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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發表的《2020健康國民白皮書》
說到：「飲食營養與國人十大死亡疾病前五名，以
及與許多影響身體品質的生理狀況都息息相關。」
而人體三大營養素又以蛋白質最重要，蛋白質挑得
對，營養補充才到位。

健康飲食，這樣吃才精彩
身為醫療第一線的林哲光醫師，每天看診行程

滿檔，除了要細心診斷症狀，有時也得安撫病人焦躁
不安的情緒，需要耗費極大的精神和專注力。因此，
林醫師一定會利用每日餐點，補充多種植物性優質蛋
白，不僅加強自我免疫防護力，也補足體力。

一到季節變換和流行病傳播季，門診經常人滿

醫師全解析，營養大表「白」

為患，要做好萬全準備，林醫師特別重視早餐，會
選擇豆漿或牛奶，搭配蛋和魚等足夠的優質蛋白食
物，和一大盤高纖蔬果，啟動一天活力的開始。午
餐林醫師也會選擇低GI的食物，避免血糖迅速飆高，
讓人頭腦昏沉。此時蛋白
質的攝取可以讓人既有飽
足感，下午也不飽睏，工
作更有效率。

同時為了給病患最佳
示範，林醫師相當注重自
己的形象和體態，他保持
身 體 最 佳 狀 態 的 不 二 法
門，就是靠飲食控制。

選對優蛋白
　防護更給力

你知道嗎？每天補充足夠的優質蛋白好處多
多，不但讓你擁有充足的免疫力、滿滿的活
力，還能由內而外展現美好的膚況與氣色，
讓每一天都精彩！究竟蛋白質能夠如何幫助
我們全方位提升健康，優質蛋白質又該如何
挑選？就讓專業的醫師與營養師完整告訴你！

林哲光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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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林醫師建議「盡量選擇天然、多種植物來源的
補充品，是否好消化也很重要。為了吃的安心，可
選擇大品牌，或是有原料履歷追溯的產品。」

��師林��補充，如果想要另外選擇蛋白質
補充品，可挑選大豆＋豌豆＋小麥等多種植物來源
的蛋白質，必需胺基酸含量比單一植物來源的蛋白
質更完整，對人體無負擔。挑選時要留意，消化率
為國際胺基酸消化率評分（PDCAAS）等於1，才是
真正好消化的優質蛋白。

「我最喜歡以清爽的豆腐作為晚餐中的主食，
熱量低又富含優質大豆蛋白，吃得飽

又吃得好。」假如因為生
活忙碌，無法從

食 物 中 獲 取
足 夠 的 蛋 白

質 ， 想 要
透 過 營

養品補

1. 天然來源
2.  多種植物來源：有完整的胺基酸，身體無

負擔
3. 蛋白質消化率：PDCAAS=1
4. 食品安全：選擇全程追溯原料來源更安心
5. 具口碑或歷史的大品牌

優質蛋白這樣選準沒錯

面對疫情，除了生活作息規律、睡眠充
足、保持愉快的心情之外，最重要的還是
要有均衡與充足的營養，才能幫助身體
運作、提升自體免疫力。林��說，
「尤其現在正值新冠疫苗施打期，蛋
白質可以幫助維持體力、強健細胞，
打完疫苗後也要注意補充。」

此外，2017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
指出，國民最常見三大慢性疾病是高血
脂、高血壓、糖尿病。林醫師表示，「要
降低三大慢性疾病，就要選擇無負擔的飲食。
植物蛋白中，來自黃豆的生物活性胜肽可幫助抗高
血脂、抗高血壓、抗發炎、抗氧化、調節免疫功能等，
也是大家可以特別注重的營養。」

提升免疫力，健康就是防護罩

補充優質蛋白，
全方位提升健康品質

調節免疫功能

美顏好氣色

增肌、曲線管理

思緒清晰

好入眠 ZZ

林哲光 醫師
●  佑家診所醫師
●  長庚大學醫學系
●  中華民國內科專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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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慮清晰、創造美顏好氣色
「現代人大多外食，蔬菜攝取量不足，建議可以像林醫師

一樣，盡量挑選植物性優質蛋白，或是以白肉取代紅肉，避免動
物蛋白質攝取過多，造成高膽固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最棒的
是，優質蛋白還是天然美容聖品喔！」林��補充。

因為人體所有細胞組織都需要蛋白質，所以補充優質蛋白，
能幫助皮膚跟頭髮狀態更好，也能提供增肌所需的胺基酸營養，
增加飽足感，幫助曲線管理。除此之外，林��也表示，蛋白質
不僅能合成大腦中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讓我們思緒清
晰，元氣滿滿，從容應付上班、上課的大小挑戰之外，還可以幫
助血清素或褪黑激素等腦內分泌物循環，讓我們白天好心情，晚
上好入眠，益處多多。

「一般人認為植物蛋白好像比動物蛋白差，但其實如果選擇
『多種植物來源 』的植物蛋白，營養一樣完整；加上植物蛋白沒
有多餘的脂肪、膽固醇或乳糖，好吸收、無負擔，是更好的優質
蛋白選擇。 」

動物蛋白 vs 植物蛋白，    
營養師來點評：

動物蛋白 VS 植物蛋白

林安安 營養師
●  北醫保健營養學系學士

●  台灣大學口腔生物科學所碩士
●   國家高考營養師／運動營養師

含量高
易導致肥胖、心血管等各種疾病

含量低，無負擔
黃豆胜肽抗高血壓、高血脂膽固醇、脂肪

動物性蛋白粉多由牛奶製成
乳糖不耐症者須小心

不含
適合各族群食用乳糖

蛋、牛奶消化率接近 1 大豆、豌豆、小麥
同時攝取，消化率接近 1

消化率
PDCAAS最高為1

肉類、海鮮、奶類、蛋類 大豆、多種植物來源
蛋白補充品代表食物

勝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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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植蛋白，精準補足     大族群需求6
因應成長發育變化，身體對營養的需求各有不同。蛋白質為身體不可缺少的基礎營養素，
無論在什麼階段、屬於什麼族群，適當補充都可以幫助我們維持最佳狀態。

讓
妳…

優
質
蛋
白

窈窕曲線愛美族

葉家榆

●  加強飽足感，曲線管理更容易
●  修復細胞組織，澎潤肌、水亮髮回歸
●  活力滿滿，擁有無敵續航力

前年因為出了交通事故，為了修復組織，我開始注重補充蛋白質。當時特別
選擇植物蛋白，沒有乳糖、膽固醇，對身體比較沒有負擔，後來發現還可以幫助
曲線管理。
我現在每天早晚都會補充兩匙優質蛋白補充品，增加飽足感，不會亂吃零

食，還能維持體力和身材，每次和朋友見面，大家都誇我狀態越來越好。

健康總管主婦族

林佳微

●  加強全家人的防護力
●  孩子贏在起跑點，成長高人一等
●  體重維持，基礎代謝率不偷懶

照顧三個小孩，生活總是忙得團團轉！除了靠運動鍛鍊體力，我還會喝植物蛋白飲
來保持活力，後來發現蛋白質可以提升保護力，所以兩年前開始每天早晚，給小孩補充
一匙來調節體質。

我選擇的是天然、有全程追溯的產品，給全家人吃都安心，看到小朋友們健健康康
成長，讓我很有成就感。

讓
妳…

優
質
蛋
白

●  每天容光煥發，隨時都有好氣色
●  一整天精神飽滿，會議再長也不累
●  增加飽足感，拒絕下午茶和宵夜誘惑

奮鬥打拚創客族

邱柏堯

身為創客族，很多事都要親力親為，一忙起來，很難有時間準備營
養的餐點，這時，植物蛋白飲就是我的最佳幫手，讓我維持充沛體力、
創造力和專注力。

早上我會泡一杯植物蛋白飲，迅速喚醒大腦；下
午一杯，彌補外食不均衡的營養缺口，還能讓我有平
穩的情緒和快速的反應面對客戶，留下專業好印象。

1.年輕人，20-30歲：
重視身材曲線和肌膚

2.增肌族，25-40歲：
希望有結實的肌肉
和好身材

3.孕&產婦，31-40歲：
注重孕產期營養 4.主婦/媽媽，31-45歲： 5.上班族，40歲：

6.年長者，60歲以上：
需要強化身體防護力

讓
你…

優
質
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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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輕人，20-30歲：
重視身材曲線和肌膚

2.增肌族，25-40歲：
希望有結實的肌肉
和好身材

3.孕&產婦，31-40歲：
注重孕產期營養 4.主婦/媽媽，31-45歲： 5.上班族，40歲：

6.年長者，60歲以上：
需要強化身體防護力

增肌愛線健身族

趙康宇

●  完整胺基酸，修復肌肉，塑造旁人稱羨的結實六塊肌
●  降低運動疲勞不適感，快速恢復元氣
●  天然無乳糖，不再拉肚子

走跳有力樂齡族

楊方儀

●  均衡營養好方便
●  肌肉組織顧牢牢，走路穩健不易倒
●  肌髮亮麗有光澤，真實年齡不洩密

我和先生非常講究飲食，不吃油炸及加工食品。早上我們都會喝一
杯植物蛋白飲，方便又沒有膽固醇，一整天精神飽滿；傍晚我會再喝一
杯，先生則是晚上運動後補充，不但維持肌肉量，皮膚和頭髮
也亮麗有光澤，更補充了食物中攝取不足的營養。

35年持之以恆的補充，讓我們越活越逆齡，身體比年輕時
的狀態更好！

●  懷孕期，只要補胎不要補肉
●  哺乳期，泌乳量大爆發
●  產後期，迅速恢復產前身材和體力

1.年輕人，20-30歲：
重視身材曲線和肌膚

2.增肌族，25-40歲：
希望有結實的肌肉
和好身材

3.孕&產婦，31-40歲：
注重孕產期營養 4.主婦/媽媽，31-45歲： 5.上班族，40歲：

6.年長者，60歲以上：
需要強化身體防護力

體力充沛漾媽族

李郁文

1.年輕人，20-30歲：
重視身材曲線和肌膚

2.增肌族，25-40歲：
希望有結實的肌肉
和好身材

3.孕&產婦，31-40歲：
注重孕產期營養 4.主婦/媽媽，31-45歲： 5.上班族，40歲：

6.年長者，60歲以上：
需要強化身體防護力

懷孕初期我就開始早晚飲用三匙植物蛋白補充品＋豆漿，
多虧如此，產後我沒有常見的大量掉髮、氣色不佳、精神不好
的問題，身材也恢復得很好，一個月後就能穿回懷孕前的褲
子，讓我非常開心。

因為是親餵，吃的東西也等於餵給了
寶寶，所以選擇營養補充品時，我會特別
選擇有嚴格品質保障的才安心。

為了增加肌肉量，除了少吃澱粉，早餐一定會來杯植物蛋白飲。因
為植物蛋白補給品，跟乳清蛋白有一樣效果，但又不會因為乳糖不耐拉
肚子，也很好消化。

大約一個月後就很有感，不但每天都很有精神，運動強度也可逐漸
增加，體重和體脂也開始下降，讓我對鍛鍊成果非常滿意。

讓
你…

優
質
蛋
白

讓
妳…

優
質
蛋
白

讓
妳…

優
質
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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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腳打開與肩同寬
2.  左 手 臂 橫 過 胸 前 ，

右 手 手 肘 彎 曲 ， 壓
住 左 手 手 肘 處 ， 往
身體拉近

3.  停留10～15秒後換
手進行

4. 反覆動作各5次

手臂交叉伸展操

1.  一人坐在椅子二分之一處，雙手抱
左膝，慢慢往胸部靠近，停留
10～15秒後換腳進行

2.  另 一 人 手 扶 椅 背 保 持 平
衡，一腳向身側慢慢抬至
最高點，停留5～10秒後
換腳進行

3.  反覆動作各5次後，兩
人交換

相互打氣有椅靠

與爸爸一起動滋動親子同樂

鷹嘴豆溫沙拉
食材： 鷹嘴豆罐頭1罐、小番茄8∼10顆及櫛瓜1條切丁、

洋蔥末3大匙、水煮蛋2顆切丁、豆苗1小把、橄欖
油少許、海鹽適量、黑胡椒適量。

作法： 將鷹嘴豆、小番茄丁、櫛瓜丁、洋蔥末炒香，再加
入水煮蛋和海鹽、黑胡椒一起拌勻，最後擺上豆苗
即完成。

 鷹嘴豆屬優質蛋白，營養成分豐富，很適合長者享
用。烹煮時，可選擇保留口感或煮得很軟綿，如想再多補充蛋白
質，可再加一匙優質蛋白補充品，輕鬆滿足營養所需。

TIPS

給爸爸一道健康料理老爸專屬

用愛與營養 向老爸表關懷
即將到來的父親節，除了送禮物、紅包之外，
來點更加有心意的巧思，向爸爸表達你對他的愛！

運動後，別忘了營養補充－堅果優植蛋白飲

堅果含有Omega-3與維生素E，可舒緩痠痛和發炎等；優質植物性蛋白，能
發揮肌肉養護力，對有慢性疼痛、肌肉流失的年長者，是很好的補給飲品。

活力愛獻父親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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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刀搶購

歡迎新成員加入！
小n特別推出新品+夯品超值組，
回饋一路支持的小n粉！生力軍報到 小

賞味迎新開賣啦!
�月��日正式開跑！
特惠組合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微笑鼓勵組特惠�
微酵氣泡康普茶�盒+超級穀力飲�盒

最潮保健飲品組，滿滿元氣+微酵好心情，
想當型男型女的飲料控必備

微酵氣泡康普茶

訂貨代碼 :����   迎新價 :���元（原組合價值���元）

超級穀力飲

�� 種乳酸菌、康普茶粉，提升新陳代謝、調整體質、排便順暢
每杯僅 ��大卡、不到 ��元，平價享受五星級飲品

��種穀物 + ��公克蛋白質 + �種維生素與礦物質
超級食物加發芽穀物，滿滿營養不到���大卡

好神奇亞籽Q凍
β-聚葡萄糖、鋅，提升保護力
超級食物奇亞籽，含膳食纖維，飽足感up
每條僅��大卡，美型好輕鬆

纖勻美Q凍
藤黃果萃取菁華，提升新陳代謝
膠原蛋白，Q彈美顏 so easy

纖勻又凍顏，還能提升保護力，宅家也給力

果凍愛好組
好神奇亞籽Q凍�盒+纖勻美Q凍�盒

訂貨代碼 :����   迎新價 :���元（原組合價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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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1包、常溫水120毫升、伏特加20毫升、君度橙酒20
毫升、檸檬汁10毫升、甜羅勒葉8∼10片、紅酒10毫升、冰塊適量。

將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以常溫水120毫升攪拌溶解後，取60毫升於
shaker調酒搖杯中（或保溫杯中），依序加入伏特加、君度橙酒、檸
檬汁、甜羅勒葉。

於shaker調酒搖杯中搗碎甜羅勒葉，使甜羅勒葉釋放香氣。
加入適量冰塊，上下搖晃10秒鐘後，飲品過篩倒入杯中，
最後加上紅酒即可享用。

* 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未成年請勿飲酒

作法

�� ��

微醺特調 微酵康普波丹

夏日            
       微酵沁涼調飲

在家悶壞了嗎？快拿出最新上市的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與榮獲「調酒界奧斯卡」之稱的「World 
Class世界頂尖調酒大賽」台灣區冠軍，一同搖出最特別的夏日特調，增添宅家情趣，也可與孩子一起
製作無酒精調飲，體會「自己動手做」的生活儀式感。除了品嘗清爽調酒，還可搭配晶瑩剔透的透明

系甜點「好神奇亞籽Q凍」，好吃又好看，在炎炎夏日勾起你的食慾，感受加倍快樂無負擔！

材料

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1包、熱水150毫
升、琥珀焦糖博士茶10克、葡萄柚汁
20毫升、蜂蜜5毫升、新鮮鳳梨60克、
冰塊適量。

以熱水沖泡琥珀焦糖博士茶，靜置

10分鐘後，取60毫升的茶，加入葡
萄柚汁、蜂蜜、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
粉，最後放入新鮮鳳梨，以果汁

機或攪拌棒打碎至產生泡沫。

飲品過篩倒出，依個人喜好加

入冰塊，即可飲用。

炎炎夏日，透過清爽解膩的小

點心，擺脫煩躁，享受暢快夏

日！桃子風味的好神奇亞籽Q
凍，含膳食纖維，順暢美型好

輕鬆，更添加β-聚葡萄糖及礦
物質鋅，享用果凍的同時又能

強化保護力！每條僅34大卡，
冰冰吃，滿足你的嘴饞時刻！

調酒冠軍小祕訣

在家可使用燜燒罐或保溫瓶取代酒吧常見的shaker調酒搖杯，記得要充分搖晃，才能讓
飲品的香味釋放。

茶香、果香，疊加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的莓果香氣，配上夏
日盛產水果，在家就能享受置身海邊的暢快調飲，無酒精

也可以創造小酌般的愜意，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品嚐！

調酒冠軍小祕訣

飲品設計

張哲瑋 Mars Chang

利用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本身的香氣，加上常見的伏特加、
紅酒、橙酒等元素，口感濃郁帶點清香，創造充滿層次的

奇妙感受。

飲品設計

岳佳毅 Barnett Yueh

作法

好神奇亞籽Q凍

新品報報
小

零酒精特調

世界頂尖調酒大賽台灣區冠軍 

康普可樂達

受到全球知名影星、米其林廚

師大力推薦的康普茶，是以紅

茶菌發酵的潮流保健飲料！微

酵氣泡康普茶擁有酸甜莓果滋

味，搭配氣泡口感，小小一條

擁有17種乳酸菌，幫助維持消
化道健康、排便順暢，每杯僅

20大卡、不到30元，盡情享
受五星級飲品。

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

容量：6.2克 x 15條
訂貨代碼：8570
售價：400元

容量：20克 x 10條
訂貨代碼：8571
售價：425元

世界頂尖調酒大賽台灣區冠軍 

月    日上市

過篩時，可使用孔徑較細的茶濾網，濾掉雜質後口感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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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心，擺脫煩躁，享受暢快夏

日！桃子風味的好神奇亞籽Q
凍，含膳食纖維，順暢美型好

輕鬆，更添加β-聚葡萄糖及礦
物質鋅，享用果凍的同時又能

強化保護力！每條僅34大卡，
冰冰吃，滿足你的嘴饞時刻！

調酒冠軍小祕訣

在家可使用燜燒罐或保溫瓶取代酒吧常見的shaker調酒搖杯，記得要充分搖晃，才能讓
飲品的香味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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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產水果，在家就能享受置身海邊的暢快調飲，無酒精

也可以創造小酌般的愜意，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品嚐！

調酒冠軍小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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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哲瑋 Mars Chang

利用小n微酵氣泡康普茶本身的香氣，加上常見的伏特加、
紅酒、橙酒等元素，口感濃郁帶點清香，創造充滿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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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菌發酵的潮流保健飲料！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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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17種乳酸菌，幫助維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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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跟雅芝一起
                讓肌膚有感發光吧！”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但持續保持正向、健康的生活方式，
均衡飲食、多喝水、規律運動、

都是後疫情時代健康清單上必做的事！

健康做到位，膚況更不能荒廢！
以天然植萃的能量保養品為肌膚打氣，

天天補充好營養，
讓膚質一天比一天澎潤彈！

健康舒活
美一天

BEAU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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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無負擔的美麗
討論度破表的純素保養理念，讓肌膚

與地球一同美麗下去！植萃能量系列，全
系列皆零礦物油、無 Parabens 防腐劑、無
Phthalates 塑化劑，不含動物成分，更不做
任何動物實驗。從純淨大地，到你美麗的肌
膚，用最溫柔又安全的方式給予呵護。

精準高效，滿足不同需求

Clean Beauty

Pesonalization

正如品牌創辦人伊蒂絲．仁伯所言，每個女人都是獨特藝術品！
植萃能量系列為每種肌膚需求，設計精準高效的保養方案⸺ 平衡、
水潤、賦活、緊緻，幫助你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保養品天菜！

健康舒活
美一天

超越肌膚保養、升級植萃營養
萃取大自然植物營養的呵護，對身體好，對你的肌膚也是！雅芝從多年的保養經

驗發現，當肌膚攝取了充足的營養，自然會顯現豐潤的彈性與明亮的光澤，許多肌膚
損傷、膚質困擾，都能透過來自大自然的恩惠，獲得有效改善！

植萃科技 美麗有感
結合紐崔萊 85 年植物營養學經驗和雅芝卓

越美膚科技，傾注健康的營養元素於植萃能量系
列，讓肌膚保養更有感！與密西根大學合作研究
的植萃高乘效複方，修護、保養雙管齊下，加上
來自紐崔萊農場的獨家白奇亞籽萃取，減少有害
生物膜的形成，平衡肌表微生物群，降低肌膚敏
感。多重植萃滋養，實現健康肌底，美麗自發光。

Phyto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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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透深層卸妝水

淨透深層卸妝乳

淨透深層卸妝油

講求清爽至上就選這瓶！革命性微胞技術搭配雙層
油水結構，搖勻後輕輕擦拭，輕鬆卸除眼唇彩妝及臉部
殘留髒污。使用後免沖洗，白奇亞籽油、西瓜與紫蘇蘆
薈萃取，持續守護肌膚，免受自由基傷害。

喜歡卸妝時搭配按摩的你，不能錯過配方升級、質地豐盈
的無香精卸妝乳！能溫和卸除臉部防水型彩妝，搭配多種自然
草本植萃，白芒花籽油、月見草油等強化肌膚防護力，優異的
保濕效果讓卸妝後的肌膚，乾淨柔潤不緊繃。

油類卸妝品最適合忙碌、講求效率的你！含保養
界的液態黃金⸺ 摩洛哥堅果油，搭配白奇亞籽油，
質地輕盈，能輕鬆溶解長效濃妝與毛孔中的頑固髒污，
連細緻的眼唇彩妝，都能乳化輕鬆沖走！搭配維他命 E
加強呵護，卸妝同時保養，輕鬆淨膚 0 負擔！

卸下多餘的，讓肌膚清爽深呼吸
臉上留有殘妝污垢，再多的營養，都無法好好吸收，保養最重要的第一道步驟就是

深層卸淨！紐崔萊明星成分白奇亞籽加持，卸妝力升級、提供更潔淨舒爽的清新感受。
水、乳、油 3 種劑型，全面貼近你的淨膚需求！

輕爽卸淨
之冠

植萃卸妝
之最

溫和潔淨
之選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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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粉嫩、保濕透亮，
穩定你的美麗肌本

平衡舒緩
油水平衡的肌膚看起來光滑細緻，肌膚不油膩，自然

舒適不躁動，毛孔乖乖聽話不亂冒痘！紐崔萊白奇亞籽萃
取結合益生穩定科技與金縷梅萃取，聯手打造自在清爽的
健康好膚質！

長效水潤
多種植萃菁華，從肌底補充彈潤水感，舒緩肌膚因乾燥引起

的緊繃不適。從清潔、修護滋潤到眼周提亮，24 小時長效保濕，
以植萃高乘效預防複方，提升肌膚防禦力，運用大自然的植物滋
養力，創造出自透光的水嫩彈！

長時間配戴口罩、待在空調環境，汗水夾
雜著油脂，加劇肌膚的不適感！後疫情時代要
留意肌膚基礎的平衡與保濕，補充優質高效的
植萃營養，遏止早發性老化現象！

BalancingBalancing

HydratingHyd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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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活柔膚水  用燕麥蛋白養出貴妃般的柔嫩咕溜好膚觸，
多種植萃成分深入肌底，打造強健肌底，滋潤保濕。

賦活亮采眼霜  對抗老化的亮眼神器！以植萃高乘效修護
複方，緊實眼周，改善浮腫，撫平歲月痕跡。

賦活亮膚霜  如手機濾鏡般的神效撫紋，一擦就有感！結
合植萃高乘效修護複方、高效抗氧化力的紅石榴與迷迭香
萃取，打造出扭轉青春力 600% 的超能力，提亮膚色，長
效保濕 24 小時！

賦活潔膚乳  洗臉也能洗出光彩美肌！紐崔萊白奇亞籽微
脂囊科技與專利紫蘇蘆薈，潔淨舒緩、洗後潤澤不乾澀。

撫紋澎彈、緊緻明亮
的升級祕方

無懼時光流逝，肌膚彈
性更要逆勢看漲！想擁有令
人稱羨的無痕美肌，保養上
要精修細養。以效果卓越的
植萃成分滋潤修護，才能有
效減少紋路、改善粗糙、乾
燥及暗沉老化困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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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STEP

STEP

STEP

擦上適量的賦活亮膚
霜或緊緻彈力霜後，
以食指＋拇指，由下
巴至耳下，輕捏下顎
線條，幫助收緊臉
型，清晰輪廓。

張開拇指與食指，虎口
抵住下巴，向上往耳朵
方向拉提，緊緻輪廓。

拇指比讚，以拇指側
邊，由嘴角輕輕拉滑
至耳下，可立體臉型
輪廓。

雙手呈握拳狀，以四
個指節當作天然按摩
滾輪，從下顎輪廓線
拉滑至顴骨下，可消
除浮腫，改善臉頰鬆
弛下垂。

緊緻拉提、掃黃滋潤，
日日重塑青春輪廓

拉提按摩 4 步驟，秒現緊緻立體美

頑固紋路與受地心引力下垂的輪廓會加深你與美麗的距
離！這瓶豐潤的塑顏回春神霜「緊緻彈力霜」，集結植物精
萃之力，包括白奇亞籽、植萃高乘效修護配方與木天蓼，有
效活化肌膚、改善頑固的肌表紋路，緊緻臉部輪廓！

撫紋澎彈、緊緻明亮
的升級祕方

再以食指＋拇指
由人中下巴處往
上滑，改善不愉
快的嘴角下垂。

植萃能量賦活、緊緻系列，將於 2021 年 9 月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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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登場

2021安麗

以橙花蜂蜜、南瓜籽油與非洲乳油木果脂，滋潤肌
膚表層，營養深入肌底，有效鎖水保濕，照顧全家
人的肌膚。G&H柔嫩護足霜，多效保養你的足部肌
膚，讓你全身上下水嫩嫩。

內含：蜂蜜身體乳400毫升1瓶、蜂蜜沐浴乳400毫升1瓶、 
           柔嫩護足霜100毫升1瓶、限定保冷／保溫袋1個。
總價值：1,115元    售價：695元    訂貨代碼：8606

深層滋潤  柔嫩肌膚

G&H 柔嫩蜂蜜組 

最優惠、最實用的安麗中秋人氣好禮，送禮

自用兩相宜，款款都是優質特選，讓親友對

你的祝福，愛不釋手。

以庫拉索蘆薈搭配紅葡萄籽與綠茶萃取，能提升
肌膚防禦力同時舒緩肌膚，並且延緩肌膚老化。
G&H柔嫩護足霜，多效保養你的足部肌膚，讓你全
身上下水嫩嫩。

內含：蘆薈身體乳400毫升1瓶、蘆薈沐浴乳400毫升1瓶、 
           柔嫩護足霜100毫升1瓶、限定保冷／保溫袋1個。
總價值：1,260元    售價：840元    訂貨代碼：8607

清新水潤  淡雅舒適

G&H 清爽蘆薈組 

8/10∼售完為止

8/10∼售完為止

限定 保冷
/保溫袋

輕巧方便

好收納

一袋多用一袋多用

輕巧方便

好收納

��

限定 保冷
/保溫袋

       R&J 有機什穀粉二入組 

以多種有機穀類與豆類製作，無添加人工
香料、色素、蔗糖及防腐劑，健康飽足，輕鬆
便利全方位的營養一次滿足。

內含：R&J有機什穀粉
          （藜麥紫米風味）500克2罐
售價：920元     訂貨代碼：2674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2入組 

特級初榨橄欖油，手工採摘，無污染純天然的美
味，豐富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將健康好禮送進
親友的心坎裡。

內含：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 (1公升) 2瓶
售價：900元    訂貨代碼：7148

透過復活草與神經醯胺修護肌膚。

藍色洋甘菊與金盞花能鎮靜肌膚；
蜂蜜、椰子水能保濕鎖水；芒果籽
油和乳油木果脂可滋養肌膚。

重建肌膚
保護層 

軟化角質

多效
保養肌膚 

��
舒緩放鬆的蘋果薄荷香氣

療癒疲憊的雙腳

訂 貨 資 格：安麗直銷商、會員

訂 貨 資 格：可利用各種訂貨管道訂購。活動當日開始訂

購時間：網路、行動購物及電話訂購為上午

8:30，各體驗據點訂貨櫃檯為上午10:00。  

注意事項：選擇宅配到府服務，一次訂貨金額未達2,000

元(含稅)者，需負擔運費100元。

瑕疵品換貨：禮盒若有品質瑕疵問題，請於收到貨品14天

內持原購貨發票致電客服或至各體驗據點辦

理更換。

退 貨：安麗公司提供14天之猶豫期(發票日起算)，

於此期限內，持原購貨發票至安麗各體驗據

點，辦理未拆封之禮盒產品退貨。如有贈品

請務必一併退回，或扣除等值金額，方可完

成退貨。

注 意 事 項

護足三重奏

療癒疲憊雙腳的最佳選擇

護足三重奏

療癒疲憊雙腳的最佳選擇

柔嫩護足霜

        R&J 濾掛式咖啡特惠組 

行家首選，最強優惠！R&J濾掛式咖啡特別選用產自哥倫比亞、瓜地
馬拉與巴西的100%阿拉比卡豆，黃金比例，打造濃郁咖啡香，濾掛
設計更便利。現在買3盒R&J濾掛式咖啡就送1盒佳評如潮、美味與
健康兼顧的益生濾掛咖啡，同時附上一只超可愛熊董帆布袋，讓你
好禮「袋」著走！

活動內含：購買R&J濾掛式咖啡（10入）3盒，
                    贈送益生濾掛咖啡（5入）1盒及熊董帆布袋1個。
總價值：1,390元    售價：990元    R&J濾掛式咖啡訂貨代碼： 8747

8/10∼贈品送完為止

添加尿素和果酸，去除老廢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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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登場

2021安麗

以橙花蜂蜜、南瓜籽油與非洲乳油木果脂，滋潤肌
膚表層，營養深入肌底，有效鎖水保濕，照顧全家
人的肌膚。G&H柔嫩護足霜，多效保養你的足部肌
膚，讓你全身上下水嫩嫩。

內含：蜂蜜身體乳400毫升1瓶、蜂蜜沐浴乳400毫升1瓶、 
           柔嫩護足霜100毫升1瓶、限定保冷／保溫袋1個。
總價值：1,115元    售價：695元    訂貨代碼：8606

深層滋潤  柔嫩肌膚

G&H 柔嫩蜂蜜組 

最優惠、最實用的安麗中秋人氣好禮，送禮

自用兩相宜，款款都是優質特選，讓親友對

你的祝福，愛不釋手。

以庫拉索蘆薈搭配紅葡萄籽與綠茶萃取，能提升
肌膚防禦力同時舒緩肌膚，並且延緩肌膚老化。
G&H柔嫩護足霜，多效保養你的足部肌膚，讓你全
身上下水嫩嫩。

內含：蘆薈身體乳400毫升1瓶、蘆薈沐浴乳400毫升1瓶、 
           柔嫩護足霜100毫升1瓶、限定保冷／保溫袋1個。
總價值：1,260元    售價：840元    訂貨代碼：8607

清新水潤  淡雅舒適

G&H 清爽蘆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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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 有機什穀粉二入組 

以多種有機穀類與豆類製作，無添加人工
香料、色素、蔗糖及防腐劑，健康飽足，輕鬆
便利全方位的營養一次滿足。

內含：R&J有機什穀粉
          （藜麥紫米風味）500克2罐
售價：920元     訂貨代碼：2674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2入組 

特級初榨橄欖油，手工採摘，無污染純天然的美
味，豐富的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將健康好禮送進
親友的心坎裡。

內含：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 (1公升) 2瓶
售價：900元    訂貨代碼：7148

透過復活草與神經醯胺修護肌膚。

藍色洋甘菊與金盞花能鎮靜肌膚；
蜂蜜、椰子水能保濕鎖水；芒果籽
油和乳油木果脂可滋養肌膚。

重建肌膚
保護層 

軟化角質

多效
保養肌膚 

��
舒緩放鬆的蘋果薄荷香氣

療癒疲憊的雙腳

訂 貨 資 格：安麗直銷商、會員

訂 貨 資 格：可利用各種訂貨管道訂購。活動當日開始訂

購時間：網路、行動購物及電話訂購為上午

8:30，各體驗據點訂貨櫃檯為上午10:00。  

注意事項：選擇宅配到府服務，一次訂貨金額未達2,000

元(含稅)者，需負擔運費100元。

瑕疵品換貨：禮盒若有品質瑕疵問題，請於收到貨品14天

內持原購貨發票致電客服或至各體驗據點辦

理更換。

退 貨：安麗公司提供14天之猶豫期(發票日起算)，

於此期限內，持原購貨發票至安麗各體驗據

點，辦理未拆封之禮盒產品退貨。如有贈品

請務必一併退回，或扣除等值金額，方可完

成退貨。

注 意 事 項

護足三重奏

療癒疲憊雙腳的最佳選擇

護足三重奏

療癒疲憊雙腳的最佳選擇

柔嫩護足霜

        R&J 濾掛式咖啡特惠組 

行家首選，最強優惠！R&J濾掛式咖啡特別選用產自哥倫比亞、瓜地
馬拉與巴西的100%阿拉比卡豆，黃金比例，打造濃郁咖啡香，濾掛
設計更便利。現在買3盒R&J濾掛式咖啡就送1盒佳評如潮、美味與
健康兼顧的益生濾掛咖啡，同時附上一只超可愛熊董帆布袋，讓你
好禮「袋」著走！

活動內含：購買R&J濾掛式咖啡（10入）3盒，
                    贈送益生濾掛咖啡（5入）1盒及熊董帆布袋1個。
總價值：1,390元    售價：990元    R&J濾掛式咖啡訂貨代碼： 8747

8/10∼贈品送完為止

添加尿素和果酸，去除老廢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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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起守護居家健康
除了居家環境之外，穿在身上的衣服，更是守

護家人的第一道防線。SA8 衣潔系列有效去污，不
傷害衣服材質，能使衣物色彩更鮮亮。

建議可用超濃縮無磷高效洗衣粉或
三合一超效洗衣精，加入超效活氧漂
白劑，以溫水洗滌，就能徹底洗淨髒
污！還有衣物柔軟精、炫黑深色衣物
洗衣精等全系列產品，全方位滿足清
洗織品的各種需求！

家，是最安全的避風港；一個潔淨無毒的家，更能守護家人健康！
每天在外打拚，髒污可能也跟著你一起回家，

選擇符合「環保、安全、高效」三大標準的家潔產品，
徹底清潔環境與身上衣物，保護自己，也保護所愛的人、事、物。

安心潔淨 健康居家生活

高效清潔  宅家更放心
有 著 超 過 60 年 口 碑 的 Amway Home 系 列 產

品，擁有美國環境保護局的 Safer Choice 標章、專利
BIOQUEST Formula ™ 獨家潔淨技術，代表採用最高
規格的安全成分，不僅保有高效清潔力，也對人體、
環境安全無虞。

高效清潔又不傷雙手的超濃縮 L.O.C. 系列，有廚
房強效清潔劑、浴廁強效清潔劑，及許多家庭必備的
L.O.C. 多用途強效清潔劑。使用時，只要依照需求稀
釋，就能有效清除居家環境裡的頑強污垢，完美清潔
家中所有角落！

擦拭桌面或地面時，可使用 S 型
擦拭法，從左到右、由上到下，就
能有效帶走髒污，徹底清潔環境。

Tips 救
星
來
了

頑
強
污
垢
不
用
怕
！

金屬亮潔劑―大家引頸期盼的好幫手
即將強勢回歸！配方環保無害的金屬亮
潔劑能有效去除頑垢斑痕；萃取自玉米
的檸檬酸成分，不傷手也不傷鍋具，可
生物降解，安全無毒。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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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防疫兩妙招 潔淨空氣有益罩
疫情期間待在家，以為緊閉門窗吹冷氣，阻隔室外空污就能萬無一失，殊不知缺乏空氣流通，反而累積
室內空氣污染，成為另一種健康隱憂！對此，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莊凱任教授提出兩種淨化空氣的作法，
教你正確運用空氣清淨機，待在室內也能享受潔淨好空氣。

　　有研究指出，室內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和總揮發性有機化學物質，

如油漆、裝潢、家具黏著劑等，會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精神不容易集

中，更別提每次外出也可能會將外頭的細菌、病毒帶回家，對心愛的

家人造成威脅。

室內空氣比你想的髒！？

跟著專家這樣做，淨化生活中的有害空污

　　開窗時，也要善用空氣清淨機，不建議手動設定或仰賴機器智能

感應、自動調節，一定要全速運轉。

　　宅在室內，想大口呼吸新鮮空氣，享受潔淨優質的空氣品質，莊

教授建議以下兩種作法：

一、開窗＋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

�� ��

一般民眾認為室外空氣品質

不好，習慣關窗，但疫情期

間要改變做法。美國疾病管

制與預防中心指出，無論自

己是不是無症狀感染者，或

是有沒有把污染物帶回家，

稍微打開窗戶能促進空氣流

通，進而降低室內可能存在

的含病毒飛沫數量。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莊凱任

POINT

　　出門口罩、防護面罩雙重保護，回家有逸新空氣清淨機的三重濾淨系統守護，高效能HEPA濾網，有效過濾空氣
中小至0.0024微米的懸浮微粒，包含PM2.5、流感病毒等超過300種污染物和100種以上過敏原，濾淨效能高達99.99%。
取得英國過敏協會及過敏症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認證，可減少或去除過敏原，適合易過敏者使用。

　　再加上勤洗手、定時消毒環境、保持作息及運動習慣，落實防疫基本功，健康更有保障！

室外有口罩，室內益新罩

做好防疫基本功，健康有保障

前置濾網 HEPA濾網 活性碳氣味濾網

     重

濾淨系統

　　假如有家人正在隔離，莊教授說，隔離者應獨自使用一台空氣清淨機，

使用過後要放置一周以上才能再使用。隔離期間不必特別清理濾網，要是

必須更換，記得戴手套、護目鏡、口罩，換下的濾網也要包好再丟棄。

選對空氣清淨機，才能有效濾淨

　　如因特殊理由不能開窗，就以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搭配具換氣功能

的冷氣機。莊教授發現具換氣功能的冷氣，有助於排放室內二氧化碳，而

且冷氣機濾網能過濾大顆粒污染物，如再加上一層靜電濾網，便可過濾

PM2.5等小顆粒污染物。

二、冷氣＋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

包含HEPA濾網、活性碳濾網、前置濾
網，沒有這3道濾網，空氣清淨機能發
揮的幫助也不大，是非常重要的選擇

指標，同時也要記得定期更換濾網。

機器每小時能輸出多

少乾淨空氣，依此選

擇符合坪數大小的空

氣清淨機。

例如美國AHAM家電製造商
協會標準認證、英國過敏協

會、歐盟CE認證等，都是
國際認可的標準。

CADR值 取得國際認證 三層濾網潔淨

　　市面上機種這麼多，該如何挑選空氣清淨機呢？莊教授強調以下3點
很重要：

疫情期間與家人共處一室，

空氣清淨機一定要全速運

轉，最好是24小時開啟，幫
助空氣循環。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莊凱任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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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防疫兩妙招 潔淨空氣有益罩
疫情期間待在家，以為緊閉門窗吹冷氣，阻隔室外空污就能萬無一失，殊不知缺乏空氣流通，反而累積
室內空氣污染，成為另一種健康隱憂！對此，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莊凱任教授提出兩種淨化空氣的作法，
教你正確運用空氣清淨機，待在室內也能享受潔淨好空氣。

　　有研究指出，室內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和總揮發性有機化學物質，

如油漆、裝潢、家具黏著劑等，會造成工作效率下降、精神不容易集

中，更別提每次外出也可能會將外頭的細菌、病毒帶回家，對心愛的

家人造成威脅。

室內空氣比你想的髒！？

跟著專家這樣做，淨化生活中的有害空污

　　開窗時，也要善用空氣清淨機，不建議手動設定或仰賴機器智能

感應、自動調節，一定要全速運轉。

　　宅在室內，想大口呼吸新鮮空氣，享受潔淨優質的空氣品質，莊

教授建議以下兩種作法：

一、開窗＋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

�� ��

一般民眾認為室外空氣品質

不好，習慣關窗，但疫情期

間要改變做法。美國疾病管

制與預防中心指出，無論自

己是不是無症狀感染者，或

是有沒有把污染物帶回家，

稍微打開窗戶能促進空氣流

通，進而降低室內可能存在

的含病毒飛沫數量。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

莊凱任

POINT

　　出門口罩、防護面罩雙重保護，回家有逸新空氣清淨機的三重濾淨系統守護，高效能HEPA濾網，有效過濾空氣
中小至0.0024微米的懸浮微粒，包含PM2.5、流感病毒等超過300種污染物和100種以上過敏原，濾淨效能高達99.99%。
取得英國過敏協會及過敏症研究基金會歐洲中心認證，可減少或去除過敏原，適合易過敏者使用。

　　再加上勤洗手、定時消毒環境、保持作息及運動習慣，落實防疫基本功，健康更有保障！

室外有口罩，室內益新罩

做好防疫基本功，健康有保障

前置濾網 HEPA濾網 活性碳氣味濾網

     重

濾淨系統

　　假如有家人正在隔離，莊教授說，隔離者應獨自使用一台空氣清淨機，

使用過後要放置一周以上才能再使用。隔離期間不必特別清理濾網，要是

必須更換，記得戴手套、護目鏡、口罩，換下的濾網也要包好再丟棄。

選對空氣清淨機，才能有效濾淨

　　如因特殊理由不能開窗，就以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搭配具換氣功能

的冷氣機。莊教授發現具換氣功能的冷氣，有助於排放室內二氧化碳，而

且冷氣機濾網能過濾大顆粒污染物，如再加上一層靜電濾網，便可過濾

PM2.5等小顆粒污染物。

二、冷氣＋空氣清淨機全速運轉

包含HEPA濾網、活性碳濾網、前置濾
網，沒有這3道濾網，空氣清淨機能發
揮的幫助也不大，是非常重要的選擇

指標，同時也要記得定期更換濾網。

機器每小時能輸出多

少乾淨空氣，依此選

擇符合坪數大小的空

氣清淨機。

例如美國AHAM家電製造商
協會標準認證、英國過敏協

會、歐盟CE認證等，都是
國際認可的標準。

CADR值 取得國際認證 三層濾網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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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EATING

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曾預言：

「未來的醫生將不再用藥物為病人治病，

而是用各種營養方式來預防疾病的發生。」

這個預言果然成真！

只要我們養成健康飲食的好習慣，

身體自然會健康。

打造健康的基食

不健康的飲食習慣所造成的疾病，甚至死亡威脅的數據，遠高於吸菸等其它健康風險。理想的健康飲食，
代表五彩繽紛的人生，包含各種顏色豐富、種類不同的新鮮蔬果、豆魚蛋肉類、穀物與堅果等，每天都要吃天
然健康的「基食」，才能打造穩固的健康基石。

「健康吃」帶給你真食力

高血壓、高膽固醇等健康威脅，有年輕化的趨勢，已不再是年長者限定，探究主要因素，就在於外食族越
來越多，膳食纖維不足、油脂過多、鹽分攝取過量等造成的飲食失衡都會增加血壓、血脂和腎臟的負擔，再加
上食安疑慮，自己動手做除了免除食安疑慮，營養、美味又安心。

自己動手，健康美味兼顧

●  天然：盡量選擇保有原貌的真食物，包含全榖雜糧、豆魚蛋肉類、蔬菜、水果、奶製品及堅果種子與油脂等
六大類食物，和低GI飲食組合，最佳的飲食比例應是蔬果及全榖雜糧類占80%，肉類占20%。

●  單純：過度精緻、加工的食品，為了追求香氣和口感，可能會去除纖維質、維生素，大大降低營養價值。
●  無添加：加工食品為了好吃、易保存，常添加許多人工化學物，尤其高糖高鹽重口味，對人體造成許多負

擔，熱量通常也不低。
●  營養：食材從採收到上桌的過程中，如果處理不當，營養就會從中流失，即使吃了，身體也未必能吸收到食

物完整的營養成分。
安麗全新推出「真食力」系列，嚴選來源單純、無添加化學物的天然成分，細心打造天然、營養、美味的食品
系列，讓每日飲食成為你健康實力的最強後盾。

檢視你的飲食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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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動手做 Tips123 
教你蔬果營養素不流失

●  保存在陰涼處，
趁新鮮食用

●  維生素C和部分
B群留意高溫烹
煮時間

●  脂溶性維生素以
油炒營養好吸收

●  料理最好避免反
覆加熱，減少營
養流失，也能預
防食物因不新鮮
而變質

●  以流水取代浸泡
●  清 洗 過 後 再 刀

切，之後盡快烹
煮食用

Tips1

儲存

Tips3

烹調Tips2

切洗

好醬油加持，味蕾也跳舞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為了健康不應該使用調

味料，甚至連鹽都不加。營養師黃淑惠解釋，追
求健康不必犧牲美味，只要懂得選擇調味料，運
用得宜，調味料可以為料理畫龍點睛。

以醬油為例，攝取過多不利心血管健康，在
選擇上就要知道察「鹽」觀「色」的小技巧：
●  看鹽度：像是有心血管疾病或不想吃太鹹的

人，可以選擇鹽度12度以下的薄鹽醬油來減少
鈉含量的攝取。

●  看色澤：一般釀造醬油是淡褐或紅褐色，釀造
時間越久顏色越深，但如果價格相對便宜，卻
呈現濃黑色，就有可能是加了焦糖色素。

●  看成分：從商品成分內容，就能看出是否為釀
造、調合或水解醬油，建議選擇成分單純、看
得懂的原料。

要吃得健康不需費心力，交給專家就對了！
「真食力」系列將推出一系列天然無添加的健康好食，如
R&J NatureIn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與纖脆好穀酥，並
包含現有的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讓你每天吃得更美
味，更健康。

預計上市時間：10月
纖脆好穀酥

健康薄鹽版的R&J NatureIn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嚴選有機
黑豆與天然紅麴，傳承西螺老師傅七十年古法用心釀造，香醇外更添
回甘，比上一代減鹽約25%，鹽度10度以下，不添加防腐劑與人工色
素的優質醬油，健康與美味都加分！

R&J NatureIn
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

看得見的用心；嚐得到的甘醇；吃得出的健康好滋味

訂貨代碼：9574　售價：360元

預計8月底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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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族的健康餐盤

 
● 藜麥飯（♂140克 ♀105克）
● 照燒鯛魚片（鯛魚排 ♂55克 ♀35克）
  照燒醬汁：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1.5大匙、  

味醂1大匙、糖0.5大匙、水2大匙

● 味噌茭白筍（♂♀茭白筍100克）
  味噌風味淋醬：芝麻油少許、有機薄鹽紅麴黑豆

醬油露0.5大匙、白醋0.5大匙、味噌0.5大匙、味醂
0.5大匙、糖0.5大匙、水適量

Tips ： 平底鍋倒入照燒醬汁燒開後放入鯛魚片，小火
慢煮，用湯匙將醬汁反覆淋於魚片上，待醬汁
收稠後起鍋，撒上白芝麻即可。

● 清蒸甜椒綠花椰（♂♀100克）

●  玉米毛豆蝦仁（♂♀玉米粒40克、毛豆25克、小蝦
仁20克）

● 低脂優格（♂1小盒 ♀0.8小盒、核桃2～3粒）
● 鳳梨（♂♀50克）
● 葡萄（♂♀45克）

Tips ： 花椰菜入鍋蒸煮約 2 分鐘，再放入紅黃甜椒細
條，撒少許鹽和義式香料，熄火燜一下，最後
淋上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拌勻即可。

Tips ： 茭白筍洗淨後煮熟放涼、切塊，將所有調味料
拌勻成為味噌風味淋醬，淋於茭白筍上即可。

Tips ： 將蒜末炒香後，依序加入蝦仁、玉米粒和燙熟
毛豆仁快速拌炒，加鹽和白胡椒調味後即可。

照燒鯛魚彩虹套餐

食譜設計：
黃淑惠營養師

台北醫學院保健營養學系畢業、輔仁大學食品營養研究所碩士畢業，
現任台北市郵政醫院營養師。

♂ 男性餐盤建議　♀ 女性餐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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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小知識
為上班族設計的午間套餐，以薄鹽醬油入菜，讓食物更加美味，也不會給心血管、腎臟帶來負擔，
搭配各種蔬菜的高鉀低鈉組合，可維持血壓穩定，既有飽足感，又能為下半天增加工作續航力！

紅藜麥營養滿點又是
低GI食物，對久坐不
動的上班族是避免發
胖的好食材。

鳳梨的消化酵素解膩
助消化；葡萄中的多
酚有益心血管健康，
是便於上班族攜帶享
用的飯後水果。

毛豆也是高纖、零膽
固醇的優質蛋白，加
上富含鋅和鐵的蝦
仁，讓人活力倍增。

鯛魚是很棒的
低脂高優質蛋
白，與薄鹽醬
油調製的照燒
醬汁同煮，簡
單又美味。

經常使用3C產品容易用眼
過度，就要常吃綠花椰菜、
紅黃甜椒來保護視力。

筊白筍是高纖蔬菜中
的佼佼者，汆燙後佐
薄鹽醬油特調味噌淋
醬，清爽鮮甜又能促
進腸道蠕動。

♂男性一餐約700大卡，
包括3.5份全穀類，2.5份豆

蛋魚肉類，2份蔬菜類，1份水果
類，油脂2.5份和1份奶類。

♀女性一餐約600大卡，包括3份全穀
類，1.5份豆蛋魚肉類，2份蔬菜
類，1份水果類，油脂2份和

0.8份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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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音悠揚       在六龜樂音悠揚       在六龜樂音悠揚       在六龜樂音悠揚       在六龜樂音悠揚       在六龜樂音悠揚       在六龜

漸漸地，想加入學習的孩子越來越多。
陳醫師左思右想，索性在當地找了個透天厝，同

時辭去高雄市區牙醫師工作，開設了六龜地區唯一的
私人牙醫診所⸺ 尼布恩牙醫診所。於是，診所在一
樓、課輔班在二樓，2015 年，課輔班有了固定地點，
這裡就成了六龜孩童們敢夢、敢想的祕密基地。

「草創時期的課輔班，就像遊牧民族，沒有固
定居所。」一開始，陳醫師找了個臨時場地，號召

隱身診所的夢想任意門
學校下課了，一群孩子不是返家而是魚貫進入

當地唯一的牙醫診所⸺ 尼布恩牙醫診所，但他們
並不是去看牙醫！在這裡，彷彿有一扇任意門，能
連結孩子們想去的未來。這裡，是充滿愛與歡樂的
尼布恩學堂。

尼布恩，在布農族語中是「牙齒」的意思。尼布
恩牙醫診所創辦人陳俊志醫師，不只照顧孩子們的牙
齒健康，還透過尼布恩學堂，為孩子們的未來引進曙
光。談起陳醫師與六龜的緣分，就要從 2009 年說起。
當年陳醫師受六龜高中校長邀請，擔任學校合唱團指
導老師，自此開始著每周 5 小時的通勤生活。

讓 60 公里沒有距離
2012 年，有感於山區學童沒有完整課輔資源，

與市區約 60 公里的距離，彷彿將孩子們的未來推得
越來越遠。為了協助孩子們取得更好的課業成績，
陳醫師利用假日，為幾位準備考高中的孩子們課輔。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六龜這個地名既遙遠又陌生，直到2009年重創南台灣的八八
風災，才深深烙印在你我心中。如今，洪水已過，當地宛若新生，信步於高雄六
龜，時不時能聽見學童們合唱的悠揚樂音。

把偏鄉當家鄉的陳俊志醫師（右二），是尼布恩課輔班孩
子的 Hope Maker。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同學加入課輔班行列，下課後
搭著公車深入山區，每趟通勤及授課，前後就得花
上 7 小時；為了感謝這群熱血的大學生，陳醫師自
掏腰包補貼鐘點費用。「我很開心越來越多孩子願
意來課輔班充實自己，這也是我願意持續走下去的
動力。」即便課輔班遭遇許多考驗，樂觀的陳醫師
仍相信，所有困難都能迎刃而解。

用音符幫孩子找回自信
課輔班的成立，也讓這些偏鄉孩童有了敢夢敢

想的機會，陳醫師不定期安排各式職業講座，希望
孩子們能在茫茫學海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座標。許多
孩子上了大學後，也利用課餘時間回來輔導學弟妹，
在課輔班的影響下，歷來考上醫療相關科系的孩子
共有 22 位之多，他們都希望未來能盡一己之力，影
響社會。

陳醫師對於孩子們影響，還不止這些。熱愛聲
樂的陳醫師，總是帶著孩子們在音符流動間找回自
信。2018 年，陳醫師伴著孩子們以布農族天籟之音，
一舉唱進有「合唱界奧林匹克」之稱的世界大賽，
在 103 個參賽國家中勇奪金牌。對陳醫師而言，這
些都是他在成立課輔班時，想都沒想到的畫面。

你我攜手，點亮未來的路
如今，課輔班成立邁向第 9 年，隨著班級數增

加，原本的場地已不敷使用。今年 9 月，尼布恩學
堂即將搬新家，新教室有 3 層樓、共有 9 間教室、
可容納 50 位孩子學習。搬新家後，也代表全新的
挑戰即將展開：孩子越多，課輔班的責任也更大了。

陳醫師說，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連續 3 年
成為尼布恩學堂最堅實的後盾之一，隨著善款挹注，
讓課輔班稍減壓力，能更有餘裕地給予孩子更美好
的未來。不僅如此，2020 年初全台疫情尚不明朗、
口罩等醫療用品匱乏之際，基金會更主動寄送大批
醫療級口罩供學堂使用，用行動給予孩子們更安全
的學習環境。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誠摯邀請你，
一同為六龜學子點亮未來的路！

32

HOPE MAKER

AW8F32_F33.indd   所有頁面AW8F32_F33.indd   所有頁面 2021/7/16   21:282021/7/16   21:28

高雄醫學大學聲樂社同學加入課輔班行列，下課後
搭著公車深入山區，每趟通勤及授課，前後就得花
上 7 小時；為了感謝這群熱血的大學生，陳醫師自
掏腰包補貼鐘點費用。「我很開心越來越多孩子願
意來課輔班充實自己，這也是我願意持續走下去的
動力。」即便課輔班遭遇許多考驗，樂觀的陳醫師
仍相信，所有困難都能迎刃而解。

用音符幫孩子找回自信
課輔班的成立，也讓這些偏鄉孩童有了敢夢敢

想的機會，陳醫師不定期安排各式職業講座，希望
孩子們能在茫茫學海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座標。許多
孩子上了大學後，也利用課餘時間回來輔導學弟妹，
在課輔班的影響下，歷來考上醫療相關科系的孩子
共有 22 位之多，他們都希望未來能盡一己之力，影
響社會。
陳醫師對於孩子們影響，還不止這些。熱愛聲

樂的陳醫師，總是帶著孩子們在音符流動間找回自
信。2018年，陳醫師伴著孩子們以布農族天籟之音，
一舉唱進有「合唱界奧林匹克」之稱的世界大賽，
在 103 個參賽國家中勇奪金牌。對陳醫師而言，這
些都是他在成立課輔班時，想都沒想到的畫面。

你我攜手，點亮未來的路
如今，課輔班成立邁向第 9 年，隨著班級數增

加，原本的場地已不敷使用。今年 9 月，尼布恩學
堂即將搬新家，新教室有 3 層樓、共有 9 間教室、
可容納 50 位孩子學習。搬新家後，也代表全新的
挑戰即將展開：孩子越多，課輔班的責任也更大了。
陳醫師說，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連續 3 年

成為尼布恩學堂最堅實的後盾之一，隨著善款挹注，
讓課輔班稍減壓力，能更有餘裕地給予孩子更美好
的未來。不僅如此，2020 年初全台疫情尚不明朗、
口罩等醫療用品匱乏之際，基金會更主動寄送大批
醫療級口罩供學堂使用，用行動給予孩子們更安全
的學習環境。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誠摯邀請你，
一同為六龜學子點亮未來的路！

AW8F32_F33.indd   33AW8F32_F33.indd   33 2021/7/20   21:222021/7/20   21:22



極淨守護 自在深呼吸
逸新空氣清淨機
每分鐘 8,500 公升濾淨量，有效過濾小至 0.0024 微米的懸浮微
粒、300+ 種污染物，運轉聲量卻只有 26 分貝，還能遠端操控，
時時監測，啟動智能淨化新時代。
訂貨代碼：2070含安裝（一次付清）

2071含安裝（分6期）
售價：41,000元

全能居家掃除高手 
L.O.C.多用途強效清潔劑
一瓶萬用，針對地板頑垢污漬立即見效，
通過嚴格皮膚醫學測試，配方溫和不傷手。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1074
售價：210元

懶人福音！輕鬆高效又潔淨
三合一超效洗衣精
預洗、清潔、柔軟三大功能 all in one，雙酵配方
潔衣護色再升級，各種水溫都適用，超值省事又
省力。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1068
售價：370元

守護健康 居家安心

嚴選好物

即淨水 百萬人健康喝
益之源淨水器
雙淨化 2 合 1 濾心匣，結合高密度活性碳與紫外線燈管，滅除
99.99% 細菌病毒與 160 多種污染物，守護超過百萬人 * 的飲水安
全，達成台灣銷售第一 ** 成就。

* 根據東方線上 2021 年版 E-ICP 淨水設備市調研究結果
** 根據 Verify Markets Study 2020 年家用淨水器全球銷售市調結果。 

分流器組
訂貨代碼：8856（一次付清）

8857（分 6期）
售價：29,045 元
益之源完整供貨品項，請見安麗官網。

AMWAY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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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油舒緩
平衡調理露
細緻控油粉末搭配金縷梅萃取，吸附多餘油脂；
白奇亞籽凝膠可穩定強健同時安撫躁動肌膚，
留下柔滑粉嫩的肌膚觸感。
容量：200 毫升
訂貨代碼：4316
售價：650元

有感保濕  
水潤凝霜
來自藍色龍舌蘭的酵母及米蛋白等植萃成分，
24 小時長效保濕。植萃高乘效預防複方能有
效提升肌膚防禦力，延緩老化，肌膚水潤飽
滿有活力。
容量：50 克
訂貨代碼：4320
售價：1,320元

舒緩保濕 
水潤調理露
來自白奇亞籽凝膠能穩定肌膚表層的微生態，
強化肌膚，加上甘草等植萃成分，舒緩調理
肌膚不適。洗完臉後使用，輕拍肌膚，打造
絲滑美肌。
容量：200 毫升
訂貨代碼：4317
售價：700元

清爽保濕
平衡水凝乳
含浮游植物萃取，吸附多餘油脂，加上植萃
高乘效複方與白奇亞籽等植萃成分，24 小時
清爽保濕，舒緩同時提亮肌膚。
容量：50 克
訂貨代碼：4319
售價：1,200元

溫和潔淨  
水潤潔顏慕斯
氨基酸溫和潔淨，不含皂鹼，柔細豐厚的泡
沫能輕鬆洗淨污垢；紫蘇蘆薈專利配方能舒
緩肌膚，洗後滑嫩不緊繃。
容量：145 毫升
訂貨代碼：4315
售價：800元

眼周提亮  
水潤眼霜 
具高抗氧化力的專利配方，結合白奇亞籽與
紅石榴萃取，加上提亮美肌科技，明亮眼周
肌膚。藜麥籽與多種植萃成分萃取，能 24 小
時長效保濕並減少黑眼圈。
容量：15 克
訂貨代碼：4318
售價：1,200元

全臉卸妝 潔淨舒緩  
淨透深層卸妝水
雙層油水結構與微胞淨顏技術，輕鬆解決眼、
唇、全臉彩妝。含白奇亞籽油與西瓜萃取，
卸妝同時滋潤肌膚，清爽舒緩不黏膩。
容量：200 毫升
訂貨代碼：4313
售價：800元

植萃能量 澎潤透亮
涼感清潔 
平衡潔顏凝膠
氨基酸潔顏科技溫和洗淨，紫蘇蘆薈專利配
方舒緩鎮定肌膚，搭配植萃控油成分，洗完
涼爽又舒適。
容量：125 克
訂貨代碼：4314
售價：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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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有你推薦有你推薦有你

近日發現有多家網路賣家於網購平台上販賣仿冒之安麗產品，致許多消費者受騙，本公司為維護公司及

消費者之權益，已依法對違法銷售仿冒品之網路賣家提出告訴，目前，各該犯罪嫌疑人全員已移送地檢

署偵辦。

本公司特此聲明，網路上已出現安麗產品之仿冒品，請各位夥伴提醒消費者，若需購買安麗產品，請透

過安麗直銷商或會員向安麗公司訂購，或直接透過「安麗購」線上購買。請避免在非安麗公司官方渠道，

或其他來路不明的管道購買安麗產品，以保障消費者權益，除可獲得本公司完善的售後服務外，並能避

免買到仿冒產品而受害、影響健康及自身權益。

本公司並於此正告各界，請共同尊重維護原廠廠商之合法權利，切勿違法製造、進口或販售仿冒商品，

以維護良好之市場環境並確保消費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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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75-5168

周一∼週五上午8:30至晚上18:00

電 話 (03)270-6168     地 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39號1F     營業時間 周一∼周日中午12:00至晚上20:00

AMWAY NEWS

樂活新訊
體驗廣場謝幕暨桃園營運服務異動公告

各位夥伴的支持！

迎接A70，打造具安麗特色的社群電商為長遠目標，我們必須追求更好的營運模式來

服務廣大直銷商夥伴與顧客群，為此桃園安麗體驗廣場將於8月14日正式劃下句點，

物流作業轉由第三方廠商永聯物流承接，提供符合電商購物體驗的專業服務與營運

量能；桃園體驗中心與客服中心搬遷至桃園市區經國路839號提供服務，並自8月16

日起試行營運。

幸

福

路

經國一路

轉運站
警察局

經國路

桃園體驗廣場隆重謝幕

這個讓我們銘記在心的「希望集散地」有許多「我們17的故事」，誠摯邀請夥伴們，17分享體驗廣場與您、與我的
精彩與美好！

聯強桃園服務站售後服務

為提升家用科技產品維修的便利性，聯強國際集團通達桃園服務站遷至與安麗桃園安麗空間同一大樓，自8月16日起啟動

顧客/訂貨專線異動

安麗顧客服務中心始終秉持最專業及高效率的服務品質，提供全方位諮詢服務以支持夥伴們成功。客服電話系統配合本次搬

遷重新規劃升級，以優化連線的穩定性及提升通話品質進而增強顧客體驗，因此原(03)353-7800/7900 將營運至8月15日止。

全新桃園安麗空間盛大登場

全新桃園安麗空間將以定位為形象展示、品牌體驗，以及串聯線上線下社群活動的新形態安麗空間，更加有助於直銷商夥

伴成功發展安麗事業。

特展期間至安麗體驗廣場參觀「我們17的故事」，蒐集三張照片並與手舉牌拍照後，上傳FB或IG打卡標註

安麗體驗廣場，留言#我們17_______，並出示分享頁面供服務人員確認，即可獲得精美小禮物一份。

7/20(二)  8/14(六) 12:00-20:00

「我們17的故事」安麗體驗廣場特展

特展期間

活動內容

特色介紹

服務功能

健康品牌

賦能學習

社群體驗

展現安麗身為植物研究專家，所展現的生活型態，包括健康營養、健康美麗、健康家居的體驗空間。

展現安麗賦能共贏價值，分享成功者經驗與提升自我專業的學習空間。

提供興趣結合產品，線上串聯線下活動經營的現代化社群空間。

業務辦理：加入、續約、諮詢

售後服務：退出、退換貨

訂貨服務：現場訂貨現場取貨(紐崔萊系列、夯品系列、淨水器零件耗材)

               現場訂貨宅配到府(全品項)

               O2O購物→當日16:00前下單，隔日中心取貨

營運資訊

電      話 (03)270-6168

地      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39號1F

營業時間 周一∼周日中午12:00至晚上20:00

營運資訊

自8月16日起，請改撥新專線號碼：

亦可透過安麗台灣LINE官方帳號呼叫小安，提供24小時諮詢服務。

新顧客專線

新訂貨專線

服 務 時 間

��

活動詳情與
競賽規則

活動辦法

2021/6/1 ∼ 2021/8/31( 有效推薦至2021/10/31)，在此期間有效推薦新直銷商或會員可獲1分，

購買指定組合可再獲 1分。

● 有效推薦定義

     加入日起至次二個月之月底前，累積消費滿新台幣 5,000 元以上。

● 指定組合

晶彩活力組                  亮顏美力組                  關鍵靈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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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能；桃園體驗中心與客服中心搬遷至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839號提供服務，並自 

全新桃園安麗空間將以定位為形象展示、品牌體驗，以及串聯線上線下社群活動的新形態安麗空間，更加有助於直銷商夥

伴成功發展安麗事業。

這個讓我們銘記在心的「希望集散地」有許多「我們17的故事」，誠摯邀請夥伴們，17分享體驗廣場與你、與我的精彩與

美好！

為提升家用科技產品維修的便利性，聯強國際集團通達智能桃園服務站遷至與安麗桃園安麗空間同一大樓，自8月16日起

啟動家用科技產品現場維修及退貨／退出代收服務，歡迎直銷商夥伴及顧客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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