 236ml $1,300 $1,710 32

使用方法 | 

取適量塗抹至頭髮、臉部、及全身肌膚：搓揉泡沫後用
清水沖淨。

請放置在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僅限於外用。避免接
觸眼睛及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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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們的日常口腔保
健產品來維持您的口腔
健康！擁有最高人氣的盜
賊配方產品，讓您享受一
整天清新的好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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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cents® Slique® 兒童精油護理潔白牙膏揉合盜賊配
方和  Slique Essence 配方精油，能柔和的潔淨及保護牙
齒。此產品不含氟、染料、合成色素、人工香料或防腐劑，
促進牙齒健康，安全有效。

兒童精油護理潔白牙膏
KIDSCENTS® SLIQUE® TOOTHPASTE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57476 114 g $310 $410 7.5

使用方法 | 

早晚及餐後配合牙刷刷牙，讓笑容充滿活力。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含有盜賊配方精油，幫助牙齒和牙齦保
持清潔。它同時揉合了岩蘭草、綠薄荷等草本成分，不含酒
精、人工染料，安全而有效。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
THIEVES®FRESH ESSENCE PLUS 
MOUTHWASH
產品編號 容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8376 236 ml $460 $610 11.25

使用方法 | 

用1湯匙或1瓶蓋的漱口水漱口  30 至  60 秒，或按需要使用。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使用了多種精油，包括奧寇梯木及具
清潔保護作用的盜賊精油。安全和有效的配方讓您的牙
齦更健康、牙齒更堅固、笑容更有自信。為追求健康的消
費者提供了最佳的選擇。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
THIEVES®AROMABRIGHT TOOTHPASTE 

產品編號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03976 118 g $431 $570 10.5

使用方法 |      
取適量置於牙刷上，配合牙刷刷牙。建議於每餐餐後使用。





數十年以來我們致力於開發各式家居清潔用品、
個人護膚、護髮調理產品，與撫慰人們心靈。

我們自豪於為您帶來真正優質的產品，種子到密封的
製作標準程序是我們對產品品質絕不妥協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是為您提供更多的方式，將健康融入您的

習慣與家庭中。 
透過分享您的  Young Liv ing  悠樂芳生活給周遭的人

們，您將開啟您的財務自由之路 。



•	 零售價  76 折的優惠： 經濟實惠的價格讓您可以找到您最愛的產品並與他人分享。 

•	 有機會能夠賺取佣金： 高於業界水準的獎勵制度，就是為了能夠分享並推廣精油。

•	 有資格加入基本獎勵計劃： 您最愛的產品不但每月都會自動送至您府上，您還可以每月更改訂單產品內容。 您
也可以累積獎勵積分兌換免費產品！此外，加入基本獎勵計劃還有機會領取忠誠禮物或獨家優惠！

•	 表揚您的天賦與辛勞付出： 每年，我們在世界各地舉辦各式活動並培訓在經營事業方面表現卓越的會員， 並在
我們每年的國際年會的舞台上，表揚表現傑出的會員。

註冊成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會員，您會發現您加入了一個熱愛自然、純淨的全球性大家庭，
成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會員不只能夠購買我們的純淨精油產品，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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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基本獎勵計劃您絕不會缺少一定要擁
有的  Young   L iving  悠樂芳產品，還可以從
每月訂單中享有最大福利。您可以藉由累積
積分換取免費產品。  加入基本獎勵計劃，就
能讓精油與獨家獎賞直送到您府上。

請瀏覽  www.youngliving.com/zh_TW/，獲得更多詳細資訊。

加入Young Living 悠樂芳既簡單有可收穫滿滿！依照以下簡
單步驟立即加入我們：

立即加入基本獎勵計劃 

1.	 前往  YoungLiving.com/vo/#/signup/new-start

2.	 依照註冊指示，選擇要成為直銷商會員或自用客戶：    
a. Young Living 悠樂芳直銷商會員可享有產品  76 折的優
惠價格，與參加基本獎勵計劃與豐厚的佣金獎勵計劃的
機會。  b.自用客戶需以批發價購買  Young Living 悠樂芳
產品，無須維持最低訂單量以保持帳戶有效。自用客戶無
法擁有豐厚的佣金獎勵計劃的機會。 

3.	 選擇您想要的基本入門套裝，與是否參加基本獎勵計劃。 

4.	 加購您喜愛的其它產品。 

5.	 進入付款與完成您的入會程序。 

6.	 開始享受優質精油產品。 



7 3  YL 生活 *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立即加入基本獎勵計劃以開啟您的自動訂貨服務！
您可以藉由累積積分換取免費產品、運費折扣等優惠。加入基本獎勵計劃，就有機

會獲得獨家獎賞。有這麼多的優惠及獎勵，現在就是最好的加入時機！

您可以每月更改或取消您的訂單

每月自動送貨服務

累積基本獎勵回贈積分（ ER 積分)

每張基本獎勵訂單皆可獲得基本獎勵回贈積分。

參與基本獎勵計劃的時間愈長，您的積分也會累積愈多！ 

- 連續參加  1-3 個月： 10% 積分回贈

- 連續參加  4-24 個月： 20% 積分回贈

- 連續參加  25 個月或以上： 25% 積分回贈

您可使用基本獎勵回贈積分   (  ER 積分)  免費換取PV數相同的悠
樂芳產品！

連續參加特別贈禮   (  ER贈禮)  : 連續購買  3、6、9、12 個月  100PV 的
的基本獎勵訂單，將會分別獲得獨特的禮品！

欲了解更多詳情請上 

www.youngliving.com/zh_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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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 膠原亮膚飲具有香甜的枸杞柑橘口味，其獨特配方為肌膚帶來10,000 毫克的液態海洋膠
原蛋白，枸杞萃取物、輔酵素  Q10、茉莉綠茶萃取物以及肌膚所需之維生素和礦物質、葡萄柚、檸檬
及萊姆果油，每天飲用一瓶，享受由內而外的透亮光澤。

BLOOM™  膠原亮膚飲(三盒)
BLOOM™ COLLAGEN (3 BX.)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2662 三盒 $4,482 $5,900  86.4

輕零小資組
COLLAGEN BEAUTY AND WELLNESS CARE KIT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41668 $6,143 $8,808 134.42

套裝內容 | 
2 盒 BLOOM™膠原亮膚飲（10瓶） 
1  瓶悠活9™膠囊食品 (30 顆)

1  瓶勁捷配方膠囊食品 (300 顆)

改變從根本做起，輕鬆備齊身體所需營養素。勁捷配方膠囊食品內含「枸杞」與「甲基硫醯基甲烷
(MSM)」。「甲基硫醯基甲烷(MSM)」是飲食中自然生成的有機硫化物，是身體正常運作所必需的營
養滋補，搭配每日一瓶BLOOM™膠原亮膚飲為肌膚打底，及有助於維持消化道機能的悠活9™膠囊
食品，給您滿滿的健康活力、時刻保持青春能量。

新品上市

Q彈晶亮美
COLLAGEN HEALTH KIT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33908 $4,866 $6,400 103.84

套裝內容 | 
 1 盒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 (13.3 毫升)    30 包
 2 盒BLOOM™  膠原亮膚飲（10 瓶） 

BLOOM™膠原亮膚飲具有香甜的枸杞柑橘口味，其獨特配方為肌膚帶來10,000 毫克的液態海洋膠
原蛋白，枸杞萃取物、輔酵素  Q10、茉莉綠茶萃取物以及肌膚所需之維生素和礦物質、葡萄柚、檸檬
及萊姆果油，每天飲用一瓶，享受由內而外的透亮光澤。同時搭配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透過微粒
乳化技術高壓均質導出的維生素與礦物質能提供您營養補給，達到活力充沛與維持青春。

BLOOM™ 植萃亮白內外兼美 
BLOOM™COLLECTION SET (TW)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38969 $10,023 $13,190 223.52

BLOOM™  by Young Living膠原亮膚飲具有香甜的枸杞柑橘口味，其獨特配方為肌膚帶來10,000

毫克的液態海洋膠原蛋白，枸杞萃取物、輔酵素Q10、茉莉綠茶萃取物以及肌膚所需之維生素和礦
物質、葡萄柚、檸檬及萊姆果油，每天飲用一瓶，享受由內而外的透亮光澤。同時搭配BLOOM™植萃
亮白套組，配方添加Sheerlumé™亮白複合因子、菲律賓Happy Pili Tree農場及蒸餾廠出產的霹靂
果油，與多項亮白成分，全系列一同使用，讓您由內而外綻放光彩，並增添肌膚光澤水潤與柔滑觸
感。

套裝內容 |
1 瓶 BLOOM™ 植萃亮白潔面乳 (100毫升)
1 瓶 BLOOM™ 植萃亮白精華 (140毫升)

1 瓶 BLOOM™ 植萃亮白乳液 (50毫升)
3 盒 BLOOM™ 膠原亮膚飲（1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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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活力黃
GOLDEN TURMERIC VEGAN HEALTH CARE KIT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43531 $4,461 $5,870 108.46

套裝內容 | 
1  盒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 (13.3  毫升)30包 
1  瓶悠活9™膠囊食品 (30 顆)
1 瓶光芒薑黃 (39 克)

補充營養調整好體質，綻放健康活力新光芒！本套組包含有助於維持消化道機能的悠活9™膠囊食品、讓您感
到元氣充沛的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以及讓身體放鬆同時舒緩情緒的光芒薑黃，每日補充使您安定心神
養成好體質，維持青春健康、綻放活力新光芒！

新品上市

健康加倍組
LIFESTYLE ER KIT WITH OMEGAGIZE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41661 $4,602 $6,060 111.32

套裝內容 | 
1  盒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 (13.3  毫升)30包 
1  瓶悠活9™膠囊食品 (30 顆)
1  瓶加倍悠9™魚油 (60 顆)

全方位照顧您的健康，快速補充每日營養所需。本套組內含讓您感到元氣充沛的美適特™綜合維他
命飲品、調整身體機能的加倍悠™魚油、及維持消化道機能的悠活9™膠囊食品，讓您輕鬆擁有青春
健康、活力加倍的自信風采。

新品上市

日常精油套裝包含了多款受歡迎的單方精油及配方精油，是您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日常精油基本獎勵套裝 
EVERYDAY OILS ESSENTIAL REWARDS KIT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73176 $5,400 $7,110 133

套裝內容 | 
1 瓶薰衣草精油（5 毫升）
1 瓶薄荷精油（5 毫升）
1 瓶檸檬精油（5 毫升）

1 瓶樂自在配方精油（5 毫升）
1 瓶深舒配方精油（5 毫升）
1 瓶盜賊配方精油（5 毫升）

光芒活力紅
PERSONAL HEALTH CARE KIT WITH GOLDEN TUMERIC

寧夏杞子紅蘊含營養豐富的枸杞果實、精選的多元水果精萃並揉合優樂芳的獨家果油。每日飲用有助於增
強體力並養顏美容，搭配能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的悠活9™膠囊食品及能增強體力促進新陳代謝的光芒薑
黃，是您身體最佳的健康支援，讓身體放鬆同時舒緩情緒，給自己與全家人最棒的營養補充！

套裝內容 |

2 瓶裝寧夏杞子紅 (750 毫升)

1 瓶悠活9™膠囊食品 (30 顆)

1 瓶光芒薑黃 (39 克)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3511 $5,324 $7,010  125.18

新品上市

1 瓶茶樹精油 (5 毫升)
1 瓶乳香精油（5 毫升）
1 瓶悅幸福配方精油 （5 毫升）

1 瓶淨化配方精油（5 毫升）
1 本日常精油宣傳冊（中文）
1 套 AromaGlide 滾珠配件(含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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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內容 | 
1 瓶盜賊配方精油  （15 毫升）
1 支盜賊清香潔亮牙膏（ 118 克）
1 瓶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  （236 毫升）
2 瓶盜賊家居清潔液  （426 毫升）
 

盜賊基本獎勵套裝讓您在家居生活中明智地運用盜賊配方精油的力量，不論是在家居清潔、手部清
潔或個人口腔保健，都得以使用令人安心的產品。

盜賊基本獎勵套裝
THIEVES ESSENTIAL REWARDS KIT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9776 $4,880 $6,420 118.5

2 瓶盜賊潔手泡沫 （236.5 毫升）
2 瓶盜賊清潔噴霧  （ 29.5 毫升）
2 瓶盜賊潔淨護手液  （29 毫升）
1 本盜賊宣傳冊

雨滴大派對
RAINDROP SPECIAL SET V2T

產品編號 優惠價 零售價 PV
42009 $9,770 $12,860 237.15

套裝內容 | 
1 瓶勇氣配方精油（5 毫升）
1 瓶羅勒精油（15 毫升）
1 瓶絲柏精油（15 毫升）
1 瓶牛至精油（15 毫升）

本套組特別搭配深受大家喜愛的舒肌配方精油、羅勒、絲柏、馬鬱蘭、牛至、薄荷、百里香、冬青與勇
氣配方精油，搭配購買本套組加贈的V-6™綜合純植物油，並融合純淨精油的功效做按摩使用，達到
多層次的精油芬芳體驗。

1 瓶薄荷精油（15 毫升）
1 瓶冬青精油（15 毫升）
1 瓶馬鬱蘭精油（15 毫升）
1 瓶百里香精油（15 毫升）

1 瓶舒肌配方精油（15 毫升）
1 瓶 V-6™ 綜合純植物油 (236毫升)

新品上市

瓶裝_寧夏杞子紅瓶裝 (6瓶) 
NINGXIA RED - 6PK (TW)

寧夏杞子紅蘊含營養豐富的枸杞果實、精選的多元水果精萃並揉合優樂芳的獨家果油。天天飲用能
充分補給營養、增強體力並養顏美容；使您青春美麗、精神旺盛、健康維持。酸甜滋味適合全家大小引
用，是您居家常備全方位的營養補充必需品。

套裝內容 |

6  瓶裝寧夏杞子紅 (750 毫升)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3154 $8,422 $11,080  192.72

新品上市



7 7  YL 生活 *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使用這些基本培訓工具，立即開始學習
我們的產品、制度與每滴 Young Living

悠樂芳精油背後的故事。這些宣傳傳冊
與分享工具，能幫助您與其他健康愛好
者分享您的知識與熱情。



7 8 YL 生活*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學習了解 Young Living 悠樂芳，以及我們對品質的承諾更簡單容易了。 從我們的產品指南到宣傳冊，都是成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專家必備的基本培訓工具。

全系列BLOOM™植萃亮白系列產品說明，讓您輕鬆
了解產品與使用方式。

BLOOM™ 植萃亮白產品手冊 
BLOOM™BOOKLET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951 5 套 $80 $110 0

日常精油宣傳冊收錄了我們最受歡迎的精油，不論
您是新手或已有多年的精油使用經驗，都能找到將
精油融入生活中的實用資訊及使用方法。

日常精油宣傳冊
EVERYDAY ESSENTIALS BROCHURE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92176 25 本 $490 $640 0

盜賊宣傳冊是悠樂芳盜賊系列產品的全面概括，附
有盜賊配方精油產品的歷史及各種盜賊配方產品的
使用方法。

盜賊宣傳冊
THIEVES BOOKLET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49076 25 本 $270 $360 0

產品指南把所有台灣悠樂芳的產品由A至Z順序排
列。包括產品價格、精油資訊、使用方法及介紹，此指
南讓您更加輕鬆容易地了解精油產品並分享給他人。

產品指南
PRODUCT GUIDE

產品編號 數量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84976 1 本 $140 $180 0

385076 10 本 $1,200 $1,580 0



7 9  YL 生活 *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我們為您所精心設計的入門套裝，方便讓您完美的展現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事業機會與生活方式給您的朋友們。只要選取我們其中一款入

門套裝，您便可以註冊成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會員，並享有優越的產

品購買機會與業務發展機會。入門套裝包含：

• 零售價  76 折的優惠 
• 賺取佣金的潛力 
• 取得加入基本獎勵計劃的資格：賺取免費產品、運費折扣與更多優惠 
• 致力於推動全球性使命以幫助他人 

由於我們  Seed to Seal® 種子到密封嚴格標準及大自然季節性的
產量限制，入門套裝中某些品項可能會以其他受歡迎的品項取
代。此做法是為了確保每個入門套裝都可以符合我們的高標準及
規格要求。



8 0 YL 生活*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套裝內容 | 

樂自在配方精油 (5 毫升) 1 瓶

BLOOM™ 膠原亮膚飲 (50 毫升) 1 瓶

 AromaGlide 滾珠配件 1 個

 「喜歡嗎？那就分享吧！」精油樣本瓶 10 瓶

基本入門套裝
BASIC STARTER KIT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46076 $1,830 $2,410 0

「喜歡嗎？那就分享吧！」樣本名片卡 10 張

產品指南 1 本、會員資訊 1 份

BLOOM™ 植萃亮白高級入門套裝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BLOOM™ COLLAGEN
僅供新會員入會時訂購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9301 $6,150 $8,090 100

套裝內容 | 

BLOOM™ 膠原亮膚飲 (10瓶) 3 盒

高級精油系列 (5 毫升) 2 瓶：

- 單方精油：薰衣草精油、乳香精油

BLOOM™ 多用壓頭組 1 組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8 1  YL 生活 *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貓頭鷹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 高級入門套裝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FEATHER THE OWL DIFFUSER
附貓頭鷹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41241 $6,150 $8,090 100

套裝內容 | 

貓頭鷹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1 台

高級精油系列 (5 毫升) 10 瓶：

- 單方精油：薰衣草精油、薄荷精油、檸檬精油、乳香精油

- 配方精油：淨化配方精油、盜賊配方精油、勇氣配方精油

                    樂Ｃ配方精油、勁舒配方精油、悠暢配方精油

V-6™ 綜合純植物油 (58毫升) 1 瓶

玻璃滾珠精油瓶 (5毫升) 2 個

玻璃精油瓶及瓶蓋 (2毫升) 4 個

塑膠漏斗 1 個

「高級入門套裝」產品簡介 1 份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DEWDROP™ 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 高級入門套裝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DEWDROP™ DIFFUSER
附DEWDROP™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36843 $6,150 $8,090 100

套裝內容 | 

DEWDROP™ 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1 台

高級精油系列 (5 毫升) 10 瓶：

- 單方精油：薰衣草精油、薄荷精油、檸檬精油、乳香精油

- 配方精油：淨化配方精油、盜賊配方精油、勇氣配方精油

                    樂Ｃ配方精油、勁舒配方精油、悠暢配方精油

V-6™ 綜合純植物油 (58毫升) 1 瓶

玻璃滾珠精油瓶 (5毫升) 2 個

玻璃精油瓶及瓶蓋 (2毫升) 4 個

塑膠漏斗 1 個

「高級入門套裝」產品簡介 1 份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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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裝內容 | 

貓頭鷹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1 台

高級精油系列 (5 毫升) 10 瓶：

- 單方精油：薰衣草精油、薄荷精油、檸檬精油、乳香精油

- 配方精油：淨化配方精油、盜賊配方精油、勇氣配方精油

                    樂Ｃ配方精油、勁舒配方精油、悠暢配方精油

V-6™ 綜合純植物油 (58毫升) 1 瓶

玻璃滾珠精油瓶 (5毫升) 2 個

玻璃精油瓶及瓶蓋 (2毫升) 4 個

塑膠漏斗 1 個

「高級入門套裝」產品簡介 1 份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套裝內容 | 

DEWDROP™ 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1 台

高級精油系列 (5 毫升) 10 瓶：

- 單方精油：薰衣草精油、薄荷精油、檸檬精油、乳香精油

- 配方精油：淨化配方精油、盜賊配方精油、勇氣配方精油

                    樂Ｃ配方精油、勁舒配方精油、悠暢配方精油

V-6™ 綜合純植物油 (58毫升) 1 瓶

玻璃滾珠精油瓶 (5毫升) 2 個

玻璃精油瓶及瓶蓋 (2毫升) 4 個

塑膠漏斗 1 個

「高級入門套裝」產品簡介 1 份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盜賊系列高級入門套裝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THIEVES
僅供新會員入會時訂購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46676 $6,500 $8,550 100

套裝內容 | 

盜賊系列

- 盜賊配方精油 (15 毫升) 1 瓶

- 盜賊潔淨護手液 (29 毫升) 2 瓶

- 盜賊潔手泡沫 (236.5 毫升) 2瓶

-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 (118 克) 1 支

-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 (236 毫升) 1 瓶

- 盜賊清潔噴霧 (29.5 毫升) 2 瓶

- 盜賊家居清潔液 (426 毫升) 2 瓶

樂自在配方精油 (5 毫升) 1 瓶

BLOOM™ 膠原亮膚飲 (50 毫升) 1 瓶

AromaGlide 滾珠配件   1  個

「喜歡嗎？那就分享吧！」精油樣本瓶 10 瓶

「喜歡嗎？那就分享吧！」樣本名片卡 10 張

產品指南 1 本、會員資訊 1 份

套裝內容 | 

寧夏杞子紅

- (750 毫升) 4瓶

樂Ｃ配方精油 (5 毫升) 1 瓶

樂自在配方精油 (5 毫升) 1 瓶

產品指南 1 本、政策與程序 1 本

 

寧夏杞子紅體驗組 1 組

- DIY 精油盒底座 6 入

- 口罩精油貼紙 15 入

- YL 竹紋精油滴管 5ml

- 寧夏紅雙層杯 (單入) 60ml

 

- 樂Ｃ配方精油聞香紙 5 入

- 樂自在配方精油聞香紙 5 入

寧夏杞子紅高級入門套裝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NXR SWAG  

產品編號 批發價 零售價 PV
546776 $6,150 $8,090 100

僅供新會員入會時訂購

預計2023第二季上市



我們創造的  Seed to Seal® 種子到密封是一系列以人為本的嚴
格品質衡量標準。 Seed to Seal® 種子到密封包含三項重要的核
心價值：「嚴選來源  （SOURCING） 」、「  高端科研（ SCIENCE） 」、「
領導標準  （STANDARDS） 」，讓您愛上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每
一項產品都具有效用強大且兼具永續發展的特性。



8 4種 子 到 密 封* Young Living 產品不得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請遵循產品標籤上的使用說明。

我們嚴選及檢測由自家農場與合格供應商的精油原料，並為精油進行全面的純淨度及品質測試。 Young Living 悠樂
芳擁有多年豐富的精油檢測經驗，從不接受任何化學合成、不純淨、損壞或摻雜的精油。如發現有精油的純度品質不
符合  Young Living 悠樂芳的嚴格檢測標準，該批次的精油將不被通過及採用。

我們的研究及開發部門以最新的研究報告及趨勢為依據，嚴選天然植物原料，且必須達到我們嚴謹的檢測標準。純
淨、含高能量價值的植物原料相當昂貴，調製創新的配方產品亦需要一段時間，但我們清楚了解會員的喜愛與堅持使
用自然純淨的產品，因此我們始終秉持提供高品質精油的使命及品質承諾。

精油產業近期發展及擴張的速度遠遠超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而  Young Living 悠樂芳作為全球精油產業的領航標
竿及楷模，率先制定嚴謹標準及守則，在確保產品質量的同時，亦擁護天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很榮幸能在此領
域上遙遙領先，並將繼續不斷地革新及完善。

嚴選來源

高端科研

領導標準



純淨的產品始於純淨的來源，農場就是我們的核心。 
Young Living 悠樂芳是唯一的一間精油公司，原料僅來自於自
有農場、合作農場及Seed to Seal® 種子到密封認證的供應商。 
我們精心評估每間農場對永續耕作發展的創新性與公平勞動條

件，同時還要生產出最純淨的精油。





坐落於猶他州莫納市的這座薰衣草農場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農場，不僅是對於我們，對於整個精油運動與追求健康生活的人而言亦是
如此。這座薰衣草農場致力提升環保與永續發展性。蒸餾廠近期經過重新設計後，打造出閉迴路系統，每年可節省約2.6億加侖的水量。
這座極具代表性的農場，與我們全球總部僅相隔一小段距離，我們的薰衣草日慶典、精油與動物研討會、秋季馬季秀、以及各類活動皆

是在此舉行。同時它也是我們創新蒸餾方法的重要據點。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
薰 衣 草 ˙ 快 樂 鼠 尾 草 ˙ 秋 麒 麟 ˙ 香 蜂 草 ˙ 杜 松 ˙ 藍 蓍 草

冷 衫 ˙ 常 青 精 華 ˙ 芸 香 ˙ 牛 膝 草



8 8農場

這座美麗的農場坐落於猶他州塔比奧納市的山丘上，四周環繞的是壯麗的景觀與
荒野生物，同時也象徵 Gary Young 的熱情所在。 此農場佔地約 15 平方英里，是世
界上最大的松樹林之一。此農場是 8 到 12 個蜂群聚居地，可為植物授粉並幫助維
持健康的生態系統。也是美麗的帝王斑蝶的驛站，當牠們在加拿大與猶加敦州之
間遷移時，可在這裡休息與覓食。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產 品：小 麥

這座農場與蒸餾廠是 Young Living 悠樂芳農場大家庭的發源地。 Young Living 創
辦人 D.  Gary  Young 從法國引進純正且未混合植物源的薰衣草與香蜂草種子，種
植在這片約 200 英畝的壯麗土地上。多年後，在真菌病毒威脅法國的薰衣草農場
時， Gary 帶著St. Maries Lavender Farm 的種子，與法國的薰衣草農分享，幫助重
建純正的薰衣草園。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薰 衣 草 ˙ 香 蜂 草 ˙ 秋 麒 麟 草

農場是塔比奧納農場家族中的一員，它位於 Young   Living   Skyrider   Wilderness 

Ranch 附近，農場中種植許多供精油研究之用的植物。同時，這裡也是創辦人 D. 

Gary  Young 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所在地， Young  Living 悠樂芳致贈於大自然保護
協會的保護區域佔地 11,597 英畝。由於這片土地在夏季與冬季間會有大批麋鹿和
鹿遷移，因此又有「猶他州塞倫蓋提」之稱，是動物的遷移廊道。保育地役權包含 7
英里的杜興河（ Duchesne  River ）、2 座山脈與鼠尾草生長地，為瀕臨絕種的艾草
松雞提供了棲息之所。



8 9 農場

蒸餾廠距離塞維亞市不到 1 小時，精心生產我們熱愛的精油。此蒸餾廠將熱情與精
湛工藝融入生產過程中，其中包含蒸餾生長在 Sierra Norte Nature Park 自然公園，
以人工摘取的野生岩玫瑰。他們蒸餾的過程與實行零資源浪費的精神都讓我們在
維護土地與生產優質產品上又推進了一步！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岩 玫 瑰 ˙ 沒 藥

Kona 檀香木造林的合作計劃是我們的合作夥伴如何致力於維護耕地文化價植的
最佳典範。在這個地方，只能採收瀕死或已死亡的檀香木，以維持生態間的平衡並
遵循夏威夷人尊重土地的信念。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皇 家 夏 威 夷 檀 香 *
* 皇 家 夏 威 夷 檀 香 是  JAW M I N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的 商 標。

這座蒸餾廠是由 Jack Labbee 於 1940 年代初期創立，最初為一家小型家庭式經
營的廠房，後來發展成為提供各個業界薄荷與綠薄荷的主要供應商，其中包含：口
腔護理、糖果糕點、產品口味、香味與芳香療法等不同領域。 Labbeemint 擁有四個
策略性的地點，主要地點為位在華盛頓的蒸餾廠，其它地點為倉庫，具備供應足量
並可永續發展的薄荷來源。此農場仍維持家族式經營，誠信與透明化的供應鏈也
是無可比擬的，這就是成為 Young Living 悠樂芳薄荷供應商的最佳選擇。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薄 荷 ˙ 綠 薄 荷



打造這座農場及其先進的蒸餾廠是 Gary Young 最熱衷的計劃之一。如今，厄瓜多的熱帶氣候幫助 Young  Living 悠樂芳孕育了
2,000 英畝的豐沃土壤、豐饒的植物與全年的收成。為了保護農作物，此農場的部份生物質及混合肥料供給蠕蟲食用。

蠕蟲食用後，將其轉化成為含有混合基質的有機土壤，提供土壤更營養的成分。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
依 蘭 依 蘭 ˙ 祕 魯 聖 木 ˙ 馬 鞭 草 ˙ 檸 檬 香 茅 ˙ 藍 膠 尤 加 利 ˙ 山 香 ˙ 奧 寇 梯 木 ˙ 左 手 香 ˙ 芸 香 ˙ 巧 克 力



達爾馬提亞的景觀反映了其歷史悠久的自然養分，是種植蠟菊最理想的生長之地。蠟菊是不需要進行植物輪作的稀有植物之一，因為
它獲取營養的來源是岩石中碳酸鈣，而非土壤。這也是它成為永續性產地的原因，使這座農場能永續並穩定供應受歡迎的蠟菊精油。 

農場中也持續種植及培育其它植物，來保護全球種植的蠟菊與其它野生農作物。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蠟 菊 ˙ 鼠 尾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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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海岸線與超過  3,668 公尺的高山，台灣多元化的微氣候為台灣提供了豐富
的生物多樣性。台灣合作農場與蒸餾廠是由數個規模較小並獨立營運的農場所構
成，每一座獨立農場皆專門生產不同的精油，如紅檜。 在經歷長達一世紀的森林砍
伐與枯竭後，這些農場試著培育與恢復台灣許多獨特的植物。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玉 檸 檬 ˙ 紅 檜 ˙ 香 茅



9 3 農場

這座農場與蒸餾廠因運用合乎道德與誠信標準的採集方式，成為我們欖香精油的
主要供應合作夥伴。 農場以專業的技術合法並永續地採集珍貴植物，為勞方提供
公平薪資並保護天然資源，確保能夠長期供應高品質的欖香精油。 透過在農場裡
建造蒸餾廠，垂直整合生產過程，為該社區保留工作機會與專業知識。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欖 香





此農場與蒸餾廠坐落於迷人的普羅旺斯，以其芬芳的薰衣草及夏日慶典而聞名。 這個美麗、芬芳的薰衣草農場遵循創新的永續發展計劃，
並追求蒸餾出純淨無污染的精油。農場中利用綿羊來去除雜草，因為綿羊喜歡吃多葉的雜草，所以不會對於生產精油的植物造成傷害。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
薰 衣 草  �  快 樂 鼠 尾 草  �  迷 迭 香  �  雜 薰 衣 草  �  單 粒 小 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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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Young Living 悠樂芳農場中最新的成員之一，它讓我們有機會向地球許下承
諾。首先，我們將會在農場 120 英畝的土地上，種植 5,000 棵奧寇梯木樹，此舉將有
助於氧氣增生。 該農場仰賴終年豐沛的雨量灌溉，並僅使用非基因改造以自然授
粉方式培育的種子。 隨著時間，農場周圍將形成野生動物的廊道，連結著重要的動
物棲息地能保育並重建稀有的野生動物群。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奧 寇 梯 木

為了找尋最佳的農場地點，在 2014 年進行廣泛的勘察與研究後， Young  Living 悠
樂芳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省買下北極光農場與蒸餾廠的土地，作為黑雲杉精
油的主要供應農場，這也是許多受歡迎配方精油中的重要成份。北極光農場時時
刻刻不忘保育與保護這片美麗的森林，它獲得園藝許可並與地方政府合作管理附
近的森林，農場以除去年老與垂死的樹木的方式讓存活的樹木能繼續成長至茂盛。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北 極 光 黑 雲 杉

這座農場與蒸餾廠種植許多美麗的針葉樹，蒸餾出的精油讓人彷彿置身曠野大
地。農場已註冊帝王斑蝶驛站，讓在加拿大與猶加敦州之間遷徙的帝王斑蝶，能在
這裡覓食與休息。該農場也是第一個以兩個蒸發器來取代蒸餾廠裡的蒸氣鍋爐，
此舉可依需求產生蒸氣，提升效率同時減少資源浪費。請多留意我們的春季播種
計劃與冬季收割活動資訊，您能註冊參加這些活動，親眼目睹運行中的蒸發器！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 冷 杉 ˙ 愛 達 荷 州 藍 雲 杉 ˙ 白 冷 杉 ˙ 愛 達 荷 州 巨 冷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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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菲律賓蒼翠繁茂的熱帶風景中，是我們椰子油的主要供應農場。  Young 

Living 悠樂芳與該農場對於回饋與支持社區都具有熱忱，因此我們選擇與此農場
成為合作夥伴。該農場每年捐出部分收益，以教育、培養領導力、提供技術獎學金
等方式，幫助跨代貧困的經濟問題。該農場也利用新研發的綠能化學技術，幫助在
生產過程中能有效的使用資源並減少廢棄物的產生。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產 品：椰 子 油

這座農場已交於第三代經營，冷壓廠房位於義大利的雷焦卡拉布里亞近郊，此區
生產全球 80% 以上的佛手柑精油！該農場創立於 1930 年代，採用最佳方式確保佛
手柑的品質與純度，同時滿足對此熱銷柑橘類精油的需求。該農場充分利用義大
利南部陽光明媚的氣候優勢，在淡季時全區建築物皆使用太陽能供電。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佛 手 柑 精 油

Young Living第一座位於日本的農場，專門種植沖繩傳統醫藥中常使用的月桃。這
座農場四周盡是原始景觀，還有豐富多樣的生物與優質土壤。購買沖繩農場前，我
們對土壤進行了350種以上化學成分與重金屬的檢測，以確保這座獨特的日本農
場所種植的月桃，品質純淨無受到污染。Young Living科學家們將會在這裡對月桃
精油進行各種研究與嚴格測試。同時， Young Living 農場團隊正積極與沖繩政府、
當地大學與社區建立合作關係，以確保沖繩農場實現「種子到密封」對保育環境、
重新造林、再生農業的承諾，同時促進當地社區的經濟。

此 農 場 所 生 產 的 精 油：月 桃 精 油

Okinawa Farm
位於日本 沖繩



Gary Young 在環遊世界時，發現了中國偏遠寧夏地區的超級枸杞。 該地區地理樣貌豐富，有樹林山脈、丘陵、沙漠、洪水平原與被黃河沖刷而成
的盆地。 來自河流的大量灌溉用水，能滋養出品質優異的枸杞、枸杞原漿及枸杞籽油。 Gary 知道全世界都需要這種超級水果，並與當地家族經

營的農場與蒸餾廠成為合作夥伴，提供大家喜愛的寧夏杞子紅系列產品與其它產品。

Ningxia Wolfberry Farm 
and Distillery

位於中國  寧夏



9 9 IN DEX

A

Abundance 豐碩   26

AromaEase 舒神   26

AromaGlide 滾珠配件   37

Aroma LifeTM 芬活        26

Aroma Pendant Necklace                                  

Young Living 精油項鍊    37

Aroma Routine Box 我的香氛精油生活盒    37

Aroma Siez 舒肌   26

Aroma Spray Glass Bottle 香氛噴霧瓶   37     

ART Renewal Serum 蘭花修護再生精華液   62

Australian Ericifolia 澳洲白千層   16

Australian KuranyaTM 澳洲彩虹   26

AwakenTM 甦活   26

B

Basic Starter Kit 基本入門套裝   80

Basil 羅勒   16

Bergamot 佛手柑   16

Black Pepper 黑胡椒    16

Blue Tansy 藍艾菊   16

BLOOMTM Collagen 膠原亮膚飲 58 74  

BLOOMTM Pump BLOOMTM 多用壓頭組   37

BLOOMTM Brightening Cleanser 

BLOOMTM 植萃亮白潔面乳    58 67

BLOOMTM Brightening Lotion

BLOOMTM 植萃亮白乳液   58 67

BLOOMTM Brightening Essence

BLOOMTM 植萃亮白精華   58 67

BLOOMTM Brightening Skin Care Set

BLOOMTM 植萃亮白套裝   58

Breathe Again 舒唱®滾珠精油 33

BLOOMTM Booklet   

BLOOMTM 植萃亮白產品手冊 78

BLOOMTM Collection Set (TW)     

BLOOMTM 植萃亮白內外兼美 74 

BLOOMTM BY YOUNG LIVING  

BLOOMTM 植萃亮白配方精油                                   26 

Blue Relife 美標 藍精靈                                            26 

 

C

Car vent diffuser 車用擴香器   36

Car vent diffuser replacement pad

車用擴香棉墊   38

Carrot Seed 胡蘿蔔籽   16

Cedarwood 北非雪松   16

Charcoal Bar Soap 活性炭香氛皂  65

Christmas SpiritTM 悅聖誕   27

Cilantro 芫荽   16

Cinnamon Bark 肉桂   17

Citrus Fresh 優橘   27

Clary Sage 快樂鼠尾草   17

Clarity  澄晰   27

Clove 丁香   17 

ClaraDerm™ 肌膚調理噴霧   65 

Collagen Health Kit  

Q彈晶亮美   74

Collagen Beauty and Wellness Care Kit  

輕零小資組   74

Compensation Plan Flyer 

Cool Azul 酷舒   27

Collagen Health Kit Q彈晶亮美                          75

Copaiba 苦配巴   17 

Cypress 絲柏 17 

D

Dewdrop™ Diffuser  

Dewdrop™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36 

Destiny Diffuser Accessories 

旅程香氛擴香墊片 38 

DiGizeTM 悠暢   27 

Divine Destiny Collection 

美標   我的神聖旅程套裝   34

Distributor Agreement Form

Dorado Azul 山香  17

Dragon Time 月輕鬆   27

E

EndoFlex 安內   27

Eucalyptus Radiata 尤加利   17

Essential Beauty Serum 保濕修護精華液   62

Everyday Essentials Brochure

日常精油宣傳冊   78

Everyday Oils 日常精油套裝   34

Everyday Oils Essential Rewards Kit

日常精油基本獎勵套裝   75

INDEX

索引



1 0 0INDEX

F

Feather The Owl Diffuser 

貓頭鷹超聲波擴香機  36

Feelings™ 淨能體驗套裝   34 

Finca Botanica Farm Collection  

美標 農場套裝   34 

Frankincense 乳香   17

G 

Gary's LightTM 聖光   27

Gentle BabyTM 溫和寶貝   28

Gentle Mist Diffuser 柔霧擴香儀        36

Geranium 天竺葵   18 

Geranium Bourbon  波旁天竺葵   18

German Chamomile 德國洋甘菊                        18

Ginger 生薑   18 

Golden Turmeric 光芒薑黃    55

Golden Turmeric Vegan Health Care Kit 

健康活力黃    75

Grapefruit 葡萄柚   18

Grapefruit Lip Balm 葡萄柚護唇膏   62

H

Helichrysum 蠟菊   18

Hong Kuai 紅檜   18

I

Idaho Blue Spruce 愛達荷州藍雲杉   18

Idaho Grand Fir 愛達荷州巨冷杉   19 

Insect Repellent 芬護精油防蚊液   65 

J

Jade Lemon 玉檸檬   19

Jasmine 茉莉   19

Journey On 啟程   28

Joy 悅幸福   28

Juniper 杜松                                                               19

K

KidScents®GeneYus™ 柔靜   28, 48

KidScents® KidCare™ 柔寶   28, 48

KidScents® Lotion 兒童滋養乳液   49 

KidScents® KidPower  美標 活力寶貝   28, 48

KidScents® Refresh™ 柔煥   29, 48

KidScents® Shampoo 兒童潤澤洗髮乳   48

KidScents® Slique Toothpaste

兒童精油護理潔白牙膏   49, 67

KidScents® TummyGize™ 柔暢   29, 48

KidScents® Mighty-Pro™  

威寶兒童益生菌   49, 56

Kunzea 昆士亞   19

L

Lavender 薰衣草   19

Lavender Bath & Shower Gel

薰衣草沐浴及淋浴露   64

Lavender Lip Balm 薰衣草潤唇膏   62

Lavender Hand & Body Lotion

薰衣草輕盈滋潤乳液   64

LavaDerm After-Sun Spray

LavaDerm 曬後舒緩修復噴霧                          66

Lemon 檸檬   19

Lemongrass 檸檬香茅   19

Life 9™ 悠活9™ (膠囊食品)  55 

Lifestyle ER Kit with OmegaGize 

健康加倍組  75

Lime 萊姆   20
 

Lushious Lemon Hand Lotion  
美標 甜檸柔滑護手乳液    64

M

Marjoram 馬鬱蘭   20 

Mask Stickers YL 口罩貼紙   38

Master Formula Essential™

美適特™綜合維他命飲品   56

Melrose 駐容   29

M-Grain™ 輕肌   29

Motivation™ 激發™   29

Mirah luminous cleansing oil

秘亞賦活卸妝油             62

Mirah lustrous hair oil

秘亞賦活護髮油            64

Myrrh 沒藥  20 

 

N

Northen Lights Black Spruce 

北極光黑雲杉              20 

Neroli  美標 橙花精油                                               20

Ningxia Red - 2pk (TW) 

寧夏杞子紅瓶裝 (2瓶)                                                54 

Ningxia Red - 4pk (TW) 



1 0 1 IN DEX

寧夏杞子紅瓶裝 (4瓶)                                                54 

Ningxia Red - 6pk (TW) 

寧夏杞子紅瓶裝 (6瓶)                                               76

 

O

Ocotea 奧寇梯木   20 

One Heart™ 全心   29 

Oil Bottle Cap Labels 悠樂芳精油品名貼   38

OmegaGize Essential™ 加倍悠™魚油   56

Orange 甜橙   21

Orange Blossom Facial Wash

橙花潔面凝膠   62

Oregano 牛至   21

P

Palo Santo 祕魯聖木   21

PanAway 深舒   30

Parsley 歐芹   21

Patchouli 廣藿香   21

Peace & Calming 舒靜   30

Peace & Calming II™ 舒靜 II   30

Peace & Calming Roll-on 舒靜® 滾珠精油   33

Peppermint 薄荷   21 

Personal Health Care Kit with Golden Tumeric 

健康活力紅   75 

Personal Health Care Kit with Golden Tumeric 

光芒活力紅  75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NXR Swag  

寧夏杞子紅高級入門套裝_體驗組   54 

Petitgrain  美標 苦橙葉   22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BLOOM™ Collagen

BLOOM™ 植萃亮白高級入門套裝   80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Dewdrop™ Diffuser

Dewdrop™ 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高級入門套裝   81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Feather The Owl Diffuser

貓頭鷹超聲波精油擴香機 - 高級入門套裝   81

Premium Starter Kit with Thieves

盜賊系列高級入門套裝   82

Product Guide 產品指南   78

Progessence Phyto Plus 淑魅配方精油   64 

PSK APAC Oil Case 精油分享包   38

Purification 淨化   30

R

Raven™ 樂抒   30 

Relaxation Massage Oil 舒放按摩油   34

Raindrop Special Set V2t 雨滴大派對    76 

Relaxation Massage Oil 舒放按摩油   34 

Rise AboveTM  美標 躍進   31 

Rose 玫瑰   22 

Roman Chamomile 美標 羅馬洋甘菊   21

Rosemary 迷迭香   22

Rose Ointment 玫瑰精萃修護膏   59

Royal Hawaian Sandalwood 

皇家夏威夷檀香   22 

Royal Hawaiian Sandalwood Hydrosol  

皇家夏威夷檀香純露   66

S

Sacred Frankincense 神聖乳香   22

Sacred Sandalwood 神聖檀香   23

Satin Facial Scrub, Mint 

去角質潔面薄荷磨砂膏   62

Savvy Minerals - Brush Set 精緻刷具組   68

Scent Wise™ 澄思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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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lings™ Baby Lotion, Calm 嬰兒潤膚乳  46

Seedlings™ Baby Oil, Calm 嬰兒油   46

Seedlings™ Baby Wash & Shampoo, Calm

嬰兒沐浴及洗髮精   46

Seedlings™ Baby Wipes, Calm 嬰兒濕紙巾   46

Seedlings™ Calm 夢寶貝™   31, 46

Seedlings™ Linen Spray, Calm 

嬰兒紗衣噴霧   46

Sensation™ 心觸動™   31

Shutran™ 3-in-1 Men's Wash

Shutran 男士 3 合 1 清爽潔淨露   66

Stress Away™ 樂自在   31

Stress Away Roll-On 樂自在滾珠精油   33

Sulfurzyme™ 勁捷配方 (膠囊食品)   56

Surrender 臣服   31

Slique™Tea 柔纖美人茶   56 

T

Tea Tree 茶樹   23

Thieves® 盜賊   32, 42

Thieves® AromaBright Toothpaste

盜賊清香潔亮牙膏   38, 61

Thieves® Booklet 盜賊宣傳冊  70

Thieves® Dish Soap 盜賊碗盤清潔液   38

Thieves Essential Reward Kit

盜賊基本獎勵套裝   76

Thieves® Foaming Hand Soap 

盜賊潔手泡沫   42, 64

Thieves® Foaming Hand Soap Refill

盜賊潔手泡沫-補充裝   42

Thieves® Fresh Essence Plus Mouthwash

盜賊倍加清新漱口水   42, 67

Thieves® Fruit & Veggie Soak

盜賊蔬果清潔液   43

Thieves® Fruit & Veggie Spray

盜賊蔬果清潔噴霧   43

Thieves® Household Cleaner

盜賊家居清潔液  43

Thieves® Laundry Soap

盜賊洗衣精  43

Thieves® Roll-On 盜賊®滾珠精油   33

Thieves® Spray 盜賊清潔噴霧   43

Thieves® Waterless Hand Purifier

盜賊潔淨護手液  49

Thyme 百里香   23

Tranquil™ Roll-On 舒夢™ 滾珠精油   33

V

V-6TM Enhanced Vegetable Oil Complex

V-6TM  綜合純植物油   34

Valor™ 勇氣  32

Vetiver 岩蘭草   23

W

White Angelica 白使者   32

Wintergreen 冬青   23

X

Xiang Mao 香茅    23

Y

Ylang Ylang 依蘭依蘭    24 

YL Round Diffuser  圓木擴香儀   36 

YL Round Diffuser  圍裙   38

YL Diffuser-Glass Nebulizer 

圓木擴香儀玻璃瓶   38

Young Living Reusable Bag 

Young Living 精油束口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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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 自 然 蒸 餾，高 品 質 生 活

需訂購請上 YoungLiving.com 

或撥打服務專線： 02-7747-4850

客服專線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早上11時至下午05時  

(例假日與國定假日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