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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開始 ， 健康可以有 n 種選擇 ！
專為無拘無束 、 充滿創造力的年輕世代而生
營養好吃 、 吸睛好分享
隨食為身心加滿正能量、實現 n 種可能 ！

最潮營養補給
小      隨食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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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 單張訂單累計金額贈送，第1重、第2重、第3重恕不重複累計贈送；買越多送越多，恕不受
理多張訂單合併計算。

●長客計畫、未含售貨額(0 BV )之商品不適用虎躍安康新年特惠活動。
●新人優惠方案、安麗購商品、虎躍安康限定組可參加虎躍安康新年特惠活動。
●安麗之友 /分享購顧客可參加虎躍安康新年特惠活動。
●贈品數量有限，換完為止。贈品換完，購物滿額仍可獲得抽獎權，參加「虎躍抽大獎」。
● 2/1∼2/2滿額贈及抽獎權活動暫停。

3,800元 1

5,800元 2

8,800元 3

單筆訂單滿 抽獎權數

特斯拉
Tesla Model 3

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

虎躍抽大獎

新年特惠活動 即日起

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消費滿額即有機會抽大獎

40名

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
經典山景大床房
住宿券1張

glister迷你電電充安麗金鍋疊疊罐

單筆訂單滿5,800元，贈品2選1

單筆訂單滿8,800元，贈品2選1

DOUBLE X萬用好好包G&H蜂蜜護手霜
橙花蜂蜜，保濕力UP!
護手不乾裂
● 質地柔細好吸收，維持24
小時柔嫩觸感

●清爽不油膩
價值：150元
容量：30毫升

單筆訂單滿3,800元，贈品2選1

虎躍滿額三重送 第二波
2/3∼2/23

價值1,654,900元 1 名

活動說明

「虎躍抽大獎」謹訂於2022年3月3日(四)在台北安麗空間，以電腦隨機抽出，得獎名單將公告於安麗網站。
中獎後，若因故取消訂單或退貨，以致資格不符者，安麗公司保留取消中獎資格或追回中獎商品 /等值金額的權利。�

隨身小物一包搞定
收納Easy Go
● 紐崔萊經典商品Q版，實用與
可愛兼具

● Q彈觸感，附登山扣，卡片鑰
匙零錢順手裝

價值：199元
尺寸：11 x 6.5 x 3公分

外出充電緊急救援
一管在手無煩惱
● 安麗人氣商品─氟潔牙膏造型
行動電源

●細長造型，好收納不占空間
價值：950元
尺寸：3x14.3公分
電芯容量：4000mAh (14.8Wh)
額定容量：2500mAh (12.4Wh)

實用儲物功能
收納新美學
● 1.5倍等比例縮小版迷你金
鍋儲物罐，輕巧可愛

● 附獨立密封蓋，層疊整理
或單獨運用皆方便

價值：950元
容量：650、380、300毫升各一
材質：304不鏽鋼

安麗口碑贈品
日本原裝進口
● 耐用不易留刮痕，
菜刀不受損

● 抑菌易乾不吸水，清潔超
輕鬆

價值：價值：2,480元
尺寸：38 x 23 x 1公分

抗菌砧板
萬用必備
備料盛裝都順手
● 蔬果清洗、食材分裝、攪拌調
理皆可用

● 清洗方便，味道不殘留，套疊
不占空間

價值：2,600元
容量：1、3、5公升各一

不鏽鋼調理碗三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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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方
貼心大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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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躍安康，我要平安健康！
40周年紀念款提袋，搭配健康好禮，送人送到心坎裡！

專屬組合，限定發售。數量有限，售完為止！

安麗 40周年紀念帆布袋，提袋兩側設計
口袋可放雨傘、手機。經典安麗產品以圖

鑑手繪風格勾勒；寧靜藍帆布袋，展現安

心信賴的氛圍，傳達安麗持續守護健康生

活的理念。

搭配G&H蜂蜜沐浴乳和glister氟潔白茶牙
膏，在蜂蜜和白茶的紓壓香氣中，擁有輕

鬆愉悅的新年。

內容：G&H蜂蜜沐浴乳1,000毫升+ glister氟潔白茶
牙膏200克+40周年紀念帆布袋(藍)

虎躍潔淨組 訂貨代碼：8556
售 價：725元 優雅百搭

多口袋
收納機能收納機能

安麗 40周年紀念帆布袋，提袋後方貼心
大口袋設計，方便手機、票卡等隨手小物

收納。米色帆布和單色手繪線條傳達安心

潔淨的承諾。

經典產品L.O.C多用途清潔劑，以及限定
皮革亮潔劑，是不容錯過的居家新年閃亮

清潔組合。

內容：皮革亮潔劑500毫升+ L.O.C.多用途強效清潔
劑1,000毫升+40周年紀念帆布袋(米)

虎躍閃亮組 訂貨代碼：8558
售 價：635元

文青美學 
簡約
好品味

虎躍安康限定組

皮革亮潔劑

瞭解更多

經典商品

期間限定

瞭解更多

光亮護色不傷皮  清潔保養  一次搞定

獨家配方BIOQUEST Formula™ 潔淨科技／乳劑配方
●高濃縮、高效能，兼顧環保不浪費
●萃取椰子、柑橘和礦物等天然成分，

可生物分解
● 經皮膚醫學測試，不引

起皮膚不適或過敏

●沙發、汽車座椅
●皮包、皮鞋、皮衣
●運動用品（棒球手套或棒球等）*不適用於漆皮和絨面皮革

●不含任何研磨成分，不傷皮革
●有效去除指印、灰塵、泥漬、油漬、口紅漬等

多重去漬 高效清潔

●有效防污、防水
●保持皮革柔軟光滑
●防止皮革老化及表面乾燥龜裂

適用真皮及人造皮

保養皮革 防止龜裂

呵護環境不傷手

新年送健康！

國際最高消化率*，擁有完整9種必需胺基
酸，有助肌肉生長與增強體力，無乳糖與

膽固醇，讓身體健康無負擔！

搭配安麗40周年塗鴉風設計環保袋，薄荷
綠襯上繽紛Amway logo塗鴉，傳達健康生
活的輕盈和活力！可重複使用，附收納綁

帶，輕鬆摺疊不占空間。

＊PDCAAS=1
內容：優質蛋白素全植物配方450克+優質蛋白素巧
克力口味500克+40周年紀念環保袋(綠)

虎躍營養組 訂貨代碼：8555
售 價：1,960元折疊易攜

環保愛地球

提袋兩側設計
口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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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公司保留隨時修改、補充、變更、終止活動內容及贈品之權利，並不另行通知。針對活動規則保有最終釋義權。如有未盡事

宜，以公司官方網站公告為準。顧客服務專線：02-21755166

詳情請見活動網站

MINI
每台可獲得

7個
抽獎權

益之源
每台可獲得

10個
抽獎權

SKY
每台可獲得

14個
抽獎權

安麗台灣40周年超集活動

R&J 濾掛式咖啡 R&J 即溶黑咖啡

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

隨手可得濃醇香

新春健康好滋味 全成分有機認證

立即入手

．訂貨資格：安麗直銷商、會員及安麗之友。

．訂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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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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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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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瑕疵，請於收到貨品14天內持原購貨發票，致電客服或各體驗據點辦理更換。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每組序號限使用1次，請自行保管集章卡，
遺失不得補發，以確保活動權益。

有機什穀粉－紅藜麥紫米風味

隨手可得濃醇香

虎躍換新裝家電分期有禮
買益之源淨水器、逸新空氣清淨機SKY / MINI，
享方案二選一

安麗迎虎年，帶給親朋好友健康美味，
送巧更送好，心意滿點，祝福滿點！

虎躍享健康

方案一：12期分期0利率，享分期又可抽好禮 
方案二：一次付清，可獲贈滿額禮又可抽好禮
●選擇12期分期，恕無法參加滿額禮活動。
● 1/3∼2/23皆提供家電12期分期。2/1∼2/2滿額禮及抽獎權活動暫停。

★掃描集章卡上的集章專屬QR Code，或至活動集章頁面網站，輸入
序號碼，即可獲得微型小物電子徽章、超集活動參與資格。

★於活動期間內集滿指定數量且不同款的微型小物徽章，即有機會抽

中萬元大獎！（詳見第30頁）
★詳細集章步驟與活動資訊，請見安麗台灣40周年活動網站。

嚴選五色有機穀物和豆類，添加全球熱門超級食物紅

藜麥，營養價值再提升！無添加人工香料、色素、蔗藜麥，營養價值再提升！無添加人工香料、色素、蔗

糖及防腐劑。運用食材甜味提升口感更滿足。糖及防腐劑。運用食材甜味提升口感更滿足。

訂貨代碼：26742674
容　　量：500500克 x 2罐
售　　價：920920元

傳承古法釀造，嚴選有機黑豆，不添加防腐劑與人工

色素，更比前一版減鹽約25%，香醇回甘，健康美
味，兩者兼顧。

訂貨代碼：9574
容　　量：420毫升
售　　價：360元

100%優質阿拉比卡咖啡豆，採用冷凍乾燥技術，保
留咖啡原有的美味與新鮮，具香甜、蜜地瓜風味，

些微果酸，餘韻厚實，層次豐富順口。

訂貨代碼：8746
容　　量：2.1克 x 30包包
售　　價：360元

產自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和巴西的100%優質阿拉比
卡咖啡豆，調以黃金比例，風味濃郁並帶有可可和堅

果香氣與焦糖甜味，帶給你微苦後回甘的大人滋味。

訂貨代碼：8747
容　　量：10克 x 10x 10包
售　　價：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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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公司保留隨時修改、補充、變更、終止活動內容及贈品之權利，並不另行通知。針對活動規則保有最終釋義權。如有未盡事

宜，以公司官方網站公告為準。顧客服務專線：02-21755166

詳情請見活動網站

MINI
每台可獲得

7個
抽獎權

益之源
每台可獲得

10個
抽獎權

SKY
每台可獲得

14個
抽獎權

安麗台灣40周年超集活動

R&J 濾掛式咖啡 R&J 即溶黑咖啡

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

隨手可得濃醇香

新春健康好滋味 全成分有機認證

立即入手

．訂貨資格：安麗直銷商、會員及安麗之友。

．訂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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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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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換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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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瑕疵，請於收到貨品14天內持原購貨發票，致電客服或各體驗據點辦理更換。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每組序號限使用1次，請自行保管集章卡，
遺失不得補發，以確保活動權益。

有機什穀粉－紅藜麥紫米風味

隨手可得濃醇香

虎躍換新裝家電分期有禮
買益之源淨水器、逸新空氣清淨機SKY / MINI，
享方案二選一

安麗迎虎年，帶給親朋好友健康美味，
送巧更送好，心意滿點，祝福滿點！

虎躍享健康

方案一：12期分期0利率，享分期又可抽好禮 
方案二：一次付清，可獲贈滿額禮又可抽好禮
●選擇12期分期，恕無法參加滿額禮活動。
● 1/3∼2/23皆提供家電12期分期。2/1∼2/2滿額禮及抽獎權活動暫停。

★掃描集章卡上的集章專屬QR Code，或至活動集章頁面網站，輸入
序號碼，即可獲得微型小物電子徽章、超集活動參與資格。

★於活動期間內集滿指定數量且不同款的微型小物徽章，即有機會抽

中萬元大獎！（詳見第30頁）
★詳細集章步驟與活動資訊，請見安麗台灣40周年活動網站。

嚴選五色有機穀物和豆類，添加全球熱門超級食物紅

藜麥，營養價值再提升！無添加人工香料、色素、蔗

糖及防腐劑。運用食材甜味提升口感更滿足。

訂貨代碼：2674
容　　量：500
售　　價：920

傳承古法釀造，嚴選有機黑豆，不添加防腐劑與人工

色素，更比前一版減鹽約25%，香醇回甘，健康美
味，兩者兼顧。

訂貨代碼：9574
容　　量：420毫升
售　　價：360元

100%優質阿拉比卡咖啡豆，採用冷凍乾燥技術，保
留咖啡原有的美味與新鮮，具香甜、蜜地瓜風味，

些微果酸，餘韻厚實，層次豐富順口。

訂貨代碼：8746
容　　量：2.1克 x 30包
售　　價：360元

產自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和巴西的100%優質阿拉比
卡咖啡豆，調以黃金比例，風味濃郁並帶有可可和堅

果香氣與焦糖甜味，帶給你微苦後回甘的大人滋味。

訂貨代碼：8747
容　　量：10克 x 10
售　　價：3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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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掃除計畫通
好運福虎生豐

想到過年大掃除，又讓你傷腦筋了嗎？讓家事達人傳授你高效率掃除計畫，

利用各種小撇步，加上超威潔淨力的安麗清潔產品，

掃除事半功倍，更減緩未來髒污的累積！

啟動輕鬆掃除計畫！
忙碌現代人，打掃時間有限，陳映如建議在規劃年前大掃除時，不妨先由最困擾的區域開始，比

如容易堆積油垢髒污的廚房，接下來再清理一年可能只會打掃一次的地方，像沙發後面、床底下、紗窗、
窗簾、燈罩等，最後是最常看見卻容易忽略的範圍，如畫框、相框、書櫃、衣櫃上方等處，一一處理
完後，其餘的都是日常生活會隨手清理的區域，整理起來也輕鬆得多。

清潔小撇步 打掃不費吹灰之力
打造乾淨舒適的環境，安麗的家庭清潔系列絕對是你事半功倍的好幫手！除了高效掃除的觀念，

陳映如也分享幾個產品妙用小方法：

高效
掃除計畫

提前清潔
少用區域

多使用
紙巾 /熱水
加乘效果

高處－〉低處
清理塵埃

陳映如
家事達人

素有「生活魔法家」之
稱，通曉各種提高家事
效率的小技巧，讓你做
家事也能很輕鬆。

1 2 3

年前掃除計畫通

HOM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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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亮軟性
洗潔劑

濃縮
洗碟精

廚房強效
清潔劑

浴廁臥房衣物、紡織品 

客廳、玄關

炫黑深色
衣物洗衣精

易潔劑冷洗精 三合一
超效洗衣精
三合一 浴廁強效

清潔劑

除了衣物，別忘記燈罩、窗
簾，都要定期拆下清洗，以免
累積灰塵、塵蟎與黴菌。

水垢、皂垢就用浴廁強
效清潔劑，噴濕廚房紙
巾後，敷在污垢處 3～
5 分，再直接抹去，清
除污漬快又有效。

廚房
將可拆卸的廚具零件，
放在厚塑膠袋中，再倒
入廚房強效清潔劑與熱
水，浸泡 30 分，可加快
油垢分解速度，更好刷
洗乾淨。

L.O.C.多用途
強效清潔劑

大範圍的紗窗，先用吸
塵器刷毛吸頭去除灰塵
後，再用 L.O.C. 多用途
強效清潔劑以泡沫噴瓶
噴在紗窗上，讓泡沫帶
走髒污更徹底。

晶亮軟性
洗潔劑

濃縮
洗碟精

廚房強效
清潔劑

入廚房強效清潔劑與熱入廚房強效清潔劑與熱
水，浸泡 30 分，可加快水，浸泡 30 分，可加快
油垢分解速度，更好刷油垢分解速度，更好刷
洗乾淨。洗乾淨。

後，再用 L.O.C. 多用途
強效清潔劑以泡沫噴瓶
噴在紗窗上，讓泡沫帶
走髒污更徹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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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含有豐富的纖維質、抗氧化成分和多種營
養素，作為火鍋湯底，清爽又鮮甜，還能去油解膩
助消化。趁著過年期間，利用高纖蔬果幫腸道徹底
做個大掃除，整腸健胃，元氣滿滿迎新年！

低脂優質蛋白質海鮮 健康無負擔

繽紛五色蔬果 為腸道除舊布新

過年圍爐象徵闔家團圓、家族興旺，自然少不了澎湃的

鍋物料理，和搏得好彩頭的吉祥年菜，注重健康的現代

人，要如何吃得豐盛又兼顧健康？就讓專業營養

師教大家健康年菜的挑選和烹煮技巧。

健康 好年鍋

年菜中少不了的魚、獅子頭等菜色，常見的烹
煮方式不外乎是酥炸、糖醋或紅燒，不但烹煮過程
繁複，還因為多油、重口味，熱量也隨之飆升。不
妨以可鎖住食材原汁原味與營養的鍋具烹煮魚、肉
丸、蔬菜等料理，簡單又不會失誤，每個人都能展
現好廚藝；清甜滋味的年菜，不同以往的重鹹、重
油，更加好吃無負擔。

選好鍋具 輕鬆鎖住食材營養

營養師黃淑惠建議，年菜可盡量挑選低脂優質蛋
白的魚、蝦、透抽、雞胸肉等肉類，來代替高脂的牛
肉、豬肉。沒有多餘脂肪、膽固醇或乳糖的植物性蛋
白，好吸收、無負擔，也是年節健康飲食的好選擇。

HEALTHY EATING

13

過年圍爐象徵闔家團圓、家族興旺，自然少不了澎湃的

鍋物料理，和搏得好彩頭的吉祥年菜，注重健康的現代

人，要如何吃得豐盛又兼顧健康？就讓專業營養

繽紛五色蔬果 為腸道除舊布新
肉、豬肉。沒有多餘脂肪、膽固醇或乳糖的植物性蛋
白，好吸收、無負擔，也是年節健康飲食的好選擇。

低脂優質蛋白質海鮮 健康無負擔

師教大家健康年菜的挑選和烹煮技巧。

營養師黃淑惠建議，年菜可盡量挑選低脂優質蛋
白的魚、蝦、透抽、雞胸肉等肉類，來代替高脂的牛
肉、豬肉。沒有多餘脂肪、膽固醇或乳糖的植物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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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EATING

小家庭
健康圍爐新選擇

1 2年年有魚吃四海 富貴團圓幸福來

材料 /  切片鱸魚排或鯛魚排 1大片，透抽 1條，

蛤蜊 300克，白蝦 6尾，海參 1條，大白

菜 1/2顆，鴻喜菇 1/2盒，美白菇 1/2盒，

茼蒿 1包，嫩薑絲少許

高湯 /  昆布 1片、柴魚片 1碗、鹽少許

沾醬 /  薑泥、白醋（糯米醋）、蔥花、有機薄鹽

紅麴黑豆醬油露

丸子 /  板豆腐半盒，雞絞肉 250克，優質蛋白素 1∼ 2大匙，洋蔥

丁50克，雞蛋1粒，地瓜粉少許，蔥末1大匙，薑末1大匙，

Dorian特級冷壓橄欖油 5毫升，有機薄鹽紅麴黑豆醬油露 1

大匙，鹽、白胡椒粉適量

時蔬 /  嫩豆苗 250克，紅黃甜椒丁各 20克，熟毛豆仁 30克，玉

米粒 30克，蠔油、橄欖油、芝麻香油、地瓜粉少許

將打成粉的昆布與柴魚

片倒入鍋裡與水燒開，

再以鹽調味即成高湯。

在肉丸中加入優質蛋白素，能讓

丸子更易成形，同時有助增加優

質蛋白質的補充。

作法 / 

將大白菜鋪滿 3 公升長柄湯鍋鍋底，周圍擺上
剝鬆散的鴻喜菇、美白菇，再依序鋪上魚片、

透抽、白蝦、海參，最後撒上薑絲，倒入柴魚

昆布高湯；煮至食材快熟時再放入蛤蜊和茼蒿，

待所有食材都熟透，即可撈出沾醬享用。

作法 / 

先用廚房紙巾吸乾板豆腐多餘水分，再與丸子的其他材料充分拌

勻，稍微甩打一下增加緊實度，用手捏出約兩口可吃完大小的雞

肉丸子，放入 3 公升長柄湯鍋無水蒸煮，讓肉汁鎖在丸子裡。煎
炸鍋倒入紅黃甜椒丁、熟毛豆仁和玉米粒，以橄欖油略炒後再加
入蠔油、芝麻香油調味，倒入地瓜粉勾薄芡盛起；把燙熟的嫩豆

苗沿煎炸鍋周圍舖平，丸子圍繞擺放，再淋上勾芡時蔬即可。

●  Tips ●  Ti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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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團錦簇慶豐收

材料 /  紫、白、黃、綠花椰菜共 400克、小番茄 100克、杏鮑

菇 100克、蘋果一顆切片，橘子一個切片、柳丁一個切

片、葡萄乾 20克，纖脆好穀酥適量

淋醬 /  新鮮柳丁 2粒擠汁，原味優格 50克，美乃滋 100克，

檸檬 1粒擠汁

製作淋醬時，要先混合優格和美

乃滋，再慢慢加入柳橙汁和檸檬

汁，會比較容易拌勻。

作法 / 

花椰菜剝開成小朵花狀，以 3 公升長柄湯鍋蒸煮 3∼ 5分鐘，

取出待涼；杏鮑菇用熱水燙熟後，過冷水撈起切圓片，將各

色燙熟花椰菜、杏鮑菇、蘋果片、橘子片、柳丁片和小番茄

擺盤，綴以葡萄乾和纖脆好穀酥，食用前再淋上淋醬即可。

●  Tips

食譜設計 /  黃淑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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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
小知識

魚類海鮮
屬於低脂高蛋白質的健
康食材，能幫助消除疲
勞、恢復體力，讓人元
氣滿滿。

五色蔬菜
提供大量膳食纖維，還
有β-胡蘿蔔素、類黃酮
素、槲皮素等各式抗氧
化的植化素。

優質蛋白素
平常蛋白質攝取太少的
人，可在料理中適量加
入蛋白素來補充與均衡
營養。

新鮮水果
蘋果、柑橘等水果不但
有過年的吉利好兆頭，
也能做為助消化的好
幫手。

優格
富含益生菌，可幫助腸
道菌相維持正常，改善
因年節飲食失控導致的
腸胃不適症狀。

纖脆好穀酥
一次提供含穀物、堅
果、種子的多種營養成
分，是美味健康的零食
或入菜選擇。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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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源讓你順心過好年
新的一年到來，相信健康仍然是每一個人追求的共同願望，希望親朋好友

萬事順利，虎虎生風。但是萬一「水逆指數」突然飆高，與飲水有關的諸

事都不順心怎麼辦？別擔心，就讓益之源來化解！

過年歡慶，全家團圓，親友相聚之際，一定有很多熱鬧豐富的活動與行程安排。不過光是年節圍爐，
就充滿了水逆危機！如果家中沒有淨水器，洗菜、煮飯、燉湯直接用自來水，可能會把水中污染物與
細菌一起吃下肚。

如果家中沒有淨水器，過年期間
很可能會遇到以下三個「水逆」危機……

過年安度圍爐水逆大關，選擇守護百萬人*的益之源淨水器，有效滅除99.99%
細菌病毒與濾除160多種污染物，還保留有益健康的礦物質，突顯食材原味，
美味再升級！

*根據東方線上2021年版E- ICP淨水設備市調研究結果

以占星學的角度而言，在「水逆」（水星逆行）的周期間，會暫時對人的機運，甚至
思考、行為模式造成某種不可見的神祕影響。近年來，「水逆」已成各種諸事不順的
代名詞；以飲水的角度而言，「水逆」則是指日常用水的諸多不便利或不安心。

水逆小辭典

混 亂 指 數圍 爐 水 逆

500毫升大小，輕鬆放進包包，搭配提把設計，外出、車上都好用，方便隨時
補水，走春更順心！

以上三種過年水逆危機，除了影響居家用水的便利性之外，也要注意可能影響健康與人際關係。有了益
之源，新的一年水逆通通破解，讓全家人健康好運一整年！

eSpring

益 之 源 淨 水 器

春節期間歡聚機會大增，飲水從平常的小問題，因為人數大增，瞬間升級成了大問題！想想看，最重要的
親朋好友快樂在家裡，卻沒有水喝或必須等水涼，光是燒開水就停不下來，或喝到不乾淨、有怪味的生
水，大家免不了覺得春節招待不周，這時人際關係「水逆」來襲。

掃 興 指 數人 際 水 逆

益之源雙淨化科技，結合高密度活性碳濾心及紫外線燈管，給你即淨無味的
好水，輕鬆度過人際水逆！記得定時更換濾心，天天都能喝到健康好水，水
逆不再來。

紫 外 線 濾 心 匣

好不容易過了年夜飯這關，還有出門走春行程，路上不免容易遇上塞車潮，如果沒隨身帶瓶水在身邊，口
渴時沒水喝可是大大不便，超「水逆」！

不 便 指 數走 春 水 逆

益之源20周年不鏽鋼保溫瓶

破解水逆 轉運好物  

水過 年 逆 搗不 蛋

破解水逆 轉運好物  

破解水逆 轉運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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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充滿了水逆危機！如果家中沒有淨水器，洗菜、煮飯、燉湯直接用自來水，可能會把水中污染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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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毫升大小，輕鬆放進包包，搭配提把設計，外出、車上都好用，方便隨時
補水，走春更順心！

以上三種過年水逆危機，除了影響居家用水的便利性之外，也要注意可能影響健康與人際關係。有了益
之源，新的一年水逆通通破解，讓全家人健康好運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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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過了年夜飯這關，還有出門走春行程，路上不免容易遇上塞車潮，如果沒隨身帶瓶水在身邊，口
渴時沒水喝可是大大不便，超「水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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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吃魚油 健康樂無憂
因為觀察到愛斯基摩人心血管疾病盛行率較低，

醫生與科學家們進而研究發現，魚油不只能預防成人血脂問題，

更有助於幼童腦部與眼部發育，因此成為現代人必須補充的營養，

但到底該怎麼選、怎麼挑？讓家庭醫學專科曾崧華醫生來解析。

魚油成分是什麼？好處在哪？
魚油中富含Omega-3 脂肪酸，包括 EPA 與 DHA 兩種成分，對人體的

幫助各自不同：EPA 可以抗發炎、減少血栓、降低血壓；DHA可幫助神經
發育和腦部發展，兩者對人體都非常重要，但在不同年紀和人生階段，需
要的比例略有不同。

例如成年人或長者比較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的隱憂，就可以挑選 EPA：
DHA為 3：2的品項，讓EPA幫助減少血栓、發炎等狀況；一般日常保養、
孕婦和正在發育的孩童，
可以選擇 EPA：DHA 為 1：
1 的品項，在獲得足量的
Omega-3 情況下，也能獲
得均衡的EPA與DHA營養，
幫助保護腦部和眼部。

聰明選擇來源、成分、比例

曾崧華 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

家庭醫學專科醫師

老年醫學專科醫師

專長

健康促進與管理

家庭醫學、老年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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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建議的魚油攝取量是多少呢？
這沒有標準答案！建議購買魚油前，先瞭解吃魚油的目的，是
需要心血管保健？還是懷孕為了寶寶？再根據自己的需求，選
擇適合的魚油比例產品。在攝取到充足的 Omega-3 下，獲得
針對自己需求的 EPA 和 DHA，才能達到最佳的保健功效。

每天攝取量建議
一般成人：至少 250 ～ 500 毫克（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懷孕補充：1000 ～ 2000 毫克（並注意 DHA攝取）
三高族群、心血管保健：至少約 2000 毫克
高三酸甘油酯症：可到 4000 毫克

市面上魚油品牌這麼多，
該怎麼挑選呢？
因海洋污染日益嚴重，建議挑選在純淨海域捕
撈，且重金屬含量較低的小型魚種，也要留意包
裝上是否有標示清楚 DHA、EPA 含量，更精準對
應自己的需求，並選擇有信譽、有口碑的品牌，
最好能追溯產地來源，才能吃得安心又有保障。

有人不可以吃魚油嗎？
通常當作一般的食品補充分量，魚油都算很
安全，但因為其中具有抗發炎、抗凝血的作
用，如果是本身凝血功能不全，或是要進行
拔牙、重大手術前，最好先跟醫生詢問補充
分量的建議，以及是否需暫時停止服用。

心血管疾病隱憂者、年長者

日常保養、加強眼腦保健者、
孕婦和正在發育的學生

EPA : DHA = 3 : 2

EPA : DHA = 1 : 1

不同族群  
適合的魚油比例

也不同

適合魚油比例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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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鋒精華第 1 步  超能玻尿酸維 C 雙精粹
保養既要簡單，效率更要加倍！這瓶有「小亮瓶」暱稱的高效精

華，一次注入「抗氧化雙維生素 C」+「保濕雙分子玻尿酸」，2 大經
典保養成分，強強聯手為你修護肌膚、抵禦傷害，為肌膚回春開光！

膚況回春重開「肌」！
精準保養1+1

雅芝在多年護膚研究中發現，冬春交際、陰晴不定的溫差變化，
最容易讓肌膚疲憊鬧情緒。想有效率解決換季困擾，需要化繁為簡的
「高效保養」，快來試試雅芝「精準保養 1+1」吧！步驟超簡單，只
需要一瓶高效能、好吸收的植萃精華液打前鋒，再依照膚質需求，提
供恰好所需的營養補給，就能幫助肌膚重新啟動，高效自我修護，重
新煥發健康的明亮光彩！

春天生機蓬勃、萬物重獲新生，也是時候「重新開機」，回歸完美如初的透、亮、彈！

運用雅芝鮮存膠囊技術，完美封存「神效雙 C」
⸺ 安定不易變質的 100% 精純維生素 C，與紐崔
萊針葉櫻桃植萃，使用前輕輕一按，新鮮活性瞬間
傾注，能加速黑色素代謝、協助合成膠原蛋白，一
次達成抗老、勻亮、抗氧化等保養神效。

再結合「大 + 小」雙分子玻尿酸，小分子深入肌底
注入彈力因子，重塑飽滿Ｑ彈；大分子速效補水、填補
肌膚紋路，保濕做好了，肌膚自然亮澤有活力。使用「小
亮瓶」1 次立即感受水潤滑嫩、7 天有感撫紋、4 周肌膚
回彈、12 周皺紋 bye bye，讓肌膚從底層亮起來，就是
這麼簡單！

注入彈力因子，重塑飽滿Ｑ彈；大分子速效補水、填補
肌膚紋路，保濕做好了，肌膚自然亮澤有活力。使用「小
亮瓶」1 次立即感受水潤滑嫩、7 天有感撫紋、4 周肌膚
回彈、12 周皺紋 bye bye，讓肌膚從底層亮起來，就是

運用雅芝鮮存膠囊技術，完美封存「神效雙 C」
⸺ 安定不易變質的 100% 精純維生素 C，與紐崔
萊針葉櫻桃植萃，使用前輕輕一按，新鮮活性瞬間
傾注，能加速黑色素代謝、協助合成膠原蛋白，一
次達成抗老、勻亮、抗氧化等保養神效。

再結合「大 + 小」雙分子玻尿酸，小分子深入肌底
注入彈力因子，重塑飽滿Ｑ彈；大分子速效補水、填補
肌膚紋路，保濕做好了，肌膚自然亮澤有活力。使用「小訂貨代碼：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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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需求再強化  營養加 1 更給力
有了第一步的高效精華打前鋒，後續保養更不能輕忽！依據不同年齡膚質需求，為自己選擇恰恰

好的營養補給，才能加強保養成效，讓膚況提升不只再加 1！

暗沉乾性肌 話題神霜！
撫紋營養補給  賦活亮膚霜

壓力熬夜肌 急救充電法寶！
多功能補給 晚安修護面膜

當膚況躁動亮紅燈，就該讓肌膚好好充電！兼具
保濕、修護、舒緩、提亮、撫紋的「萬能霜」，蘊
含專利發酵積雪草萃取，開啟肌膚修護力；維生
素 C糖苷加菊花萃取，高抗氧化複方抵禦外在刺
激，減緩肌膚受損壓力，協同 7大草本專利精華，
以及溫和薰衣草及佛手柑精油香氛，保養肌膚同
時舒緩身心。

想要膚況像開了濾鏡般光滑飽滿？一定要試試這款神效亮膚霜！
結合紐崔萊菠菜、桂花及薑黃萃取的高乘效修護複方，經研究證
實，可有效扭轉老化跡象達 600%！加上獨家專利白奇亞籽、迷迭
香與高抗氧化力的紅石榴萃取，一擦速效吸收、撫平紋路，煥然
一新的好膚況，絕對讓你超有感！

缺水中性肌 必 buy ！
保濕營養補給  水潤凝霜 

初老來臨前，增加肌膚鎖水彈性是必要關鍵！水潤凝霜
富含藍色龍舌蘭保濕植萃，米蛋白能維持肌膚彈力，還
有紐崔萊針葉櫻桃、黑莓及澳洲雛菊的植萃高乘效預防
複方，提升肌膚防禦力 350%，再搭配專利提亮配方與
獨家專利的白奇亞籽萃取，讓肌膚不只水嫩健康，更自
帶飽滿光澤！

滋潤修護 
  逆轉肌齡

滋潤修護
逆轉肌齡

膚問題
搞定
多重肌膚

問題

清爽
保濕

清爽
保濕upup

壓力熬夜肌 急救充電法寶！

當膚況躁動亮紅燈，就該讓肌膚好好充電！兼具
保濕、修護、舒緩、提亮、撫紋的「萬能霜」，蘊
含專利發酵積雪草萃取，開啟肌膚修護力；維生
素 C糖苷加菊花萃取，高抗氧化複方抵禦外在刺
激，減緩肌膚受損壓力，協同 7大草本專利精華，
以及溫和薰衣草及佛手柑精油香氛，保養肌膚同

搞搞定定
多多重重肌肌

獨家專利的白奇亞籽萃取，讓肌膚不只水嫩健康，更自

訂貨代碼：4320

訂貨代碼：4329

訂貨代碼：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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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皮減齡 Home Spa
美麗從「頭」開始

頭皮老化  SOS 警訊
如何知道頭皮健康拉警報？出油、乾癢、皮屑多、敏感，或是吹髮時異常落髮，頭髮變細易斷，

都是頭皮老化的警訊，進而使得頭髮塌扁、落髮增加等現象，造成頭髮的視覺高齡問題。

頭皮健康  頭髮才亮
想要避免頭皮老化，除了使用強健頭皮的洗髮乳，也需要使用「精華液」加強護理。SATINIQUE

頭皮高效養護精華針對敏感性頭皮，解決角質代謝異常，其中歐亞甘草根萃取精華，能鎮靜頭皮。南
非國寶綠茶萃取與鋸棕櫚成分有效抗氧化，減緩頭皮老化，預防斷髮。日本紫蘇精華可預防乾癢、皮
屑產生。每天早晚塗抹在頭皮上，搭配穴位按摩，活絡頭皮，整個人都紓壓！

看得到的肌膚要好好保養，看不到的頭皮卻往往容易忽略了是否健康。
呵護頭皮，在家也能做Home Spa，頭皮變年輕了，人更加精神煥發！

頭皮穴位按摩

完整頭皮清潔與養護

頭皮高效養護精華（1天使用 2次）
預防斷髮、乾癢、頭皮屑產生
早晚取適量進行頭皮按摩，免沖洗配
方，乾濕髮皆可使用。
訂貨代碼 3128

深層修護髮膜（1周使用 2至 3次）
高濃度深層修護滋潤
洗潤髮後擦乾水分，取適量均勻抹於髮絲，
靜待 3 ～ 5 分鐘，再以清水洗淨。
訂貨代碼 3125

晚安修護霜（1周使用 3次）
強效修護受損與分岔髮絲
睡前使用於髮尾處，免沖洗配方快速
吸收，夜間修護。
訂貨代碼 3126

太陽穴：
眉尾靠近髮際邊，刺
激大腦、消除疲勞。

百會穴：
提神醒腦 , 增加頭頂
血液循環。

率谷穴及角孫穴：
增強頭側血液循環。

風池穴：
刺激頭髮生長、疏通
經絡，同時幫助頭髮
生長，改善髮質。

強健洗髮乳／潤髮乳  
拯救脆弱易斷髮
以指腹洗淨頭皮與髮絲，洗後搭配潤髮乳護理。
容量 280 毫升  訂貨代碼 3119 洗／ 3124 潤
容量 750 毫升  訂貨代碼 3146 洗／ 3149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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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更計畫贊助馬祖與澎湖的課輔班，讓愛陪伴課輔
計畫遍及全台，基金會也將用更多愛，照顧偏鄉弱勢
孩童。

夠努力 都該被看見！
2021 年的「追夢計畫」讓我們發現更多應該被

看見的夢想。在花蓮海星高中「卡巴迪」校隊裡，
來自原住民及新住民家庭的學生們，超過八成都是
單親家庭或是中低收入戶。在接觸「卡巴迪」這項
運動前，他們根本不可能擁有夢想，只想著打工貼
補家用，畢業後直接當兵、就業。但因為「卡巴
迪」，讓這群弱勢青少年不需要向現實低頭，為他
們的人生創造更多不同的可能性！至今，海星高中

讓         繼續閃耀！

疫情影響，貧困家庭頓失收入，遠距教學也因設
備缺乏等因素，到不了偏鄉。即便如此，安麗希望工
場慈善基金會仍持續伸出愛的雙手，透過「愛陪伴課
輔計畫」與「追夢計畫」，讓愛心照耀最需要的角落。

踏實前行 遇見希望
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自 2012 年成立以來，

不斷寫下動人美好的故事。這些年來，基金會受
益人次合計 32,809 人、直銷商投入服務時數超過
31,816 小時，更捐出超過 2億元的善款。
即便日子動盪不安，基金會的腳步並沒有因此而

放慢，2021 年，課輔班首度開展至花東與外島，這
陣「及時雨」滋潤了需要幫助的孩童們。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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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起伏不定，當你我慶幸又度過一次的考驗時，卻也發現，在這段全世界都
艱難的時刻，越無助的人越容易倒下，由於缺乏資源，他們的未來只會更嚴峻。
在此時刻，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努力給更多人溫暖，讓愛繼續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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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賽車工廠的大孩子熱血追夢。

「木想傢募想展演計畫」鼓勵偏鄉孩子發展一技之長。

海星高中卡巴迪隊成員努力翻轉人生。

我要捐款

已培訓 10 位國手，幫助超過 20 人考取國立大學，
讓這群少年可以翻轉人生，勇敢追夢！

給年輕人留在家鄉的勇氣
同樣在東部，幅員遼闊的花蓮玉里，風景雖美，

但青年們為了就業，不得不離開美麗的家鄉，留下
老人與小孩守著部落。孩子們在該被父母呵護的年
紀，就得學習如何照顧家中長輩；升學管道的不暢
通、就業機會短少，惡性循環，致使隔代教養、人
口老化等問題無法被解決。王嘉納老師用自身木工
技藝陪伴孩子，培養他們的學習意願，透過在偏鄉
推動木工產業，更以「木想傢募想展演計畫」給孩
子們舞台，將擁有一技之長的孩子喚回家鄉，陪著
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安心地在故鄉落地生根。

邁向世界的賽車夢
大孩子的夢也很精彩！有一群學生，不僅擁有

聰明才智，更有一顆熱血築夢的心！他們咬緊牙
關，全心全力地完成目標！他們是清大動力機械系
的「清大賽車工廠」。這群學生透過實作，從嘗試
與失敗中探求樂趣，緊追 MIT、McGill 等國際名校，
在美國工程師學會舉辦的 Formula SAE 獲得世界排
名第 21 的佳績！隨著技術進步，成本日漸提高，研
發不再只是有想法即可，更需要資金挹注，即便如
此，他們仍沒有改變他們的決心，持續投入，並且
相信：承載夢想的賽車，有天終將被世界看見！

陪著孩子們繼續精彩
展望 2022 年，基金會在邁入十周年之際，也將

推出開發國高中少年潛能的新方案，期盼結合直銷
商與各領域專家，一同激發國高中孩子的潛能與學
習動機，提高自信，讓他們有更大的動力與能力來
翻轉未來！

2022 年，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將陪著需要
我們的兒少們，繼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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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蜂蜜沐浴乳
容　　量：400毫升 / 1公升
訂貨代碼：3158 / 3184
售　　價：235 元 / 490 元

衣物摩擦皮膚，會使皮膚變乾、發癢。

G&H蜂蜜/蘆薈沐浴乳
擁有專利不刺激配方，溫和潔淨肌膚

G&H蜂蜜/蘆薈身體乳
給肌膚長達24小時的保濕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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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蜂蜜身體乳
容　　量：400毫升
訂貨代碼：3157
售　　價：300 元

G&H蘆薈沐浴乳
容　　量：400毫升 / 1公升
訂貨代碼：3161 / 3185
售　　價：320元 / 670元

G&H蘆薈身體乳
容　　量：400毫升
訂貨代碼：3162
售　　價：360 元��

ai16422283808_AW2G26.pdf   1   2022/1/15   下午2:33



精準保養 美肌再現

嚴選好物

7天撫平表情紋 
超能玻尿酸維C雙精萃 
添加雙分子玻尿酸和維生素 C 複合精華，從肌底注入保
濕和彈力因子，讓肌膚恢復水潤彈性。撫平動態表情紋，
快速重返年輕，再現光滑細緻。 
容量：12 毫升
訂貨代碼：4214
售價：1,850 元

極效修護萬能霜
晚安修護面膜 
保濕、修復、舒緩、提亮、撫紋，一瓶搞定！蘊含發酵積雪草萃取，
高效修復肌膚；維生素 C 糖苷加上菊花萃取，高抗氧化複方提升肌
膚防禦力，7 種草本專利精華，深層舒緩，搭配精油香氛，保養肌
膚同時放鬆身心。  
容量：80 毫升
訂貨代碼：4323
售價：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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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防禦力，延緩肌膚老化，
肌膚水潤飽滿有活力。   
容量：50 克
訂貨代碼：4320
售價：1,320 元

撫紋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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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力十足的紅石榴與迷迭香萃取，打
造出扭轉青春力 600% 的超能力！保濕效果達 24 小時，
肌膚澎潤明亮。   
容量：50 克
訂貨代碼：4329
售價：2,300 元

造出扭轉青春力 600% 的超能力！保濕效果達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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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萃護養 髮現新美學

營養美味 健康自煮

徹底拯救脆弱易斷髮 
強健洗髮乳／潤髮乳   
富含人蔘及桑葉萃取，活絡毛髮，強韌同時滋養髮絲。   
容量：280 毫升
訂貨代碼：3119 洗／ 3124 潤  
售價：420 元

富含人蔘及桑葉萃取，活絡毛髮，強韌同時滋養髮絲。   

容量：750 毫升
訂貨代碼：3146 洗／ 3149 潤 
售價：900 元

從根本強健秀髮  
頭皮高效養護精華   
專利養護配方，能預防斷髮、頭皮屑產生，
恢復健康頭皮。    
容量：80 毫升 
訂貨代碼：3128 
售價：840 元

頭髮的晚安面膜   
晚安修護霜   
無需沖洗的頭髮晚安面膜！首次使用即
可 100% 修護髮絲分岔，再現柔順亮澤。     
容量：100 毫升 
訂貨代碼：3126 
售價：650 元

搞定鬧情緒的髮絲   
深層修護髮膜   
SATINIQUE 獨家配方由內而外強健髮質，同時
高效潤澤，回復健康髮質，重現光澤彈力。    
容量：240 毫升 
訂貨代碼：3125 
售價：760 元

健康煮神支援  
健康料理組   
一加一大於二！煎、煮、炒、炸、燉湯各式料理需求一次滿足，
獨特 Vitalok ™技術，完整保留食材營養與美味，讓你享受幸
福下廚時光。 
內容：煎炸鍋、3 公升長柄湯鍋 
訂貨代碼：2107 
售價：12,900 元

AMWAY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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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健康 居家安心

潔淨環境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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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流器組－ 5 年保固 
訂貨代碼：8856
售價：29,045 元

紫外線濾心匣  
訂貨代碼：2049
售價：4,86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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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之源完整供貨品項，請見安麗官網。

益之源20周年紀念款 限量發售  
不鏽鋼保溫瓶    
杯身由德國百年保溫瓶品牌 alfi 的金屬材質打造，搭配
提把設計，上班、外出、居家皆方便使用，隨時隨地享
受益之源好水。      
容量：500 毫升 
訂貨代碼：8582 孔雀藍／ 8583 玫瑰粉  
售價：1,200 元

全能居家掃除王  
L.O.C.多用途強效清潔劑   
一瓶萬用，針對地板頑垢污漬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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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垢不留痕跡  
浴廁強效清潔劑     
椰子油界面活性劑與天然來源發酵的
檸檬酸，有效去除皂垢、水垢等各種
頑強污垢，氣味芬芳，髒污完全不留
痕跡。       
容量：1 公升 
訂貨代碼：1077
售價：240 元

輕鬆擺脫油污  
廚房強效清潔劑    
獨特瓦解油垢配方，一次清除魔王等
級的排油煙機油垢、瓦斯爐焦黑和廚
房地板黏膩感，經美國環保署 (EPA) 
嚴格審核認證，安全不傷廚具。      
容量：1 公升 
訂貨代碼：1075 
售價：2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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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022/12/31，集滿指定數量且不同款的40周年微型小物電子徽章，即有機會抽中萬元大獎，微型小物

數量有限，要集要快！ 

虎躍安康新年特惠滿額，贈品選擇
40周年微型小物（eSpring香香紓壓
燈、DOUBLE X萬用好好包、安麗金
鍋疊疊罐、glister迷你電電充）  

掃描集章卡片上的QR Code，登錄序
號，即可獲得電子徽章   

3/31前，集滿2種不同的電子徽章，
即可參加第一季「超集活動加碼抽」   

買  

掃  

集   

活動辦法 

抽獎權可累計，如3/31前集滿4種不同微型小物電子徽章，即有

2個抽獎權。   

每組卡片序號限登錄使用1次，尚未登錄的集章卡可轉讓他人

使用，登錄後不可轉讓。  

瞭解更多      

5名  

＊

＊

第一季超集活動加碼抽 

超集40周年限量紀念禮     

安麗紀念T-shirt   安麗紀念環保袋   

圖片僅供參考，恕不提供挑款挑色，以實際出貨為準。  

20名  40名  

超集特獎   

Apple Watch Series 7 

3名  

超集健康好禮     

健康料理組  

松木隨行按摩頸枕  

5名  

溫柔呵護 柔嫩肌膚

洗出滑嫩美肌
G&H蜂蜜／蘆薈沐浴乳   
蜂蜜沐浴乳採用美國佛羅里達的橙花蜂蜜，保濕力是一般蜂蜜的 4 倍，
洗後肌膚柔嫩不乾癢；蘆薈沐浴乳採用溫和親膚的庫拉索蘆薈，含多
種胺基酸、維生素，洗後保濕不乾澀。   

保濕力提升129% 
G&H蜂蜜／蘆薈身體乳  
蜂蜜身體乳添加非洲乳油木果脂幫助鎖水，富
含胡蘿蔔素的南瓜籽油可延緩老化，長效維持
水感膚觸；蘆薈身體乳嚴選庫拉索品種蘆薈，
搭配抗氧效果極佳的紅葡萄籽、兒茶素幫助延
緩肌膚老化。    
容量：400 毫升
訂貨代碼：3157 蜂蜜／ 3162 蘆薈
售價：300 元／ 360 元

蜂蜜沐浴乳   
容量：400 毫升／ 1公升
訂貨代碼：3158 ／ 3184
售價：235 元／ 490 元

蘆薈沐浴乳   
容量：400 毫升／ 1公升
訂貨代碼：3161 ／ 3185
售價：320 元／ 6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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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WAY NEWS

樂活新訊

��

注意事項：

暫停服務時間

春節連假安麗公司各地體驗據點營運時間與注意事項如下： 

因春節前夕各宅配業物流量遽增，自1/10起恐無法依訂單指定時段配送。  

貨到付款訂單（含宅配及超商取貨）之業績及安麗購回饋金認列，均採貨件配達後於隔日上午8:00前計入。 

春節連續假期暫停線上退貨派車服務。 

春節訂貨服務訊息 

登入安麗官網 專區 個人專區 個人資料管理 領取地點設定 不需收到紙本

適逢春節連假，購物宅配到府、家用科技產品到府服務、聯強服務站（含派工電聯）服務暫停時間如下，敬請知悉，造成

不便敬請見諒。  

春節期間暫停到府安裝與維修服務 

無論是直銷商夥伴或會員，簡單設定就能實現無紙化。只要透過Am-Card或直接開啟iShare數位內容平台，就能
隨時輕鬆閱讀月刊資訊！安麗官網設定方式：  

環保無紙化，官網設定不收到紙本雙月刊

安麗特惠活動於安麗官網開放線上訂貨時間，為上市當日上午8:30（線上訂貨中心取貨除外），敬請夥伴知悉，
以維護自身與會員、顧客權益。 

安麗特惠活動，於上市當日上午8:30開始 

各體驗據點暫停服務 

1/29∼2/6初六  

（1/29∼1/30僅提供預約到府）   

恢復上班日

2/7初七  

提前開工，營業時間12:00∼18:00 

線上訂貨－中心取貨：

訂貨時間11:30∼17:00 （2/3提前至8:30）  

取貨時間12:00∼18:00  

表示正常營運   

1.   

2.   

3.   

第二波「虎躍滿額三重送」2/3開跑，當天各體驗據點暨客服中心營運服務安排如下：

8:30開放線上訂貨，各體驗據點仍維持中午12:00提供取貨服務。 

客服／訂貨專線自8:30服務至13:00。

4.

網路系統正常開放訂貨 
（暫停線上訂貨－中心取貨） 

1/28 

廿六  

(五)  

2/7

初七  

(一)  

1/29 

廿七  

(六)  

1/30 

廿八  

(日)  

1/31 

除夕  

(一)  

2/1 

初一  

(二)  

2/2 

初二  

(三)  

2/3 

初三  

(四)  

2/4 

初四 

(五)  

2/5 

初五

(六)  

2/6

初六  

(日)  

8:30開放線上訂貨，12:00取貨

客服／訂貨專線8:30服務至13:00 

AW2K31.pdf   1   2022/1/13   下午8:45



立即入手

ai164216951543_AW2BACK.pdf   1   2022/1/14   下午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