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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感好食代
「食當季、食在地、食有機」現正流行中，

清楚知道吃下的蔬果怎麼種、從哪來、如何吃，

「追溯源頭」深入瞭解「產銷履歷」，進而挑好的蔬果，

是最基本的要事。

從種子種下的那一刻開始，直到飯桌上美味的餐點，

用營養好蔬果，嚐出健康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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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大地與健康的小農
在土地意識抬頭、生態環保訴求下，小農指的是不過分取用自然資源，維持農地

生物的豐富多樣性，以友善大地的方式，透明化種植、採收天然新鮮的農產，經過產
銷履歷認證，以最短的食物運送里程，將在地生產、安心美味的蔬果送到消費者手中，
重建人與自然原味的關係。

食本主義
貼近土地的小農蔬果

台灣物產豐饒，享有水果王國美名。

以小農為農業發展模式，在自然田間，以有機耕作、友善農法和純淨水源，供農作物健康生長。

土地和人情緊密串連，也為你我的食安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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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不可或缺的好水
我們每天都要喝水，飲水安全的重要性跟食安一樣重要。擁有乾淨的水源，才

能飲好水、用好水來清洗蔬果食材，並以好水烹調各式美味料理。
多數人會在家中安裝淨水器，以避免自來水在長距離管線運送，或水塔及各種

蓄水設備儲存時遭到二次污染，尤其在用水高峰期的夏天，更要留意淨水器的濾
心是否要更換，而 eSpring 益之源貼心設計 e 化監測系統，透過智慧晶片記錄濾
心匣的運作資料，自動顯示使用壽命和狀況。需要更換濾心匣時，淨水器面板即
會發出警示聲及燈號。另外，為確保飲水品質，建議每 3 個月清潔一次淨水器的
鵝頸頭和分流器，才能不分四季都有良好水質。

五色蔬果的天地人好食
說起台灣夏季熱帶水果，最旺的莫過於遠近馳名、成為外銷之冠的「金鑽鳳

梨」。金黃色的果肉多汁細緻、味甜香濃，在夏天最當令。說到國境之南的水果王
者，就不能不提到屏東「芒果」，枋山鄉因獨特地形和氣候，常年受到落山風和海
風吹拂下的愛文芒果，皮紅肉黃、果肉 Q 彈，是台灣代表性水果之一。

近年最火紅的健康水果「紅肉火龍果」在溽暑夏日，正是色澤豔紅的豐產之時，
屬仙人掌科，有類似的體態和尖刺，在修剪、除草和收成時都很耗時耗力。彰化小
農順應自然，以草生無農藥栽培的紅肉火龍果飽滿多汁，是不少汗水和淚水交織而
來的成果。同樣被視為超級營養好食的「奇亞籽」和「綠蘆筍」也是夏日飯桌不可
或缺的清新一員，在南投草屯有機栽種而成的豐美綠蘆筍，口感鮮嫩十足，能涼拌
作沙拉，亦能烹煮成濃郁好滋味的湯品，為夏日吸晴的百搭鮮蔬。

安心用好水 eSpring 益之源
全台第一個通過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NSF 第 42、53、55、401 號標準及
P473、P477 項目測試等 6 項全機認證的 eSpring 益之源，提供國際認證
的潔淨好水；獨特雙淨化 2in1 濾心匣首創技術，結合紫外線燈管和專利
高密度活性碳，可過濾超過 160 種的有害物質，並消滅 99.99% 的病毒與
細菌，即開即飲。

 eSpring 益之源清潔與保養

台灣植地
小農產物分佈圖
從南到北都可見友善小農種植的農產代表，值得環
島踏訪在地特色鮮美蔬果。

南投  
綠蘆筍

雲林  柳丁

桃園
水蜜桃   

新竹  
柑橘

苗栗  
草莓

台中 
巨峰葡萄

彰化 
紅肉火龍果 

嘉義  酪梨

台南  
鳳梨

屏東  
芒果

高雄 
香蕉

台東   
釋迦

宜蘭   
番茄 

花蓮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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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從產地到餐桌觀念盛行，人們愈來愈在意蔬果來源，產地直送才受歡迎。

其實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就能保障蔬果品質與食用安全。

產銷履歷制度結合農業規範及履歷追溯體系，

幫助消費者把關蔬果生產所有流程，符合聰明飲食的健康生活新型態。

「挑食」之必要
植物生長履歷

與「食」俱進的安全保證
為落實永續農業精神，保障生產的食物安全，現行台灣農產品標章制度主要有 CAS 有機農產

品、CAS 優良農產品、產銷履歷，皆是農委會推動的驗證標章，並由第三方驗證把關。可從以下兩
個要點瞭解產銷履歷對安心飲食的重要性。
1．建立追溯體系 Traceability
產銷履歷結合了良好農業規範（GAP）驗證與建立履歷追溯體系（Traceability）。涵蓋農、水、

畜產品及其加工品，從生產管理、採後處理及初級加工等過程，層層把關，確保持續生產安全、永
續、資訊公開、可追溯之農產品。
2．蔬果生長證明 Birth Certifi cate
購買有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的蔬果，可從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查詢植物生產記錄，也代表

所購買的蔬果，是驗證機構已為消費者溯源、親赴生產現場，確認農民所種、所做、所記是否符合
規範，並進行抽驗，讓每批產品的記錄都在監控下嚴格審查，資訊全程公開，使大眾輕鬆辨識，獲
得安心入口的好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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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擇食關鍵
在瞭解產銷履歷基本的觀念後，更加能懂

得蔬果溯源的重要性，從源頭建立起好蔬果的
正確觀念，掌握「自然純淨、營養效能、產品
安全」三大擇食關鍵，喚醒我們對食材最初的
要求，品味最優質的純粹滋味。

□ 自然純淨 PURE
紐崔萊創辦人卡爾仁伯先生曾說過：「如

果我們期望大地能夠充分的哺育我們，我們就
必須先學習餵養大地。」所以好的蔬果，必定
源自於自然純淨的環境。紐崔萊堅持超越有機
的經營理念，以尊重大自然力量的永續耕作方
式，發展出紐崔萊永續農耕系統（NSFS），把
農場視為有生命的有機體，注重土壤和水源蘊
育，重建土地的肥沃養分；用 GPS 追蹤成分和
農作物位置，利用天然方式控制蟲害，人工除
草，避免化學物質，來保有棲地，達到零污染，
維持動植物生機蓬勃的多元性，真正培養出優
良的蔬果原料。

□ 營養效能 EFFECTIVE
透過產銷履歷能全程追溯植物的栽種方式，

紐崔萊秉持相同理念，僅使用認證無污染的有
機種子，再加上科技人員的研發技術輔助，為
地球永續傳承天然物種和自然 DNA，並保證產
品具有足夠的營養成分。

□ 產品安全 SAFE 
從種子到成品，每一步流程都需要安全檢

測，來保證食品安全無虞。無數次的品質追蹤
檢查，記錄植物每一件事，打造出一份份食材
出生證明。紐崔萊產品每 1 分鐘追查一次的嚴
謹把關，有超越國際標準的良好農業規範 GAP
認證，更符合嚴格的 NutriCert 認證標準，鉅細
靡遺的農具和設備清潔及消毒，提高蔬果每一
步安全性，做你安心入口的守門員。

看懂產銷履歷標示
產銷履歷有極嚴格標章管控，每張食材標籤都有獨特的
追溯號碼，並具備逐批分別公開生產記錄的功能，充分
尊重購買者知的權利。目前農委會設計的產銷履歷零售
標籤，有方形與橫式兩種，內容上必須載明產銷履歷標
章、品名、追溯碼、資訊公開方式和驗證機構名稱，及
QR Code 圖章，易於手機隨即掃描，上網溯源一覽食材
生產成長的證明資料。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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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近 1,000 座足球場大小的培塔可農場，有 643 公頃的腹地，地處在墨西哥西南部哈
利斯科州。在這片原為雜草叢生的荒蕪之地，經過紐崔萊實地尋訪調查後，發現在七座火山
圍繞下，有肥沃的土壤和礦物質豐沛的地下水，進而改造發展出一座農場。加上處於兼具夏
季炎熱潮濕和冬季乾燥溫和的亞熱帶氣候，具有種植溫帶和寒帶農作物的雙重優勢。
這裡從土壤中的種子開始，細心的運用天然肥料、每日土壤檢測、掌握水量灌溉以種出

健康植物。特別的是為避免污染作物，土壤檢測員不搭任何交通工具，每天騎腳踏車穿梭田
地間，檢測 45 個地點；且為求安全保證，全天候皆派人看守農地，確切掌握接觸食材的人員
和時間性，24 小時都有 38 台攝影機記錄每個動作，提供直播觀看，可親眼見證溯源管理的
嚴謹態度。

七座火山環繞的豐饒土地

墨西哥 培塔可農場

舌尖上的植物學
溯源之旅

走入紐崔萊，在自有的 4 座有機農場，

從選擇植物、作物栽種、採收、生產植物原料，再到製造營養補充品，

每一步都充分展現全程追溯的精神，在人與自然間找到美麗的平衡。

8

FEATURE STORY

AW8P8_P16.indd   8 2019/7/22   下午10:27



在地處於華盛頓州中部艾夫拉塔鎮附近，紐崔萊擁有 350 公頃的東鱒魚湖農場，這裡
建築渠道引進哥倫比亞盆地上游的河水來灌溉，讓排水良好的砂質土壤有足夠黏土和礫石
能為植物保留住珍貴養分，也為這片大地帶來豐富的營養和多樣性，20 幾年來一直都獲得
有機認證。
為維持生態平衡，每年使用 3,000 噸訂製肥料，確保無污染物殘留。在每塊田地上，

都明確顯示出各區域植物除草和採果日期，及操作人員、使用設備等詳細監控作物的記錄，
最後將長成的作物，以特殊設計的火爐層式乾燥機減半烘乾時間，盡可能保留植物營養素
和其他重要成分。

結合天然與科技的有機樂園

美國華盛頓州 東鱒魚湖農場

西鱒魚湖農場位在潔淨清爽的華盛頓州鱒魚湖卡斯喀山脈，面積達 162 公頃，為世上
僅存少數水源豐富的有機河谷，灌溉水源來自亞當斯山的白鮭魚冰河水；也因為火山灰土
壤含有鉀、氮、磷和含有其他豐富微量的礦物質，更為草本作物創造理想的生長環境。
只使用有機種子栽種，且為確保農場 99%無雜草，以手工或 GPS 定位控制的牽引機

除草，來幫助植物生長。秉持紐崔萊永續、天然、無殺蟲劑方式耕作，從播種到產品以美
國農業部發行良好農業規範（GAP）確保安全，同時建立獨有的安全標準檢驗，在最後收
成時會進行「擦抹試驗」來確保不含污染物和微生物，再精準掌握收成時機，將作物短時
間乾燥，保存完整又安全的營養效益。

田谷農場為紐崔萊最大的農場，佔地 1,269 公頃，靠近巴西東北部的烏巴雅拉鎮。位
於赤道以南 3度的熱帶，終年陽光普照，栽種有芒果、鳳梨和椰子等多樣化的熱帶水果。
為找出營養價值最高的品種，種植超過 80 種的針葉櫻桃，在 138,000 多棵針葉櫻桃樹的農
田裡，每年生產約 2,000 公噸櫻桃。
以自然方式種植的田谷農場，土壤、植物、動物和農人都互相配合，形成一個具生命

的有機體，確保能永續自給自足。不僅檢測所有灌溉用水是否含有病原體，供水系統也一
絲不苟的記錄，並有科學家精確掌握作物收成時機點，含有超過 150 種植物營養素的針葉
櫻桃，在果實還是綠色、尚未成熟時即採收，確保收成時維生素Ｃ含量是最高的。

終年陽光普照的植物天堂

巴西 田谷農場
田谷農場

培塔可農場

健康有機的草本植物天堂

美國華盛頓州 西鱒魚湖農場

東鱒魚湖農場 西鱒魚湖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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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崔萊全程追溯
9大步驟自然深植人心

紐崔萊全程追溯（Traceability）縝密實行 9 步驟，

從種子到成品，有效控管每個階段，生產最安心的產品，

帶給大家全方位營養生活。

            Step1 選擇植物   

在全球有超過 200 位科學家於實驗室裡，透過 DNA 分析、層析法來辨別品種，
採集「植物指紋」，建立出擁有 1,300 種植物的資料庫，嚴選出最佳植物品種，確
保提供植物最佳營養素。

Step2 選擇種子
植物的生命來自於種子，紐崔萊於農場設有種子研究專區，精心研究富含植物

營養素並可達豐富產量的種子品種。在通過認定後的種子，於每年播下數百萬顆種
植，每批種子從此刻開始，即有「植物產地證明」，記錄產地、測試的天然屬性、
純淨度和發芽率，確保植物營養素含量充足且未受污染，最後都有其批號，是可以
追溯種子一切資訊的原料生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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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選擇農場
紐崔萊在美國、巴西、墨西哥等3個國家，擁有將近2,500公頃的4個有機農場。

保留原耕地土壤生態的價值，自行耕種的農作物，從播種、栽培到收割，皆採用永
續、天然、無殺蟲劑的耕種法，並進行嚴格的品質管制，確保產品採用品種優良的
原料。

Step4 種植
以永續農耕法栽種各式植物的紐崔萊，當種下種子的一刻就細心照護，不使

用有毒化學物質，透過瓢蟲、老鷹、貓頭鷹等捕食害蟲，實現生物防治的自然法
則，並用蚯蚓改善土壤的狀況，同時在不使用除草劑的情況下，建立無雜草的生
長環境。讓植物從土裡冒出嫩芽時，即享有充沛的養分和純淨水源。這一切都詳
細歸檔與控管，以確保所有植物品質並保證最後產出好產品。

Step5 收成
對植物做好全程追溯的控管，加上多道程序的研究測試下，可準確評估出在植物

營養價值最高時來收成。且無論晝夜，農耕者確保每個環節都純淨衛生才進行採收。
以獨特先進設備，高效率採收果實，於20分鐘內從農場送出，立即進行脫水乾燥處理，
保留最豐富的植物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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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6 
萃取

以獨家濃縮萃取技術，從不同品種植物的
果皮、種子、根莖、葉等找出營養價值最高的
菁華部位進行脫水烘乾，研磨、萃取營養素，
與纖維分離製成濃縮液後，去除水分，產出濃
縮素，完整保留最豐富的植物營養素。最後，
會將剩餘的植材歸回大地，為新的作物提供天
然養分，達到生態平衡。

Step8 包裝
為保證提供品質穩定的成品，確保每次收

到產品都是完好無損的，採用堅固且可回收的
包裝。每年在搖晃、擠壓、加熱、冷凍的動作
中，進行 3 萬次包裝測試，並在包裝上標示著
產品名稱、製造日期、批號、原料種類和數量、
使用設備，讓消費者能安心確認收到的是高品
質產品。

Step9 成品
從種子到成品，消費者是紐崔萊全程追溯

的源頭也是終點，有系統性的令大家徹底瞭解
原料從哪裡來，直接看見每個步驟，得以安心
選擇自然純淨、產品安全、具營養效能的營養
補充品。

符合全程追溯的最佳營養補給
完全符合紐崔萊全程追溯的 Double X 蔬果綜合營養片，提供國人普

遍攝取不足的植物蔬果菁華，包含針葉櫻桃、紫花苜蓿、甘藍等，再搭
配全新 PhytoProtect ™專利配方所挑選的迷迭香、薑黃、洋蔥萃取菁華，
全新升級配方增量較難攝取的紫色蔬果，共有 21 種植物蔬果菁華、12 種
維生素和 10 種礦物質等。完整攝取植物營養素，涵蓋每天應攝取的白、
紅、黃、綠、紫等完整 5 色蔬果營養，1 份 3 錠、1 天 2 次就能彌補每日
飲食不均造成的營養缺口。

符合全程追溯的最佳營養補給
完全符合紐崔萊全程追溯的 Double X 蔬果綜合營養片，提供國人普

遍攝取不足的植物蔬果菁華，包含針葉櫻桃、紫花苜蓿、甘藍等，再搭
配全新 PhytoProtect ™專利配方所挑選的迷迭香、薑黃、洋蔥萃取菁華，
全新升級配方增量較難攝取的紫色蔬果，共有 21 種植物蔬果菁華、12 種
維生素和 10 種礦物質等。完整攝取植物營養素，涵蓋每天應攝取的白、
紅、黃、綠、紫等完整 5 色蔬果營養，1 份 3 錠、1 天 2 次就能彌補每日
飲食不均造成的營養缺口。

Traceabil i ty 紐崔萊全程追溯

Step7 生產
產品安全至關重要，在品質控管上，遵循

美國規定 GMP 和 cGMP 標準，落實一貫化作
業流程外，也額外自訂超越標準規範的品管措
施。在過程中，生產者必須要知道每項產品進
出的人員、狀況、時間、地點、原因，並一再
測試，務求詳細記錄。就算只是單一原料，也
會花上一星期的品管；換句話說，即是針對每
個產品進行 200 次檢測，在嚴格把關下，每年
對原料進行超過 50 萬次的品質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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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種子到餐桌
以食養生的夏日輕食

栽種者的用心、全程追溯的安心，

一步步實現從種子到幸福餐桌的每一道美味。

在夏日時分，就用當時當令蔬果，料理成繽紛 5 色的營養餐點和飲品，

沁心品嚐田野裡的時鮮好滋味。

輕鬆補充活力的來源
蛋白質對人體新陳代謝和生長發育相當重要，且維持生

理機能也需有足夠的蛋白質。結合大豆、小麥、豌豆 3 種食
材來源，100% 純植物性蛋白質的紐崔萊優質蛋白素，提供 
9 種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需胺基酸，搭配健康蔬果的五彩
植物營養素讓色彩更豐富，營養也更加分！夏日輕食就從五
彩蛋白飲開啟一天的活力！

輕鬆補充活力的來源

在夏日時分，就用當時當令蔬果，料理成繽紛 5 色的營養餐點和飲品，

沁心品嚐田野裡的時鮮好滋味。

蛋白質對人體新陳代謝和生長發育相當重要，且維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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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番茄奇亞籽果汁
Recipe  2

食材

牛番茄 2 個、蜂蜜 4 大匙、檸檬汁 1 茶匙、氣泡水 200 毫升、
奇亞籽 1 小匙、優質蛋白素 1/2 大匙、纖勻凍 1 包

作法

1. 奇亞籽用 250 毫升溫開水浸泡至完全膨脹，瀝乾多餘水分，
加入一大匙蜂蜜拌勻，備用。

2. 牛番茄洗淨切塊後，加入 2 大匙蜂蜜、檸檬汁、優質蛋白素，
用果汁機打成泥狀倒入杯中，放上拌好蜂蜜的奇亞籽。

3. 將纖勻凍切成不規則塊狀，放在奇亞籽上。
4. 最後倒入氣泡水拌勻，即完成。

Recipe  1

芒果優格奶昔
食材

芒果 1 顆、優質蛋白素 1 大匙、活果維他纖飲（清
新檸檬）1 茶匙、芒果冰淇淋 1 杯、希臘優酪 50
公克、原味優格 100 毫升、新鮮百里香葉 1 根

作法

1. 芒果去皮去籽後切塊。取一小塊芒果切成小丁狀，
備用。

2. 把所有食材和優質蛋白質一起放入食物調理機中
打成奶昔，或把打好的奶昔放入冷凍庫裡約 30
分鐘，再裝入杯中。

3. 切小丁的芒果加上百里香葉撒在奶昔上，即完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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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e  4

義式綠蘆筍濃湯
食材

綠蘆筍 300 公克、洋蔥 1 個、西洋芹 1 根、新鮮迷迭香 1 根、
蒜頭 2 個、優質蛋白素 1 大匙、雞高湯 300 毫升、鮮奶油 5
大匙、鹽、胡椒適量、橄欖油 3 大匙

作法

1. 綠蘆筍洗淨切去纖維較硬的尾端，切成小段，放入加了
橄欖油和鹽的滾水中汆燙 1 分鐘，取出泡入冰水，備用。

2. 雞高湯事先煮滾，備用。
3. 洋蔥、西洋芹洗淨切小塊，加橄欖油，將蒜末炒至軟熟，

再把汆燙過的綠蘆筍放下去略炒。
4. 把雞高湯倒入炒香的蔬菜中，開大火煮滾後，加入鮮奶

油、優質蛋白素。煮滾後，熄火，用食物調理機打成泥狀，
然後加入鹽、胡椒調味，盛盤即可食用。

Recipe  3

火龍果海鮮盅
食材

火龍果 1 個、帶尾鮮蝦 3 尾、生鮮小干貝 5 個、芥茉醬 1 茶
匙、沙拉醬 5 大匙、檸檬汁 1 小匙、優質蛋白素 1 大匙、鹽
和薑片少許

作法

1. 將干貝和帶尾鮮蝦一起放入加了鹽和薑片的滾水中汆燙，
約 1 分鐘後撈起瀝乾，若蝦子太大尾則切小塊，備用。

2. 把火龍果從側邊切去約 1/4，用湯匙把果肉挖出後，切成
丁狀，備用。

3. 芥茉醬、優質蛋白素、沙拉醬拌勻成為醬汁。再把汆燙好
的海鮮和火龍果用一半的醬汁拌過。

4. 把海鮮和火龍果拌勻後，填回火龍果盅裡，再倒入剩餘的
沙拉醬，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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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發現更多食譜

Recipe  5

英式鳳梨果醬司康
食材

鳳梨 1 顆、細砂糖 200 公克、檸檬汁 2 大匙、中筋
麵粉 1 杯、泡打粉 2 茶匙、奶油 2 大匙、細砂糖 30
公克、優質蛋白素 1 大匙、無糖豆漿 80 毫升、蛋
黃 1 個

作法

1. 麵粉與泡打粉混合均勻後，加入糖、奶油和優質
蛋白素，用食物調理機打成碎沙狀，再加入豆漿
打成團狀。

2. 把麵團擀成 2 公分厚，用模型或刀子切成自己喜
歡的形狀，放在烤盤紙上，在表面刷上蛋黃液。

3. 放入預熱 200° C 的烤箱中烤約 13 分鐘，即可取
出放涼備用。

4. 鳯梨去皮後，去除黑色小點和鳯梨芯，切小塊。
5. 取 1/4 個切塊的鳯梨打成果汁，再加入鳯梨塊、

檸檬汁一起放入鍋中，加糖以小火慢慢煮至濃
稠，期間需不斷攪拌，以免焦底。

6. 煮至水果的膠質釋出，質地呈黏稠狀，即可放涼
備用。

7. 把烤好的司康從中間剝開，抹上鳯梨果醬，即可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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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Paris
 To Do List

很多女性將巴黎視為一生必訪的時尚聖地，就連空氣都瀰漫著一股濃郁的時尚風情。巴黎，不僅
是優雅、迷人的代名詞，更是集藝術、文化、浪漫、時尚為一體的城市。

巴黎的日常，是浪漫的、值得細細品味的。你可以從城市各個角落欣賞巴黎鐵塔；坐在沿岸咖啡
廳、享受城市風光；也可以參訪乘載城市歷史文化的藝術博物館，或是按圖索驥、找到你夢寐以求的
甜點或頂級美食……，其實還有許多讓旅人一去再去、永遠挖掘不完的日常魅力。到了人人嚮往的巴
黎，除了造訪知名景點，建議你跟著以下「必做 6 件事」 ， 將巴黎深深烙印在心底！ 

夢幻隨想
我的巴黎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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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訪藝術聖殿
藝術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藴，巴黎不僅有世界著名的羅浮宮與

奧塞美術館，也聚集了各式博物館，例如展出莫內名作的橘園美
術館，寧靜的氛圍帶來療癒感受；而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立體派大
師⸺ 畢卡索也有一間個人美術館；這些藝術家，造就巴黎成為
藝術聖殿。造訪巴黎，來一趟美感洗禮，心靈往往能為色彩之美
所震撼，當和諧的相近色調中跳出一抹紅，換來得是被吸引的視
線與微微上揚的嘴角。

拍出  個性大片
在 巴 黎， 只 要 你 敢 秀、 敢 擺 Pose， 每 一 個 角 落、 每 一 個

Moment 都能拍出時尚大片！若時間充裕，不妨安排一個整天與
巴黎街道相遇！可能是過馬路時被風吹起的髮絲、斜射的夕陽與
地面拉長的影子，或是穿著個性服飾在街道留下最率性的畫面。
當然，別忘了捕捉城市中具有歷史感的街景，為你的巴黎之旅留
下最美好的印象。

品嚐道地甜點
甜點是造訪巴黎必排的行程之一，馬卡龍、檸檬塔、千層派、閃

電泡芙都是不能錯過的點心，想必旅人早已準備好甜點胃來消滅它們
了。讓榛果控為之瘋狂的 Paris Brest 布雷斯特泡芙、還有滋味酸甜不
膩口的 Ispahan 馬卡龍蛋糕等，更是巴黎最道地的風味。在品嚐法式
甜點時，因愉悅而染上紅暈的雙頰、唇邊還沾染著美味氣息，這才是
享受法式甜點的真諦。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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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巴黎鐵塔
巴黎鐵塔是巴黎的地標，無論明信片、

筆記本上的小插圖，在我們生活周圍隨處可
見；當你踩在巴黎的土地上，望著這座城市
最高的建築物，當然要好好地認識她！每個
人都有自己親近鐵塔的方式，可以搭乘電梯
至塔頂遠眺；或是到鐵塔正下方，仰望這座
迷人的文化地標；也可尋找其他著名打卡點，
拍出你與巴黎鐵塔的獨特相遇。

感受時尚氛圍
時尚二字，其實涵蓋的比我們想像的多更

多，巴黎不僅掌握著全球時尚脈動，更孕育了
許多設計師與藝術家。若想要感受時尚氛圍，
可以造訪知名的購物景點，如拉法葉百貨、瑪
黑區、聖日耳曼大道、蒙田大道；總結來說，
巴黎就像是一個豐富多變的巧克力禮盒，或是
一盤繽紛炫目的眼影盤，總有令你滿意的選
擇，總能搭配出不同的色彩。 

享受美食饗宴
旅行的意義之一在於享受美食，而全球聞名的法式料

理，自然必須列在巴黎 To Do List ！精緻的擺盤、高檔的
食材是大家對法式料理的印象；無論是極具現代感的分子
料理、還是創意十足的口味搭配，都是極致的藝術展現。
當然，不管是何種形式的餐廳，一道道上桌的料理，不僅
給味蕾帶來一次次驚喜，也是一場心靈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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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即將上市

New Chic Paris 
巴黎女孩的祕密
巴黎女孩在時尚率性的外表下，藏了不少甜美心思，也藏著不少關於色彩的搭配

技巧、讓妝容更精緻的祕密等，不論你是否有機會親身造訪巴黎，都可以透過法式妝
容來提升自己的魅力值，先來看看巴黎女孩的化妝包裡，究竟都有些什麼祕密武器！

精緻彩妝  配色是關鍵
巴黎女孩對色彩的敏銳度十分強烈，擅長透

過自然色彩，達到突顯個人特色的效果。在精緻
無瑕的底妝上，使用色系可互相搭配的眼影、頰
彩以及吸睛唇色，是最重要的祕訣之一。
不費力的從容自信、就是漂亮！巴黎女孩

先決定眼妝的重點，依照季節、場合來選擇。由
細緻的粉末與輕盈珠光亮片打造的一見傾心眼影
盤中，融入這個迷人城市的點點星光、並交錯著
華麗的繽紛色系。眼妝後再搭配清新的唇色與頰
彩！怦然心動雙色唇頰棒有3種迷人色系，可單
擦、也可堆疊使用，就像甜點盤中的誘人馬卡龍，
唇頰兩用，變化出9種輕盈繽紛色彩！

用眉間輪廓
定義出最亮眼的你 !
眉毛絕對是妝容中畫龍點睛的那一

筆。對完美主義至上的巴黎女孩來說，
立體精緻的眉毛特別重要，先勾勒好眉
型線條、再填補增色。巴黎美眉眉膏擁
有凝膠乳霜的質地、顏色持久，眉筆設
計隱藏在巴黎鐵塔造型中，不僅造型精
巧，使用容易上手。畫眉毛的時候，別
忘了從眉頭到眉尾須有由淺到深的漸層，
才是完美自然的眉毛。

Juicy 唇色 
成為全場關鍵
該揮灑色彩時就要大膽出擊！唇色

最能左右一個人的印象，唇釉不論是單擦
或是疊擦在唇膏上，都能讓自己在人群中
更顯眼。一吻定情唇釉包含莓漿紫、浪漫
紫、珊瑚橙、果凍粉等個性唇色，結合了
唇膏的濃密顯色與唇蜜的明亮光澤，打造
水潤豐盈的立體感。內含植萃滋潤成分，
長時間上妝也不會覺得乾澀，可單擦也可
混搭，讓自己變身藝術家，隨心所欲揮灑
出自信美唇！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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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Journey

所謂「成功」，不再侷限於事業，而是那份對卓越自我的追求，

從體態控制、服儀改造，到身心靈都達到理想與平衡的狀態。

2019 年夏季，一股「變身」旋風悄悄席捲安麗團隊，

「勇於改變、追求卓越」是他們的座右銘，更是一種信念。與其擔心跟不上變化，不如轉個念，

加入改變的行列，脫離舒適圈，為了明天，預約更好的自己。

他們的
改變練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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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鈺琮、黃任伯兄弟檔是左鄰右舍、親戚
朋友們口中的超級精英兄弟檔，台大畢業後事
業、家庭兩得意，堪稱人生勝利組根本無從挑
剔。但這個夏天，他們決定做點改變，要當勝
利組中，比較有型、比較帥的那一群。
早晨，鬧鐘響起。以前睜開眼睛只需要想

早餐吃什麼。現在，每天必做有兩件事情，一
是量體重，二是思考今天該如何裝扮自己。講
課有適合站上講台的穿搭，朋友聚餐、運動打
球、孩子的發表會等，也都有各自適合的搭配，
每個時刻都關乎個人形象的呈現。他們說，以
前比較不在意別人的眼光，覺得低調做自己就
好。如果你真的優秀，不用別人對你投以肯定
的目光。直到今年初，透過團隊活動鑽研個人
魅力的形塑，他們開始一步步控制體態、保養
膚質，逐漸發展出不同以往的個人形象，才漸
漸體會到「改變」的美好。
黃鈺琮笑著說，「改變後，小朋友不會再

說爸爸有個肥肚子，自己每天照鏡子也覺得很
有自信。」嘗試明亮色系的服飾搭配，懂得把

穿搭魂燃起 重塑魅力結構
萬年牌爸爸運動鞋換成時髦休閒鞋，跟老婆一
起玩搭配。以前不願意在意的體態外表，正視
面對之後，這份改變卻帶來了超乎想像的正向
循環，透過每天自己的一言一行，慢慢地傳遞
出來，讓身邊的人都感染到這份快樂，這樣的
激勵，燃起了他們「持續變帥」的決心。
黃任伯則認為，「當你慢慢瘦下來，身材

變好，自然而然會覺得：啊，我可以去試試看
不同造型。當你開始嘗試新造型，不再只穿
polo 衫、運動褲，你會發現大家對你的評價
是越來越正面的，你就會再有更多動力繼續改
變。」
在內涵學識的蘊養之外，他們決定要透過

有質感、有自信的外貌，向眾人傳遞正向積極
的外貌與態度，讓更多人樂於加入改變的行
列，越來越喜歡自己。

黃鈺琮：
改變，是因為想要變得
更喜歡自己。

黃任伯：
改變是從心態出發，
要發自內心

想當個更好的人。

鈺琮閒暇之餘最喜歡學習與思考。現在生活有了新目標，開始注
重個人形象，一邊看書的時候也不忘保養，期許自己做個內外兼
備的人。

在認真減重以前就很喜歡打羽球，現在會以適合的髮型跟服裝去
打球，隨時都注意個人形象。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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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來下單 
訂製全新的自己

想要完美變身，得從日常生活做起。曾經
經營美語補習班的楊曜任選擇精準地控制飲
食。「有在控制體態的人都知道攝取蛋白質是
很重要的，但是其實你不能完全不吃澱粉，如
果熱量沒辦法好好燃燒，停止控制之後肯定很
容易復胖。營養素的比例拿捏是最重要的。」
愛打球的林紘煜喜歡在平時多攝取能量飲

料；而將持續健身視為人生目標的陳睿宇，則
推薦大家在健身前攝取共軛亞麻油酸（CLA），
有效提高基礎代謝率並維持肌肉量。從決定改
變個人形象至今，不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3
人已經對自己的體態與生活有了全新的認知與
掌握，言談之間流露對生活的熱情與積極。
現在，他們每天要做的事情，不再單純只

是體態控制或個人形象管理這麼單純而已，而
是一場名為「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的馬拉
松。每天要運動健身，要積極學習充實內涵並
練習表達自我，接觸社群，思考如何經營個人
品牌，偶爾還要自己下廚煮一頓健康餐。看著

體脂不斷降低，身材慢慢比一般健康的成年男
子還要精實，問他們到底怎麼辦到的，難道不
曾覺得煩躁、想過放棄嗎？「大家都知道改變
是很難的，所以我們 5個一起組團打怪啊！我
們都知道，去做之前，內心要先說服自己，你
要認同改變這件事情。你要想，未來的你，到
底想當一個怎樣的人呢？」不論是健康的人、
有質感的人，或是有魅力的人，以你擁有的資
源，就你所在的位置，做你能做的事，每個人
都可以從今天開始改變，向未來下單，訂製全
新的自己。

現在體脂已經落在成年男性的正常範圍內，目標希望朝向 15%的
體脂邁進。瘦下來之後，對自己的風格更有想法，跟其他人也變
成可以一起討論穿搭的朋友。

跟大家一起挑戰打造個人形象之後，才發現自己有更多需要學習
的東西，會排出時間一一完成，意外地時間管理變好了，還多出
了跟家人相處的時光。

以前打籃球是打興趣，體重控制之後，身體變得比以前輕鬆，打
球打得更快樂，然後運動量加倍，身材就變得更好。這就是一個
正循環。

林紘煜：
想要改變，一定會面對

挑戰跟挫折，但跟戰友們一起，
你會覺得自己辦得到。

陳睿宇：
改變一開始很痛苦，

但你知道
這會是一個正向循環。

楊曜任：
身材的改變其實會帶動
生活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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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traBURN
綜合莓果口味
就算沒有運動的時候也會喝，
因為身體組成實在太重要了。
 ⸺ 林紘煜

新生活養成術
你怎麼過一天，就怎麼過一年，

與其庸碌沒有目標，

不如下定決心由內而外開始改變，

追尋更好的自我。

跟著他們一起身體力行好習慣，

每天一點小轉念、小改變，

期待未來，每一位

有心向上的人都會很不一樣。

Artistry men
保濕水乳液
就算沒有任何保養概念也沒
關 係， 每 天 一 定 要 記 得 保
濕，肌膚補水是最重要的！
         ⸺ 黃鈺琮

Satinique 定型噴霧
人家說髮型就是男生化妝的
一環啊！家裡準備一罐定型
噴霧就能試出很多變化了，
多多研究其實非常有趣的！

⸺ 黃任伯

Satinique 時尚造型霜
每 天 都 會 整 理 好 造 型 再 出
門，頭髮是我最重視的。只
要多注意這個小細節，就能
讓整體造型加分許多！
 ⸺ 陳睿宇

紐崔萊優質蛋白素 + 
BodyKey 營養飲品
如果不擅長拿捏營養素的調配，試著把
其中一餐改成營養飲品搭配蔬果。懶得
煩惱要吃什麼的時候，我都這樣吃。
 ⸺ 楊曜任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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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每一樣東西

都值得精挑細選，不僅照顧自己，

更照顧我們所愛的人。

Amway 
Select
嚴選好物

A BETTER PLUS

AW8P25-P27.indd   25 2019/7/20   上午2:03



26

補充完整營養 
滿滿元氣
從早開始從早開始

調和菁彩
食尚新滋味

DOUBLE X 蔬果綜合營養片
早餐光是靠飲食並不容易攝取足夠的營養，
DOUBLEX 提供全方位的健康補給，迅速開啟元氣
滿分的一天，每份只要 35 元，聰明投資健康！

容量 186 錠　
訂貨代碼：2696    售價：2,145 元 
訂貨代碼：2697    售價：2,045 元（補充包）

優質蛋白素―全植物配方  
大包裝 即將上市
來自 3種植物來源的優質蛋白素，提供完美
的胺基酸比例。搭配五彩蔬果或其他飲品，
調和菁彩食尚新滋味。

容量：900 公克   訂貨代碼：2740   
售價：1,750 元

營養補給
曲線管理

與熱量
保持安全距離

飽足纖享
So Easy

BodyKey 纖勻凍  即將上市
每份含 1,000 毫克藤黃果萃取菁華，可促進新陳代
謝，提供 3.3 克膳食纖維，增加飽足感，幫助打造
黃金比例。Q彈果凍口感，葡萄果汁風味，小巧條
狀包裝好攜帶。

容量：14 包
訂貨代碼：2651
售價：380 元

BodyKey 營養飲品
忙碌上班族的健康小幫手，每包含多種維生素、礦
物質及膳食纖維，為身體帶來輕盈舒暢，美味健康
一次到位。

容量：14 包
訂貨代碼：
咖啡口味 2620
香草口味 2618
莓果口味 2619   
售價：1,250 元

A BETTER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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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續約辦理」功能  7 月 1 日啟用
只要一支手機就能續約！上網進入線上購物，聰明自動提醒續約，不但可以用購物積點折抵，還
可直接設定自動續約，好康權益不漏接。免出門一指就能完成，快和大家分享這項全新功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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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一支手機就能續約！上網進入線上購物，聰明自動提醒續約，不但可以用購物積點折抵，還
可直接設定自動續約，好康權益不漏接。免出門一指就能完成，快和大家分享這項全新功能吧！

好物立馬入手

品味健康生活

分流器組
訂貨代碼：9516（六期無息分期）
　　　　    2047（一次付清）
售價：27,395 元

鵝頸水龍頭組
訂貨代碼：
9517（六期無息分期）
 2048（一次付清）
售價：30,140 元

桌上型熱水機組
訂貨代碼：9812（六期無息分期）
　　　　    9811（一次付清）
售價：32,000 元

完整套組 靈活搭配
原味複合金鍋 21 件組
層疊幸福好食光！多層式結構設計，導熱迅速均
勻，一口爐火即可完成多道料理；完整套組，輕鬆
變化各式各樣的健康佳餚！

訂貨代碼：9521（六期無息分期）     
　　　　    2050（一次付清）
　　　　    售價：23,450 元

全家人的安心好水
益之源淨水器
結合高密度活性碳與紫外線燈管，獨創雙
淨化 2 合 1 濾心匣，過濾超過 160 種雜
質與有害物質，有效滅除 99.99% 細菌病
毒。榮獲 NSF 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 6 項
全機認證。

續約更便利

What�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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