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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肌顏究院
雅芝精心研發多重植萃營養，滿足每個獨一無二的肌膚需求，
實現健康美肌，自信光采每個關鍵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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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萃科技  美麗有感
結合紐崔萊85年植物營養學經驗與雅

芝65年卓越美膚科技，精準掌握天然植物
的優異功效，為肌膚帶來最有效率的植萃
保養。

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合作研究的植萃高
乘效複方，加上紐崔萊獨家專利白奇亞籽，
透過多重植萃滋養，讓肌膚保養更有感！

健康肌膚  5 大營養關鍵
雅芝從多年的保養經驗發現，當肌膚

攝取充足的營養，自然會顯現豐潤彈性與
明亮光澤，然而，當外部環境與歲月流逝
步步催逼，要維持健康肌膚，就必須滿足
5大肌膚營養需求─潔淨、平衡、修護、
保濕、防禦。唯有透過自然植萃的細心
呵護、滿足營養需求，肌膚才能全面綻放
透、亮、光！

超越肌膚保養  
   升級植萃營養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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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無負擔的美麗
植萃能量系列獲英國純素協會認證，不含動物成分，無進行動物實

驗。90%以上包材皆可回收，較前一代減塑21%，呵護肌膚同時友善環
境，永續共好、打造無負擔的美麗！

超越肌膚保養  
   升級植萃營養

白奇亞籽擁有植物來源中最高濃度的Omega-3，為人體無法自行
製造的重要營養素，能夠舒緩肌膚不適、增加保水度、抗老化、細緻肌
膚及強化肌膚免受環境傷害，是保養的超級成分。Omega-3由內修護
肌膚、由外為表皮鋪上防護罩，抵禦外在的刺激及傷害，全方位照護肌
膚，膚況自然滋潤飽滿，充滿光澤。

1項專利品種         2項專利冷壓萃取技術         2項專利配方           1項專利微脂囊科技    

白奇亞籽的神奇功效
雅芝團隊投入超過9年的時間，分析近8千種植物，進行超過9萬3千次的測量數據，研發

出高純度、高效及高穩定特性的白奇亞籽，並在4大製程中獲得6項專利認證。

專利品種：來自紐崔萊墨西哥農場，擁有植物中最高濃度Omega-3的超級作物，成為打造健康
美肌的重要基石。

專利冷壓萃取技術：成分的濃度與純度是保養的關鍵，揮別無感保養。雅芝萃取出最高濃度、
保留白奇亞籽的營養成分，強化修護功效及強韌肌膚屏障。

專利配方：雅芝以全球肌膚資料庫，與保養科學研發中心合作，調配出滿足肌膚5大營養需求
的專利配方成分。

微脂囊科技：微脂囊超導技術能將養分輕易穿透毛孔和角質層細胞，深入肌底，讓肌膚吸收更
多養分，實現由內而外的健康美麗。

植物性最高濃度
來源白奇亞籽

由英國純素協會認證

不含動物成分
做動物實驗

90%包材可回收 21%塑料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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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保養1+1   膚況回春重開「肌」

訂貨代碼 4214   
售價 1,850 元

超能玻尿酸維C雙精萃  
重返初生肌

雙維C
針葉櫻桃萃取

+100%�生�C粉末
透亮、抗氧化

前鋒精華第1步
新鮮成分瞬間傾注
一滴有感，抗老撫紋

雙玻尿酸
大、小分子玻尿酸
快速保濕
澎、彈、潤

FEATURE STORY

6

AW4_D3_D6-D8.indd   6AW4_D3_D6-D8.indd   6 2022/3/17   下午11:142022/3/17   下午11:14



＋＋ 或 或

超能玻尿酸維 C 雙精萃 水潤凝霜 賦活亮膚霜 晚安修護面膜

雅芝隨身鏡 (5.5x5.8cm)    價值 300 元
小巧便攜旋轉兩用鏡

水潤凝霜
24小時長效保濕，結合能延緩老化達350%的植萃高乘效預防
複方與專利提亮成分，讓肌膚水嫩健康，自帶光澤。
訂貨代碼 4320   售價 1,320 元

賦活亮膚霜
如手機濾鏡般的神效撫紋，一擦就有感！富含植萃高乘效修護
複方，打造出扭轉青春力600%的超能力！
訂貨代碼 4329   售價 2,300 元 

晚安修護面膜
兼具保濕、修護、舒緩、提亮、撫紋的「萬能霜」，以專利發
酵積雪草萃取、7大草本專利精華，緊實潤澤臉蛋，紓壓香氛
緩解身心壓力。
訂貨代碼 4323   售價 1,800 元 

精準保養1+1   膚況回春重開「肌」
精選榮獲 FG評鑑特優標章的明星商品，包括保養第 1步的超能玻尿酸維 C雙精萃，
加上根據肌膚需求選擇超能面霜，營養加 1更給力！

送

明星商
品特惠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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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13,800元

食物調理機 價值1,680元

多功能料理機 價值2,980元 康生氣壓眼部按摩器 價值3,980元

動感美型組 價值1,620元
藍芽喇叭+纖勻美Ｑ凍
便攜型藍芽喇叭搭配打造黃金比例的纖勻美Ｑ凍，
室內外運動隨時應援！

雙料理區省時便利，煎、烤、蒸、煮，
還可熱壓吐司，通通一機搞定！

一鍵啟動的仿手按摩，恆溫熱敷、多頻震動，
折疊收納好攜帶，隨時都能放鬆享受。

6 種機能合一，超大馬力攪拌、攪打等，快速
縮短料理準備時間，家庭料理完美適用。

※贈品數量有限、贈完為止。贈品以實物為準。

※贈品使用前請先詳閱使用說明書。

※安麗公司有權利調整活動內容。

好禮二選一

或送

柔膚水瓶裝造型，隨時補充肌膚水分，
附提環好攜帶。

不鏽鋼保溫隨行杯，時尚配件，
為你隨時加分 ! 

滿8,800元

滿4,800元

柔膚水造型水瓶(550ml) 價值780元 品牌隨行杯(380ml) 價值750元

好禮二選一

好禮二選一

送

或

或

4月7日起
把握美顏好時光，超值贈品搶先享受！

22

33

送

雅芝最懂你！

11

暸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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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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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中的孩子，因味覺正在發展，所以容易挑
食造成營養失衡，利用安全有保障的保健品來補足
營養缺口，由內而外打造好底子，能調整體質，父
母才放心。含有HN019乳雙歧桿菌、維生素C、礦
物質鋅三種黃金複方的兒童C+益生菌，具優秀定殖
力、維持菌叢平衡與消化道健康，是孩子活潑成長
最給力的後盾！

1 無添加人工香料、人工色素及防腐劑，父母好安心。

2 添加來自紐崔萊農場的針葉櫻桃粉，符合全程追溯。

3 益生菌、維生素及礦物質的黃金複方比例，健康打底一包就夠。

13 大保障
守護孩子健康
爸媽更安心

為孩子打好底子，讓孩子健康成長、開心玩樂，是父母最大的心願。

這也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父母，會選擇兒童 C+益生菌來守護自己的寶貝。

兒童C+益生菌
送給寶貝最棒的兒童節禮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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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孩子們每天都要到學校和托
兒所上課，加上擔心新冠疫情的可怕
傳染力，我每天都會讓他們吃一條
味道甜甜的兒童C+益生菌，孩子們
都非常喜歡，不用我提醒，他們就
會自己拿來吃。為了孩子們的健康，
我會讓他們天天都補充。

因為擔心女兒在托嬰中心容易感染病毒，也希望從小就幫她打好底
子，所以兒童 C+益生菌一推出，我們就立刻給她吃，她也非常喜歡這個
味道，每次看到包裝，就會不停嚷著：「菌！菌！」當她胃口不佳、不想
喝牛奶時，我們只要拿出兒童 C+益生菌當作獎勵，她就會乖乖把牛奶喝
光光，也因為沒有不必要的化學添加物，讓我們可以放心給女兒吃，直到
現在，她照顧起來都特別輕鬆。

因為家人多有醫護人員的背景，所以我們向來特別注重營養
照顧，非常喜歡用兒童 C+益生菌為他們健康打底。除了平常他們
會直接倒進嘴裡當點心吃，喜歡做創意料理的我，也嘗試過用兒
童 C+益生菌來做冰冰的優格和飲料，每一條含有 10 億的專利乳
雙歧桿菌，有效腸道存活率，成為我最放心給孩子吃的營養健康
優質點心。

在季節變換時，我會特別注意孩子
的身體狀況。開始給他們吃兒童 C+益生
菌之後，我對孩子的身體健康放心多了，
現在我最擔心的是，如果兒童 C+益生菌
銷量太好，太多人搶著要怎麼辦？

新手奶爸●詹淳旭

創意廚爸●黃偉奇

認真三寶媽●丁心愉

年輕漾媽咪●林羿廷

兒童C+益生菌 父母的神隊友

丁心愉的寶貝著色作品

林羿廷的寶貝著色作品 

17

AW4C16_C17.indd   17AW4C16_C17.indd   17 2022/3/21   下午9:152022/3/21   下午9:15



AW4D18_D19.pdf   1   2022/3/21   下午9:20



AW4D18_D19.pdf   1   2022/3/21   下午9:20



AW4B20_B21.pdf   1   2022/3/21   下午9:25



AW4B20_B21.pdf   1   2022/3/21   下午9:25



AW4C22_C23.pdf   1   2022/3/21   下午9:28



AW4C22_C23.pdf   1   2022/3/21   下午9:28



AW4D24_D25.pdf   1   2022/3/21   下午11:30



AW4D24_D25.pdf   1   2022/3/21   下午11:30



春遊野餐趣
春暖花開，來個親子野餐吧！

自製營養均衡又美味的野餐餐點，利用秀色可餐的視覺饗宴，

和愉快的用餐氛圍，打開孩子的好食慾和味蕾體驗。

小朋友容易挑食、胃口不佳，將好口感的兒童 C+益生菌加入冷飲或冷點心中，

不但可以增加孩子的接受度，同時為營養打底，健康美味一次補足！

1

2

3

4

糙米
富含維生素 B1 和膳食
纖維，有助穩定神經傳
導，提升小孩學習力。

水煮蛋、雞腿肉
兩者都是優質蛋白質的來
源，可幫助小朋友肌
肉成長，蛋黃中的卵
磷脂、DHA 更是腦
部發育所需營養素。

地瓜
除了提供能量來源的碳水化合

物，還有豐富膳食纖維
促進腸道蠕動；高量
維生素 A幫助學童視
力發育並強健皮膚。

蔬果昔
利用水果的香甜增加小朋
友對蔬菜的攝取，補充膳
食纖維、植物營養素。

營養小知識

食譜設計：黃淑惠
台北市郵政醫院營養師

活力照燒雞腿便當
材料╱ 去骨雞腿排 1/2 片，香菇 3朵，有機薄鹽紅麴黑

豆醬油露 1小匙，味醂 1小匙，白芝麻、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少許

配菜╱ 白煮蛋 1/2 個，汆燙玉米筍 50 克，汆燙綠花椰
菜 50 克，小番茄 4～ 5粒

作法╱ 去骨雞腿排先以醬油和味醂稍微醃製 15 分後，
放入煎炸鍋中，用少許橄欖油將雞腿排煎至兩面
略顯金黃色，再加入泡開的香菇與醃製醬汁，小
火續煮至醬汁成黏稠，最後撒上白芝麻。

鮭魚寶寶飯糰
材料╱ 糙米白飯（1：1比例煮熟）200 克，薄鹽鮭魚 1

片，壽司豆皮數片，海苔適量
作法╱ 薄鹽鮭魚煎熟後搗碎，包入糙米飯中，捏成適口

的球狀大小，用豆皮、海苔做造型裝飾。

趣味地瓜足球
材料╱ 黃肉地瓜1小條，鮮奶1～2大匙，葡萄乾少許，

兒童 C+益生菌 1條
作法╱ 地瓜去皮蒸熟後搗成泥狀，拌入鮮奶與葡萄乾增

加滑順口感及甜度，捏成球狀冷藏定型，食用前
讓小朋友像撒糖粉般，撒上益生菌粉即可。

好菌多多蔬果昔
材料╱胡蘿蔔 35 克，小黃瓜 10 克，西洋芹 5克，葡萄

30 克，香蕉 50 克，亞麻仁籽 8 克，兒童 C+益
生菌 1條

作法╱所有蔬菜洗淨切小塊，取果汁機，放入胡蘿蔔、
葡萄、香蕉、亞麻仁籽及適量的水打勻倒出備
用，再另外把小黃瓜、西洋芹加水打勻，分別沿
著杯緣輕輕倒入杯中，製造分層效果。喝的時候
再讓小朋友倒入益生菌粉攪拌均勻即可。

Tip ╱兒童 C+ 益生菌，含有三種黃金複方維生素 C ＋
鋅＋ HN019 乳雙歧桿菌，僅適合加在低溫的飲
品或餐點中，健康打底一包補足！

HEALTHY E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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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個孩子身上。家庭功能失調、資源分配不均等
種種問題，造成孩子被邊緣化，甚至成為社福網中所
謂的高風險個案。
看到這裡的孩子因為公車班次少，錯過得花一個

多小時走路到學校，讓楊老師想起曾遇過和家人花三
個月從薩爾瓦多靠雙腳走到紐約的孩子，「為了要有
一個更好的未來，他們花的力氣是一樣的，不管走的
里程數是多少！」

追求更好未來不分地域
石門 IPOWER 培力學社，是楊筱薇老師在環繞

台灣五圈後，選定的落腳扎根處，她希望自己在國外
職涯中，針對高風險青少兒領域的經驗、探索和訓
練，能對台灣偏鄉教育有所助力。
在北海岸偏遠社區，因為人口少，需求不夠多，

地方公共建設相對不足，商業經營者進入的意願缺
缺。隔代教養、單親、低收入等弱勢印象也常都集中

好山好水好放鬆，北海岸是大家眼中假日休閒的好去處，不過在

IPOWER培力學社創辦人暨執行長楊筱薇老師眼中看到的是，這裡有一群亟需關懷的孩子⋯⋯

IPOWER培力學社
幫孩子開啟更寬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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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孩子的學習動能
長期陪伴北海岸偏遠社區的兒童青少年，石門

IPOWER 培力學社，透過語言、課輔、社區營造與多
元智能探索，幫孩子找出屬於自己的學習動能，方式
與一般印象中的課輔班很不一樣。

「IPOWER 的特殊是我們用賦權制，」楊老師
說，讓孩子知道成績與自己未來的選擇有關，他可
以自由選擇要把精力投入的科目，也可以選擇一技之
長。所謂賦權，就是尊重孩子的自主決策，藉由學
習、參與、合作等過程，使孩子獲得掌控相關事務的
能力。

 「賦權是一個流程，」IPOWER 培力學社會慎
選一個課程，把眾多的科目放在裡面，比如烘焙課
程，做輕食糕點然後外賣，過程中運用了數學、化
學與英文。一開始孩子看不到這些科目的關聯，之
後漸漸發現，學校教的有一些是自己正在做的，學
習動力自然提升。

打造自我的翻轉機會
小 V 來到 IPOWER 培力學社，那年也是安麗希

望工場慈善基金會第一次贊助開班，為九年級學生加
強課業。當時孤傲的小 V 像刺蝟，在學校被老師和同
學排擠，甚至想休學。然而，北海岸國中生都可自由
報名的加強班，讓小 V 有了重新出發的機會，和其
他孩子一起募書、參與教室擺設，慢慢有了歸屬感，
加上認識一群新朋友，小 V 漸漸展現不同的自己。
進到高中後，也主動在周末幫助加強班的學弟妹。

不過，高中第一次段考，小 V 受到了重挫。相
對於市區學校的同學，孩子的競爭力需要再提升，
IPOWER 培力學社因應需求，由加強班開始延伸到
高中課後輔導，請不同的家教給予一對一協助，密
度高、步調慢的方式，甚至解開從國中起就開始困
惑他的學習關卡。在準備大學特殊選才招生時，也
安排了專門老師協助，「小 V 成功進入清華大學，
也成為其他學弟妹的努力方向，每一屆都有超越預
期的好成績。」楊老師說。

安麗為培力帶來希望
「整個北海岸，針對國高中（課輔）就只有我

們，所以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的協助是很重要
的，讓我們成為一個基地，」為孩子營造一個新的環
境、讓他有機會交新的朋友，有新的學習氛圍，還可
以請到專家辦講座，或是學業優異的哥哥姊姊擔任家
教，讓他們有榜樣效法，「希望，不是 wishful，而
是 possible。」未來還有更多學弟妹，因為基金會
與培力學社的幫助，開創不一樣的未來。

楊老師說：「孩子的夢想會變成理想。在基金會
的協助下，我們漸漸把孩子們的夢想變成理想，變成
觸摸得到的。」讓孩子的夢想成為可以觸及的未來，
安麗希望工場慈善基金會誠摯邀請你，一同為更多需
要幫助的孩子開啟更寬廣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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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成長 溫柔呵護

嚴選好物

保健力金三角 
兒童C+益生菌 
結合維生素 C、鋅及益生菌，3 種營養強強聯手；無
添加人工香料和防腐劑，由內而外，守護孩子健康，
爸媽好放心。 
容量：30 包（每包 1.1 克）
訂貨代碼：2874
售價：1,200 元

修護防蛀我最行
glister兒童牙膏
添加獨特 REMINACT™ 配方與氟化物，修護琺瑯質，
強化發育中的牙齒，有效預防蛀牙。 
容量：85 克
訂貨代碼：3166
售價：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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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有感小亮瓶 肌膚透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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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效合一萬能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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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爽保濕 延緩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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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潤美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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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準保養 美肌再現

超有感小亮瓶 肌膚透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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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WAY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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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補給 元氣滿點

好純淨 好新鮮 好心安
全方位優護魚油膠囊  
幫助思緒清晰、晶明保健，適合日常保健、孕婦學生及外食族。 
•EPA : DHA = 1:1，每顆提供 85 毫克 EPA 與 85 毫克 DHA。
•添加 8 毫克維生素 E，真空抗氧製程、品質穩定。
•超迷你膠囊，方便吞嚥。 
•無額外添加，人體無負擔。
容量：180 粒
訂貨代碼：2875
售價：2,180 元

持續8小時活力釋放 
高效B群雙層錠  
想要精力充沛無須再靠意志力，續航 8 小時，挑戰一整
天的精彩！
•完整 8 種維生素 B，一錠讓你元氣滿滿。
•雙層錠片設計，8 小時階段釋出。
•維持能量代謝，持續 8 小時活力釋放。
•每天不到 8 塊錢，滿足一日所需。
容量：120 錠
訂貨代碼：2616
售價：935 元

國際最高消化率 增強體力首選
優質蛋白素―全植物配方   
品質達國際公認評價最高標準（PDCAAS=1），擁
有完整必需胺基酸，營養好消化。精選大豆、豌豆、
小麥 3 種植物來源的蛋白質，0 乳糖、0 膽固醇，不
造成身體負擔。隨餐酌量，補充基礎營養，有助生
長發育、肌肉生長與增強體力！

植萃力呵護  晶明好選擇  
晶明錠   
超時過度越來越模糊，科技產品讓你霧茫
茫？紐崔萊以尖端科技自多彩植物中萃取珍
貴菁華，打造多重防線，天天晶彩無負擔！
容量：62 錠
訂貨代碼：2649
售價：1,680 元

健康我最罩 不再趕流行  
強效C營養片   
續航 8 小時，每錠含 500 毫克維生素 C，符合現代人所需；
且含天然柑橘生物類黃酮，有助維生素 C 吸收，以及獨特針
葉櫻桃濃縮素，具高度營養價值。
容量：60 錠
訂貨代碼：2573
售價：855 元

關鍵營養素 靈活行動力 
葡萄糖胺膠囊   
爬樓梯、走路、跑步，肢體卡卡不靈活？高純
度葡萄糖胺膠囊補充肢體所需營養，隨心所欲
展現靈活行動力！
容量：120 粒
訂貨代碼：2565
售價：1,065 元

•EPA : DHA = 1:1，每顆提供 85 毫克 EPA 與 85 毫克 DHA。
•添加 8 毫克維生素 E，真空抗氧製程、品質穩定。

•完整 8 種維生素 B，一錠讓你元氣滿滿。

容量：900 克
訂貨代碼：2740
售價：1,750 元

健康我最罩 不再趕流行  

容量：450 克
訂貨代碼：2575
售價：9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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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生活 居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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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弱肌專用 100%物理性防曬
G&H防曬水乳液  
專為敏弱肌設計的防曬水乳液，清爽質地，抗紫外線、耐水抗汗，
0 添加化學防曬劑。經日本實驗測試，6 個月以上嬰兒也可安心使
用，一年四季，守護全家大小的肌膚健康。    
容量：50 毫升
訂貨代碼：3186
售價：555 元

高纖飽足 好吃的蛋白補給 
Say Cheese！元氣滿點小脆餅   
每份 12 克蛋白質與 10.5 克膳食纖維，增加飽足又能促進
腸道蠕動、排便順暢。無麩質、無麵粉、無泡打粉、無人
工添加，搭配起司風味的香脆口感，讓你隨食元氣滿點，
補充能量還能享受美味。     
容量：200 克（40 克 ╳ 5 包）
訂貨代碼：8669
售價：540 元

讓身心都微醺  
Kombucharm 微酵氣泡康普茶   
酸甜莓果滋味的微氣泡保健飲料，添加 17 種乳酸菌，
幫助維持消化道機能、排便順暢，還能促進新陳代謝。
天天一杯，讓身體微酵、心情也微醺！      
容量：93 克（6.2 克 ╳ 15 條）
訂貨代碼：8570
售價：400 元

容量：200 克（40 克 ╳ 5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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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4月
下旬搶

先登場

官網4月
下旬搶

先登場

官網4月
下旬搶

先登場

● 品牌形象再造

   視覺形象更清新，好感度再加分。

● 使用體驗進化

   架構清晰，資訊一目了然。

● 跨裝置體驗更一致

   手機、平板、電腦，同樣超順暢。

全新官網三大特點搶先看全新官網三大特點搶先看

迎接安麗40周年，安麗各網站即將展現全新面貌！

首波安麗官方網站煥新後，還有安麗網路商城、

紐崔萊品牌網站大改版，驚喜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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