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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創業的風潮席捲全球，無論是在台灣、中國、印度、北美⋯⋯

越來越多人渴望發展自己的事業。安麗，正能提供這個機會！

在這樣的趨勢下，潛力和競爭並存。我們需要脫穎而出，但更重要的是，

符合你的發展步伐、滿足你的所求。正因為如此，我們一方面盡力提供具競

爭力的事業機會和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另一方面我們著重於招攬並發展未

來的領導人，同時積極研發你和顧客心目中的產品，以期為你們帶來最佳的

體驗。

創業的選擇很多。感謝你踏出正確的一步，選擇安麗。無庸置疑，我們見

證了許多人已藉由安麗事業發揮潛能、實現理想，擁有極佳的成就。而安麗也

同樣會支持和獎勵你的努力，透過你我雙方的合作，你一定能體認到安麗是一

份潛力無限的事業。

你的努力，對我們而言是莫大的鼓舞。謝謝你加入安麗大家庭，更感謝

你所做的一切。

爭取更好成就

3事業機會 BUSINESS 企業家私房話

安麗公司  董事長 史提夫．溫安洛 安麗公司  總裁 德．狄維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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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會 BUSINESS 成功榜

成功榜

金獎章直銷商
Gold ProducersGold Producers

4

直系直銷商
Direct Distributors

王莉錡 許鉅田
台南市／全職、業務主管 推薦人／鍾慈君．徐家鴻

李宗傑
新北市／通訊業 推薦人／簡汝莉

黃弘鈞
台中市／全職 推薦人／曾芷玫

周延
新北市／全職 推薦人／周宏南．林麗芬

曾彩茹 莊孟魁
彰化縣／藥廠業務、全職

推薦人／陳麗金

李申沛
台北市／美容業

推薦人／李家和

簡吟珊
新北市／全職

推薦人／游貴玉．簡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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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獎章直銷商
Gold ProducersGold Producers

李育嬋
台中市／美容顧問

推薦人／葉景婷

劉雅璇
桃園市／國外業務

推薦人／周暐閎

林正豪
新北市／程式設計師

推薦人／傅文二

游立宸
台中市／襪業達人

推薦人／謝佳惠

許麗玲 連陸維
台北市／幼教師、技術員

推薦人／古淑琴．邱玉煌

胡培洋
台北市／醫務社工

推薦人／游承峰

林旂彰
雲林縣／全職

推薦人／施昭燕

劉芳
台南市／電腦繪圖

推薦人／周志朋．潘憶賢

周雅禎

台南市／教師

推薦人／張勝安．許幼芬

張建智
桃園市／研發工程師

推薦人／謝明嘉

陳梅芩 汪郁豐
高雄市／保險業

推薦人／洪千琇

黃湘雯
高雄市／癌症研究助理

推薦人／張錦蘭．黃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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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會 BUSINESS 成功榜6

銀獎章直銷商
Silver Producers

■台北

李虹奭

蔡孟璇

■桃園

簡錦淑 蔡英川

■台中

沈玳玫

陳素芳

黃允璇

■嘉義

汪宥葳

■彰化

李方堯 蘇滋誠

■高雄

李宜勳 戴澤軍

黃俊銘
高雄市／外勞人力資源整合

推薦人／張錦蘭．黃耀德

15%

18%

金獎章直銷商
Gold ProducersGold Producers

■台北

葉婉婷 張結河

汪庭安 陳群

黃文典

■台中

李冠姵 陳正陽

黃柏源

■新竹

傅薈廷 莊棨貿

■高雄

盧柏良 陳淑杏

張順安

張妤慎　

■屏東

許毓芳 王國瑞

■台中

郭淑卿 　　

李美薪　

廖奕凱

■台北

陳玉煣 　　

葉家佑

潘薇如

李昇叡　

羅淑芬

黃翔泰 鍾雨蓉

李詩強　　

張瑋

■桃園

王峻宇

葉郡涵

蔡侑廷

■新竹

許雅淇 張聖譽

林湘婷 黃益南

■苗栗

邱宇均

■彰化

許藍云 張耀仁

■台南

周煒筌　

廖衿慧 許聖哲

陳奕靜

■高雄

李艷萍

陳雪如

劉秀花 馬義茂

吳黃秋美

郭素貞　

謝宛臻

李家蓁

黃雅淑 黃俊弘

潘文忠 洪梅淑

黃譯震

錢智興

陳新源　

戴合立

吳嘉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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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麥拉 EVENTS8

哥
本
哈
根

挪威

2018鑽石精英海外旅遊研討會

法蘭克福

丹麥

德國

哥
本
哈
根

挪威

法蘭克福

蓋倫格

弗洛姆

卑爾根

基爾

哥
本
哈
根

哥
本
哈
根

漢堡

法蘭克福

挪威

丹麥丹麥

德國德國

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

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完整保留中世紀建築。

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

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

歷經18個月不懈努力，成功達標的夥伴在 5月出發前往德國，

搭上珍愛號豪華遊輪航向丹麥與挪威，拜訪壯闊的北歐峽灣，

與仙境般的自然美景，在連連驚嘆聲中歡度這趟難忘的旅程，

也激勵夥伴朝更高的成就前進。

2.5cm

壯闊遊輪行輝煌安麗    周年

壯闊遊輪行輝煌安麗    周年

法蘭克福

漢堡的聖米歇爾教堂是當地主要地標。
漢堡的聖米歇爾教堂是當地主要地標。
漢堡的聖米歇爾教堂是當地主要地標。

暢 國德遊 丹
麥挪威

法蘭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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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夥伴們在哥本哈根的安瑪麗堡宮殿留下歡樂身影。

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男的帥女的美，風景好怎麼拍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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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
之夜之夜
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
之夜
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領導人盛裝出席中華

9

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FUN轉世代專題分享邀請年輕的成功領導人分享事業心得。

水霧中朦朧美的尤斯瀑布。

龐然的珍愛號停靠弗洛姆。

登高俯瞰卑爾根市區。

全球最美觀光火車路線從弗洛姆出發。

忘難 珍愛號

挪豔驚 威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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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霧中朦朧美的尤斯瀑布。水霧中朦朧美的尤斯瀑布。水霧中朦朧美的尤斯瀑布。

龐然的珍愛號停靠弗洛姆。龐然的珍愛號停靠弗洛姆。

登高俯瞰卑爾根市區。登高俯瞰卑爾根市區。

全球最美觀光火車路線從弗洛姆出發。全球最美觀光火車路線從弗洛姆出發。

轉 主題
晚宴華中FUN

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在遊輪上度過最特別的母親節。

造價8000
多萬台幣的
水晶樓梯

造價8000
多萬台幣的
水晶樓梯

造價8000造價8000造價8000
多萬台幣的多萬台幣的多萬台幣的
水晶樓梯水晶樓梯水晶樓梯

造價8000
多萬台幣的
水晶樓梯

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蓋倫格峽灣。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蓋倫格峽灣。一生一定要來一次的蓋倫格峽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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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糖
最好

無糖
三分糖
微糖

半糖
八分糖
少糖

全糖

750cc
(熱量) 0大卡 80大卡 120大卡 180大卡 240大卡

一杯飲料
大約的
方糖量

0顆 4顆 6顆 9顆 12顆

夏天到了，不喝冰涼飲料不夠爽快，不吃冰淇淋對不起自己，甚

至三不五時邀約朋友在咖啡店吹冷氣吃下午茶，本來只想要圖個

清涼，卻無意中吃下許多的熱量。魔鬼藏在細節裡，生活中遠離

甜食陷阱，以免「游泳圈」上身，再來減肥就太辛苦囉！

內容諮詢 / 紐崔萊營養師

小心 !
別踩到夏天的
甜食陷阱

精製糖，少吃！  
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發表指出，針對3萬3千多名美國民眾進

行的研究中發現，每日飲用1瓶含糖飲料的人，會比每個

月飲用1瓶者，肥胖機率高出至少2倍以上。衛福部國民健

康署制定的「甜食」攝取上限，建議每日不宜攝取超過總

熱量的10％。尤其攝取過量的精製糖除了容易肥胖外，更

是造成三高、代謝症候群等慢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夏天大家愛喝的手搖飲料來說，一杯700c.c.珍珠奶茶

就輕易超標，而且無論是含糖手搖飲料或冰涼的罐裝飲

料，添加的都是熱量高又不健康的精製糖水或糖漿，不得

不小心！想要解渴、滿足清涼感，選擇不加糖的現打蔬果

汁或零卡飲料，減少精製糖的攝取，才是較佳選擇。

市售飲料熱量概算

衛福部表示，若每日攝取2,000大卡，添加糖攝取應低於200大卡，以1公

克糖熱量4大卡計算，每日添加糖攝取應低於50公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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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純淨好水最好，

消暑又解渴。

自製新鮮水果冰品，

勝過加工配料。

天然食材冰茶（如：

愛玉）取代珍珠奶

茶。

與好友分享一份冰

品，減少熱量攝取。

補充腰豆與黃豆萃取

菁華，阻斷澱粉與蔗

糖吸收。

加工甜食，別碰！
拒絕了手搖飲料的誘惑，但看到五顏六色的剉冰配

料、甜筒、冰淇淋，彷彿都在呼喊「吃我！吃我！」

這些冰品及配料含有許多人工添加物，像是化學色

素、乳化劑、香精等，更少不了大量糖分與熱量，

吃多了，除了讓身材破功，對健康更是有害無益。

建議選擇剉冰佐料時，盡量以原型食物為主，例如

綠豆、薏仁、天然愛玉，避免添加煉乳、果漿或蜜

餞等加工品。或自製紅豆冰棒或水果冰棒，相較於

市售甜筒及冰淇淋來的健康，又能達到消暑解熱的

效果。

不甜，不代表無糖
或許你是個不愛吃甜食的人，不可能糖分攝取超

標，但其實市售許多甜食吃起來不太甜，還是添加

了額外的糖，因此，購買時要學會看清食品標示。

自民國104年開始，衛福部將食品標示中的「糖」

含量增列為強制標示項目，業者必須將產品中額外

添加的糖量，以及食材本身原有的糖量，全部加總

後標示。在購買包裝食品時，要注意食品標示，你

吃的到底是「醣」還是「糖」？利用此資訊，清楚

知道並控制自己的糖攝取量，若有標示不清的食品

就應該拒買。

營養師教你甜食這樣吃

小心 !
別踩到夏天的
甜食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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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餓 心理餓

胃清空

血糖降

腦呼喚 想法
情緒

行為

人際

環境

文化

瞎吃成因 說   明 情   境

想法
把吃跟某些
特定想法連
結在一起

吃東西一定要

吃完，才不會

浪費。

情緒
用吃來化解
壓力和情緒

今天工作好忙、

心情不佳，去

大吃一頓撫慰

心靈。

行為
採買或烹調
等行為，影
響飲食

看電影買爆米花，

一口一口吃光光。

瞎吃成因 說   明 情   境

人際
同儕、網路、
廣告的影響

環境
周圍有食物
的誘惑

回家必經夜市，

聞香就買來吃。

文化
特定節日一
定要吃特定
食物的習俗

過年要大吃大

喝，端午節要

嗑棕子，中秋

一定要烤肉。

12

你是真的餓 ? 還是假的餓 ?

這樣吃很瞎

不要以為只有「暴食症」和「嗜食症」這兩種吃得超級多的飲

食障礙，才會造成肥胖問題。其實，看似無害的瞎吃，更容易

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變胖。

逃離熱量叢林不瞎吃

內容諮詢 / 蘇琮祺諮商心理師

試著問自己：每次進食，是為什麼而吃？

是真的餓了嗎？事實上「飢餓」有兩種

狀態，一種是生理飢餓，另一種是心理

飢餓。前者很明確，胃部食物已消化完，

血糖降低，大腦就發出訊號提醒要進食。

而心理飢餓，沒有生理需求的狀況下，

嘴巴就是想動，或是食物剛好在身邊，

隨手抓來吃，其實你的身體根本不餓，

這就是「瞎吃」(Mindless eating)！

同事揪團吃

下午茶，或

看到朋友PO
在臉書上的

美食，嘴就

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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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建議

搞清楚自己「為何而吃」，是減重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環。如果你常常處在心理飢餓

的瞎吃狀態下，就要學會運用心理戰術

來克服吃不停的窘境。然而，很多人覺得

最簡單的方法，是透過「意志力」控制，

但意志並沒有想像中可靠，他會隨著時間

或環境逐步瓦解內心防禦。像是一早起來

通常是最堅定的，到了傍晚或壓力大的時

候，意志力就會越來越薄弱。

發揮螞蟻雄兵的力量

運用設計的概念，是避免瞎吃的最佳策略。在覺察飢餓來源、情緒性飲食、

採買烹調方式與自我選擇等面向著手，設計不瞎吃的生活環境，都能降低

盲目的熱量攝取，或許不會馬上看到成效，但長期下來也有驚人的效果。

拒當瞎吃族

精心設計生活 

不瞎吃好物  藤黃果萃取物

既然意志力不易控制，難以執行，

不如運用「設計」的巧思，改變

生活中的小細節，就能減少瞎吃

的機會。

藤黃果萃取物Hydroxycitric Acid (HCA)是近年來極夯的減重新寵兒。它能有效抑制食慾，減少脂肪

合成。餐前食用，可避免過量飲食，減少瞎吃機率，亦可當運動後的點心食用，增加飽足感又能解饞。

1. 採購小包裝，不被家庭號的CP值綁架。

2. 用不透明盒子儲存食物，減少誘惑。

3. 用小盤小碗裝食物，容易滿足。

4. 將食物切成小塊擺盤，用看的就先有滿足感。

5. 選擇暗色系餐具或營造暗色系氛圍，降低食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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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就用純淨、明亮的肌膚，

為自己寫下小清新日記吧！

以植萃精華呵護肌膚，為臉蛋密集除油ｘ補水，

再加上「美力全開3神器」幫魅力加分⋯⋯

讓自己隨時美得無「油」無慮，

自拍或被偷拍都能美得超有自信！

今年夏天，就用純淨、明亮的肌膚，

為自己寫下小清新日記吧！

以植萃精華呵護肌膚，為臉蛋密集除油ｘ補水，

再加上「美力全開3神器」幫魅力加分⋯⋯

讓自己隨時美得無「油」無慮，

自拍或被偷拍都能美得超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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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乾補水ｘ油孔退散
肌膚美出新高度

人氣「雙神膜」加持

希望臉蛋更亮一點、更水一點，就靠保濕及控油雙管

齊下，讓肌膚美&更完美吧！

17

無論夏天你有多熱、多忙、多懶，

有了這3神器來助威，

就算下一刻突然要開直播也不怕！

美力全開3神器
夏日隨時美到仙氣逼人

1

2
3

1
2
3

「小清新」淨膚4招 
油痘粉刺Bye 不靠App修圖也很美！

小清新系列以天然植萃清新美肌能量，

每天早晚3步驟、只要3分鐘、不到30元，

油光粉刺痘痘粗毛孔輕鬆KO，快速晉升清新可人兒一族！

潤色打光+最高防曬一次達陣  光感煥白CC霜SPF50/PA+++

清爽白茶香，48小時止汗抑味  白茶體香劑

輕甜感唇色，盛夏也能輕鬆妝  LED鏡光唇蜜-蜜糖紅

油性肌限定！含亞馬遜河白泥複合配方的礦物

潔淨面膜，能有效吸附油脂、髒污，淨膚、細

緻毛孔一次到位！敷5分鐘洗掉，肌膚粉嫩柔

滑立即有感！

礦物膜力，5分鐘讓油光神隱

易出油的肌膚其實也容易缺水！活力保濕冰川

面膜含挪威峽灣冰河水、夏威夷莓果、植萃精

華油，10分鐘補水、鎖水、修護做好做滿，讓

肌膚恢復飽滿水感，油光也能跟著改善。

冰川膜力，臉蛋10分鐘飆升滿水位

除了每天要喝足2,000c.c.的水，

肌膚補水大計就交給含豐富洋

甘菊、針葉櫻桃、紫蘇葉的小

清新水乳液！補水+鎖水+控

油，由內而外自然煥發清新水

潤美。

別忘多喝水

洋甘菊幫肌膚補水+收服油光

熬夜追劇、放縱一下享受美食，

讓你總擔心「紅痘」來報到嗎？

小清新淨痘凝膠輕輕點在痘痘肌

上，金縷梅及綠茶築起強大陣

線，快速改善紅腫發炎痘點，而

且一點也不乾澀喔！

叫我除痘王

熬夜、吃美食也不怕痘痘來襲

好險有這瓶

收服毛孔，讓我超愛照鏡子

使用「維生素C之王」檸檬及

水楊酸趕走肌膚老廢角質，

小清新毛孔調理露讓泛紅、

粗大毛孔自然縮小、T字油光

大改善。現在，我好愛照鏡

子欣賞自己細緻光滑的臉

呢！

能搓出細緻泡泡的小清新潔顏

蜜，把臉上油光、髒污與壞心

情都洗掉！添加含水量超高的

小黃瓜、蘆薈與針葉櫻桃萃

取，為肌膚注入水嫩保養成

分，輕鬆洗出滴水肌！

淨膚第一步

從洗出清新「滴水肌」開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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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乾補水ｘ油孔退散
肌膚美出新高度

人氣「雙神膜」加持

希望臉蛋更亮一點、更水一點，就靠保濕及控油雙管

齊下，讓肌膚美&更完美吧！

17

無論夏天你有多熱、多忙、多懶，

有了這3神器來助威，

就算下一刻突然要開直播也不怕！

美力全開3神器
夏日隨時美到仙氣逼人

1

2
3

1
2
3

「小清新」淨膚4招 
油痘粉刺Bye 不靠App修圖也很美！

小清新系列以天然植萃清新美肌能量，

每天早晚3步驟、只要3分鐘、不到30元，

油光粉刺痘痘粗毛孔輕鬆KO，快速晉升清新可人兒一族！

潤色打光+最高防曬一次達陣  光感煥白CC霜SPF50/PA+++

清爽白茶香，48小時止汗抑味  白茶體香劑

輕甜感唇色，盛夏也能輕鬆妝  LED鏡光唇蜜-蜜糖紅

油性肌限定！含亞馬遜河白泥複合配方的礦物

潔淨面膜，能有效吸附油脂、髒污，淨膚、細

緻毛孔一次到位！敷5分鐘洗掉，肌膚粉嫩柔

滑立即有感！

礦物膜力，5分鐘讓油光神隱

易出油的肌膚其實也容易缺水！活力保濕冰川

面膜含挪威峽灣冰河水、夏威夷莓果、植萃精

華油，10分鐘補水、鎖水、修護做好做滿，讓

肌膚恢復飽滿水感，油光也能跟著改善。

冰川膜力，臉蛋10分鐘飆升滿水位

除了每天要喝足2,000c.c.的水，

肌膚補水大計就交給含豐富洋

甘菊、針葉櫻桃、紫蘇葉的小

清新水乳液！補水+鎖水+控

油，由內而外自然煥發清新水

潤美。

別忘多喝水

洋甘菊幫肌膚補水+收服油光

熬夜追劇、放縱一下享受美食，

讓你總擔心「紅痘」來報到嗎？

小清新淨痘凝膠輕輕點在痘痘肌

上，金縷梅及綠茶築起強大陣

線，快速改善紅腫發炎痘點，而

且一點也不乾澀喔！

叫我除痘王

熬夜、吃美食也不怕痘痘來襲

好險有這瓶

收服毛孔，讓我超愛照鏡子

使用「維生素C之王」檸檬及

水楊酸趕走肌膚老廢角質，

小清新毛孔調理露讓泛紅、

粗大毛孔自然縮小、T字油光

大改善。現在，我好愛照鏡

子欣賞自己細緻光滑的臉

呢！

能搓出細緻泡泡的小清新潔顏

蜜，把臉上油光、髒污與壞心

情都洗掉！添加含水量超高的

小黃瓜、蘆薈與針葉櫻桃萃

取，為肌膚注入水嫩保養成

分，輕鬆洗出滴水肌！

淨膚第一步

從洗出清新「滴水肌」開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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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通吃，
有夠骨力！

骨質疏鬆、退化性關節炎，早已不是

老年人的專利，即使是青壯年，

若疏於保養，小心，骨頭與

關節都會提早耗損。

骨質疏鬆症是全球第 2大流行病

● 當鈣質流失，骨質密度降低，就會增加骨折風險。

● 台灣60歲以上人口，有16%患有骨質疏鬆症，其

中80%是女性。

● 35歲以後鈣質流失日益嚴重，尤其更年期婦女。

人一生中有 80%  的機會

               罹患退化性關節炎

● 當關節軟骨磨損，就會產生疼痛、發炎等退化性

關節炎症狀。

● 退化性關節炎好發於45歲以上中老年人，常穿

高跟鞋、跑步、騎單車、打球的運動愛好者亦容

易罹患。

劑型穩定度葡萄糖胺種類 有效葡萄糖胺比例

老中青，
誰都逃不了

知道
你不可不

才安心？
怎麼選，

● 促進關節軟骨生成

● 增加關節潤滑液

● 抑制軟骨磨損

● 預防關節摩擦

只要補充鈣質，就能確保四肢靈活？

其實不然！鈣質只能強化骨骼(硬骨)，

還要補充葡萄糖胺保護關節(軟骨)，再

搭配維生素C，幫助鈣質吸收與軟骨生

成，才能軟硬兼顧，打造強健又靈活

的「績優骨」。

● 幫助骨骼發育

● 預防骨質疏鬆

● 調節肌肉運作

結晶型葡萄糖胺

硫酸鹽

鈣

葡萄糖胺

維生素C

葡萄糖胺

83%

62%

葡萄糖胺

鹽酸鹽
較穩定碳酸鈣

乳酸鈣

檸檬酸鈣

含鈣比例 吸收率 注意事項

勝 勝

咖啡高跟鞋美麗陷阱

足蹬高跟鞋、咖啡來一杯，姐的

時尚態度卻是骨質疏鬆、關節炎

的頭號目標。

羨慕隔壁老張上山下海趴趴走，卻只能哀嘆自己膝蓋不中用？

自認身強體壯什麼都不怕，就怕騎車打球鐵腿歪腰？

想要隨心所欲展現靈活的行動力，一定要軟硬通吃，追趕跑跳才給力！ 

騎車打球卡卡不靈活 

常運動可強身，四肢卻常發

出喀喀抗議聲，偶爾關節隱

隱作痛，牙一咬還撐得過。

上下樓梯步步驚心 

即使只有三五階，步步驚心難如

登天，雙腿發軟，膝蓋疼痛。

鈣

鈣種類

40%

13%

21%

30%

29%

30%

˙植物性海藻鈣：鈣含量高，

來源純淨，素食可。

˙牡蠣殼、珍珠粉：鈣含量高，

需注意來源是否純淨。

˙價錢高。

˙乳糖不耐症者食用可能導致

腸胃不適。

˙價錢高，鈣含量少。

遇潮易失效，

需靠添加物來

穩定劑型

鈣、葡萄糖胺、維生
素C，一個都不能少

19

● 有效提升軟骨生成

● 促進鈣質吸收

● 增進骨骼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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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通吃，
有夠骨力！

骨質疏鬆、退化性關節炎，早已不是

老年人的專利，即使是青壯年，

若疏於保養，小心，骨頭與

關節都會提早耗損。

骨質疏鬆症是全球第 2大流行病

● 當鈣質流失，骨質密度降低，就會增加骨折風險。

● 台灣60歲以上人口，有16%患有骨質疏鬆症，其

中80%是女性。

● 35歲以後鈣質流失日益嚴重，尤其更年期婦女。

人一生中有 80%  的機會

               罹患退化性關節炎

● 當關節軟骨磨損，就會產生疼痛、發炎等退化性

關節炎症狀。

● 退化性關節炎好發於45歲以上中老年人，常穿

高跟鞋、跑步、騎單車、打球的運動愛好者亦容

易罹患。

劑型穩定度葡萄糖胺種類 有效葡萄糖胺比例

老中青，
誰都逃不了

知道
你不可不

才安心？
怎麼選，

● 促進關節軟骨生成

● 增加關節潤滑液

● 抑制軟骨磨損

● 預防關節摩擦

只要補充鈣質，就能確保四肢靈活？

其實不然！鈣質只能強化骨骼(硬骨)，

還要補充葡萄糖胺保護關節(軟骨)，再

搭配維生素C，幫助鈣質吸收與軟骨生

成，才能軟硬兼顧，打造強健又靈活

的「績優骨」。

● 幫助骨骼發育

● 預防骨質疏鬆

● 調節肌肉運作

結晶型葡萄糖胺

硫酸鹽

鈣

葡萄糖胺

維生素C

葡萄糖胺

83%

62%

葡萄糖胺

鹽酸鹽
較穩定碳酸鈣

乳酸鈣

檸檬酸鈣

含鈣比例 吸收率 注意事項

勝 勝

咖啡高跟鞋美麗陷阱

足蹬高跟鞋、咖啡來一杯，姐的

時尚態度卻是骨質疏鬆、關節炎

的頭號目標。

羨慕隔壁老張上山下海趴趴走，卻只能哀嘆自己膝蓋不中用？

自認身強體壯什麼都不怕，就怕騎車打球鐵腿歪腰？

想要隨心所欲展現靈活的行動力，一定要軟硬通吃，追趕跑跳才給力！ 

騎車打球卡卡不靈活 

常運動可強身，四肢卻常發

出喀喀抗議聲，偶爾關節隱

隱作痛，牙一咬還撐得過。

上下樓梯步步驚心 

即使只有三五階，步步驚心難如

登天，雙腿發軟，膝蓋疼痛。

鈣

鈣種類

40%

13%

21%

30%

29%

30%

˙植物性海藻鈣：鈣含量高，

來源純淨，素食可。

˙牡蠣殼、珍珠粉：鈣含量高，

需注意來源是否純淨。

˙價錢高。

˙乳糖不耐症者食用可能導致

腸胃不適。

˙價錢高，鈣含量少。

遇潮易失效，

需靠添加物來

穩定劑型

鈣、葡萄糖胺、維生
素C，一個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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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提升軟骨生成

● 促進鈣質吸收

● 增進骨骼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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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Dorian橄欖油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一日三餐，少不了「加油添醋」。堅守高品質、採自單一產區的 Dorian 特級

冷壓橄欖油，不僅營養豐富，在烹調各種料理時，還可巧妙的和食物搭配，蹦

出鮮美好滋味，健康、美味，一次滿足。

              DORIAN多利安戰士強健的秘密

在古希臘時期，拉科尼亞區所生產高品質的橄欖油，養出強健的多利安

戰土，創建了強大的斯巴達城邦。這就是「Dorian」品牌的由來喔！

     承襲千年傳統的好油

在希臘的拉科尼亞區，純淨天然的橄欖油不只是食品，更是一種傳統與生

活方式。直到現在，拉科尼亞人仍然堅持以千年前傳統的方法照顧著橄欖樹，

所榨取的橄欖油，有著無可取代的營養與風味，品質更是稱冠全希臘。

     單一產區，絕不混油

如同頂級的茶葉及咖啡一樣，好的橄欖油同樣講究產地來源，以確保品質

的純淨。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全部採自希臘的拉科尼亞單一產區，這裡不

但擁有地中海型氣候的眷顧，多岩石的土壤，更含有豐富的有機物質，而灌溉

的水源則來自泰格特斯山純淨甘甜的雪水，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讓拉科尼亞

成為橄欖油的最佳產區，當地供油品質穩定，消費者不用擔心買到魚目混珠的

劣油。

拉科尼亞人非常以高品質的特級冷壓橄欖油自豪，他們每年透過當地農會

的合作社，以Dorian的品牌向外行銷，每一瓶Dorian橄欖油都在當地完成包

裝再出口，百分之百確保品質；且都是經由農會的產銷履歷，每一瓶都可以追

溯到橄欖油農家與產地，讓消費者可以安心享用。

決不打       的極品混混

的水源則來自泰格特斯山純淨甘甜的雪水，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讓拉科尼亞

成為橄欖油的最佳產區，當地供油品質穩定，消費者不用擔心買到魚目混珠的

劣油。

的合作社，以Dorian的品牌向外行銷，每一瓶Dorian橄欖油都在當地完成包

裝再出口，百分之百確保品質；且都是經由農會的產銷履歷，每一瓶都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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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堅果青醬

材料

橄欖油 150C.C.、九層塔葉半斤、巴西利 10 公克、大蒜 2瓣、

起司粉 1茶匙、夏威夷果 5兩、鹽少許、黑胡椒粉適量。

作法

1. 九層塔、巴西利洗淨入水汆燙後冰鎮、瀝乾。

2. 將作法 1與所有材料入果汁機打成泥，即可。

橄欖油醋汁

材料

橄欖油 150c.c.、有機烏醋 100c.c.、紅酒

少許、鹽少許、黑胡椒粉適量。

作法

1. 將橄欖油與有機烏醋、鹽、黑胡椒粉

混合拌均。

2. 加入紅酒調色。

3. 食用時，與菠菜堅果青醬一起淋在乳      

酪番茄上。

    營養美味，不能沒「油」你

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在「天然、傳統、無污染」的信念下生產，使用「直接壓榨」方式萃取的第

一道橄欖油，是最上等的油品，富含維生素A、D、E、K及豐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營養價值極高。不

論煎、煮、烤、炸或涼拌，廚房裡一定要有這瓶天賜好油，隨時為全家人烹調出健康又美味的佳餚。

絕不打       的極品

波菜堅果青醬佐乳酪番茄

AW6G20-G21.indd   21 2018/5/18   下午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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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r Choice 「安心之選」標章

使用更放心

CP值超高

省荷包就選這瓶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炎炎夏日動不動就汗流浹背，衣服若沒有每

天洗，留在衣服上的汗漬、污漬很容易就會

變質，成為細菌的溫床。選擇預洗、清潔、

柔軟三大功能All - in - One的洗衣精，洗衣更

輕鬆，強力將髒污KO，讓你夏日照樣神采

「衣衣」！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預洗、清潔、柔軟

All in One

雙重酵素升級  效果看得見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高效潔衣，洗淨力制
霸

示範影片

超乎想像的洗淨效果

強效清潔強效清潔

經濟濃縮經濟濃縮

安全環保安全環保

一瓶搞定一瓶搞定

雙重酵素升級  效果看得見

預洗、清潔、柔軟

All in One

Safer Choice「安心之選」標章

使用更放心

CP值超高

省荷包就選這瓶

配方升
級              全新上市

配方升
級              全新上市

6月接續供貨
洗衣時最怕怎麼洗污漬依舊頑強，無法洗淨！三合一超效洗衣精，採用活性去

漬生物酵素及天然椰子油，酵素成分再升級，洗淨力更強，針對難洗的污漬頑

垢深層洗淨，洗後衣服柔順、鮮亮如新。特殊的速溶洗滌技術，在冷水、硬水

中都能快速溶解，讓衣物更容易漂洗，還可減少衣物鈕扣、拉鍊及洗衣機內壁

被鏽蝕的機會，洗衣同時防鏽。

使用慣傳統洗劑的人，可能會不習慣濃縮洗衣精的用量，擔心洗

不乾淨。其實依產品指示使用，濃縮配方只要極少量就可以把大

量衣物洗淨。三合一超效洗衣精1瓶可洗高達400公斤的衣物，經

濟實惠，多功能一瓶抵多瓶，省荷包就選這一瓶。

每天穿的衣服會直接和肌膚接觸，選擇讓人安心的洗衣劑，不僅對環境友善，

且不刺激肌膚。經美國環保署（EPA）嚴格審核，符合Safer Choice安心之選認

證，代表產品配方比傳統清潔劑更安全、更環保；採用BIOQUEST Formula潔

淨科技，原料成分能被生物分解，通過皮膚醫學測試，使用更安心。

忙碌的上班族，很難擠出時間天天洗衣服，三合一超效

洗衣精是結合預洗、清潔、柔軟功能的智慧型洗衣精，

洗衣更省力，讓你隨心所欲，想洗再洗。具有防污漬再

附著功能，避免污漬在洗滌過程中重新沾染衣物，衣服

愈洗愈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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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見的孩子因琴聲而閃亮

「妳是聽障！聽障怎麼彈琴？」媽媽的一句話，

讓想彈琴的君君心灰意冷！但折翼天使樂團吳江明

老師告訴她：「天生少一樣是上帝給妳的考驗，克

服與否在妳。」於是，君君戴著爺爺奶奶為她費心

張羅的電子耳，每天花兩小時認譜、練琴、分辨節

拍⋯⋯透過有限的聽覺與震動的感知，將簡單的音

符串連成優美的旋律。看著君君日益精進的琴藝，

媽媽既感動又驕傲。現在的君君不但能表演，更是

其他團員的小老師呢。音樂，為君君的生命開了另

一扇窗！

而團裡另一對聽障兄弟檔君豪、以翔，平日

打工省吃儉用，只希望把錢存下來跟著樂團出國

表演，然而耳疾開刀所需的醫療費用，讓他們不

得不放棄出國的夢想。所幸在基金會追夢計畫的

贊助下，兩兄弟不但能順利進行治療，也有足夠

的出國經費得以一圓音樂夢！吳老師說：「天助

自助者，『努力』的心是我們的孩子最令人感動

的特質。」

     用音樂滋潤折翼天使們的羽翼

2007年創立的折翼天使樂團，十年來培育出

三屆成員，樂團靈魂人物吳江明老師說，由於樂團

沒有固定捐款單位也不收學費，所以要花很長時間

才能幫每個孩子圓夢！提到這些孩子，老師的語氣

盡是疼惜：「好幾個孩子都是出生後，父母才發現

他們跟其他孩子不一樣，欣喜瞬間變茫然。」為了

真正幫助這些孩子，樂團採取一對一教學；並鼓勵

孩子多表演、多報名比賽、報考街頭藝人，以紮實

的訓練，讓音樂演出成為幫孩子們自立的機會。

     

     

奏出生命新樂章折翼天使樂團

去年，希望工場慈善基金

會推動「讓愛出走．35鄉鎮公

益行」，獲得許多直銷商中心

的熱烈參與。雖然活動已圓滿

達成，然而，直銷商夥伴的愛

心仍持續燃燒。目前已有18

個直銷商中心主動表示，將繼

續與認養的社福單位合作，為

孩子們提供更多元協助，讓他

們在成長的道路上得到更多的

溫暖。

35鄉鎮公益行  
讓愛延續 

35鄉鎮公益行  

24

直銷商中心名稱 認養社福機構

成冠鼎盛中心 財團法人十方啟智文教基金會

英才145中心 台中惠明盲童育幼院

寰宇員林中心 彰化漢寶社區發展協會

寰宇嘉義中心 林業生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寰宇彰化中心 彰化立馨社會服務關懷協會

超凡新生南京二 真善美社福基金會

寰宇中山中心 新竹縣私立好生育幼院

ABN陽光虎尾中心 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社會福利基金會

寰宇台中大進中心 財團法人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陳綢少年家園

富康聚冠中心 基隆市愛加倍教會──社區關懷協會

飛鷹家族台中中心 天主教聖方濟少女之家

成冠台中英榕中心 彰化縣永光國民小學

紅冠台中中心 財團法人幼安教養院

群雁永康246教室 高雄慈德育幼院

超凡新生南京二 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

飛登育皇中心 香山區社區發展協會

超凡青島學苑 社團法人宜蘭縣愛加倍關懷協會

超凡梅花高雄總部 社團法人高雄市臻愛天使兒少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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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出生命新樂章折翼天使樂團

     心懷感恩將正能量回饋給社會

吳老師總是教孩子要接受自己，並時刻保持感

恩的心！「有幸獲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追夢計

畫的支持，讓我們的孩子能夠出國表演，被更多人

看見，孩子們對於能完成夢想都很興奮，很希望加

強實力、回饋社會。」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也期盼

能幫助更多努力追夢的孩子，飛向屬於他們的寬廣

天空。

     集氣為折翼天使加油！

折翼天使們即將邁向人生新挑戰囉！他們將於5

月26日報考街頭藝人證照，並於6月8日前往馬來

西亞表演。即日起前往安麗希望工場慈

善基金會facebook，參加相關貼文

活動，就能獲得精美小禮一份。快來

為這群努力堅強的小天使們加油打氣，

祝福他們考試順利、表演成功！

感謝你，讓孩子多一分幸福 感謝你，讓孩子多一分幸福 

直銷商夥伴的每一筆善款與每一份善行，都讓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的愛得以延

續。感謝洪淵元、楊方儀及陳信彰、蔡采依雙鑽石分別以團隊名義捐款10萬元予

基金會，幫助更多弱勢孩童看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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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2018年4月1日到2018年12月31日止

當我們宅在一起配送服務競賽6月份活動再加碼「司機Hen棒大聲說」活動，宅配司機配送時有特別令

夥伴感動的小故事嗎？司機親切的配送服務令你印象深刻嗎？歡迎於配送滿意度問卷中分享，若獲選採用分

享，將致贈精美禮品（活動期間6／1∼ 12／31），歡迎夥伴大聲「讚」聲。

票選小叮嚀：

1. 有效票請填寫9碼訂單編號，若填寫直銷商編號／宅配託運單號（11 ∼ 14碼）都無法參加抽獎（訂單號碼請參照安麗貨

箱上宅配貼紙右下方顯示為 9開頭的 9位數字碼）。

2. 重複訂單編號投票以最後一筆為準。

3. 此次月月抽/累計抽活動僅適用於訂單收貨人，不含非收貨人及付款人。

再加碼

每月抽出中獎者，每張訂

單可享月月抽（該月未中

獎者，將保留中獎機會至

活動截止日），訂單愈多，

中獎機率愈大！

參加競賽投票這樣做

27

重要通知

■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7月1日調價

安麗公司始終堅持以最高標準提供直銷商夥伴

最優質的產品。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來自希臘

拉科尼亞單一產區，萃取最上等油品，原瓶原裝進

口。由於近年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橄欖油產區受旱災

侵襲，導致初榨橄欖油價格持續大漲，期間安麗公

司和合作的進口廠商不斷努力尋求解決方案，在維

持原有品質為最高原則下，決定繼續供應符合安麗

標準的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但不得已必須配

合調整售價。新售價請見下表，並將於2018年7

月1日生效。感謝直銷商夥伴的理解，並繼續支持。

■  安麗第一代空氣清淨機 
維修服務、耗材販售即將停止

安麗第一代空氣清淨機自1998年推出以來，

產品上市已進入第19個年頭，由於美國總公司即

將停止供應濾網及維修服務所需零配件，因此台灣

也將於2018年8月31日停止第一代空氣清淨機

的維修服務、耗材販售，特別提前通知，以利夥伴

們相應準備。由於產品上市已久，由塑膠材質製成

的壁掛架可能發生老化、脆化，為避免掉落，提醒

大家請將產品直接放在地上使用。

■月刊《本月熱推》         產品推廣更easy  

為協助直銷商夥伴推廣優質產品，自本期月刊

開始新增《本月熱推》單元，彙整當期熱銷產品或

特惠活動及相關議題，採夾頁設計，可單獨取下使

用，向顧客或會員推廣產品更方便容易。

產品編號 訂貨代碼 產品名稱 售貨額 售價

WHU3124TW 7148 特級冷壓橄欖油──2瓶裝 428 900

WHU3853TW 7901 特級冷壓橄欖油──1瓶裝 219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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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電子產品抵用券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方式：電子產品抵用券可適用於任何訂貨管道，以網

路或行動購物管道方式訂購時，訂貨人若有電子產品抵用

券，系統會自動帶出其可使用的抵用券金額。

注意事項：

1. 電子產品抵用券僅限於訂購安麗產品使用，可購買任何

安麗產品，在使用期限內，可選擇部分使用或全額使用。

2. 使用電子產品抵用券訂貨時不計算產品積分，亦不列入

購物積點計算，退貨時需扣除本次抵用金額。

3. 使用電子產品抵用券購買的商品仍保有安麗產品滿意保

證，但退貨時不可折抵為現金，亦不返還電子產品抵用券。

4. 電子產品抵用券僅限本人使用，恕無法轉讓亦不受理兌

換現金；為保障個人權益，使用電子產品抵用券付款時，

訂貨人與付款人須同一人。

5. 電子產品抵用券使用期限可由Am-Card或官網直銷商

會員專區查詢，需請留意使用期限，逾期恕無法使用。

6. 安麗公司保有審核與變更使用辦法之權利。

■益之源淨水器特惠活動  
 6期無息分期辦法與注意事項

擁有安麗優質產品更輕鬆！提供 6期無息分期之銀

行：中信╱花旗╱玉山╱富邦╱台新╱聯邦╱渣打╱永豐

╱國泰世華╱澳盛╱遠東╱第一／兆豐等13家銀行。

＊持聯邦精英卡分期再獲200元「帳單折抵」銀行分期禮

「信用卡 6 期零利率」分期付款優惠說明

1.	活動期間內持指定信用卡，親臨各服務據點櫃台現場刷

卡、傳真、網路或郵寄訂單訂貨（不含語音），辦理分

期付款成功者，皆可享有專案配合銀行之信用卡 6期零

利率分期付款，持聯邦安麗卡全額分期並可獲得信用卡

「帳單折抵分期禮」。

2.	帳單折抵方式：每刷卡分期全額購買「益之源淨水器」，

可折抵一次刷卡回饋金，兩台可折抵兩次，依此類推。

3.	帳單折抵分期禮之回饋時間將因各銀行作業時間而異，

最長將於分期交易成功後之次三個月內的帳單中回饋。

4.	信用卡分期付款之使用因各家銀行規定不一，請注意並瞭

解各家銀行之相關規定，避免因繳款之失誤，被加計違

約金╱滯納金、循環信用利息及其他費用，請謹慎使用。

5.	詳細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請詳閱各銀行網站。

6.	謹慎理財，信用至上，循環利率依各銀行公告為準。

「信用卡 6 期零利率」付款優惠注意事項

1.	辦理分期付款，單項產品最低實際刷卡金額須達新台幣

10,000元。

2.	信用卡分期付款恕無法受理語音訂貨方式辦理。

3.	採信用卡訂購付款者，請將信用卡號及有效日期填寫

清楚，單張訂單僅限同一張信用卡付款，且付款人必

須為持卡之直銷商或會員，恕無法受理顧客刷卡付費。

4.	Visa金融卡恕無法辦理分期付款。

5.	銀行保留最終核准與否之權利，相關權利義務及重要事

項請詳見「分期付款專用訂單」上之說明。

■顧問式服務徵文活動  
        2018年第一季獲選名單 

● 個人優等獎：獲得R&J咖啡券2本，優等獎得獎作品

將刊登於安麗微服務

群雁永康135教室╱黃小秝創辦人直系直銷商、金

門齊心教室╱林銘潔直銷商、成冠嘉義陽明中心╱陳韋

含直銷商。

●個人佳作獎：獲得R&J飲品饗樂包

能量EDC╱許乃月直系直銷商、更好的團隊╱林

雯萍創辦人直系直銷商、成冠嘉義陽明中心╱張素真直

銷商、飛鷹家族台中中心╱范舒婷直銷商

●達標中心獎：獲得安麗生活顧問觸控筆 30支

能量EDC、成冠嘉義陽明中心

恭喜獲獎直銷商夥伴及會議中心，歡迎直銷商夥伴透

過會議中心踴躍投稿，投稿之相關事項請至官網個人專區

「檔案下載區」（按類別查詢：其他）中下載！

產品訊息
■ NLA停止供貨項目

產 品 編 號 品  名 產 品 編 號 品  名

122711 贈品――舒活健康枕＋XS6入 121456A 贈品髮膜＋唇蜜香橙

122712 贈品――舒活健康枕＋高纖12條 122688 贈品深層修護髮膜

281621 贈品――舒活健康枕　 122702 贈品繽紛糖霜眼彩盤

122730 晶明錠產品酷卡 121543D 贈品繽紛糖霜眼彩盤

122732 超值緊緻替代組
TCK1292TW~
TCK1316TW 4∕21曲線管理挑戰賽

122734 贈品――洗髮乳750毫升－隨機 122705 贈品髮膜＋唇蜜莓果

122735 贈品――潤髮乳750毫升－隨機 121455A 贈品LED鏡光唇蜜品――莓果泡泡
WHU5538TW 贈品――紐崔萊複合乳酸菌 122703 贈品繽紛糖霜頰彩盤

122678 滿額贈品――玩美時尚刷具組 121454D 贈品繽紛糖霜頰彩盤

122685 滿額贈品――花漾漫舞香氛組 122696 超值緊緻組

122704 贈品髮膜＋唇蜜香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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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新上市或特惠活動，上市當日開始訂購時間，網路、行動購物及電話訂貨為上午8：30，各體驗中心訂貨櫃檯為上午
10：00，服務中心為12：00。服務中心周一不營業。

● 贈品如有瑕疵，請於收到貨品後14天內持原購貨發票，至桃園儲運處售後服務組或各服務據點辦理換貨。

產品編號 訂貨代碼 產品名稱 售貨額 售價 上市日期

122723 9811 益之源淨水器——桌上型熱水機（一次付清） 30,476 32,000 特惠活動
6月5日開始122724 9812 益之源淨水器——桌上型熱水機（6期無息分期） 30,476 32,000 

WHU5586TW 2047 益之源淨水器——分流器組（一次付清） 26,090 27,395
供貨中，
特惠活動

6月5日開始

WHU5587TW 2048 益之源淨水器——鵝頸水龍頭組（一次付清） 28,705 30,140
WHU5588TW 9516 益之源淨水器——分流器組（6期無息分期） 26,090 27,395
WHU5589TW 9517 益之源淨水器——鵝頸水龍頭組（6期無息分期） 28,705 30,140

102578T 2648 優質蛋白素——抹茶口味 886 930 6月12日

WHU3124TW 7148 特級冷壓橄欖油——2瓶裝 402 845 供貨中，

WHU3853TW 7901 特級冷壓橄欖油——1瓶裝 203 427 7月1日調價

121547V1 4208 小清新潔顏蜜 457 480 供貨中

121548V 4209 小清新水乳液 571 600 供貨中

121657V1 4210 小清新毛孔調理露 571 600 供貨中

121658V1 4211 小清新淨痘凝膠 543 570 供貨中

117651V 4187 活力保濕冰川面膜 1,095 1,150 供貨中

117656V2 4186 礦物潔淨面膜 943 990 供貨中

118208D2 3511 光感煥白CC霜SPF50∕PA+++ 1,048 1,100 供貨中

118568A 3545 LED鏡光唇蜜——蜜糖紅 667 700 供貨中

118120A1 3164 白茶體香劑 171 180 供貨中

112532TW 1068 三合一超效洗衣精——液體 352 370 供貨中

104144T 2649 晶明錠 1,600 1,680 供貨中

122739 2652 晶明體驗組 2,952 3,100 供貨中

110171T 2616 高效B群雙層錠 890 935 供貨中

產品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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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月刊與全新產品型錄上的安麗產品

怎麼買最便利？當然是即掃即購！

快拿起手機，開啟Am-Card，

優質產品通通「掃」進購物車！

購物 QR Code
隨掃隨買輕鬆購！

數位資訊

如何運動補給？陳彥博與國家代表隊營養師為你解密！

衣服怎麼洗最乾淨？家事達人傳授小撇步！

颱風季來臨，家人喝的水誰把關？公衛專家精彩解說！

5/26    你的寶貝喝對水了嗎? 

小兒過敏感染科權威醫師 陳俊仁 

6/02    控制食慾 你也可以做到  

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 蘇琮祺諮商心理師

6/09    最有效率的洗衣專家，換你做做看！ 

家事達人 楊賢英

6/16    家人喝的水誰把關？ 

北醫公共衛生領域專家 胡景堯副教授

6/23    遇乾補水 油孔退散的美肌新高度 

國際級時裝周彩妝師 Azzurro 

6/30    運動補給 讓運動更有效率 

紐崔萊品牌活動推廣大使 陳彥博＋

國家代表隊專屬運動營養師 潘奕廷 安麗電視官網

安 麗 小 學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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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司陣容：吳興旺／兩位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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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溝通越來越仰賴電子裝置，

尤其是透過手機通訊軟體，不過許多人

應該都有一種「覆水難收」的恐怖經

驗，那就是把LINE的訊息誤傳給他人，

結果不是製造了尷尬就是引起他人誤

會。但若不小心將個人資訊傳給不相干

的人，那就不僅僅是造成誤會或尷尬那

麼單純了，因為誤傳的個資有可能會落

入有心人手中，造成個資侵害事件！

    個人資料安全向來是安麗公司不斷

加強，同時也非常引以為傲的，而各位

直銷商夥伴也是個資防護重要的一環。

夥伴們在行動裝置內常常有許多團隊成

員、顧客或潛在對象的個人資料，若想

確保個資安全就必須養成良好的習慣，

切勿以LINE、WeChat、WhatsApp、

Facebook Messenger、Viber等通訊軟

體傳送下線夥伴及顧客個人重要資訊。

    如果必須傳遞個人重要資訊，建議

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遞，且檔案一定要加

密。請將檔案與密碼分別以不同email

分開寄出，進一步確保個資安全。唯有

大家共同努力，才能讓個資保護滴水不

漏，確保安全的經營環境。

資
訊
防
護
有
保
障

 4.30.3就直銷商從安麗或與安麗相關的管道蒐集

他人之個人資料及商業秘密(下稱「個資及商業秘

密」)，直銷商必須依相關法令本守則及安麗與直

銷商約定的內容親自使用，未經安麗及當事人同

意，不得將個資及商業秘密提供或揭露予第三人

或授權予第三人使用，且直銷商須善盡保護及嚴

格守密之責，避免個資及商業秘密不當洩漏。

小

提

醒

營
業
守
則

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XD！

糟糕，上次LINE錯群組了！

選擇傳送對象

李××
貼圖已傳送

××群組
貼圖已傳送

李×姝  女
  45歲  教

師

莊×雄  男
  33歲  自

由

李×玉  女
  27歲  家

管

中心××活
動團保資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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