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易學易懂好複製的專業美容保養
品，多年前一直尋尋覓覓找不到一套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遇見了生麗」，開始使用這套速效
的保養品，改善了肌膚乾燥、蠟黃、暗沉、雀斑等問題。

生麗保養品更是一套凍齡的好產品，用擦的保養方式就能
讓肌膚變年輕、漂亮，現在我也擁有了自己的黃金店面，走

到哪裡都可以很有自信的分享美麗～感恩生麗公司，也感謝引
領我的上線顧問黃汝嬋，一直以來的細心陪伴與鼓勵，從而讓我

看見自己的未來，讓我能大步前進、開創夢想、實現財富與美麗。

2008年3月加入生麗　2016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晉 升 區 間 ： 2 0 2 0 . 6 - 2 0 2 2 . 0 4

BRAND 
DIRECTOR

林雅純  寶石

我是徐哲，來自嘉義竹崎，感謝生麗公司提供優質的平
台，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改善我鬆
弛又敏感的肌膚。原本已經開始臘黃又有細紋的皮膚，
只因簡單相信，聽話照做，使用二個月後，皮膚竟變的
光滑細緻，讓我更有信心的想來經營這份事業。感謝引
領我與生麗結緣的麗珠鑽石，感謝我的輔導上線張彩霞鑽
石、陳廷昌顧問，因為有你們一路的協助輔導，才能讓我快
速成長，最後感謝一群支持我的夥伴們，因為你們的陪伴，人
生才更意義學習，積極正面，邁向幸福人生，我也喜歡生麗公司
的信念「感恩、誠信、服務」。

2021年2月加入生麗　2021年5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謝徐哲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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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心語  寶石

上了寶石階，是階段性的成長。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推薦人張
美君顧問，感謝她推薦我使用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
也感恩生麗公司創立了這個富足的平台，讓我在這邊學以
致用，不僅讓自己越來越年輕越來越活力還可以在這邊
創立一份屬於自己的事業。在這疫情無法消退的當下，
我們還有這一份事業可以線上分享，真的很感恩，也很
慶幸自己看懂這個健康以及美麗的產業，更是珍惜這一
份持續性收入的重要性。接著我的目標就是往鑽石階前
進，期許自己在這三個月就能夠達成這個階段性的目標，
並且協助我的新夥伴盡快完成階段性的聘階。在此祝福大家如
意和樂，所願皆成。

2017年10月加入生麗　2017年12月榮陞主任
2018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寶石

賴柑香  寶石

我是心語，來自於桃園，生麗的初體驗是在我生完第一胎
後，由於孕期兩頰長了斑，所以配合的使用，ㄧ個月斑就淡
化了，生麗保養品對我這個家庭主婦來說，真的覺得貴，但
是效果卻是非常的有效，於是我開始推薦閨蜜一起使用，大

家都驚呼產品的神奇，再也不怕因為懷孕而長的斑，而且孕
期能夠素顏，讓我更放心的使用，生麗產品開啟了我的斜槓人

生，更感恩生麗國際集團，讓我擁有不一樣的生活。

2021年1月加入生麗　2021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方淑芬  寶石
我是淑芬，來自雲林，原本任職金融服務業退休之後，
因緣際會下，感謝淑真寶石與我分享這套神奇速效的保
養品，改善了原本困擾很久的斑點跟暗沉皮膚，進入了
生麗這個大家庭，讓我的退休生活更富足更多采多姿、

有自信，不僅變美，還多了一份被動式收入，我會繼續
努力，讓更多人認識生麗這麼棒的產品。

2020年9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2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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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均安，來自三重市。首先感謝生麗公司及李之
緹顧問以及我的上線葉虹驛，第一次見到虹驛，他
臉上的皮膚是非常的完美無暇、潔淨漂亮，深深吸
引了我，因為我的皮膚有很多的問題，暗沉、蠟
黃、毛細孔粗大、下垂等很多的問題，每天必須要上
妝才能夠出門，將近30年的時間幾乎每天都是上妝，
使用生麗半年過去，我全新的漂亮皮膚出現了，我現
在不需要上妝，都是素顏很自然、很輕鬆，然後也可
以省掉很多上妝的錢，現在每天都很開心、很有自
信，看到自己的皮膚這麼漂亮，真的很感恩，謝謝生
麗公司、上線顧問及我的上線。

2021年7月加入生麗　2022年4月榮陞主任

張均安  寶石

我是江意雯，來自台中潭子。我最愛生麗國際，因為公司
制度好，平台學習很棒，才能擁有每一位生麗家人的優秀
和茁壯，這麼好的優質公司，成長課程安排不間斷，決定
在5月份簽專業，全力以赴在生麗學習，全新轉戰在這學

習服務更多需要的人。真的世事難料，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的人生只因為換一套保養品，帶來這麼大的改變。目前在

全球遇到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更令我們公司的保健營養食品
更加成長，我們還是可以安心在家，利用網路進行服務工作、
產品分享、教育訓練。感恩此生我能跟著生麗國際，並且可以
在這有福氣的團隊中與每個夥伴一同成長、一同收穫，真的是
我目前最開心的時光，我會永遠珍惜我的快樂源自於生麗國
際，我要快點打通任督二脈，激發出上顧問的潛能，一定要為
自己加油，翻轉人生！勇往前進！行動永遠保有初心、熱誠，
感恩有生麗，我愛生麗～各位夥伴一起加油！

2021年10月加入生麗   2021年12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江意雯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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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金城  寶石
我是金城，來自新北。非常感謝公司給我機會在這分享晉升寶

石感言，我的傳統行業從事輕鋼架裝潢工程，長期在工地奔
波，由於工作關係而造成嚴重的問題肌膚，由於大環境的改
變，透過我的引領人何鍾臨榮譽顧問，推薦我使用這一套
保養品，也認識生麗國際集團，這套保養品徹底改善我的
問題肌膚，不但讓我臉上紫外線造成的黑斑、毛孔粗大都

認真使用生麗產品，身邊的朋友看見了我皮膚明顯的改善，
很感謝我的上線鍾臨榮顧，她的細心耐心指導，瞭解個人應該

使用的產品方法，讓我在短時間內變得年輕帥氣-也非常感謝生
麗公司，研發這麼神奇速效的保養品，也非常感謝生麗集團，創造

非常好的平台，讓我不斷的在這邊易學易懂好複製，也讓我不斷地在
公司學習成長、現在也是一位專業的美容師，下定決心把生麗事業做
好，我一定會做到。

2015年6月加入生麗　2016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12月榮陞寶石

我是子妮，來自新北市新店區。首先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
奇保養品，改善了我的問題肌膚，原本我的臉上有孕斑，醫美
診所說做雷射也沒有用，只能靠粉短暫遮瑕，但是我也是做了十幾年的
雷射，臉更需要能遮瑕的美妝品，隨著歲月的增長，法令紋也變深了，
曾經也打過玻尿酸，可是都維持不久就打回原形，只要跟去斑有關的我
幾乎都會嘗試，但是都達不到我要的效果，直到我使用了生麗保養品，
讓我從此脫離了雷射肌膚，使我的肌膚透亮美白，更不需要遮瑕膏來遮
掩黑斑，還要感謝之提顧問、曉惠顧問，熱心耐心的輔導，讓跟我有同
樣問題肌膚的使用者都得到改善，我都變漂亮了，我也希望愛美的你趕
快來加入這個美的行動，實現夢想。最後最想感謝公司、執行長、徐顧
問，因為有你們，讓我們更有自信，更加美麗健康。

郭子妮  寶石

2016年3月加入生麗　2016年7月榮陞主任   2020年11月榮陞經理　2022年3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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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加入生麗　2021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丁立文  寶石
能晉升寶石實在是非常感謝也非常感恩。首先我要感謝
我的媽媽張美君顧問，帶領我進入生麗事業，生麗這樣
一個助人為善的美麗事業，其實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
簡單。平時要多留心創造推廣的機會、愛心耐心服務每
一位夥伴、專心學習皮膚專業，才能慢慢的將生麗事業
經營起來。但這也是生麗有趣的地方，每個人自己都是
老闆，用自己的方式去創造經營，最後獲得長久的持續
收入。最後期許自己再接再勵、能在明年達到顧問的目
標，服務更多夥伴，一起共創佳績！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鄭明珠  寶石
我是鄭明珠，來自桃園，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小
資女，只換一套保養品就讓我的皮膚變超好，也
改變了我人生下半場，因為自己變美了，獨自攬
鏡自照有何用？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感恩引領我
的貴人黃妗淇鑽石，耐心、細心指導，讓我在變
美的過程中更了解這個優質的事業，感恩一群伙
伴相知相挺，才有今天的我，讓現在的我也加入
斜槓人生的行列。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簡綾葳  寶石
我是綾葳，來自台北，傳統行業是美甲師，經營美甲
店18年了，經由客人的介紹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在
這之前我試過很多讓皮膚變漂亮的方法，不但沒有改
善我原來的皮膚，反而因為過度破壞，讓我的皮膚變
成了敏感肌，使用生麗後皮膚一天比一天乾淨透亮。
感謝郭曉惠顧問、陳美喬顧問，對我的皮膚細心的照
顧及輔導，她們的熱情以及她們的專業，也讓我決定
要經營生麗事業。生麗的循環教育也讓我穫得新知，
也很謝謝公司優渥的福利制度，對夥伴非常照顧；很
感謝我的介紹人呂翊禎寶石，讓我認識生麗，期待我
們都可以在生麗完成自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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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玉如，來自泰山，我的傳統行業是在公家機關展
示服飾買賣。一直自我感覺良好，所以也沒有注意皮
膚的保養，直到看到姐姐臉上的神奇變化，讓我的好
奇心驅使，更讓愛賺錢的我，嗅到了生麗的商機，進
而轉專業進入了生麗學習成長。不但改善了臉上的問題
肌膚，更讓我多了一份被動收入，現在帶領著一群相知
相挺優秀的夥伴，一同完成夢想，打造我們的富麗人生。

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歐桂芩  寶石
傳統行業是保健用品業，擁有自己的產品專利，經營企業7年了。一

年半前吳惠美鑽石苦口婆心帶我來生麗，換了一張年輕十幾歲的
臉，少了黑斑、皺紋、泛黃，氣色轉變後好運也跟著來。在我才
剛開始變臉時，就不小心吸引來了寶貝夥伴，還好有很棒的吳惠
美鑽石、陳美喬顧問、郭曉惠顧問，一路細心的陪伴輔導。如今
我上了寶石階位，一切成就歸功於優秀的上線和寶貝夥伴們的努

力，以及大家對我們生麗保養品的深度認同，感謝他們。我也感
謝公司提供這麼好的平台、制度和培訓，強化我們的專業，還幫

我們處理物流、金流、資訊流，讓我們專心服務夥伴，照顧好自己
的平台。期待所有生麗夥伴都能因為美麗的黃金臉龐，早日成就生麗黃
金事業。

王玉如  寶石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生命中最美好的事，就是在抗癌的路上遇見了生麗，感
激之情無法用言語表達，用最誠摯的心感恩公司。之前
的傳統行業是藝術品資產管理顧問，主理五星級酒店藝
術品規劃策展，身體出現狀況，而離開高壓的環境。因
為簡單相信，認真地使用生麗保養品，找回美好的自
己，相信改變的力量，以美感天賦溫暖人心，熱情分享
產品，真心帶領團隊，以感恩的信念，全心投入生麗國
際，開啟良善循環的美麗志業。

譚培倫  寶石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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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啓助，來自台中。感謝公司領航人徐顧問、黃執行
長，精心研發這一套神奇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改
善了我的毛孔粗大、黑斑、肉牙、暗沉、蠟黃，使
用一個多月就改善了所有的問題，真心覺得這套保
養品值得推薦大家來使用，原來只要透過學習專
業、簡單的分享，不僅能幫助伙伴皮膚變好，又能
創造財富，真的很感恩貴人的引薦，以及所有伙伴的
相挺，在生麗寫著一段精彩的故事，也讓更多人看見
傳銷人不同的價值，讓更多人知道生麗的好，生麗的
美，以及不可能中的可能。

廖啓助  寶石

2021年7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主任
2022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寶石

在還沒使用生麗之前，我是沒化妝不敢出門
的，因為長期化妝導致皮膚暗沉、臘黃、滿臉
黑斑，自從用了生麗讓我找到自信，由於臉上

的問題改善了，就吸引了許多朋友一起來使
用，現在出門都素顏仍信心滿滿，再也不用厚厚

的遮瑕膏，輕鬆快速出門。擁有生麗，人生美麗！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王玉青  寶石

我是利雪，來自桃園龍潭，從事房仲業務工作。每天必
須風吹日曬雨淋，在外面奔波面對客戶，對於臉部的皮

膚本來就很注重的我，每天早晚必須要花很長的時間
在臉上，每年更是要花不少的錢，在臉部的保養品跟
醫美療程，但對於臉上的斑點跟老化鬆弛，一直是沒
什麼改善，直到透過客戶大力推薦生麗，用了產品短
短2～3個月，在宥羚、駟豪顧問夫婦的細心、耐心照

顧下，臉上的肌膚緊緻光滑了許多，臉上眼週的斑也
慢慢的變淡了，皮膚好、氣色好，事業上也帶來了好運
連連，希望能夠分享生麗給身邊每一位愛漂亮的好朋友
們，讓大家可以一起變美，一起財富自由！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謝利雪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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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緣份的機緣下，接觸了生麗公司，首先讓我
的皮膚變漂亮，在大家的見證下，對產品的效
果與專業更有信心，慢慢走入生麗事業，期待
與所有的夥伴一起，共同完成目標，迎向高峰，
也要謝謝李欣儒顧問帶領我們，一路走來，讓我
們看到希望，保持活力與年輕、美麗，在此也感恩我
的上線陳君怡，引薦我認識生麗，謝謝！

2019年5月加入生麗　2019年9月榮陞主任
2021年7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許游滿鳳  寶石

我是如雲，來自新北市。非常感謝我的上線
顧問陳美喬顧問細心、耐心的指導我使用生
麗保養品，改善原本皮膚蠟黃、暗沉、斑
點的問題，那我現在擁有好氣色好膚質，
更加有自信。生麗公司不但有優質的美容
保養品及保健品，把自己照顧的美麗又健
康。公司專業知識的學習，更能有被動式的
收入及事業發展自我價值的肯定。

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6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王如雲  寶石

我是麗霞，我一直以來都很愛漂亮，從年輕的
時候都會定期去做臉，也會打雷射，但是我最
在意的雀斑還是常常跑出來，我都會用很厚的
粉掩蓋臉上的缺點，直到我同事介紹我這個產
品，我才開始使用，用到現在四年了，我每天

心情都很好，因為我不用再羨慕別人的漂亮皮
膚了，我的黑斑都淡化了，皮膚也變亮了，我現

在不用化妝就可以有自信的出門，看起來也越來越
年輕，感謝四年前推薦我使用這個產品的同事，也感
謝我自己的選擇。

2018年7月加入生麗　2019年5月榮陞主任
2019年9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林麗霞  寶石

08
ShengLih



沈之雯  寶石

2019年7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回想起去年還是重度憂鬱症的我，到今天經營成功火紅的雙
創事業，這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流淚流血，你問我什麼事是最難

的？「突破那個痛苦的自己」最難！謝謝我的女兒給我改變的勇
氣，當「想要改變」的想法超越一切，什麼事都變簡單了！也感

謝我的老公、婆婆、家人對我全力支持，還有好多好多貴人朋友
們的提攜與相挺，每晚睡前我都是滿滿的感謝，沒想到只是換一
套保養品，就徹底解決我的肌膚問題，也讓我進入善的循環，脫離
天天怨天尤人的抱怨人生，讓我更專注於我想要做的事情上面。

自身的經驗讓我很肯定這套專業保養能夠幫助人類，在今年初，我
開始服務朋友，同時努力加強自身的專業，為了更快速有效的幫客人

在短時間就獲得滿意的成效，讓客人可以更省時省錢省力，這樣努力的
過程，除了客人給我滿滿的正向回饋跟感激外，我也獲得公司的肯
定，在今年年會中，從八百多位寶石階級中被公司挑選出來接受肯
定，同時也成為公司的專業人員。成為生麗的高階位置，才是真正
責任的開始，我需要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也能跟我一樣，

因為一個小改變而翻轉並豐盛人生！

沈裕雄  寶石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1月榮陞寶石

我是裕雄，來自中和，從國中開始我的臉上就長痘痘，一
直長我就一直擠，所以我的臉上產生痘疤，加上毛孔粗大、暗

沉、還有斑點，感謝媽咪遇到了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即時的教
我使用，在短短的二個多月就改善我所有的問題，大學畢業的第一份

工作就在生麗，在公司的培育訓練，讓我明白選擇比努力重要，回頭
看看之前的自己成長了許多。感恩徐鳳娥顧問、黃執行長，打造了這個

傳銷的事業平台，讓每個人都能透過完善的教育系統學習成長，感謝引領
我進入生麗的李之緹顧問，也是我媽媽，讓我能夠在生麗這裡一步一步的
向人生目標前進，跟著媽媽一起打拼，有目標，共創美好未來！感謝一
群和我一起相挺成長的伙伴們，其實本身對於保養美容一竅不通的，
選擇生麗很簡單，我付出一樣的努力在生麗能夠得到更多的經驗、財

富，所以選擇了生麗。現在是團隊的時代，要靠個人單打獨鬥致富巳經
很難了，只有跟著朝流走才不會被淘汰，10年後的生活，來自今天的

決定。在服務每位夥伴的過程中，能夠藉由生麗認識很多來自不
同時空背景的夥伴，也藉由一套保養品走進每個家庭，我會

在生麗繼續加油，向下紥根，共勉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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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翊禎，來自台北，傳統行業是進口食品貿易商與
代理商，同時也經營零售店面與網路電商品牌。非常
感恩上線顧問郭曉惠顧問與陳美喬顧問的引領，以及
一群北中南優秀的夥伴的支持與相挺，讓我感受到生
麗這個充滿溫暖與愛的大家庭，也讓我對傳銷事業全面
改觀。從沒想過我這嚴重家族遺傳的敏感肌與兩頰的斑
點，竟在遇見生麗後完全改變了我的膚況，遇見生麗後的蛻
變，讓我第一次感受到肌膚的油水平衡與晶瑩剔透，也意外在疫情
期間，開啟了一個美麗的副業。對我來說，人生就是個勇敢追夢的過
程，就像當時我放棄了安逸的工作選擇出國進修，回國後選擇創業走自
己的路，現在的我投入專職學習專業，除了增進美容知識技能，希望還
能幫助更多想變美也想經濟獨立的朋友們，我深信人生就是要不斷地解
鎖新技能，跳脫舒適圈，持續創造自己的價值，朝目標前進，此時此
刻，我真心感恩能在生麗找到人生中的第二個舞台。

2020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呂翊禎  寶石

鄭頤  寶石
我是鄭頤，以前的傳統行業是一名營造業勞工安全衛生管

理員，整天幾乎是在戶外風吹日曬雨淋，年輕時不覺有
什麼損傷，但畢竟歲月無情年紀大了，歲月留下無法恢
復的痕跡讓自己的變得滿臉斑點與皺紋，試了許多專櫃
品牌產品與沙龍美容產品與做臉還是無任何改善。直到
遇到貴人曼菁鑽石分享介紹使用公司研發這套專業的美

容保養品，使用過程中最重要一點「配合度=滿意度」所
以全力配合使用後讓自己的皮膚改善有了滿意效果，也讓

自己找到了事業的第二春，有一個很棒的事業目標，加入專
業集團後在曼菁鑽石、銘珈顧問跟各位顧問及夥伴們勞心勞力的
提攜陪伴及學習專業課程、拜訪客戶、協助成交讓我沒有後顧之
憂的放手去做，感謝公司及顧問們夥伴們的相知相挺，讓我能晉
升到寶石經理，謝謝大家的支持幫忙，感謝！

2021年1月加入生麗　 2021年4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3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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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是我的專長，開過沙龍、教授乙、丙級證照檢定
班，同時也是勞委會的監評，但就因如此才讓我的執
念甚深，自認爲有技術怎可能去推銷做傳直銷而蹉
跎了，十年前就曾有貴人告知過我有這麼一家生麗
公司，一直在去年才有幸再次接觸這會呼吸會說
話、又能日益健康，呈現裸妝都美嘖嘖的神奇保養

品牌，目前到往後我將都會用鑽石比鋼硬的心，帶領
對我相知相挺的夥伴，一起在生麗國際堅持努力與學

習，邁向健康！美麗！財富！

2021年5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彭珮誼  寶石

我是淑玲，來自雲林。還沒接觸生麗保養品之
前，我的皮膚是暗沈、臘黃、斑點的肌膚，因過
敏體質黑眼圈也很嚴重，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沒
精神。感謝我的引領人曾淑妃顧問，讓我與生麗
結緣，也因公司研發了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
及保健營養食品，讓我變漂亮又健康，再加上生麗
這麼好的事業及教育平台，以及上線的顧問群們的指
引，讓我迅速的成長，由此也讓我看懂了生麗商機的倍
增收入而投入專業，對的選擇就會呈現不一樣的想法及成
果，現階段積極用心協助夥伴們變漂亮、變健康，也期許自
己早日上顧問，擁抱幸福及富麗的人生。

2020年2月加入生麗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許淑玲  寶石

年輕時因為沒有做好防曬，只是簡單的保養，所
以敵不過歲月的催殘，老人該有的肌膚問題一

樣也沒少的出現，慢慢的越來越不敢照鏡子。
直到我遇見生麗這套輕醫美保養品，改善了
困擾我多年的肌膚問題，同時也讓我嗅到無
限的商機。我感謝生麗帶給我自信與驕傲。

讓我學習成長，讓我人生下半場豐富而美麗！

2020年2月加入生麗　2020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王美玲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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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慧晶  寶石

感謝詠澐榮顧分享這麼讚的保養品，能認識生麗公司真
是我的福氣。我是家族遺傳性的雀斑，滿臉雀斑讓我非
常沒自信，每天一定要上厚厚的粉蓋斑，很困擾的是在
市場工作，夏天流汗整個臉是花的，像土石流無法補
妝。剛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聽話照做很重要，尤其

6A防曬真的要按時補，沒想到使用2-3個月斑竟然淡化
了，皮膚呈現透粉嫩、在花蓮這張臉吸引很多愛漂亮的朋

友使用，最不可思議的是我只分享幾個人，到現在已經有一
個團隊體系，用漂亮還可以幫助別人。只是換一套有效保養品
而已，讓一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以買半票的人，變的開心、
快樂，可以靠臉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還要感謝世凱每個月
來花蓮諮詢，感謝yes團隊定期來花蓮創富講座，讓更多有福
氣的人認識生麗，我愛生麗！

2020年10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陳段妹  寶石

我是慧晶，來自桃園，傳統行業是市場自營商。因長
期的曝曬在太陽下，導致臉上肝斑、臘黃、痘痘，問
題肌膚困擾我已久，愛漂亮的我也曾做臉、果酸換
膚，上醫美診所做淨膚雷射破壞性的治療，每個月
都要去花錢受罪超痛的，有做有效，沒做沒效，醫生
也說肝斑雷射不會好。在偶然的機會遇到了我的貴人
恩慧顧問，看到他如虎姑婆般的臉，因為擦了生麗保養
品而變成了林志玲，我當下就買了產品回去用，簡單的相
信聽話照做，斑改善了，皮膚粉嫰水亮，擦出黃金店面也吸
引到很多的客人、朋友一起來使用這生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及
保健營養食品，感謝一直細心、耐心，教導我的恩慧顧問、慈
靜顧問，讓我與生麗結緣，繼而發展第二事業，秉持著公司的
企業文化精神：感恩、誠信、服務，生麗是我們的依靠，跟著
生麗走什麼都會有，我愛生麗。

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5月榮陞主任
2021年6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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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11月榮陞寶石

羅寶玉  寶石
我的傳統行業是鋼琴老師，會成為生麗專

業，要感恩我的上線淑佩寶石的分享，因為
真實看到生麗保養品的神奇速效，見證了生麗
制度成就和翻轉了這麼多顧問的真實故事。在
生麗只要勤奮、努力、堅持，就能成功讓你的腳
下擁有堅實的土地，幫助你達到超乎想像的成

就，感恩公司及我的上線淑佩寶石和欣儒顧問、彬
洋榮譽顧問的教導和一群相知相挺的優秀夥伴們！

彭莉惠  寶石
我是彭莉惠，來自台中，也是印尼華僑。首

先要感謝生麗公司打造這套神奇又效速的保
養品，也感謝我的上線顧問劉易霖榮譽顧
問，介紹我使用生麗產品，讓我原本臉上的雀
斑都不見了，也讓我變的更有自信，能夠不用
粉底去遮瑕我的斑點就能出門，真的太棒了，還

有一群願意和我一起學習專業的夥伴，相知與相
挺，讓我在生麗公司富麗人生，未來的日子我一

定要更努力完成我人生的夢想。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陳龍山  寶石
我是陳龍山，來自高雄，男人與保養品的相

遇，在一年多前結識了惠玲顧問3年後，好戰
友使用了這套生麗保養品後，我也使用了這
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進而展開了自己的生
麗事業，從事房仲業務有12年，發現了持續倍
增的制度，再也不用過業績歸零的生活，是件美

好的事情，樂在工作，享有健康美麗的事業，不再
遙不可及，在生麗即可擁有。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4月榮陞經理　  2022年3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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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郁婷，來自南投埔里。從小就愛漂亮的我，隨著年紀臉上斑
點、暗沉、蠟黃越來越嚴重，嘗試很多專櫃保養品仍無法改
善，就在想要尋求醫美雷射同時，很幸運的遇到生麗這套神奇
速效的保養品及我的貴人許嘉凌顧問，幫我把皮膚變漂亮，擁
有晶瑩剔透的肌膚，讓我找回自信與美麗。以前不愛照相，但

現在超喜歡素顏的自己，而且隨便拍照都很美～也吸引我身邊
很多的朋友一起來使用，把他們照顧變漂亮的時候，真的就是一

個很大成就感！生麗真的不僅可以讓每個人變漂亮，更可以成就一
個事業，讓我擁有一個被動收入。

陳郁婷  寶石

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19年10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2月榮陞寶石

我是慧玲，來自高雄，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產品，改善我臉上
的黑斑及蠟黃的肌膚，之前使用的產品只讓我洗完臉不緊
繃，把全部的產品塗塗抹抹的往臉上擦，就覺得好像有
效。直到我的上線秀春就是我的媽媽。介紹我使用生麗
保養品，看到她的皮膚變的好亮，而且黑斑都淡化了，
肌膚變的細緻，才發現到什麼才是有效的保養品，感謝

一路上支持，不厭其煩教導我的上線貴蘭顧問、名珊顧問
及一群優秀的夥伴，有妳們的支持相挺，才有今日的我，讓
我們一起朝顧問前進，大家加油！

梁慧玲  寶石

2018年6月加入生麗    2019年1月榮陞主任
2019年2月榮陞主任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2019年6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感謝有這套產品，搶救黃臉婆的我，我天天需要日曬雨淋，
皮膚老化快速，使用生麗保養品之後不但自己變美了，荷
包滿滿，找回自信，原本傳統行業一天不出門就沒有薪
水，生麗教會了我借力使力，可以賺取更多的財富，不像
傳統行業單打獨鬥。感謝公司很多夥伴不吝嗇提供自己經
驗分享給大家，心態與觀念需靠自己心靈來改變，自己如
果願意打開心房，可以看的到自己成功的世界，只要自己想
要不管別人如何看待，堅持努力一定可以完成夢想，趕快行動
～一起在生麗找回美麗人生！

翁麗蘭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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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青，來自彰化福興，傳統行業是在家具廠打工。感
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的專業美容保養品，改善了我
多年來的問題肌膚，蠟黃、暗沉、斑點、鬆弛老化等，
尋找過許多美白淡斑的保養品，沒得到很好的效果，直
到我遇到了貴人與生麗結緣，在幾個月時間內就改善了我
臉上的所有肌膚問題，感謝我的輔導上線覃燕麗鑽石，由於
她的細心、耐心、用心的指導，讓我快速成長，更要感謝我一
群優秀的夥伴一路相知與相挺，讓我在生麗的大家庭裡，攜手
共同築夢，實現夢想！讓我們一起加油來幫助更多的人，找回
美麗與自信，生麗公司是我們的依靠，愛生麗就是愛自己～愛
自己就是愛生麗～

2019年7月加入生麗　2019年9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7月榮陞寶石

楊小青  寶石

2019年7月加入生麗　2020年2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我是一位從事服裝設計20多年的上班族，疫情之前也常因工作
需要經常出國出差市調，經過免稅店就是要買保養品，這麼多
年下來專櫃粉貴的保養品，只要是有朋友推薦分享說效果很
好的，幾乎都會買來使用看看，但這麼多年下來我還是免不
了尋求醫美的協助，打過肉毒、飛梭、粉餅雷射等等，最
後還是每天得化妝才敢出門、上班，因為工作性質的影
響，對於美的追求有一套自我要求的原則，經由好友的引薦
認識了生麗這套專業美容保養品，簡單的相信朋友使用產
品，真的改善了原本的暗沈、蠟黃、敏感的肌膚，從此不用再
花時間化妝就敢出門。巧遇生麗、看見效果、遇見疫情、進入
生麗公司、迷人的獎金制度、優質又有效果的產品，選擇真的
比努力重要！

王雅慧  寶石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我是家庭主婦，平常熱愛做義工，有一天去
斗六做義工遇到朋友跟我分享生麗，當時
我的皮膚下垂，臉上斑斑點點，感恩我的
貴人許秀麗引薦我與生麗結緣，感謝公司
研發這組神奇速效保養品，在生麗年輕5到

15歲，讓一位家庭主婦找到自信與事業。跟
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張凱雰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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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鴻祥  寶石
我是鴻祥，來自中壢。很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效的

專業美容保養品及保健營養食品。還有這麼優質的線上事
業平台，讓我在線上就可以學習專業，也感謝我的推薦人
王綉鳳寶石的引領，讓我與生麗結緣，更感謝林秀嬌鑽
石、林美麗顧問、林敏雯顧問，還有上線顧問群們細心、

耐心的教導。讓我在這裡學習成長，以及夥伴的相知與相
挺，讓我小小年紀就30而立，40就會不惑，尤其這兩三年的
疫情影響，大家都過的很辛苦，還好我還有斜槓收入可輕鬆

過日。有這麼棒的事業，成功不再是遙不可及，相信我
一定做的到。

2020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黃群英  寶石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6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我是群英，來自新店。和生麗結緣是因為2021年3月
份因疫情3級警戒，我的工作完全停擺，我是單親媽

媽，不能一個月沒有收入，剛好我的引薦人周玉秀向我
介紹生麗公司，了解公司的產品、背景、文化、獎金制度

等等，覺得這麼好的產品一定在市場商機無限，當下就加入
認真的使用保養品，結果在短短的幾個月就大大改善了我的皮
膚，重拾年輕和自信，不用化妝上粉就可以大膽的走出去。感謝生
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還有保健營養食品，不只讓自己
漂亮健康，也幫助人美麗與健康。感謝公司這麼好的教育系統幫助

我們提升專業；感謝我的上線顧問們竭力的栽培與扶持；也很感
謝所有夥伴們對我的相知相挺！希望自己更努力在生麗事業

上更上一層樓，也能帶領所有的夥伴們在生麗都能夠圓
自己人生的夢想，我想快速升上生麗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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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佩貞，來自台南，傳統行業是護理師。會接觸到生麗
產品是因為我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貴人何宜蓁鑽石，我永遠
記得她半夜12點半打電話來跟我分享這一套神奇又速效的
保養品，不僅可讓自己變美、變得更加自信，又可以翻轉
人生，因此簡單相信使用產品，沒想到短短的幾個月就讓我
擦出了黃金店面。原來經營生麗事業那麼簡單，只要聽話照
做、秉持感恩、誠信、服務的企業理念，再透過公司強大的致富
系統，讓我可以輕鬆運作。在生麗除了得到美麗之外，還學到新
的知識並且獲得財富，選對平台成就人生，選擇大於努力，真的
選擇比努力重要，在生麗可以創造全方位成功幸福的人生。感謝
公司研發這套速效的保養品及保健營養食品，打造簡單易學易懂
的教育事業平台，及全台最棒公司制度與業界最高的獎金。真的
是”跟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2月榮陞寶石

李佩貞  寶石

陳束嬌  寶石
我是束嬌，來自高雄，很高興與生麗結緣。話說2020年
因貴人的邀約，參加生麗18光輝璀燦年度頒證大會，當
節目開始每位佳人盛大登場，個個像是仙女下凡，吸引
我的目光，當時堪稱是處於世外桃園的仙境。恍然大

悟，這就是我尋覓好久心目中的鑰匙(美容聖品)，高興的
不得了。回高雄之後立即加入，也簡單相信、聽話照做，

現在臉上的斑點、蠟黃、皺紋獲得改善，還我一張白透亮的
金店面。感恩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讓我不再

花冤枉錢和浪費時間去尋尋覓覓，所以一定要把這份愛分享推廣到
每個角落，邀約更多有緣人來美化人生。感謝我的引領人林巨富經
理，感恩何綿緞顧問、張美君老師顧問，及所有上線顧問的細心教
導，更感謝我所有下線伙伴的相知和相挺。大家ㄧ起來共創美麗、
健康、財富，圓人生的3贏。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2月榮陞主任
2021年7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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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加入生麗剛滿二年，我是過敏性皮膚不曾擦過任何的
保養品，經蓉蓉顧問推薦使用生麗專業保養品，前ㄧ週只
用3號、6號、9號開始擦，就覺得非常明顯整個臉都亮起
來了，這樣對生麗開始有信心了。如今臉上的斑幾乎都不
見了，所以也推薦很多朋友來用這套產品，希望能幫助更
多像我們這種年齡層的朋友，讓自己容光煥發、有自信、感
謝生麗產品，也感謝我的推薦人稚丞，由衷的感謝。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7月榮陞經理　2022年3月榮陞寶石

梁姚秋容  寶石
晉升寶石，是朝我的目標跨出了一步，感謝張美君老師一

路上的照顧與愛護、鼓勵與提拔，介紹我到生麗公司，
讓我擦的漂亮、吃的健康，在暮年的我活得有自信，
沒有因為年齡自卑，而做個手心向下，又有尊嚴的老
人家，衣食無憂，孩子們也沒壓力，我知足了。接下
來跟著張美君老師的引領，一步一腳印，要進入下一

個目標喔！沒有疫情的影響，相信我。夥伴們為我加
油呦~謝謝！

姜鳳嬌  寶石

2020年4月加入生麗　2020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1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感恩生麗，我看到媽媽曾恩慧顧問，她原本是一位市場
經營商的歐巴桑，全力以赴在生麗打拼，也能在短短
時間翻轉人生，也讓他往後都不用再看天賺錢，全力
以赴在生麗，也讓我們全家的生活上改變很多，看
著姐姐也升為顧問，爸爸也即將升顧問，這點非常
激勵我來認真學習專業，就不怕沒事業！公司產品
在台灣已20年的根基，產品效果顯在臉上，是值得大
家用力推廣讓我這素人大開眼界，我一直跟著媽媽腳
步走，媽媽可以做到，我一定要以最快速度成為公司最
高聘顧問，來報答恩慧顧問對我的用心，跟著生麗走什麼
都會有，生麗是我們的倚靠。

葉欣婷  寶石

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2月榮陞經理　2021年9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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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菱  寶石

2020年9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徐琬萍  寶石
我是徐琬萍，來自苗栗。原本行業是美髮設計

師，因為朋友的姊姊祉酀顧問的介紹，開始使用
生麗保養品，感謝我生命中的貴人羅祉酀顧問的分

享，本來只想捧場使用而已，進而了解到生麗公司的
企業文化，感謝領航人徐顧問打造這麼優質的事業平

台，以及精心策劃了這一系列的教育課程，淺顯易懂好複
製，讓我們這樣一個沒有靠山、沒有背景的平凡人，通過公
司的教育課程，可以在這裡圓人生的夢想，斜槓人生。
我相信生麗國際集團是值得信任且可以永續經營的，讓我也想為兒女
們打算，帶他們一起來做生麗，這是一個可以變漂亮又可以賺錢的美容事
業，也是慈善事業。感謝王美人顧問、羅祉酀顧問，細心、耐心的輔導

與關懷，默默低調的付出；更感謝我一群優秀的夥伴，未來的日子
我會更加努力協助更多夥伴，一起在生麗圓人生的夢想！

我是個美髮師，非常愛美的我，從發現臉上有小斑點
到後來發現臉頰兩側有嚴重肝斑，再隨著年齡，皺紋、
眼周細紋、抬頭紋、法令紋、黑眼圈通通都出現了，我
發現皮膚真的生病了，比我實際年齡還老的快，速度驚
人，雖然不記得是哪時候開始長斑，但我記得我從沒放棄
保養這回事，只是就算不管擦任何專櫃的保養品和醫美療

程，始終無效，臉上老皮還是慘不忍睹。最後努力不懈想要
變美的我，終於有一天發現了生麗保養品，我才知道原來我走

了很多冤枉路，擦生麗才短短兩三星期就有很明顯的改善，這是
以前擦其他保養品沒有過的感覺，看著鏡中的自己，皮膚一天比一

天更好，到現在擦一年九個月，終於可以素顏見人了，真的很開心！幸好
我遇到了好朋友願意跟我分享生麗，更感謝生麗公司，不僅僅讓我們漂亮，更重

要是讓我們更有自信，相信在公司完善的體系下，我也能成為一位專業的美容
老師，透過分享，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還可以一起變美、一起成長、

一起成就美麗富足的人生。因為我深信保養是一種內在文化，也是自
制力的呈現，更是一種對生活熱情的態度，感謝容容顧問對我

們的耐心指導，努力～我會更努力的跟上腳步！

2020年9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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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吳孟玲  寶石

很榮幸可以晉升寶石，真的很感謝我的上線、下線、家人、朋友
的支持，有他們才有現在的我。這一路最感謝我的媽媽，也是

我的上線曾淑妃顧問，感謝她一路的幫助和協助！一開始了解
到生麗也是從她開始，原先完全無感的我在某次回娘家後完
全大改觀，看著我的上線和她周遭的朋友膚質和膚色的改
變，女人愛美的小宇宙也跟著爆發了～從以前到接觸產品前，

我是一個單純擦化妝水就滿足的女生，所以第一次使用產品的
印象是這商品過於滋潤，但經過上線的解釋，才知道原來自己的

膚底那麼不好，經過3、4個禮拜的使用，我的皮膚對於產品的吸
收度越來越好，油膩感也開始減少，我的膚質更上一階，雖然經歷適

應的過程，但經過多次的上課和上線的解釋，了解正確使用方式，讓一切
變得美好，變美的過程就很順利。在中途因為我經歷了生產，所以一度累
到沒時間使用產品，等到有時間的時候我的臉又回到油膩感，但這一次的
過程比上次快，油膩感很快就不見了，表示我的維持程度還不錯。美好的
事物和商品需要分享給更多的朋友知道，讓我們一起努力！

沈芫葳  寶石

我是孟玲，來自土城。之前從事補教業16年，生了三個寶貝
後，發現必須要重新尋找一個能夠讓我的努力可以得到累
積，甚至倍增的平台，我知道唯有傳直銷才能讓平凡人有
機會翻身。因陪同好朋友拯救面子大作戰，因緣際會下認
識了宜榛顧問，被她魅力與能力吸引，讓從不重視保養的
我，開始有了翻天覆地的驚人改變，為了在生麗這麽棒的平
台衝刺，我除了認真使用產品，宜榛顧問還讓我的外型有了
180度的驚人改變，從髮型、臉型、身型，整個脫胎換骨，身旁
的朋友們都驚為天人！好奇到底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能讓原本樸
素的孟玲變成時尚女王！真的感謝亦師亦友的宜榛顧問，不畏疫情，
陪著我和夥伴們東奔西跑、南征北討，才能夠順利晉升寶石，當然一
路上有歡笑有淚水，不過我依然樂在其中，因為我有宜榛顧問和夥伴
們的陪伴，一起打拼的感覺真的很好，接下來我會持續往顧問的方向
前進，實現我的承諾，也帶著夥伴們一起在生麗圓夢！

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5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寶石

2020年1月加入生麗　2020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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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秀勉，來自雲林。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
保養品與保健營養食品，讓我的皮膚變漂亮年輕， 吃
的健康安心；感恩公司創造這麼優質的事業平台讓
大家都有好的環境學習專業知識，易學易懂好複
製；感恩我的貴人陳坤龍寶石，引領我與生麗公司
結緣，感恩我的輔導顧問們張宜家顧問、陳燕芳顧

問、晶晶鑽石，由於你們細心、耐心的陪伴與教導，
讓我學習如何複製，幫助夥伴變漂亮。生麗公司充滿
正能量，在這裡可以認識很多朋友，彼此互相幫忙協
助成交，我相信只要不離不棄，堅持到底，大家一定
都能上顧問！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6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黃秀勉  寶石

加入生麗迄今約一年三個月，從一開始只知道相
夫教女，安穩過日便心滿意足的鄉村姑娘，慢慢
蛻變成有自信、凍齡，甚至逆齡的美容師，對於
未來的人生充滿了希望與期待，成為三立女人
更是我的最終目標！在一般中小企業我不敢奢
望，但在生麗可以，可以讓我夢想成真，讓人生
過得精彩且充實。很感謝此生能遇見、認識我的貴
人樂舞顧問，讓我敢夢敢想，讓我的人生充滿希望，
因為她引薦生麗這個事業平台，讓我可以成為一個手心
向下的人，有能力幫助更多需要幫助、想成功的人！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7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6月榮陞主任
2020年12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寶石

劉玥彤  寶石

我叫寶蓮，來自桃園，是一位家庭主婦。在我邁入老年
期時，還能擁有這麼晶瑩剔透白透亮的肌膚，真的很

感恩公司研發這一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改善了我
的暗沉、蠟黃、斑點的肌膚，以及保健營養食品，
讓我吃的健康，感謝推薦人我的嫂嫂引薦我進來
生麗，也感謝我的美容顧問黃瑞容，很用心、耐
心照顧我，讓我找回美麗與自信，讓我的人生還

可以變彩色。我要跟緊我上線的腳步努力學習、帶
著我的夥伴一起邁向成功之路，我會繼續加油，感

謝生麗！

謝寶蓮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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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秀枝，住在鳳山，今年73歲。因為女兒是開美容spa館，廠
商送來的免費保養品女兒都會拿給我使用。有一次在女兒的店
裡頭發現女兒的男同學，本來橘皮、凹洞、黑黄蠟的臉，居然
變得非常的平整光滑。又親眼見證店裡有位78歲的老主顧，使
用生麗才短短兩個月，整整年輕了20歲，當下我直接拿錢請女
兒幫我入會購買生麗保養品。讓我驚訝的是以往都用進口的保

養品，但都沒有用生麗來的這麼有效，白嫩細緻的臉不需化妝，
有逆齡回春感覺。長青班同學發現我的改變，都誇我皮膚光亮細

緻，變好年輕，就這樣吸引了一大票跟著我使用的美魔女。

劉湯秀枝  寶石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4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經理

我是慧菱，來自台南，從事餐飲業工作已二十年之久，每
天在高溫下、爐台邊，溫度高的環境下工作，讓我的肌膚
每況愈下，嚴重缺水乾燥、黑斑滿臉，也曾試過很多專
櫃的保養品，但都沒有我想要的顯著效果，感謝我的貴
人蔡逸蓁鑽石與郭小紫鑽石，帶我進入生麗使用保養品，

太不可思議，一個月之後就有了明顯的改變，肌膚逐漸恢
復健康透亮，同事也發現我的改變，人也散發自信美。我會
努力跟著生麗公司及團隊努力加油，朝著顧問聘位前進，圓
人生的夢想，擁有閃亮亮的人生。

陳慧菱  寶石

2018年12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2019年10月加入生麗　2019年12月榮陞主任
2020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首先感謝公司研發這麽棒的保養品，優質的保健營養食品，
讓我已困擾多年來鬆馳、老化、斑點、臘黄的肌膚，得到
很大的改善，家人身體更健康，我這是我最開心的事。首
先感謝徐顧問、黄執行長、小麗，非常感謝我的推薦人，
還有上線燕芳顧問、美娜顧問、麗雲顧問，一路相知舆相
挺，不厭其煩來輔導小婷團隊，使我業績茁壯；更感恩我
最優秀的夥伴，願意在生麗事業平台學習專業，努力賺錢，
找出人生的夢想，有了夢想實現後還可以跟優秀榮顧們一樣買
房、買車、環遊世界各國！擁有美麗、財富自由！在這發光發
亮！跟著生麗走，什麽都會有，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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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品玟  寶石
感恩公司、執行長、徐顧問、小麗、感恩我的上線顧問群，
更要感恩陪我一起努力的一群夥伴們。我是品玟，來自高雄，

我一直是一個專職的家庭主婦，年輕時候也不覺得皮膚有什麼地
方需要改善，任其發展成暗沈、蠟黃，當自己發現的時候也一直尋

覓美白保養品，什麼產品試過都沒有效果，最後找皮膚科醫師想打美
白針，醫生竟然跟我説：妳本來就是黃皮膚，怎麼美白也沒有效果，正當

我已經完全放棄的時候，到市場紋唇的時候碰到美君老師、錦緞顧問，我一直
注意她們比我年紀大好多，為什麼她們的皮膚都可以這麼漂亮、光滑細緻，當下真
的讓我心動了，毅然決然找我的推薦人陳素玉，請她拿一套保養品給我用看看，
開始使用產品、再進公司了解之後發現，這是一間非常有實力也非常有愛的企

業，在這個愛的團隊裡讓我不僅改善了皮膚，也照顧我媽媽的健康。感恩公
司研發引進這麼神奇速效的保養品，還有足量足效的保健營養食品，讓我

不僅漂亮、健康，還能在這裏圓我的夢。不管你、妳是什麼人只要願
意跟著生麗，財富、夢想都能築夢踏實。我愛生麗也愛我自

己，跟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雖然已邁入人生70，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是從0開始，
每個人都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終於讓我等到這一天，

這一天不是等來的是努力來的。感謝生麗公司，感謝段妹
的介紹，讓我享有這麼棒的事業機會，暸解這麼棒的優質產

品，生麗讓我有了二次人生的機會，認識生麗之前，使用過
各大品牌產品，並未改善臉上歲月的足跡。沒想到開始使用生麗

這套保養品，短短幾個月，暗沉、蠟黃、老化、鬆弛、皺紋，都得
到了非常大的改善，現在的美鑾，各位可以看照片，臉上幾乎看不見
先前滿佈的斑點，且現在的臉部肌膚緊緻又光滑。我非常滿意能找回之前年
輕肌膚的狀態，身邊朋友、客人發現我的改變、而且越來越年輕，皮膚粉嫩
有蘋果肌，都跟著一起使用變漂亮、變漂亮還可以經營事業，感謝生麗公

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輕醫美保養品，感恩生麗公司有這麼好的經營平
台，感謝yes團隊定時來花蓮創富集會，詠澐榮顧的協助和世凱每個

月來花蓮諮詢。最後想說的是，只因為我這輩子做了一個最棒的
選擇，選擇什麼呢？就是選擇加入優質生麗公司，我要全力

以赴在生麗完成我未完成的夢想。

陳美鑾  寶石

2019年4月加入生麗　 2019年9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0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12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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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使用生麗產品之前，因為常常化妝，造成我的皮膚非
常蠟黃、暗沈，還有很明顯的眼袋，隨著年齡的增長，肌
膚的問題也越來越糟糕，感恩讓我遇見生麗這套專業美容
保養品，改善了我多年的肌膚問題，現在終於不用靠粉過
日子。生麗帶給我最大的改變，就是不化妝也能很有自信
的出門面對人群，生麗產品的效果，也讓我嗅到無限的商
機，感恩生麗帶給我這份驕傲與自信，跟著生麗走，每個人都
有無限的可能。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主任   2021年10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呂紹金  寶石
我是紹金，來自嘉義大林。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的保養
品，以往過敏膚質不敢貿然使用保養品，在淑妃顧問和
燕慧細心指導下開始使用生麗產品，經過數月我變得漂
亮，整個人容光煥發，人生不外乎美和健康，遇見生麗
我都可以做到。感謝曾淑妃顧問和蔡燕慧老師一路陪伴
與指導，感謝我一群好夥伴相挺，我將秉持著生麗感

恩、誠信、服務的企業理念，協助更多有需要幫忙的人
一起完成夢想，我相信跟著生麗走，以後什麼都會有。我
要努力，謝謝生麗公司給我機會，我愛生麗！

張若琳  寶石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6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我是麗月，來自北投。本來就是一個愛漂亮的人，用過非
常多的保養品，最後還是一樣長斑、鬆弛、蠟黃。有一
天一位客人來買衣服，皮膚非常的亮又緊實，在她熱情
分享下，也讓我有福氣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2-3個月
後不但自己變得年輕漂亮，連其他同事跟客人都跟著我
ㄧ起使用。感恩公司研發這一套這麼有效的保養品，還
有這麼棒的獎金制度，還有茜茜老師細心、耐心的服務。
不但讓我重拾年輕，還多了份斜槓的收入，現在還有這麼
多夥伴的支持，我也會認真學習專業，希望自己也有機會在
生麗達成顧問的目標。

林麗月  寶石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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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加入生麗　2018年9月榮陞主任
2019年6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林美蝦  寶石
我會加入生麗公司是因為我的貴人許珮玲
引進的，讓我成為生麗的家人，也讓我改
變了膚質，越來越有自信，也感謝我的顧問
郭永慶用心、耐心的指導，以及我的親戚朋

友對我的信任和支持。特別感謝生麗公司研發
了這套神奇速效保養品，讓我擁有財富跟美

麗，在此藉由大家的力量感恩我想要感恩的人，
擁有生麗～讓我們一起變美麗！

2019年6月加入生麗　2019年9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葉冠宜  寶石
我是冠宜，來自台南，職業是珠寶文創專
員。自從好朋友介紹使用生麗產品之後，果真
讓我擺脫黃臉婆的形象，暗沉、蠟黃、斑點、

皺紋，所有問題在這一套產品裡面得到了答案
與解決。身為職業婦女的我，每天早上不用再提

早起床上隔離畫底妝，讓我可以優雅的跟孩子們吃
個早餐，真的是一舉數得呢！如果您需要神奇有

效保養品，何不現在就開始呢？

黃國隆  寶石
一直從事貨運工作的我，因為老婆的關係，
認識生麗這麽優質的平台，生麗迷人的獎金
制度非常吸引我，我知道慢慢有年紀了，貨

運業是高危險的行業，未來勢必要轉行，只要
現在開始，和老婆一起同心協力，認真努力經

營生麗，未來生麗將會是我們一家人最大的靠
山！

2021年5月加入生麗　2022年2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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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洪季伶，來自新莊，傳統行業是經營早午餐店。感恩
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讓我因為青春期
痘痘不當的擠壓，而在鼻子上產生難看的凹洞，幾乎不
留痕跡；以及十幾年前打飛梭雷射反黑，造成臉頰上產
生了網狀式的黑斑也淡化了。是生麗公司讓我恢復了自
信，讓我可以大方勇敢的素顏見人。更感恩生麗研發的保
健營養食品，我老公調理生理機能更好了；也感恩我的輔
導上線姿色顧問，一路不厭其煩的鼓勵我、指導我，顧問說
她相信我一定做得到，還有超斌顧問、槿樺顧問的協助，以及
添益鑽石對我無私的耐心扶持與指導。很感恩與這群優秀的夥
伴結緣相知與相挺。希望我在生麗事業上不負眾望，闖出一片
天，晉升生麗顧問，翻轉人生，圓人生的夢想。

2020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洪季伶  寶石

我是郁芬，來自台中，傳統行業是在知名電信客服單
位服務。原本我的肌膚是屬於暗沈、斑點、老化的
現象，因為同學的推薦，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開始
使用，沒想到短短幾個月，皮膚就變得透亮光滑，
臉上的斑點也都改善了，整個人變得超有自信，也

吸引了身邊的人一起使用生麗保養品，從此開啟了我
的黃金店面。感謝我的推薦人龍照華寶石、范家語顧

問，一路上耐心、細心的指導我，也感謝所有支持我的
夥伴，謝謝你們的相知與相挺，更感謝公司研發這麼神奇

的專業美容保養品，更感謝公司設立這麼迷人的制度，想變
美、想賺錢，來生麗就對了。

2018年4月加入生麗　2018年8月榮陞主任
2019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藍郁芬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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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臉頰痘痘很多，媽媽原本就有使用生麗保養品，於是拿產
品讓我使用，擦了一星期後，發現臉上痘痘好像有慢慢改善，
又發現生麗制度不錯，有機會賺大錢，跟著老師的團隊學習，
從聊天中開口分享，熱情興奮慢慢分享公司產品的好，然而透
過顧問們日積月累的指導，傳授經驗及技巧，讓我更快速學習

及上手，感謝公司及顧問們，做我們後盾的依靠，不怕迷失方
向，讓我們把生麗好產品推銷給需要的夥伴們。聽取資深前輩如

何介紹產品及說明產品的特色，讓消費者能快速理解，且讓我原本
臉頰大量的痘痘逐漸改善，讓自己膚質慢慢變好，更加有自信。

2021年11月加入生麗    2022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李裕賢  寶石

我叫怡瑄，是一位印尼華僑，現住雲林。傳統是一位
美髮老師，看到妹妹用生麗保養品變漂亮才開始使
用，因為我所有皮膚問題都有，老化、鬆弛、蠟黃、
暗沉、細紋、斑點，我從19歲打雷射打到40歲，花了
1、２百萬都沒改善。用了生麗1到2個月，我的皮膚變
的白皙透亮，出去時很多朋友看到我的肌膚變化，深受吸
引也跟我一起使用生麗保養品，因此組織越來越大，決定進
入生麗專業，透過學習居然可以單月突破82萬，我太開心
了～可以變漂亮，還可以越用越便宜。我要更積極學習專
業，幫助更多人變漂亮，生麗制度跟保養品真的很棒。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0月榮陞主任
2020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黃怡瑄  寶石

我是秀陵，很感恩我的好朋友yoyo推薦我用生麗保養
品，讓我困擾許久的痘痘肌都改善了，真的不可思

議，我的美容師看到我的皮膚改善，也主動詢問要用
保養品，更吸引很多夥伴一起使用，讓我驚覺傳直銷
原來是會讓組織倍增的。我從讀書的時候就在做美
髮，單打獨鬥，手停薪水就停，收入有限無法突破，

感恩我的上線顧問幫忙協助夥伴，讓我們不只在生麗
變年輕有自信，還能靠著團隊的力量擁有被動收入！

2019年6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10月榮陞經理　2021年11月榮陞寶石

朱秀陵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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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欣瑜  寶石

感謝公司、徐顧問、執行長研發這套有效的保養品，改善自
己多年痘痘肌膚的困擾，也要感謝我的引領人，也是我的媽
媽讓我能夠認識生麗。剛開始看到媽媽的臉在改善期，曾經

猶豫過，後來看到自己媽媽的臉越來越美麗，才有了用產品的
想法，剛開始使用的時候，痘痘不斷的冒出來長了整臉都是，

一開始心情非常不好，也很想放棄，好在有媽媽的鼓勵，讓我堅
持下來，後來開始上課後慢慢學習了解公司產品的配方及原理，也上

網做了許多功課，才知道公司產品裡的成份和功效能夠真正改變我們原本
的肌膚問題。我的工作是美甲霧眉師，因為自己的肌膚改善變漂亮，讓配合的美容
業店家、客人主動詢問，而開始經營這份事業，也在媽媽的引導下開始專業，年輕
人不能只有一份工作，在喜愛的工作下，更要懂得尋找備胎，創造斜槓事業，讓傳
統產業成為自己創造源源不斷人脈的產生管道，如同股神巴菲特所說的，「直銷」
這是一個新的獲利模式，一樣的時間一樣的努力卻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所以選擇比
努力重要，最重要的是觀念，把自己角色定位好，觀念建立好，思維轉變就會有不
同的成就。希望透過努力能在生麗圓夢，做到真正的時間自由、財富自由！

張沂潔  寶石

我是魏欣瑜，來自宜蘭，目前從事餐飲業。長期在充滿油煙環繞
的環境中工作，讓我臉上的肌膚總感到油油膩膩，好像都有一
層看不見的物質敷在上面，而且常長痘子。自從阿姨介紹我使
用生麗的這套保養品後，光是剛洗完臉就一臉的清爽，好像脫
掉一層不舒服的面膜一樣，而且多了保濕及嫩彈的感覺，以前
總覺得我還年輕，不用在臉上下太多功夫，年輕就是本錢，可
是在使用生麗產品後，徹底改變我的想法，它解決了我臉上所
有的問題，也讓一些朋友及顧客覺得不可思議，所以在工作時我
也兼著分享使用的心得及改變，讓大家一起變漂亮，然後在看到存摺
定時的獎金匯進來後，才知道原來膚質變好還可以順便賺錢，現在我晉升
寶石經理的聘級了，也有一份被動收入，真的很開心！感恩讓我認識生麗這
間公司的阿姨，也感恩公司有這麼棒的產品及優渥的獎金制度。現在的我，
除了傳統行業外，也開始過起時下流行的斜槓人生，我可以大聲跟朋友說我
也是個美容師！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5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2020年7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5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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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菱  寶石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1年2月榮陞主任
2021年7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廖美屏  寶石
我是美屏，來自台北，傳統行業是半永久紋繡跟

美容。使用生麗前我右半臉看似黑斑的胎記，在20
年前只能尋求大型教學醫院、整形、醫學美容做處

理，即便近年來普及的醫美，也始終無法根本解決我的
斑點，於是化妝遮瑕，又衍生暗沉、粉刺，落入無效保養

的循環，直到遇見生麗！它不僅解決困擾我多年的肌膚問題，
也幫助了我的家人、好友們及顧客們，更自信美麗！感謝一路支
持陪伴、提攜、指導的翊瑄顧問、詩茜鑽石和保時捷團隊優秀的夥伴
們，讓我在生麗的大家庭裡，一起築夢、學習、幫助更多人。感恩公司研
發這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以及保健營養食品，並打造專業的事業平台，現
在的我素顏白皙不上妝，更顯年輕自信，更能發揮美容專業，同時也不

受疫情影響，持續美的事業。讓我們秉持「感恩、誠信、服務」的
精神，幫助更多人，找回自信和健康，並實現夢想！

我叫素菱，來自台中，本身是從事美髮業。因緣際會下
遇到使用生麗的客人，也因疫情的關係，客人逐漸減少

了，又剛好聽到正在使用生麗產品的客人分享她的心得，
和看到他的膚況越來越好，人也越來越美，讓我產生念頭
想轉換跑道，之後進入生麗公司了解產品與制度，開創我
生麗美好人生，介紹產品給客人使用，改善客人的膚況，得

到很多正面的回饋，讓我很有成就感，越做越開心客人的皮
膚變漂亮，讓我更有自信、更驕傲了。在生麗公司一定要一步

一腳印，一開始我的皮膚呈現蠟黃狀態，但是使用生麗的產品後
讓我越變越美，膚況越來越好，許多客人和朋友看到我的膚況，和

我在這條路上的心得，客人和朋友們也紛紛開始使用，一方面因為我的
努力，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他們的支持，我才能一步一步的登上寶石的位置，未來

我也會繼續努力，繼續讓我身邊越來越多人使用，大家一起變美，我也會繼續
登上鑽石再邁向顧問，各位老師都是我的榜樣，彬洋榮譽顧問、芷同顧

問、姳靜老師、玉真老師，我會繼續向你們學習。

2020年1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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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姳靜  寶石

2020年3月加入生麗　2020年5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8月榮陞寶石

我是楊春娥，感恩生麗公司研發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和保
健營養食品，讓每個人都擦的美麗、吃的健康，感謝引領
我進生麗公司的滿凰姊，她告訴我：換了這套神奇又速效的
保養品，臉上黑斑、皺紋、毛孔粗大、黑眼圈、暗沉、蠟黃

、眼袋都會得到改善，變美麗、找回自信，讓我開始接觸生麗
事業，簡單相信、跟著使用，現在皮膚變好了，也吸引想變美

、想凍齡的朋友們，效果很好的保養品以及保健營養食品，讓大
家都擦的美麗、吃的健康，相信大家都能擦出自信。也因為我與生麗

事業結緣，吸引了身邊一群好友一起變美麗，感謝輔導上線劉彬洋榮譽顧問、李欣儒顧
問，專業、耐心、細心的教導，我日後定會跟著上線腳步走，努力學習；還有一群優

秀的夥伴相伴相挺， 幫助我成長茁壯，跟著夥伴一起邁向成功之路！我們的人生
時間自由，擁有美麗、健康、財富，秉持感恩、誠信、服務的精神，讓我們

一起在生麗公司發光發熱，圓自己的夢。跟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感恩我的引領貴人潘梅雪，感恩生麗公司創造優質事業
平台，讓我可以發揮重拾信心。我是位家庭主婦兼家政班

烘焙老師，多年前自營麵攤小吃店，因為人手不足太累，讓自己
免疫力系統失調，我生病了，只好將經營多年的店頂讓，專心在家養

病，開始過著手心向上當伸手要生活費的家庭主婦。看人臉色的日子真的不好受，但身體
不好只能委屈求全過日子，直到有天姐姐來看我時，我看到大我6歲的姐姐，肌膚怎麼可以維

持的那麼好？像是40多歲的肌膚，好奇的問她是去醫美整形嗎？她說只是使用保養品，也沒多
說。我心想單靠保養品怎麼可能變那麼年輕漂亮？過了一個月姐姐就請芷同老師來教導我使用
保養品，姐姐說產品費用她會幫我，要我放心只要認真使用擦出黃金店面，就有機會輕鬆賺
錢，可以不用看人臉色伸手拿錢。我非常感恩姐姐給我一隻釣竿，在無產品費用的壓力下，我
認真使用一個月後神奇的事發生，我的淺層斑改善了，三個月後天生黑肉底的我，竟然皮膚可
以變白變亮，也吸引了我第一位優秀夥伴，她在全美經營10年，看到我神奇的改變，睿智的
她跟進一起使用產品，也在半年後一起專業，照顧服務更多的團隊夥伴，在生麗一起將這

麼好的產品分享給更多的人，幫助她們變美找回自信！現在的我52歲看起來像35歲，
不僅逆齡，肌膚更是白、透、亮，感恩姐姐給我釣竿，找回美麗的容顏及笑容和自

信；感恩生麗公司神奇的保養品和獎金制度，讓我可以成為手心向下的人，有
你真好！邀請妳一起加入有愛的生麗公司，一起逆齡變美，翻轉人生！

楊春娥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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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6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過去的我，在傳統紡織工廠待了14年的打卡人生，因為想要時
間自由、財富自由，渴望自己作主的人生，在一年前毅然決然的

離開大家眼中穩定的收入工作，當時家人苦勸，婆婆動員大姑、
二姑、三姑、四姑還有老公、姐姐都來勸我，一致都是認為穩定就

好，但在工廠裡看到許多同仁的狀況，做的很辛苦卻沒有同等的報
酬，退休後沒做就沒有錢，甚至很多都是因為身體不好，不得已退休，而

有些同仁離開工廠後反而發光發熱，追求自己的夢想，讓我意識到，想離開舒適
圈要趁早，年輕就是本錢，不然再過幾年也不敢再做夢了。有了這些危機意

識，趁年輕要給自己多點嘗試，提升自己的價值，讓自己不後悔做出這個決
定。現在在生麗結交許多優秀的夥伴，在生麗事業裡幫助更多人找回自

信，一起圓人生的夢想！「生麗人非天生美麗，但來到生麗，會讓
您美麗人生」！讓我們一起創造美好的人生。

我是來自印尼的華僑，現住彰化鹿港。我要分享如何認識
生麗，然後為什麼想要接觸生麗。首先我是敏感肌膚，從14

歲開始一直都是很容易長痘痘，以前真的不懂保養，但到了19歲
之後，看到很多女性們打扮的樣子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迷人，那時

真的很想讓自己和她們一樣，開始買了一些化妝品每天上妝，再來就離
不開了化妝這個方式，時間一年一年過去，發現自己的膚況越來越糟糕，痘

痘、痘疤越來越多，皮膚坑坑疤疤，之後開始尋求一些保養品、做臉，都達不到
我想要的效果，反而毛細孔越來越粗大。有一天遇到了我的貴人陳燕芳顧問，分享了生麗保養
品給我，我第一次拒絕了，但她沒有放棄我，第二次就帶我去生麗公司，當我了解生麗公司
後，第一讓我心動的是生麗竟然在台灣已經20年，有診所、有美容老師照顧我們的皮膚，甚至
把皮膚變漂亮就可以做一份事業，二話不說我開始使用生麗保養品，使用了兩個月皮膚真的好
很多，不知不覺也擦出一份事業，團隊慢慢越來越多，夥伴們都很優秀，真的非常感謝我們
生麗集團，創造了最優質的專業美容保養品，以及保健食品，讓我越來越有自信，找到我人
生的夢想。非常感謝公司有這麼好的事業平台讓我不斷的在學習中，就不怕失業，真的很

開心，我的皮膚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我的團隊優秀夥伴每一位都也非常的滿意看到自
己的改變，只要努力堅持不放棄，一定可以在生麗翻轉人生找到自己的夢想，以前

不懂的保養的我，從遇到生麗之後，我發現不能沒有生麗，我深深的感受到生
麗公司的所有產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從內而外都改變了我，遇到生

麗真的太幸福了、我會加油，讓自己更進步！

黃瑞雪  寶石

2020年6月加入生麗　2020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陳明秋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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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秀  寶石
我是來自新北市新店區的玉秀。感謝神的帶領，讓我同學傅曹

梅鑽石用愛和無私的奉獻，把生麗這套神奇速效醫美保養品
介紹給我，改善我暗沉、蠟黃、皺紋、毛細孔大、斑點、
老化等肌膚問題，讓我變得心情愉悅有自信！感謝我的輔
導上線林姿色顧問和無私的超斌顧問、槿樺顧問、添益鑽
石，細心、耐心扶持與指導，讓我們一起秉持公司文化

「感恩、誠信、服務」的精神，經營生麗事業。感謝公司研
發這套完整的事業平臺，讓我這門外漢看到美容和保健營養

食品的無限商機，也更要感謝我一群優秀夥伴們，有你們的相
知相挺，希望自己加倍努力，學習專業知識、訂定目標，實際行動

去執行，要成功就要堅持到底，讓我們一起朝向晉升生麗顧問前進，一
起幫助更多人變漂亮，一起翻轉美麗人生，圓我們人生的夢想！

2020年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2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我是玉芳，來自三重，傳統行業是服飾業。感謝我
的貴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如溱鑽石，引領我加入生
麗，耐心、細心的指導，解決了我臉上多年造成的暗
沉、蠟黃、黑皮、敏感、斑點等等問題。使用短短三到
四個月，解決臉上的所有問題，變得年輕漂亮、甚至逆齡！
也因為這樣吸引了親朋好友，跟著我一起來使用，大家的皮膚都變健
康、年輕、漂亮。一套產品竟然有這麼神奇的效果，只要願意使用，
每個都能變得回春、逆齡、皮膚健康，再加上生麗公司是個非常棒的
優質企業，無論你是想要變漂亮，還是想要經營事業的人，公司有超
級棒的事業教育平台，讓想要經營的人可以學習更多的專業，只要願
意沒有做不到。在此我要感謝我一群優秀的夥伴們的信任，有你們的
相知與相挺，跟著我一起在生麗公司努力，一起成長，才有今天快速
成長的我，希望能夠藉由公司的經營理念，帶領我的夥伴們一起在生
麗成長，一起在生麗圓人生的夢想，蛻變人生的精彩！

李玉芳  寶石

2018年5月加入生麗　 2018年7月榮陞主任
2018年12月榮陞經理　2021年9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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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晏煙，來自台中。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
奇又速效的保養品。讓我在短短幾個月時間，改
善我臉上的鬆弛、老化與暗沉，使用產品後讓我
懂得如何照顧自己的皮膚。感謝我的推薦人榆淇寶
石，帶領我進入生麗公司，使用那麼有效的產品，
才能讓我臉上歲月的痕跡快速消失，得到好氣色，親
朋好友都說我變年輕、帥氣了！更感謝上線何鍾臨榮
顧、黃曉容顧問付出的耐心、用心、細心教導。一路上有
你們的引導才有今天的我。再次感恩！感恩生麗！

2018年1月加入生麗　 2018年6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盧晏煙  寶石

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19年12月榮陞主任
2020年6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感恩生麗集團創造美女事業經營團，讓原本是個家庭
主婦黃臉婆的我，也有機會可以擁有白皙Q彈的皮
膚。除了外在保養外，生麗還提供豐富的保養、經
營課程，讓我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在生麗不只讓我
外在美麗、身體健康，更讓我的心靈及知識都成
長，在這環境下，我相信我只會越來越美麗、越來
越有自信。需要感謝我的引領人張淑娟顧問，還有
我的家人支持與陪伴，還有一群優秀的夥伴相知與相
挺，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2024上顧問，帶著我的夥伴
們，圓人生的夢想，迎接更美好生活。

陳鳳錦  寶石

2019年5月加入生麗　2019年11月榮陞主任
2020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月榮陞寶石

我是金葉，來自大園。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引領
貴人薛美娟鑽石，美娟細心、耐心的教導我
使用產品，感恩生麗這套神奇又速效的全方
位保養品，讓我臉上的暗沉老化、眼袋，都
明顯的改善了，現在也靠著一張看不出年紀

的臉，吸引了一群人跟我使用生麗的保養
品，感謝生麗，讓我年輕又美麗！

許吳金葉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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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温瑞雲，經營傳統事業已有2-30年了。首先感謝我的引領人梁
琦琦，因為看到她的臉部皮膚改善很好，因此請她介紹讓我也使用
這套專業美容保養品，使用大約二個月就讓我一直傷腦筋的蠟
黃、暗沉、鬆弛、下垂、皺紋、法令紋、表情紋以及斑斑點點改
善非常大，皮膚變細緻、亮透、白皙，看起來年輕了十多歲，因
此也吸引了認識我的人，來使用我們生麗產品。首先要感謝我的

直屬顧問劉彬洋榮譽顧問，細心、耐心的教導和服務，才有今天在
生麗茁壯的我。也要感謝我一群使用者、愛用者及經營的伙伴們，相

知相挺、共同努力，讓我再次圓人生的另一個舞台。

温瑞雲  寶石

2020年3月加入生麗　2020年8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經理

我是林欣儀，來自雲林。很慶幸也很榮幸在花信年華之時
能夠遇見生麗，讓我在皮膚保養這一塊少走很多彎路。原
本額頭上許多的閉鎖粉刺，不管怎麼用粉底蓋住，還是看
的到額頭上的凹凸不平；鼻頭上難纏的黑頭粉刺不管擠了
多少次，依舊頑強，鼻子上的毛孔還變得越來越大。而這

些問題都在遇見生麗後完美的被解決了。非常感謝生麗神
奇速效的保養品，和秀秀顧問的帶領，讓我的皮膚狀況越來

越好，讓我素顏出門也不怕。也邀請各位夥伴，讓我們在生麗
這麼優質的事業平台上，發光發熱，蛻變自己的人生。

林欣儀  寶石

2019年8月加入生麗　2020年12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2019年12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6月榮陞經理　 2021年9月榮陞寶石

我是小高，來自新竹，傳統行業是自營服飾店。因先前工作
關係必須上妝，化了近20年的妝，導致皮膚蠟黃、暗沉，
再來最重要的防曬也沒做好，皮膚的細紋、皺紋也更加重
了，這些問題讓人看起來就老態，沒想到因為一套神奇的
美容保養品，短短幾個月改善了我臉上所有的問題肌膚，
這套產品用在臉上會說話，在這短時間也吸引了我很多顧
客跟我一起使用。感謝生麗研發了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
及保健營養食品，感謝引領人郭謙顧問，更感謝一群可愛優秀
的夥伴相知與相挺，讓我們一起在生麗圓人生的夢想，也謝謝自
己做了正確的選擇，在一個行善且充滿愛的企業，成長茁壯。

高淑卿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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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加入生麗　2019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8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鄧巧甄  寶石
我是巧甄，來自中壢，我也是外籍新娘，出生地是湖南。感謝朋

友介紹嫁來台灣這塊寶地，讓我跟生麗結緣，讓愛漂亮的我透
過上缐美女的介紹，認識生麗這麼好的產品，讓愛漂亮的我變
美麗，更讓我慶幸的是讓我認識了姿色顧問和槿樺顧問，透過
她們細心、耐心的照顧，我的敏感肌改善了，問題性皮膚變好

了，讓我變得更自信了。感謝生麗國際集團研發了這套神奇又速
效的產品，讓我想要一直堅持使用。我還想要在生麗賺大錢，我

也相信一定會實現我的夢想，感謝姿色顧問團隊，感謝生麗公司。

我是麗妙，來自中壢區，從事美容美髮工作。因為高中唸美容
科，從15歲就開始用保養品，但是隨著歲月的增長、地心引
力的作用，所有的肌膚問題，鬆弛、暗沉、老化、斑點、黑
眼圈、眼袋，都顯現在臉上，感謝我的上線李紅玉推薦劉彬洋
榮顧，來介紹生麗保養品，透過劉彬洋榮顧的循循善誘與細心
照顧，讓我在短時間內改善所有肌膚問題，覺得生麗的產品很
好，對產品很有信心，強力推薦給我的客戶，真誠分享，很快就
有很多人跟著我一起使用產品。感恩公司研發這麼棒的保養品，可
以幫助別人找回自信，也能逆轉人生。

陳麗妙  寶石

2018年11月加入生麗　2018年12月榮陞主任   2019年3月榮陞經理   2021年10月榮陞寶石

我是阮虹鸞，來自越南，原先是美容業的老闆。感謝生
麗公司研發這套全方位有效保養品及保健營養食品，
讓我原先肌膚暗沉、蠟黃的問題可以被解決。當初因
為朋友使用，因此開始使用，看到效果非常好，從消
費者很快轉為經營者。感謝生麗國際提供完整線上跟線
下教育訓練課程，讓我可以充分利用零散時間進行學
習，上線顧問非常細心與耐心的指導。也讓我能在短期內
學會產品、制度與服務細節。感恩生麗提供這個舞台，感恩
生麗的有效產品，讓大家不畏疫情，我有信心持續在這個生麗
這個平台，能邁向成功，更上一層樓。

阮虹鸞  寶石

2019年10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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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宣  寶石

朱阿娩  寶石
我來自宜蘭，是一名家庭主婦。感謝姿色顧問

與涼琴顧問的熱心帶領讓我認識生麗保養品，
之前因為皮膚黑斑、暗沉、蠟黃、毛孔粗大、試

過各種方法打斑、雷射、做臉都沒有改善，直到使
用了生麗，我的暗沉、黑斑，蠟黃毛孔粗大都得到很

好的改善，讓我恢復年輕時的光澤美麗。更要感謝公司
研發這套有效的保養品與創造這個事業平台，讓我可以擦
的漂亮又可以賺錢，藉著分享與推廣讓更多人變漂亮，也讓
我在生麗圓夢！來自宜蘭，感謝姿色顧問與涼琴顧問的熱心帶領
讓我認識生麗保養品，之前因為皮膚黑斑、暗沉、蠟黃、毛孔粗大、
試過各種方法打斑、雷射、做臉都沒有改善，直到使用了生麗，我的暗沉、黑
斑，蠟黃毛孔粗大都得到很好的改善，讓我恢復年輕時的光澤美麗。更要感

謝公司研發這套有效的保養品與創造這個事業平台，讓我可以擦的漂亮又
可以賺錢，藉著分享與推廣讓更多人變漂亮，也讓我在生麗圓夢！

我是子宣，來自宜蘭。感謝公司研發這一套神奇
又有效的保養品，改善了我的問題肌膚，多年來臉
上的斑點、皺紋一直不離不棄的跟緊了我，外表看
起來比我實際的年齡多了好幾十歲，出門各個比我年
紀大的都叫我阿姨，上班或聚餐都一定要上妝或上素

顏霜，直到我遇見的生麗。感謝我的推薦人游玉玲顧
問，讓我認識生麗，不辭辛勞 ，一遍又一遍細心、耐心

的教導，再三的叮嚀與提醒，手法要正確、用量要足夠
喔！手法要輕、勤補6A、6A有6種功能防曬、隔離、保濕、

美白、抗氧化、抗老化！肌膚的狀況一天比一天的進步，臉上的
斑斑、點點、細紋、下垂，都改善了，也進而了解公司的產品與制度，

在這學習專業與成長，真的只要有夢想，公司的大愛教育課程、簡單的話重複
說，簡單的事重複做，只要把黃金店面（臉）照顧得好，吸引重於說服，

產品效果在臉上，有了產品的吸引與加持，一定可以在生麗圓夢，更
感謝公司讓我找回美麗與自信！之後的日子裡，我一定會認真的

分享，讓更多想要跟我一樣，擁有美麗自信與財富！

2018年3月加入生麗　2018年9月榮陞主任
2019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5月榮陞寶石

2019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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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稚榆，來自蘆洲。經由媽媽的推薦加人了生麗，現
在疫情再起，各行各業都受影響，把危機當轉機，解
決目前通膨萬物齊漲，補貼家用斜槓人生，選擇愛用
的產品，開口分享，輕鬆就能成為創業家，選擇生麗
用一樣的時間，會有別於一般傳統的成就。感恩公司還
有輔導協助我的專業上線顧問們，耐心的傳承他們的經
驗，加上運用團隊獨家SOP，讓我的組織也快速擁有追隨
者，藉助專業老師輔導就業，打出全省輕醫美通路 ，我們想幫
助更多人在生麗成功。好產品值得推薦 ，好公司更值得依靠 。

2018年6月加入生麗　2020年3月榮陞主任　2020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莫如佳  寶石
我是如佳，來自台中，傳統行業在黃昏市埸賣雞肉。每天早上都要

很早起來工作，多年時間下來，造成臉部皮膚異常斑斑點點問題
出現，我是很愛漂亮的女生，又愛賺錢，又愛和朋友分享。我
常去醫美診所買療程做臉，錢花了卻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效果，
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我的貴人與生麗結緣，在短短幾個月時
間，改善了我臉上所有的問題肌膚，讓我變得更美，更有自

信。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全方位的保養品，感恩我的輔
導上線黃暁容顧問，一路上的細心、耐心對我的引領，更感謝一

路上信任與相挺的優秀夥伴們。今後的我會更努力分享我們這套產
品，讓我周邊愛漂亮的女生，都能加入我們這行列，找回自信，一起

凍齡、逆齡，實現人生的夢想。

王稚榆  寶石

2017年4月加入生麗　2020年5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偶然的機會經過好友柔慧顧問、銘珈顧問推薦這一套生
麗國際專業美容保養品，讓我改變臉上蠟黃、暗沉、
斑點、下垂等所有問題肌膚。現在不用為了保養品傷
透腦筋，素顏很自信即可出門。感謝徐顧問、黃執行
長、小麗研發這一套神奇有速效保養品以及保健營養食
品；也讓我吃的健康，讓我感到保養品以及保健營養食
品的效果。感恩生麗給我變漂亮、有自信、變健康，跟
著生麗走，什麼都會有！

黃月霞  寶石

2019年3月加入生麗    2019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2月榮陞寶石

37
ShengLih



萬鳳梅  寶石
我是曉梅，在天母開一家傳統美容店。感謝公司研發這套

神奇有效的保養品，改善我傳統美容處理不了的斑點、
暗沉、蠟黃的肌膚問題。產品效果好口耳相傳，我也
介紹了好多店裡的客人使用產品，幫助我的客人改善
他們的問題肌膚，也成為了互相的貴人，真的很感謝
公司有這麼優質的產品，一系列易學易懂的教育課

程，讓我學習。在生麗這個平台中，讓我找回了對美
容的信心，為自己也為更多愛美的人，繼續圓一個愛美

的夢，甚至創造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美容事業，去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們。更要感謝我的美容老師黃瑞容顧問，用

心、耐心的照顧我的夥伴，我相信在生麗堅持，一定會邁向
成功之路，朝自己的目標努力完成夢想，繼續加油！

2017年8月加入生麗　2017年10月榮陞主任
2018年2月榮陞經理　2021年7月榮陞寶石

2018年9月加入生麗　2019年2月榮陞主任
2019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4月榮陞寶石

我是素鳳，來自板橋。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
效的保養品，讓愛美的女生不用再為了遮蓋臉上的
瑕疵，一層層的上粉底液，BB霜，蜜粉，腮紅等化妝
品來掩飾了。感謝李之緹顧問細心、耐心的教導，讓我
更加成長。以前都是買百貨專櫃的保養品，但再怎麼使用都
沒能改善我臉上的肌膚問題，都只是擦安心的，直到接觸到生麗
保養品，使用後不但改善我的痘疤、斑點、黑眼圈、膚色不均，
還讓我整個皮膚變得更亮、更緊緻拉提，以前沒有上粉不敢出
門，現在皮膚變好了，可以不用上粉就能大方的素顔出門了。身
邊親友見證了生麗保養品的神奇又速效，也一一的來說要使用，
看見他們變漂亮後來分享喜悅，真的很開心，生麗保養品真的可
以讓我們用了一生都變得很美麗。

吳素鳳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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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鄭秀敏  寶石
我是秀敏，來自淡水。感謝公司研發這組神

奇又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讓我的臉重回
裸妝的自信。讓我擺脫了將近10年靠粉上妝的
日子，改變了我蠟黃又鬆垮的臉。更感謝一路
提攜我的銀珠顧問、宛廷顧問，感謝妳們的用
心輔導與鼓勵，讓我在生麗事業中成長。最後感
謝我一群相知相挺的優秀夥伴，才能成就今日的

我。謝謝生麗，我相信在這裡大家一定會變的更美
麗，同時擁有美貌和財富。

我是陳志豪，來自台北，傳統行業是一個水電技工。感謝
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的專業美容保養品，改善了我老婆
黃詩茜鑽石多年來的問題肌膚、蠟黃、暗沉、黑斑等，讓
我自己也變得更帥氣，同時也要感謝引領我們夫妻進入
生麗公司的貴人陳翊瑄顧問，由於他的細心、耐心、用
心的指導，讓我快速成長。更要感謝我一群優秀的夥伴
們，一路相知與相挺，讓我們在生麗的大家庭裡，攜

手共同築夢、實現夢想。讓我們一起加油，幫助
更多的夥伴一起邁向成功之路。

葉瑞嬌  寶石
我是葉瑞嬌，來自新竹湖口。感謝公司研發這套神奇又速

效的保養品和保健營養食品，讓我吃得健康擦的漂亮，原
本鬆弛、暗沉、蠟黃的肌膚在短短的一至兩個月就得到非常
好的改善，以及這麼易懂好複製的事業平台，讓我能輕鬆的
學習與成長。最要感謝的是我的貴人也是我的引領人敏雯顧
問，他不厭其煩的教導我、鼓勵我，我才有機會成為生麗人，
組織才能順利發展，還要感謝的是我們的美君榮譽顧問，這

麼優秀的團隊，他們細心、耐心的指導我，教導我他們的
專業知識，再次感謝生麗公司提供我們這麼棒的零距

離事業平台。

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陳志豪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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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渼娟  寶石

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楊琇媚  寶石
我是楊琇媚，來自高雄。從排斥傳直銷到接受，讓我身

邊的朋友們感到不可思議，生麗是我的第一次，生麗的
效果讓我驚訝不已。歲月在我臉上留下了無情的痕跡，

從20歲便靠粉過日子了，沒妝容不出門，隨著臉上的斑
越來越多，法令紋越來越深，大眼妹變小眼姨，粉蓋不住

我的老態容顏，本身有蟹足腫體質，所以侵入性的醫美對
我來說是沒辦法的，但我找不到可以讓我改善的保養品，
那時的我不求逆齡只想改善，直到一年前我遇到生麗，它不
止改善了所有的問題皮膚，還讓我逆齡！抱持相信生麗，我開
始了解生麗制度，果然跟產品一樣讓人驚呆了！在現今大環境
不佳的情況下，擔心孩子的未來成了我最憂心的事，我的開始沒有

贏在起跑點，所以生麗的傳承制讓我決定已45歲的我，我不再只是做
一份工作我要重新選擇一份事業！唯有事業才能傳承給孩子！所以我讓自己努

力到了寶石，再努力三階我就是顧問啦！有了傳承事業給孩子！努力的
我！只要顧問後我當然就有百萬名車了...真的很感謝生麗照顧了我的

臉，未來我等待送百萬名車給我，而我傳承事業給孩子。

我是陳渼娟，來自桃園龜山，長期在室內工作與戶外
活動下，皮膚一直都是乾燥、有斑的，加上年紀漸漸

增長，許多的細紋、法令紋也一一出現，雖然有使用
保養品，似乎沒有什麼幫助，本想這是無法改變的正
常老化，直到接觸生麗保養品，它讓我原本暗沉的肌
膚很快的改善了，細紋漸漸不見痕跡、法令紋變淺
了、斑也漸漸淡化了，現在臉上皮膚紅潤有光澤，整

個健康了。感謝公司研發這麼神奇有效的保養品及保
健食品，感謝朱素嬅、陳詠澐上線顧問，因您們的耐

心、細心的照顧，皮膚狀況才能改變與維持。感謝我一
群優秀的夥伴，讓大家一起來讓自己變美、變健康。

2020年5月加入生麗　2020年11月榮陞主任
2021年 1月榮陞經理　2021年4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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