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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美玉，來自桃園，感恩生麗公司研發了這套神奇又速效
的專業美容保養品；以及足量足效改善我體質的保健營養食
品，讓我擦得漂亮吃的健康。感謝我的女兒世鳳的引薦，讓
我接觸到生麗保養品，改善了我肌膚老化、斑點、皺紋、還
有黑眼圈的問題，讓我在短短的時間就變得年輕漂亮，甚至
回到家鄉和同年齡的親友相比較起來我年輕許多，也因為女
兒的引領，我開始來生麗學習專業，全力以赴協助夥伴。也
要感謝我的上線顧問羅芸卉顧問細心、耐心的教導和提攜，
也要感謝張美君榮顧以及所有顧問群們的指點，才有快速成
長的我，更要感謝我ㄧ群優秀夥伴們的相知與相挺，因為生
麗公司經營的文化理念「感恩、誠信、服務」，讓每一位夥
伴，除了可以讓自己擦得漂亮吃的健康，還可以在生麗成就
自己的夢想，我愛生麗！

2018年7月加入生麗   2019年1月榮陞主任   2020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11月榮陞寶石

顧尤美玉  寶石

我是淑芬(Sandy)，一開始接觸生麗這套產品是因為我的好
姊妹心瑜鑽石，不知怎麼越變越美，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
問之下才知道她換了一套保養品，就是生麗。女人都是愛美
的，存著反正都要保養只是換一套品養品的觀念，開始使用
生麗，使用了2個月以後，真的發現肌膚愈來愈細緻了，連
老公都忍不住的偷偷使用，所以我個人對生麗這套產品是非
常的滿意。而且生麗公司還會安排非常完善的課程，讓我對
這套產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信心，生麗是一套完善安全的產
品，而生麗公司是一間善良有制度又大氣的公司，有非常棒
的獎金制度，不但能讓人變美，還能賺錢，這麼棒的產品一
定要認真的跟週邊的好朋友、家人分享才行，願我週邊的人
都能變美美賺大錢。

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賴淑芬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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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屏東、從小就非常愛美，從事人力仲介至今已有
20年了，因為愛美的我臉上卻長了許多斑斑點點、也因
為臉上的斑點才與生麗結緣，一開始買了一套保養品再
加上大美白，當我使用產品約二十天左右，發現臉上的
斑點就開始淡化，讓我更加的好奇這是什麼樣的保養
品，為什麼會如此的速效與神奇，臉上的斑斑點點已經
困擾我20幾年了，而這套專業美容保養品我只使用二十
天左右的時間，就在我臉上起了變化，進而讓自己認真
去了解產品與制度，後來進入公司上NDO的課程，對公
司產品更加了解，也因為喜歡上線顧問們及上線們組織
的溫度及溫馨的氛圍，才在111年5月簽了專業並告訴自
已要透過學習讓自己成為專家，必須要把自己的基本功
練得更紮實，以及學習如何帶組織團隊，這才發現生麗
傳銷產業賣得不止是產品，更多的是生麗公司傳承下來
的文化：感恩、誠信、愛與關懷。

再來值得讚賞的是生麗公司的獎金倍增制度，任何產業
都是傳直銷模式，只是有沒有透明化與公正化，和生麗
公司是合法經營且全產品有SGS認證，跟著生麗公司我
很安心。生麗絕對是大家的依靠，讓我們一起實現時間
自由，財富自由的幸福富麗人生！

2021年12月加入生麗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林寶玟  寶石

我的傳統行業在新竹科學園區，因看到同事使用生麗產
品，皮膚變的透亮細緻，讓我非常心動，所以經由介紹
買了一套使用，本身是混合敏感肌膚，竟然可以在短短
半年時間大幅改善我10幾年的暗沉、蠟黃、毛孔粗大的
肌膚問題！

生麗公司的專業美容保養品不僅效果好，生麗憶起美團
隊的服務更是沒話說，這是我以前使用各大專櫃品牌都
看不到的，也因為自己皮膚變漂亮後，吸引身邊的家
人、朋友也一起使用，很訝異自己只是單純換一套保養
品，還可以擁有一份美的斜槓事業，從外行變專業，這
麼優質的保養品一定要繼續分享！

2018年7月加入生麗  2018年12月榮陞主任
2019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2月榮陞寶石

鍾艾倫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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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來自新北市土城的陳春美，感恩生麗集
團推出神奇的專業美容保養品，和足量足效
的保健營養食品，更棒的是有首屈一指的制
度，幫助無數的人，創造事業第二春，五子
登科翻轉人生，實現年薪千萬的夢想。

2006年12月加入生麗  2023年2月榮陞寶石

陳春美  寶石

從小過敏的我，不敢輕易嘗試，更不喜歡瓶瓶罐罐及擦上粉底後的整
臉黏膩，但敏弱肌隨著歲月呈現了蠟黃暗沉、膚色不均、毛孔粗大，
直到好姐妹熱情地分享一套不需要換膚、雷射、脈衝光、電波拉皮、
免動刀、免打斑、天然安全又有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讓我找回健康
肌膚！完全符合懶人的我，可以零粉底的素顏啊！感謝生麗國際研發
這套神奇又速效的保養品，因為上線貴人的鼓勵而加入專業行列，跟
著公司安排的一系列課程，學習更多的產品資訊及行銷技巧，願將自
己所學，協助更多的人能使用到優質產品及享受高品質的服務。

2020年7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2月榮陞寶石

葉芳秀  寶石

首先我要感謝生麗公司研發了這一套專業美容保養品，改善了我
的問題肌膚，粉刺、痘痘、斑點、毛孔粗大、蠟黃、敏感肌膚問
題都一一改善，我尋尋覓覓好久，終於在因緣際會下，改變了我
的容貌，現在的我，走在路上，也能引起別人的注目眼光。我非
常感謝雲娥顧問，對我耐心細心的指導，讓我在平平淡淡的生活
中，有能力去圓我的人生夢想，感謝生麗這麼好的教育平台，可
以透過我的努力及能力，逐夢踏實。一路上有夥伴們的激勵與鼓
勵，讓我可以看得更高、更遠，可以在事業上走得更輕鬆，學到
更多的專業知識，我要相信，堅持～可以讓我美麗成長。

2017年8月加入生麗  2017年10月榮陞主任  2018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陳碧珠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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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妤來自龍潭，本身是一名護理師，在醫院工作已滿29年，首先在
此先感謝我的引領貴人林心儀，帶我進入生麗這個溫暖幸福快樂的
環境。潔妤年輕的時候因為在醫院輪三班，醫院又希望我們化淡
妝，長期下來導致皮膚老化、蠟黃、下垂、斑斑點點、皺紋、法令
紋，所有的問題肌膚都慢慢出現，潔妤也曾尋尋覓覓許多所謂有效
的保養品、打過脈衝光，但都不見改善，只能靠BB霜、抹粉，粉越
擦越厚，到了冬天就浮粉，夏天就土石流等窘境，非常困擾！

很幸運的，在一次逛街時看到老闆娘的皮膚怎麼那麼乾淨、沒任何
的斑斑點點，晶瑩剔透，緊緻拉提，這不就是潔妤一直夢寐以求的
肌膚嗎？主動詢問老闆娘，於是很幸運的接觸到「生麗」這套神奇
又有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這一路使用到現在，我一直是一位死忠
的愛用者，皮膚也變健康變好了，連老公都覺得我凍齡了，變美
了！真是開心！

現在54歲，屆臨退休，看著許多顧問們的改變成長，買車、買房，
過著幸福快樂美滿的生活，讓我驚覺害怕自己的老年生活怎麼過
呢？不禁讓我也想在生麗能過上好日子，於是前年就跟公司簽專
業，有課必上，現在也有一些夥伴，我要帶著我可愛的夥伴們一起
努力加油，一起在生麗成功，翻轉人生，讓家人過開心幸福的生
活，現在的我將從醫院離職專心做生麗，我一定要成功。

2013年8月加入生麗  2023年2月榮陞寶石

董潔妤  寶石

我是泰玲，來自嘉義市，是印尼華僑，因緣巧合遇到了我的老師
黃怡瑄老師，因為她使用生麗保養品之後皮膚變得很漂亮，那時
候我考慮了一年，才跟著使用生麗保養品，看到老師的皮膚每天
白皙透亮，很心動，選擇相信生麗保養品真的很棒，開始使用。
使用之後發現我臉上的問題斑點、暗沉蠟黃、粉刺都改善了，皮
膚也更亮白，身旁的朋友看到我的皮膚改善很多、變漂亮，也跟
著我一起使用，每一個都用的很漂亮。

使用一段時間才發現不但自己可以擁有漂亮肌膚，也可以多一個
被動收入，現在的我認真分享，也學習了許多專業知識，發現我
在生麗可以一直吸收新的資訊，真的非常感恩公司研發那麼棒的
產品以及制度有那麼高的福利給我們大家，真的跟著生麗走什麼
都會有，我已經感受到了。真的感恩謙謙顧問、黃怡瑄老師和佩
芳老師的照顧及幫助。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主任  2021年1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謝泰玲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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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年33歲，畢業於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目前在香港迪士尼
樂園從事表演工作。自從109年10月初，我爸爸林志誠接受生麗公
司會員陳芳雪的邀約推薦，在張美君榮顧及何錦緞顧問的鼓勵之
下，加入生麗國際事業團隊，開始經營生麗，感謝陳芳雪的推薦，
感謝各位顧問群的輔導，感謝公司完整的教育培訓系統，很快就晉
升經理，並加入專業的行列，也感謝我們一群優秀的伙伴相知與相
挺，於去年底晉升寶石。

生麗公司的專業美容保養品，可以讓一位滿臉皺紋、坑洞、斑點、
瘜肉、黑痣的醜女人或醜男人，快速變美女或帥哥，逆齡10-20
歲。生麗的保健營養食品，可以幫助調整體質、健康維持。要經營
生麗事業，一定要徹底了解公司背景、產品成分、功效、制度分
析、教育培訓課程內容、蒐集產品見證、成功者經驗分享。要在生
麗得到健康、美麗，晉升到高聘，一定要達成目標！確實使用專業
美容保養品，食用保健營養食品，產生經驗和效果，盡情喜悅分
享，同時一定要要跟著公司的教育培訓系統學習成長，每課必到、
每到必會，以身作則帶領著下線一起學習，陪伴著下線一起分享健
康美麗事業，設定目標、全力以赴、邁向顛峰！

2020年9月加入生麗  2020年1月榮陞主任  2021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林彧如  寶石

我是淑珍，來自高雄。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
的專業美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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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人黃秀勉寶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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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你們的細心耐心的陪伴與教導，讓我學習
複製，幫助夥伴們變漂亮。生麗公司充滿正能量，
在這裡可以認識很多朋友，都會互相幫忙協助成
交，我相信只要不離不棄堅持到底，大家一定能上
顧問！

謝淑珍  寶石

2020年7月加入生麗  2021年3月榮陞主任
2021年8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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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麗琪，來自宜蘭，首先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一套有效的保養
品，改善我的孕斑、蠟黃、鬆弛的肌膚，更讓我擁有年輕10~15歲
的臉蛋！且讓我增加一份保養品事業，更要感謝引領我加入生麗這
份具有趨勢性的專業美容保養品事業：我的貴人翊瑄榮譽顧問及我
的先生宗裕顧問，感謝他們一心一意，手把手的帶領著我，從無到
有的倍增組織及收入。讓麗琪從一個直銷小白、一個公務員上班族
的生活，變得更豐富更有遠見，更要感謝一路支持我、對我相知信
任的夥伴們，讓麗琪才能有今天日漸茁壯的組織，我要一直幫助更
多的人肌膚變健康，讓大家擁有倍增收入的事業。

2016年10月加入生麗  2017年2月榮陞主任  2017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陳麗琪  寶石

感恩生麗公司研發了一套神奇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和優質的
保健營養食品，還有創立了業界首屈一指的制度，讓平凡的我
也有機會變得不平凡。很開心在宜榛顧問全力協助和夥伴們的
支持下，完成了我的短期目標-寶石，我會持續在生麗努力奮
鬥，學習更多專業知識，幫助更多人變漂亮、變健康，成為別
人生命中的貴人，除了讓自己可以早點退休，不再為錢煩惱，
也可以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2021年8月加入生麗  2022年3月榮陞主任  2022年5月榮陞經理  2022年12月榮陞寶石

王麗  寶石

從事外商的金融業二十年，常需要與不同時區的各國同事線上會
議，明顯感到肌膚的變化，毛孔粗大、魚尾紋增生等肌膚問題產
生，還好遇見生麗這套專業美容保養品，從清潔開始，專心使用
一套產品，讓以往沒有保養經驗的我，也能輕鬆上手，重點是看
得到效果與改變，漸漸地分享了許多親朋好友、同事們一起來使
用生麗國際的優質產品，創造被動收入。

2021年11月加入生麗  2022年1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2月榮陞寶石

王瑞麟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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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林坊諭，來自宜蘭。三年前巧遇到的機緣，我接觸到生麗
後，讓我對於美容保養品這部份有了新的認知，原來的我覺得還
很年輕，不須要花太多心思在臉上，試用過生麗的產品後，才知
道用擦的一套保養品就可以讓我臉上的肌膚變得緊緻Q彈、可以
一直維持年輕的肌膚，讓我一直年輕美麗。

今年我將晉升生麗國際的寶石經理聘級，真的很開心，也很感
恩，生麗公司除了生產可以讓人身體健康，及變美、變年輕的佛
心產品外，它的升聘及獎金制度也是業界最好的，真是太感恩徐
顧問及執行長給予的這一切了。也感恩我的上線子宣老師的引
領，讓我可以擁有這一切。我是生麗人，我還有夢，希望協助更
多朋友認識生麗、加入生麗，一起打造真正屬於自己的未來。

2019年11月加入生麗  2022年2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林坊諭  寶石

陳絮旎  寶石
我是絮旎，來自彰化員林，是一名運動、舞蹈老師。長期、頻繁
的表演活動及比賽濃妝的結果，讓一向自豪膚況天生麗質的我，
卻有一天猛然感受到皮膚土石流、瞬間崩塌的威力，突然之間魚
尾紋、法令紋、眼袋、皮膚下垂、黯黑無光、各種斑點浮出，各
種肌膚問題都跑出來，無論再怎麼保養，且換了各式各樣的保養
品，怎麼擦都沒有效果，也不想走打雷射的回頭路，於是花越多
錢，皮膚卻越用越糟糕！臉不美麗心情也不美麗，情緒低落，生
活品質大大的降低，這時之前一位學生回來報名上課，就是我們
美麗的錦華顧問，一陣子不見驚訝於她好膚質的轉變，大家私下
議論紛紛，覺得她一定是去整形，她很歡喜地跟我們分享生麗公
司的產品；雖然我周遭有許多朋友及學生均從事傳直銷行業，自
己也以為能夠非常包容這樣的趨勢，但是沒想到還是從潛意識裡
且打從心裡排斥直銷。就這樣在外面亂買亂用各種無效產品兩年

後，有一天我頓悟了：我讓這麼多無效、劣質的產品給了我皮膚接觸的機會，讓它受了這麼多苦，而我
為什麼不給我的皮膚一個機會：一個讓它變健康變美麗的機會呢？而且我已經觀察錦華的皮膚兩年了，
她更美麗更漂亮！於是我主動找錦華說：來吧，拿一套產品來給我用吧！

現在的我，完全擺脫粉飾的日子，旁人猜不出我的年紀，還以為跟女兒同齡，在此除了感謝我愛漂亮的
上線錦華顧問外，更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專業美容保養品，除了讓我重拾健康與美麗外，也吸引一群
優秀的夥伴加入，也感謝我優秀的上線顧問群，耐心、細心、無私、有愛的教導！感謝我們的團隊，因
為有你們相知相挺才有今天的我，有你們真好！愛你們唷！讓我們本著初心，幫助更多的人，繼續愛自
己！愛生麗！生活美麗！就是勝利！

2017年11月加入生麗  2018年8月榮陞主任  2019年2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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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在109年12月底使用生麗的保養品，改善我多年蠟黃暗沉的
皮膚以及斑點。一開始的想法也只想當個消費者，因為之前有加入
別家的直銷而有不好的經驗，所以在心裡不太願意讓別人知道我在
用直銷的產品。但效果在臉上明顯改善，而讓我的想法改變，因此
就開啟了分享的念頭，和我的同事以及客戶分享，也得到了他們的
認同，因此和我一起來使用這一套神奇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我的引領人何麗雯顧問以及許淑靜顧問，平日對
我細心、耐心的教導，才讓我在111年開始想要真正來經營生麗這
個事業。去年雖然我還未成為專業傳銷商，但公司有課我必上，甚
至跟著公司去做行善之事，我喜歡這樣的公司文化，很開心自己能
遇到靠一套保養品可以讓自己逆齡、凍齡，做事業時還可以行善布
施！希望未來我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強大！讓我和夥伴都可以在這邊
擁有自己的富麗人生。 

2020年12月加入生麗  2021年6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姬寶淇  寶石

我是詹阿滿，來自台中。我本身很愛漂亮，經由
貴人的引薦，讓我與生麗結緣，感恩生麗公司研
發這套神奇又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以及保健營
養食品，非常感謝彩霞、廷昌兩位顧問細心、又
有耐心的指導，讓我既擁有漂亮的皮膚又調整好
體質。我自己的體驗證實了生麗公司產品的美
好，所以把產品介紹給媳婦使用，我媳婦之前滿
臉黑斑，經使用２個多月，黑斑幾乎漸漸淡化，
所以我介紹更多朋友使用。

回想三年前我到某一家美容院，今年112年2月14
日又去了那家美容院，裡面的人見到我非常驚
訝，說三年前的臉跟現在的臉完全不一樣，現在
更年輕更漂亮，是不是有去做美容？我說沒有，
我只擦生麗的保養品而已。她對這個保養品感到
神奇又非常讚賞，她想試看看。無形中又增加了
一位夥伴來改變漂亮。

2021年8月加入生麗  2021年9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詹阿滿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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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傳統小吃店的老闆娘，感謝生麗國際集團研發這套全方
位神奇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我在42歲時皮膚出現細紋、
黑眼圈、斑斑點點、毛孔粗大、T字型油性等等問題所困擾，
一直無法改善，在朋友一直強力推薦使用生麗產品，我抱著
一絲希望試試看，結果在我的肌膚奇蹟出現了，臉上的皮膚
一天天的進步，困擾我許久的細紋斑點、毛孔粗大的問題都
得到改善了，使用至今已經16年了，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鍾
臨榮顧細心的照顧和指導，現在我的皮膚更好更有自信了，
也吸引更多同樣有皮膚問題困擾的夥伴們加入使用生麗產
品，非常感謝鍾臨榮顧及吳金城寶石的照顧與指導。

2007年11月加入生麗  2023年2月榮陞寶石

許金蓮  寶石

我是傅麗玉，來自新莊，傳統行業是服飾店，感謝引領我進入生麗的
貴人淑賢經理，以及輔導上線顧問彥伶，由於顧問的細心和耐心的帶
領下，讓我了解產品，換了一套保養品而且還能賺錢，本來就對傳銷
事業了解的不多，由於彥伶顧問的用心，讓我看懂了商機，在生麗這
個平台上了解更多，不但獎金優渥，這是別家所沒有的，只要用心學
習專業，可以快速成長，在這裡改變，實現我人生目標與夢想。

2020年3月加入生麗  2020年5月榮陞主任  2021年3月榮陞經理  2023年1月榮陞寶石

傅麗玉  寶石

我是林瑞英，來自中壢，我的傳統是經營兩間寢居用品店面，從早
到晚的顧店，十幾年如一日的生活，近些年綱路購物對我們這樣的
傳統店面影響非常大，因為貴人美人顧問的分享讓我與生麗結緣，
讓我有了另外一份收入！特別感謝我們生麗公司領航人徐顧問研發
了這一系列的專業美容保養品及保健營養食品！讓困擾我多年的斑
改善，身體也變的輕盈，生麗公司業界手屈一指的制度也讓我更有
底氣分享給更多的夥伴，一起來經營這份美的事業，感謝美人顧問
不離不棄仔細教導，我一定要在生麗早日晉升顧問！

2017年10月加入生麗  2018年2月榮陞主任  2018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林瑞英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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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淑芬，來自台中。因為愛漂亮愛上生麗，感謝我的貴人琍
華鑽石，她是我和老公的美髮設計師，有天看到她的臉紅紅
的，以為是過敏，她說她目前用了一套神奇速效的保養品，當
時也不以為意，經過一個月再見到她，天阿～皮膚怎麼變得那
麼好？產生了好奇，當然對於產品心動又擔心，因為以往很少
看到用擦的保養品會有那麼神奇的效果，自然是一則喜一則
憂，喜的是終於不用打雷射皮秒去斑了，也不用打玻尿酸去皺
了，對於我這種怕痛怕受傷的心，無非是一種很棒的選擇，怕
的是怕產品的成分不了解，經過使用和見證，真的改善了我的
問題肌膚，身邊的朋友也看到我的轉變很多也跟著一起使用。
希望未來能在生麗越用越美麗之外，也能分享更多同樣也愛美
的朋友，及想要收入倍增的朋友，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享受
這樣的喜悅與美麗～

2018年11月加入生麗  2019年8月榮陞主任  2019年9月榮陞經理  2023年1月榮陞寶石

嚴淑芬  寶石

我是雪瑩，臉上的斑斑點點和大眼袋已經困擾我10幾年了，做
過雷射，用過許多專櫃的保養品都沒辦法改善，在因緣際會之
下很幸運地遇到嘉淩顧問推薦使用生麗保養品，在短短的半年
內改善臉上的斑點、大眼袋、暗沉蠟黃、鬆弛老化，臉部所有
的問題都有明顯的改善，讓我年輕10歲以上，現在素顏就可以
很自信的出門，真的很感謝生麗公司研發這套神奇的專業美容
保養品，真的太有效、太棒了！

因為臉部的改變吸引了我的好友們，跟著我使用生麗這一套的
保養品，也謝謝嘉凌顧問細心、耐心教導，才能到達寶石聘
階，有一份被動式的收入，這是我很意外的驚喜。在傳統行業
開店打拼了30年，有租金和人事費用的壓力，因大環境影響，
生意起起伏伏不穩定，但做生麗事業，不用大筆資金，自己就
是黃金店面走到哪裡做到哪裡，也沒有任何租金和人事費用的
壓力，輕鬆喜樂的分享，幫助別人變漂亮就擁有被動式的收
入，真的是太棒了！加上公司的制度獎金是業界首屈一指，公
司是我們的依靠，讓我們無後顧之憂，很感恩成為生麗一份
子，期待能在生麗翻轉人生，實現時間自由、經濟自由！

2021年2月加入生麗  2021年7月榮陞主任  2021年1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楊雪瑩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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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來自雲林土庫的吳麗玲，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專業美
容保養品與保健營養食品，讓我蠟黃的皮膚、老人斑還有皮膚鬆垮
都改善了，外表更年輕；保健營養食品調整體質又安心。感恩公司
創造這麼優質的事業平台，讓我有好的環境學習專業知識，易學易
懂、好複製。感恩我的貴人李麗娟鑽石的引領，讓我與生麗公司結
緣；感恩我的輔導顧問張宜家顧問、陳燕芳顧問、李麗娟鑽石，由
於你們的細心、耐心的陪伴與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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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互相幫忙協助成交，我
相信大家只要不離不棄堅持到底，大家都一定能上顧問喔！

2019年12月加入生麗  2020年4月榮陞主任  2020年7月榮陞經理  2023年1月榮陞寶石

吳麗玲  寶石

我是二代老闆娘，感謝先生一直以來的誠實上繳薪水，目前
月收入來到7萬。柴米油鹽醬醋茶，沒有夫妻不吵架的，或許
有，但是那非常少數。

因為網路發達，讓我產生危機意識的重要性，我還年輕，應
該要為自己做些什麼，2021年，認識了生麗，生麗LOGO雙
手展開、環繞姿勢，象徵生麗將擁抱未來，生麗讓我敢想、
敢夢，我的夢想是每天優雅美麗的出門，遊山玩水中締結成
交，想花錢就花錢，走到哪賺到哪！

2021年10月加入生麗  2022年1月榮陞主任  2022年3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李淑萍  寶石

感謝生麗集團締造這麼優質的產品，讓我擦的漂亮、年輕
又活力，感恩徐顧問、執行長、小麗讓我們使用這麼好的
產品，擦的漂亮，保健營養食品照顧健康，都一級棒，感
恩上線銀鎮顧問、盈佳鑽石，由於妳們的帶領，讓我有機
會接觸生麗這麼好的產品，也感謝我身邊的夥伴們，一路
上的支持，讓我現在達到寶石階級，公司不斷栽培我們，
讓我們都可以成長茁壯，一步一脚印，我會努力達成我的
成就，買房買車，再次的謝謝生麗集團給我彩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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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榮陞寶石

鍾瑞英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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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芯，來自台中，是紋繡師，曾經也是大品牌的化妝品專
櫃小姐。經朋友介紹使用了生麗保養品，改善了我臉上多年的
斑點、暗沉及蠟黃的問題。我只是簡單相信，而把我的這份喜
悅分享給身邊的朋友，而這套神奇又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品，
除了帶給我身邊的人變漂亮，也讓我增加了不少收入，讓我決
定在生麗國際集團開啟我的斜槓人生。

感謝我的顧問群們以及我的夥伴們，因爲有你們的相知相挺，
讓我看懂這份美的事業，才有今天的我。公司的福利及制度這
麼棒，相信跟著生麗走，有了健康與美麗，同時在這買車買房
不是夢，我的目標是升顧問，相信很快的就能達到時間財富都
自由。我會努力堅持下去，帶給更多人美麗與健康。

簡棠芯  寶石

2021年3月加入生麗
2021年4月榮陞主任
2021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我的傳統行業是美容師，做了20幾年的傳統美容，我是傳直銷
的素人，曾經也很排斥直銷，我的貴人玉真鑽石一直推薦生麗
很久，應該有一年了吧，當時看到我的客人有斑的問題，我也
沒有辦法處理，也不想叫他去打雷射，當時想到請我的貴人，
請她拿了一套給我的客人用，隔了一個禮拜，又介紹了另外一
個客人用，在短短的時間我介紹了三個客人用，可是我自己都
還沒有用，後來我想想萬一客人問了使用時的效果，我沒有用
也不知道。後來參加芷同顧問的一個餐會，看大家怎麼皮膚都
這麼漂亮，才認真的想開始了解，之後開始認真的使用，才三
個月我的皮膚就很有感覺有改善，後來剛好碰到疫情客人都不
敢來，就這樣休息了一段時間。

之後我認真思考我的未來，傳統行業就是這麼現實，客人不來
就沒有收入，後來認真想想，看了公司的制度很吸引人。我想
產品沒有問題，公司也沒有問題，若是再有問題就是我的問
題。所以我想給自己一個機會加入公司的大團隊，成為生麗的
家人。慢慢了解才知道，公司是有愛的、有未來有前景，所以
我想我的選擇是沒有錯的。雖然我的晉升有點慢，可是我沒有
放棄，我有信心，也感謝公司對我們素人不斷地教育，在上課
中學習成長是我最大的收穫。

官櫻真  寶石

2021年12月加入生麗  2022年6月榮陞主任  2022年9月榮陞經理  2022年11月榮陞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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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秋雲，來自台中，我的傳統行業是水果批發商。我是一個
痘痘肌的人，而且皮膚粗糙蠟黃，因為在Fb看到同學的分享，
直接私訊她詢問，進而對我們生麗產品有興趣，隔天立刻開始
使用，因此改善我的問題肌膚。進公司時看到很多人變很漂
亮，也賺到很多錢，所以我覺得我也可以，目前也已在生麗專
業，全力以赴，邁向成功之路。

2021年11月加入生麗  2022年3月榮陞主任  2022年4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許秋雲  寶石

從上班族生活中並兼顧傳直銷事業，一步一脚印雖辛苦也遇挫
折，但憑著相信挫折就是養份的嘉許，也相信汗水不白流，更相
信上帝眷顧認真的人。加入傳銷耕耘組建組織，能爲己更能帶領
她人創造脱貧致富的機會，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感恩上線
懂得學習與感恩，事業經營不是一天二天，永續經營、累積組
織，後續的成長與收入將是倍增的循環。

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那麽~生麗就是縮短時間線~成功、圓夢
的所在！

2021年11月加入生麗  2021年12月榮陞主任  2022年1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張惠娜  寶石

我是美琳，來自雲林，感恩公司研發這套神奇速效的專業美容保養
品與足量有效保健營養食品，讓我的皮膚變年輕漂亮，吃的健康。
感恩公司創造這麼優質的事業平台，感恩帥氣的執行長帶領我們走
向5G時代，開啟線上線下同步學習的模式，讓大家學習專業知識，
易學易懂好複製。感恩我的輔導上線燕芳顧問、宜家顧問，感恩貴
人 張宜家顧問引領我與生麗公司結緣，有課必上，學習專業照顧好
伙伴的問題皮膚，恢復年輕漂亮。

只要不離不棄，堅持到底，大家一定都能上顧問！

2021年4月加入生麗  2021年4月榮陞主任  2021年6月榮陞經理  2022年10月榮陞寶石

許美琳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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