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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Yoyo莊毓涵，很感謝我的推薦人麗惠姐姐的分享，讓我認
識生麗，改善困擾我已久的斑點，讓我不上妝也美麗。好朋友們
看我變美也一起加入，我的組織不知不覺中一直延伸出去、不斷
倍增，真是不可思議，只是換了一套保養品，不僅使我變美麗，
還能成就一份事業！感謝上線沛璇顧問的帶領與協助，感謝生麗
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讓我擁有美麗的人生！

我是林秀霞、來自好山好水的宜蘭。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
效的保養品，改善我臉上的黑斑，皺紋、暗沉、臘黃、毛孔粗大
等問題，讓我變年輕也更有自信。感恩我的推薦人姿色顧問帶領
我進入生麗公司，讓我不僅變美還學到很多專業知識，也感謝夥
伴們的支持與分享。姿色顧問常說有福氣的人才有機會接觸到這
麽優質的公司，不但可以變漂亮、健康，還能自己當代言人賺錢
，更可以和公司一起做公益，真的是太棒、太幸福了！

莊毓涵　寶石

2018年08月加入生麗    2019年07月榮升主任
2019年09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2016年02月加入生麗    2016年04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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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霞　寶石



我的傳統行業是貿易公司的財務主管。因為容易長痘痘和粉刺，曾
經為了肌膚問題嘗試過許多醫美療程，但是除了白花錢活受罪之外
，我的肌膚並沒有改善。而我加入生麗的契機，歸功於我的上線，
也是我的媽媽—素銀顧問。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是：皮膚蠟黃、
暗沉和雀斑，每天都要花好多時間上妝遮蓋瑕疵。但是自從她使用
生麗產品後，皮膚越來越好，現在媽媽已經70歲了，卻擁有嬰兒
般細緻光滑的肌膚，令人好羨慕。所以我毅然決然辭去財務主管的
工作，加入生麗這個美麗又能賺錢的事業。生麗是傳承的事業，媽
媽年紀漸長，我跟著她一起服務夥伴、經營生麗，還能遊山玩水、
增廣見聞，真是天底下最棒的事業！

感謝我的貴人紀詩盈鑽石，讓我有機會使用這套優質保養品，改善
了我的暗沉、蠟黃與滿臉雀斑，讓我變得非常有自信。非常感謝陳
詠澐榮譽顧問與周碧香顧問團隊，因為大家的互助互信，讓我成長
茁壯、獲益良多，現在我懂得重視自己，也懂得如何照顧自己的肌
膚。這套速效有感的保養品非常值得大家推薦給親友們，它除了能
幫助大家改善問題肌膚、找回自信之外，還能幫助朋友們創業，發
展事業第二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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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加入生麗    2017年07月榮升主任
2021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劉錦茹　寶石

2014年01月加入生麗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林青霞　寶石

2019年03月加入生麗    2020年0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5月榮升寶石

我是陶怡潔，來自中壢。感謝公司研發出如此優良的保養
品和保健食品。感恩徐顧問、執行長與行政團隊小麗；感
恩我生命中的貴人—羅祉酀顧問與王美人顧問，讓我有機
會與生麗結緣，在她們用心耐心的指導下，幫助我快速成
長進步。未來我會與各位上線，稟持著公司企業文化『感
恩、誠信、服務』的精神，帶領更多的夥伴，在生麗公司
ㄧ起圓人生的夢想！

陶怡潔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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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筱婷，來自台南。感謝千惠鑽石介紹我使用生麗產品，更感謝
公司研發這麼好的產品，改善我多年來痘痘肌膚的困擾，謝謝素嬅
、詠蕓顧問的教導，讓我在經營公司時能同時斜槓生麗，最後謝謝
跟著我一起使用的朋友，讓我們一起變得更美麗吧！

2015年10月加入生麗    2016年01月榮升主任
2017年04月榮升經理    2021年05月榮升寶石

杜筱婷　寶石

我是湘涵，來自台中。五年前曾接觸過生麗公司，但沒有及時把握
機會，便與財富擦肩而過。後來看到李之緹顧問越來越年輕、漂亮
，生麗事業經營得非常成功，在她的引領下對生麗事業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也產生濃厚的興趣。經營生麗後，不僅自己變漂亮，又能
幫助身邊的人！很感謝之緹顧問及夥伴們一路耐心、細心的相知相
挺！

2016年10月加入生麗    2021年01月榮升主任
2021年02月榮升經理    2021年05月榮升寶石

何湘涵　寶石

2017年09月加入生麗    2020年05月榮升主任
2020年1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大家好，我是小麗，來自重慶，在台灣十幾年了一直在南部鄉下當
個上班族。非常感謝海英顧問，讓我認識使用了生麗保養品，蠟黃
、黑斑、皺紋、粗糙的問題全都獲得改善，終於擁有白透亮的肌膚
。非常感謝海英顧問與生麗公司大家族，謝謝你們讓我的臉、我的
人生獲得新生。感恩！

朱小麗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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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黃佩怡，來自宜蘭，是一個美容師。一直在尋覓有效又安全的
保養品，直到我遇見了生麗，讓我驚艷不已。因為我的膚質非常敏
感再加上從小就有雀斑，所以不敢隨便使用保養品。但是看到我的
推薦人皮膚變得很健康，便開始使用，差不多一個月後，雀斑改善
了，三個月後改善了臉上的斑點與敏感肌膚，而且不上粧也很美，
真是太神奇！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保養品，感謝我的推薦人貞晴
老師，感謝一路帶領我的沛璇顧問與惠文老師！

我是彣柔，來自台中豐原，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
及保健食品，不但改善長期困擾我的敏感痘痘肌，也改善了我偏頭
痛的毛病，讓我每天活得自信、活得健康，更拉近我與家人之間的
距離，照顧我們全家人的健康。感謝生麗公司優質完善的制度；感
謝鍾臨顧問、柔璇顧問、郁瑾顧問及全麗智富所有顧問的無私教導
，以及夥伴們的相知相挺，讓我可以把這麼好的公司與產品分享給
親朋好友及更多需要幫助的朋友們！

2017年04月加入生麗    2017年10月榮升主任
2020年0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1月榮升寶石

鮑彣柔　寶石

我是曾曉燕，來自雲林。感恩公司研發這套速效有感的保養品與健
康食品，讓我變得美麗健康有自信。感謝公司打造這麼棒的事業平
台，讓我翻轉不一樣的人生。感恩我的推薦人甘美娜老師介紹這一
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改善我十幾年來的痘痘、毛孔粗大、暗沈
、肉芽、與皮膚臘黃。使用生麗保養品之後，自信油然而生。感恩
我的上線群的引領，讓我了解生麗、使用生麗、愛上生麗。

2017年09月加入生麗    2018年09月榮升主任
2019年08月榮升經理    2021年01月榮升寶石

曾曉燕　寶石

2020年0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升主任
2020年12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黃佩怡　寶石



我是思瑩，從事美容工作十年，是位霧眉師彩妝師。保養品是女人
最好的禮物，我們必須好好清潔並保養，否則皮膚年齡會隨時間逐
漸老化，唯有生麗，讓我們不化妝也能恢復原有的好膚質，甚至更
加明亮。感謝生麗保養品，現在我只需要一支口紅，人生如此簡單
美好，將時間留給更美好的事情，分享給更多女性，施比受更有福
！始終覺得分享及傳遞這份產品的喜悅是件幸福的事！感恩生麗，
感恩我的貴人陳美喬顧問引領我進入生麗，感恩充滿愛的郭曉惠顧
問輔導我，加油自己，加油生麗！

2020年07月加入生麗    2020年08月榮升主任
2020年09月榮升經理    2021年06月榮升寶石

何思瑩　寶石

2020年0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升主任
2021年0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我是美鈺，來自桃園，感謝生麗公司擁有超神奇速效的產品，讓我
擦得美麗、吃得健康。感謝生麗顧問群，以及上線彭蓉蓉顧問，因
為你們讓我重回年輕時的肌膚。由於長期在戶外海邊游泳，造成我
的皮膚黝黑、鬆弛、乾燥、長斑，多虧了這個斑讓我和生麗結緣，
斑消失了，自信美麗回來了，也獲得朋友的信任，大家一起成為生
麗夥伴，一起美麗、一起健康。用了生麗產品，不管站在哪個舞台
上都是自信發光的素顏女神！

董美鈺　寶石

05

感謝生麗公司打造了一個優質的素人平台，讓我學習專業就能創造
事業。感謝郭謙顧問的引領讓我接觸生麗。公司的保養品改善了我
的問題肌膚，保健食品改善了我慢性疲勞的症狀，學習專業改變了
我的生活，優渥制度讓我逐步實現理想，跟隨著公司的腳步，未來
好還要更好。感恩這一切！

2019年09月加入生麗    2020年02月榮升主任
2020年04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劉佩芳　寶石



我是于金菊，來自中壢，職業是美髮師。感謝公司研發出這麼好的
保養品和保健食品，讓我在一年內從阿嬤變小姐。感謝我生命中的
貴人—羅祉酀顧問和王美人顧問讓我認識生麗、了解生麗。在她
們用心、耐心的引領指導下幫助我進步。更感謝我優秀的夥伴們相
知相挺，讓我們朝著目標夢想一步步前進。我愛生麗，生麗愛我。
我會跟緊上線、拉著下線，帶著更多夥伴一起努力實現夢想。

2019年12月加入生麗    2020年03月榮升主任
2020年07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2020年0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0月榮升主任
2020年1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于金菊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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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麗保養品太棒了！這套神奇速效的產品，解決我長久以來臉上暗
沉、蠟黃、及痘疤困擾，早晚五分鐘持續地使用，不僅凍齡還逆齡
了，我的臉變緊實、更滋潤，也更年輕！貼心的生麗公司，讓我防
疫期間也能在家上線上課程增加知識，學習不間斷，即使我沒有銷
售經驗，也能創造業績。生麗保健食品有嚴選成份與多國專利，吃
得安心又健康，也幫助朋友們一起變健康。感謝我的多年好友—
貴蘭顧問與名珊顧問無私地與我分享，讓我與生麗結緣。賈伯斯曾
說：也許這個機會就是你一直想要的，是你所處朋友圈接觸不到的
，就是這個機會可能會改變你的一生！觀察入微、謀後慎行，尤其
身處5G時代，必得與時俱進，秉持核心價值，專業、分享與合作
，一定能在生麗實現夢想！

2018年07月加入生麗    2019年03月榮升主任
2020年12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李振坤　寶石

我是小妹，來自台南。剛從印尼返回台灣的時候，曾擔心已經50
歲的我，不知可以從事什麼工作，而老天爺早就為我做了最好的安
排。感謝貴人姜海蓮鑽石帶我進入生麗公司，改善多年的雀斑、皺
紋，和肌膚老化的問題，讓我逆齡成功！感謝上線易霖榮譽顧問從
不藏私地分享專業知識，亦師亦友，讓我充滿正能量。未來我會秉
持公司的企業文化『感恩、誠信、服務』，將生麗保養品分享給更
多人，讓自己更快晉升顧問，幫助更多人，成為他人的依靠。

曾淑琴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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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妗淇，來自大園，是家庭主婦、全職媽媽。感謝公司研發這套
神奇速效的保養品，讓我改善孕斑、暗沈與蠟黃，讓我變漂亮，也
找回自信，並同時擁有美麗自信與財富。生麗制度真的很棒，業績
不歸零、可累積，不掉聘，還給我們超霸氣的福利。感謝我的領導
上線彭海英顧問、我的姊姊翊瑄鑽石，不厭其煩、細心與耐心的教
導，感謝夥伴們相知與相挺，有你們才有今天的我，更感謝我的媽
媽—麗香經理一路上支持我。愛生麗就是愛自己，愛自己就是愛
生麗！

2020年09月加入生麗    2021年0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黃妗淇　寶石

加入生麗這個大家庭已經第二年了，感謝我的小妹帶我認識徐顧問
並加入生麗團隊，沒想到年近70歲的我，還能透過這麼優秀的產
品讓臉蛋變漂亮，隨著年紀增長而產生的斑點及皺紋，在我使用產
品半年後就改善，原本蠟黃暗沉的膚色逐漸變白，斑也變淡了！因
為產品效果好，朋友也跟著一起使用。非常感謝生麗的優良制度，
除了讓我增加許多額外收入之外，還能學習專業的美容保養知識，
我愛生麗！

2019年05月加入生麗    2019年07月榮升主任
2019年09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李妏韻　寶石

2015年06月加入生麗    2015年09月榮升主任
2021年02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我是益英，來自台中，在市場批發零售女裝、鞋子。我曾花很多錢
作美容，嘗試各種名牌保養品，卻無法改善皮膚蠟黃與斑點。直到
我遇見生命中的貴人，使用生麗公司這套速效保養品、健康食品，
讓我變得漂亮，吃得健康。感謝上線李之緹顧問對我孜孜不倦地教
導，感謝相知相挺的夥伴們，讓我們在生麗一起圓人生的夢想，實
現財富自由，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跟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尹益英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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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沛純，來自海南島，在三義開木雕藝品店已有6年。感謝海英
顧問、品睿鑽石，透過他們的引薦我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感謝生
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有效的保養品及保健食品。原本滿臉蠟黃、暗
沈、斑點以及細紋，使用生麗保養品之後都改善了，聽到客人的讚
美，讓我找回自信。在生麗不僅可以擁有自信與美麗，還能跟相知
相惜的夥伴們一起打拼，圓人生的夢想！

我是淑真，來自雲林。我是一個愛美的人，卻長期因為臉上斑點、
蠟黃、暗沉、下垂等問題而困擾。因緣際會之下遇見我的貴人張宜
家顧問推薦我使用生麗公司的保養品，積極使用四個月，明顯地改
善我的問題肌膚，讓我變得年輕有自信，同時也吸引不少愛美的朋
友一起使用。感謝我的上線與燕芳顧問、易霖榮譽顧問，有她們耐
心、用心的教導，讓我這個門外漢也能學到專業知識。感謝我所有
夥伴的支持與相挺，希望大家能在生麗公司共享美麗與健康、共創
財富及圓人生的夢想。

2016年12月加入生麗    2017年10月榮升主任
2021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許沛純　寶石

2018年03月加入生麗    2018年07月榮升主任
2018年10月榮升經理    2021年06月榮升寶石

吳淑眞　寶石

我是璇琥，來自雲林虎尾，是一個咖啡廳老闆娘。感謝楹甄顧問的
循循善誘，讓我知道自己還有無限大的可能。感謝生麗公司培養專
業不遺餘力，多元的課程讓我有諸多收穫與突破，不僅對產品多一
份認識，專業度的補充，讓我在成交夥伴時說話更有份量，專業的
分析解說增加夥伴對我的安心與信賴。生麗制度相當地迷人，對制
度深入了解再與有事業心的夥伴們分享，是多美好的事情！給自己
一個機會認識生麗、了解生麗，啟動自己的無限可能，祝福各位朋
友能在生麗獲得妳想擁有的一切！

2020年06月加入生麗    2020年07月榮升主任
2020年08月榮升經理    2021年01月榮升寶石

陳璇琥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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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惠，來自五股。從小皮膚就黑又不懂保養防曬，生了小孩之
後因荷爾蒙的關係，臉上的斑又更加嚴重，隨著年紀增長，臉頰下
垂、眼袋、皺紋一一而起，曾想要作醫美手術，又怕失敗。幸好女
兒贊助我這套神奇速效的生麗保養品，使用一星期後朋友就發現我
的臉有改變，讓我信心大增並更勤勞保養，惠文顧問和沛璇顧問更
不時地關心指導，不到一年，我的眼袋、皺紋、斑點和下垂全都改
善超多，讓我越來越喜歡自己。誠心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
效的保養品！

2020年07月加入生麗    2020年08月榮升主任
2021年0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賴美惠　寶石

我是淑卿，來自雲林虎尾，職業是美容美體師。感謝公司研發這套
神奇速效的保養品和保健食品，讓我擁有美麗與健康。感謝我的引
領人唐碧珠鑽石不放棄地分享與耐心地等待，給我機會使用這套保
養品，讓我變漂亮，之後推薦給我的客人，大家都變美麗與自信！
非常感恩能順利晉升寶石經理階，也感恩我的上線陳燕芳顧問、易
霖榮譽顧問、海英顧問，和所有顧問群們細心耐心的教導！感謝我
優秀的夥伴們，大家一起在這裡努力打拼、圓人生的夢想！

2020年0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0月榮升主任
2020年12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蔡淑卿　寶石

2019年04月加入生麗    2019年09月榮升主任
2020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認識生麗，讓我的皮膚改變

這是一個奇妙的相遇

分享的同時，串起朋友間的聯繫

談天說地著，共同的話題

在怡情悅性的氛圍下，美好的事物一一發生

謝謝這一路上，遇到的人、事、物

陸萍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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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Amy（錦屏），從事美髮業。感謝我的上線愛連寶石，因為
使用了生麗產品，將她滿臉因日曬所產生的皺紋、蠟黃、老化及曬
斑統統改善了！只要抹、抹、抹就能恢復年輕、亮麗的肌膚，吸引
愛漂亮的我與我的一群愛漂亮的客人們，選擇生麗，加入美麗、魅
力智慧團隊。感謝夢瑤顧問和霖霖榮譽顧問一路的引領，教授如何
正確使用產品，幫助我帶領一群相知相挺的夥伴。感恩有此榮幸加
入生麗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也感謝我遇到的貴人們，生麗好、生麗
棒、生麗生麗讚、讚、讚！歡迎愛美、愛賺錢的妳，加入上選的生
麗行列！

2018年11月加入生麗    2019年01月榮升主任
2019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唐錦屏　寶石

我是秀美，來自宜蘭。因為嚴重的脂漏性皮膚炎找不到有效的保養
品，又不想依賴類固醇藥膏，被女兒的老師與同學叫阿嬷，才驚覺
自己的老態。因緣際會遇見貴人周碧香顧問、張云榕顧問，使用了
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改善我暗沉、蠟黃、鬆弛、下垂、斑點
、黑眼圈、眼袋、毛孔粗大等肌膚問題；保健食品改善了身體的循
環代謝，提升免疫力，由內而外恢復健康與美麗。感恩公司提供優
質的事業平台與教育系統，讓我們學習專業，讓沒有學歷背景及工
作經驗的年長者重拾自信，圓人生的夢想，我愛生麗！

2018年10月加入生麗    2018年12月榮升主任
2019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3月榮升寶石

林秀美　寶石

我是志群，來自斗六，是市場的老闆。常常在外風吹日曬雨淋，皮
膚黝黑、毛孔粗大、油膩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直到貴人邱秀秀顧
問的介紹，讓我加入生麗，不僅改善我的皮膚狀況，優良的保健食
品也改善了我的身體機能，讓我由內而外更健康更帥氣。此外，也
增進了我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個性變得更開朗正向！非常感謝生麗
和我的夥伴們相知相挺，從加入生麗那天起，我的人生就蛻變得更
精采更美麗！我會更努力學習美容專業知識，並將這些美好分享給
周遭的人，讓大家都有機會加入生麗，一起創造美麗人生。

2019年03月加入生麗    2019年04月榮升主任
2019年08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張志群　寶石



真的很感恩我的好姐妹淑玲推薦我生麗的保養品，可以改善臉上的
斑點、坑洞細紋，還能變漂亮！當我使用一、二個月之後，我的兒
女們都說：媽媽，妳的皮膚變好了耶！他們也跟著買生麗保養品來
用。我們家族是遺傳性橘子臉，花了好多錢皮膚還是一樣沒改善，
打雷射、脈衝光丶玻尿酸等醫美療程，白花很多錢還是沒有效果。
感恩生麗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拯救了好多人！感恩我最愛的銘珈
顧問，因為她，我變得更美更有自信了。之前的我是英英美代子，
唱唱歌啦、跳跳舞啦，就是我的樂趣。銘珈顧問很有耐心地一直提
醒我，要我把美分享給其他人，我說自己不懂也不會分享，顧問便
邀請我來公司上課。某天正好有空，就去聽了譚老師的課，他說：
我們的思想不要阻礙我們的行為，心態很重要！心態占99%，技
巧才占1%！當下我就茅塞頓開。其實做保養品真的不難！難的只
是我們的心態願不願意去改變而已。我試著去做，結果我的花朵真
的開了！我現在是寶石了！好高興喔！真的要感謝銘珈顧問耐心地
指導我，讓我可以快速成長，在生麗發光發熱！更感恩公司有這麼
棒的平台，讓我們可以在這裡學習與成長。未來我會更加努力地學
習，要和大家一樣晉升顧問！

2019年10月加入生麗
2020年01月榮升主任
2020年07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蔣開馨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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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金快，來自高雄，退休前和先生從事蔬果買賣，長年過著清晨
就得到批發市場的生活，皮膚隨著每天的風吹日曬，而變得蠟黃，
老人斑也一一浮現，雖然很想改善，卻苦於沒有管道，只能任由歲
月摧殘。直到看見和我同住二十多年的媳婦，也是我的輔導上線
—林淑娟鑽石，她臉上的雀斑不但消失，甚至變得白皙透亮，加
上她每天都在外經營保養品的客戶，好奇心驅使下，便向她詢問自
己的老人斑是否能獲得改善，她回我沒問題，更說只要把自己的皮
膚照顧漂亮，就有商機，於是我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也真的在擦
漂亮後，吸引許多在果菜市場認識的老朋友們一起加入。退休後還
能有被動收入的感覺真的很棒，也讓我找回年輕時的自信與風采。
感謝我的媳婦，也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一套神奇的保養品。

2019年07月加入生麗    2019年09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洪黃金快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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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張宜芮，來自宜蘭，非常開心能夠加入生麗，接受這份事業的
升聘殊榮。當初因為即將大學畢業，且對未來徬徨之時，看見媽媽
的生麗事業蒸蒸日上，便毅然決然跟隨媽媽加入生麗，讓自己有實
現夢想的機會。進入生麗公司，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轉捩點。首先，
從膚質根本上獲得改善，比昂貴的醫美及各專櫃華而不實的保養品
還更有效果。接著是口條的訓練，為了讓愛美的大家能夠獲得清楚
的保養資訊，清晰有條理的表達更是至關重要，也因此讓我比同儕
更敢發表意見及有更多被看見的機會。希望未來能夠帶給更多人變
帥變美的機會，持續推廣生麗的經營理念、優渥的獎金制度及福利
，讓大家都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01月榮升主任
2020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6月榮升寶石

張宜芮　寶石

我是貞晴，來自桃園。從事美容業務已超過25年，一直在尋求有
效的保養品能夠提供給美容店家及客人。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
奇速效的輕醫美保養品，顛覆了美容業界傳統的保養觀念，不用做
臉也不需要去醫美做療程，就能改善我的毛孔粗大、暗沉、蠟黃、
及雷射後的反黑，讓我變得更年輕有自信。感謝引領我進入生麗公
司的貴人劉惠文顧問，以及輔導上線陳沛璇顧問，不辭辛勞的指導
與陪伴。因為公司打造了這麼優秀的平台以及優異會說話的產品，
很快地就擁有一群優秀的夥伴相知相挺，未來我會秉持著公司企業
文化『感恩、誠信、服務』的精神，讓更多夥伴一起凍齡、逆齡，
圓人生的夢想！

2020年05月加入生麗    2020年08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蘇貞晴　寶石

我是美金，來自高雄鳳山。在好姊妹的介紹下使用了生麗保養品，
一個多月後明顯改善了臉上的斑點、蠟黃與下垂，每次服務里民時
都被讚美皮膚變漂亮，真的很開心！感謝引領我的波波老師、雅琳
老師、翊瑄顧問及宗裕顧問，並透過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讓我學
習專業。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美容保養品及保健食品，以
及優良的事業平台，我會跟緊上線的腳步，努力學習，帶領更多的
夥伴踏上成功之路。

郭傅美金　寶石

2020年03月加入生麗    2020年08月榮升主任
2020年10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首先，感謝生麗公司的領航人徐顧問及執行長創造這麼好的事業平
台，並研發了這麼卓越的美容保養品及保健食品。過去三十幾年來
，一直從事於飾品批發買賣的工作，也從事他牌的美容事業，我一
直在尋找一個穩定的市場及可以有效留住客戶的方法。感謝我的引
領人潘姳靜老師介紹生麗公司的保養品，讓我原本鬆弛、暗沉且蠟
黃的皮膚，在短短的一個禮拜變得緊實透亮，讓我感受到生麗保養
品的速效，並推薦給客戶、朋友和家人，隨著客戶的自動回購，讓
我在短時間內得到好業績，更得到大家的肯定。感謝在生麗找到了
美容界中的頂尖保養品。感謝卓芷同顧問、周志玲鑽石、潘姳靜老
師以及我們的女神劉彬洋榮譽顧問無私的帶領及指導，且不辭辛勞
地北中南奔波，一路支持讓我能在生麗快速成長。感謝生麗公司卓
越的教育課程，及優秀的夥伴們不離不棄支持我，才能讓我真正走
入生麗公司如此優質的事業平台，生麗我愛你！

周玉真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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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美容美體25年了，因為思考自己年紀越來越大，體力有限，
又不捨經營多年的人脈流失，便立下信念要有一份與美容相關的行
業讓我延續原有的客源與專業，體力也堪負荷，讓我能輕鬆就有收
入。果然信念創造實相，我的貴人出現了—陳香伶寶石帶我了解
生麗公司的經營理念，讓我明白組織團隊的經營模式是百人走一步
，打造美麗創造財富的事業機會！進入公司這一年三個月，感恩徐
顧問、執行長及產品研發團隊，在專業課程積極培訓及優渥的獎金
制度，還有上線群及相知相挺的夥伴們，感恩有你們！原本我很沒
自信，個性軟弱，帶組織團隊更是沒有經驗，生麗讓我體驗到自我
價值，並能給予他人正能量，共創美麗健康的事業，豐盛自己，還
能做一個利益眾生的人！

2020年03月加入生麗    2020年05月榮升主任
2020年06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2020年04月加入生麗    2020年06月榮升主任
2020年08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陳逸柔　寶石



2019年04月加入生麗    2019年09月榮升主任    2020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1月榮升寶石

我是劉叡家，來自彰化，職業是廣告設計師，會接觸生麗是因為看
到媽媽的皮膚超級大的轉變，讓我忍不住心動跟著使用這套神奇速
效的保養品，也默默開啟我美容事業的大門。感恩生麗讓我認識四
面八方的好友，從陌生人變成客戶再變成好朋友，甚至成為戶口名
簿外的家人。感恩家人對我的無限支持，以及一路上支持我的夥伴
們，因為他們才會造就現在的叡家，我會一直手心向下牽著夥伴的
手，來幫助更多需要改善皮膚狀況、經濟狀況的人們！更感恩我有
一群非常優秀的導師—璿媚顧問、汝嬋顧問、楹甄顧問、素琴顧
問與怡君顧問一路上的扶持、愛護、鼓勵，讓我開拓新視野！生麗
的六字信念『感恩、誠信、服務』已烙印在我的內心，感恩生麗讓
我擁有不一樣的人生！我以我是生麗人為榮！

劉叡家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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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田宜卉，來自埤頭，職業是賣童裝。除了開店我也做過其他直
銷事業。直到我遇見貴人楹甄顧問，了解生麗產品有效、制度好又
不用囤貨，當下我就決定到公司學習專業、衝刺事業，半年後便晉
升寶石聘階。敢夢敢想敢做、想要就會有，就是我的態度。生麗除
了讓我皮膚變漂亮之外，心也有了踏實感，讓我對未來充滿無限希
望！感謝公司創造這個事業平台讓我可以圓夢。感恩璿媚顧問、素
琴鑽石、汝蟬顧問、楹甄顧問、怡君顧問一直以來協助我、鼓勵我
，也感恩優秀的夥伴們，有他們才有現在的我，我會跟他們一起攜
手努力邁向成功之路！我會繼續分享給更多人，讓生麗成為他人的
依靠！

2019年09月加入生麗    2020年08月榮升主任
2020年11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田宜卉　寶石

以前我開店，月收入有六位數，但看到小我12歲的欣儒顧問月收
入七位數，我心動了。加上我的媽媽與好姐妹使用生麗保養品後肌
膚問題全都改善了，變得年輕又漂亮，我決定放棄原本的事業。堅
持自己的決定，現在我的夢想也要成真了！恭喜陸續成交的姐妹們
，感謝我優秀的顧問，更感謝一路支持我的寶貝們。

2019年12月加入生麗    2020年02月榮升主任
2020年03月榮升經理    2021年04月榮升寶石

馬依綸　寶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