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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可報名，獎勵再加碼，找回好體態，
讓自己的人生條件更加分！
比賽
時間

2018 年8月4日至2019 年 2月24日止

報名
資格

年齡18歲以上，參賽人姓名需登記於安麗公司直銷商或生活會員 註* ，以 3 人一隊為報名單
位，其中1人需為第一年加入的直銷商或生活會員。每人皆須購買一組「完美體態組合」註**，
並填妥內附之報名表（含個資蒐集聲明書）參賽。

報名&
驗收日期

註* BMI＜18.5及特殊疾病者（如：心臟、肝臟、腎臟、內分泌及其他器官之重大疾病等者）或孕乳婦恕不接受報名。
BMI（身體質量指數）= 體重（公斤）/ 身高2（公尺2）
註**「新人創業組－完美體態組合」及常態供貨的「完美體態組合」內皆附曲線管理挑戰賽報名表。

參賽隊伍可在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體驗中心及金門、花蓮服務中心，依下列
日期於下午2:00∼7:00進行報名及驗收（隊伍3人須於同一天進行）。 ＊請注意 2019 農曆新年始於 2/4（除夕)
4周驗收

8周驗收

梯次

第一年直銷商或生活會員

報名日期

第7 梯

2017/08/01 之後(含)

8/4 (六)、8/5 (日)

第8 梯

2017/08/01 之後(含)

8/11 (六)、8/12 (日)

9/8 (六)、9/9 (日)

10/6 (六)、10/7 (日)

第9 梯

2017/08/01 之後(含)

8/18 (六)、8/19 (日)

9/15 (六)、9/16 (日)

10/13 (六)、10/14(日)

第10梯

2017/08/01 之後(含)

8/25 (六)、8/26 (日)

9/22 (六)、9/23 (日)

10/20 (六)、10/21(日)

第11 梯

2017/09/01 之後(含)

9/1 (六)、9/2 (日)

9/29 (六)、9/30 (日)

10/27 (六)、10/28 (日)

9/1 (六)、9/2 (日)

9/29 (六)、9/30 (日)

第12 梯

2017/09/01 之後(含)

9/8 (六)、9/9 (日)

10/6 (六)、10/7 (日)

11/3 (六)、11/4 (日)

第13 梯

2017/09/01 之後(含)

9/15 (六)、9/16 (日)

10/13 (六)、10/14 (日)

11/10 (六)、11/11(日)

第14 梯

2017/09/01 之後(含)

9/22 (六)、9/23 (日)

10/20 (六)、10/21(日)

11/17 (六)、11/18 (日)

第15梯

2017/09/01 之後(含)

9/29 (六)、9/30 (日)

10/27 (六)、10/28 (日)

11/24 (六)、11/25 (日)

第16梯

2017/10/01 之後(含)

10/6 (六)、10/7 (日)

11/3 (六)、11/4 (日)

12/1 (六)、12/2 (日)

第17梯

2017/10/01 之後(含)

10/13 (六)、10/14 (日)

11/10 (六)、11/11(日)

12/8 (六)、12/9 (日)

第18 梯

2017/10/01 之後(含)

10/20 (六)、10/21(日)

11/17 (六)、11/18 (日)

12/15 (六)、12/16 (日)

第19 梯

2017/10/01 之後(含)

10/27 (六)、10/28 (日)

11/24 (六)、11/25 (日)

12/22 (六)、12/23 (日)

2017/11/01 之後(含)

11/3 (六)、11/4 (日)

12/1 (六)、12/2 (日)

12/29 (六)、12/30 (日)

2017/11/01 之後(含)

11/10 (六)、11/11(日)

12/8 (六)、12/9 (日)

2019/1/5 (六)、1/6 (日)

2017/11/01 之後(含)

11/17 (六)、11/18 (日)

12/15 (六)、12/16 (日)

2019/1/12 (六)、1/13 (日)

2017/11/01 之後(含)

11/24 (六)、11/25 (日)

12/22 (六)、12/23 (日)

2019/1/19 (六)、1/20 (日)

2017/12/01 之後(含)

12/1 (六)、12/2 (日)

12/29 (六)、12/30 (日)

2019/1/26 (六)、1/27(日)

2017/12/01 之後(含)

12/8 (六)、12/9 (日)

2019/1/5 (六)、1/6 (日)

2019/2/2 (六)、2/3 (日)

2017/12/01 之後(含)

12/15 (六)、12/16 (日)

2019/1/12 (六)、1/13 (日)

2019/2/9 (六)、2/10 (日)

2017/12/01 之後(含)

12/22 (六)、12/23 (日)

2019/1/19 (六)、1/20 (日)

2019/2/16 (六)、2/17 (日)

2017/12/01 之後(含)

12/29 (六)、12/30 (日)

2019/1/26 (六)、1/27(日)

2019/2/23 (六)、2/24 (日)

第 20 梯
第 21梯

第 22梯
第 23梯
第 24梯
第 25梯
第 26梯
第 27梯
第 28梯

比賽
流程

3人皆購買
「完美體態組合」

3 人於同日
完成報名

第4周驗收
4 周達標獎

第8周驗收
8 周達標獎

達標
獎項
4周
達標獎

僅適用 8∼ 12月報名團隊
1. 體重減少 3 公斤（含）以上。

2. 體脂率減少 2.5%（含）以上。

於報名日後的第 4 周驗收，團隊中 3 人皆符合上述其中一項，每人即可獲得
2,000 元電子產品抵用券 註及 1,000元完美體態組合優惠券（限本人使用）。
註. 電子產品抵用券使用說明請參閱第20頁。

8/ 4 報名

範例

小紐
小崔
小萊

小紐
小崔
小萊

8周
達標獎

9/ 1 驗收（4周）

55公斤（28%）
66公斤（33%）
77公斤（38%）

51.5公斤（27%）
63 公斤（29%）
75 公斤（36.3%）

8/ 4 報名

9/ 1 驗收（4周）

55公斤（28%）
66公斤（33%）
77公斤（38%）

53公斤（25%）
62. 7公斤（31%）
73公斤（36%）

減3. 5公斤（-1%）
減3公斤（-4%） 未達標
減2公斤（-1.7%）

減2公斤（-3%）
減3. 3公斤（-2%） 達標
減4公斤（-2%）

1. 體重減少 6 公斤（含）以上，且體脂率減少3%（含）以上。
2. 體脂率減少 5%（含）以上。

於報名日後的第 8 周驗收，團隊中 3 人皆符合上述其中一項，每人即可獲得
4,000 元電子產品抵用券 註。
註. 電子產品抵用券使用說明請參閱第20頁。

8/ 4 報名

範例

小紐
小崔
小萊

小紐
小崔
小萊

直銷商
中心
組獎

9/ 29 驗收（8周）

55公斤（28%）
66公斤（33%）
77公斤（38%）

49公斤（27%）
60公斤（29%）
74公斤（30%）

8/ 4 報名

9/ 29 驗收（8周）

55公斤（28%）
66公斤（33%）
77公斤（38%）

53公斤（23%）
60公斤（29%）
74公斤（30%）

減6公斤（-1%）
減6公斤（-4%）
減3公斤（-8%）

未達標

減2公斤（-5%）
減6公斤（-4%）
減3公斤（-8%）

達標

於8 ∼12 月期間報名，依直銷商中心規模，符合「最少總參與人數」註* ，即可獲贈
紐崔萊食物模型教具組或 72瓶 XS 活力飲料（口味隨機出貨），2 選1。
註* 總參與人數之定義：完成團隊報名的人數。
中心規模

大型中心

中型中心

小型中心

最少總參與人數

60人

45人

20人

第1次結算時間

2018年8月1日∼2018年10月15日

第2次結算時間

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2月31日

參賽者皆可參與曲線管理挑戰賽活動官網 8周見證照片募集活動。上傳資料包括：報名時體
見證分享
好禮

重╱體脂率、8 周驗收體重╱體脂率、減重前及自報名日起算，每周上傳 1 張正面照片，連
續 8 周，或於驗收截止日後 7天內，一次上傳 8 周正面照片（共 9 張照片）。個人需符合 8 周
達標獎並完整上傳相關資訊，即可獲得 24 瓶 XS活力飲料（口味隨機出貨）。請至 2018 曲

線管理挑戰賽活動官網「Yes, I can 見證好禮活動」上傳相關資料。

範例
開始

第1 周

第2 周

第3 周

第4 周

第5 周

第6 周

第7 周 第8 周

活動官網

★ 請著緊身衣服可看出曲線變化或依照範例進行拍照上傳。

步驟1 於活動現場，依序領取號碼牌，依照現場服務人員指示開始進行報到。

報名&
驗收流程

步驟2 參賽者請本人攜帶報名╱驗收表，於報名時，先由安麗中心人員於報到處進行資格審核，

若同天不同時間 中心報名，則賽後由主辦單位統整審核後，再告知是否符合參賽資格。
步驟3 進行檢測前請務必將身上的金屬物品取下（如︰手錶、項鍊、戒指等），以免量測時有誤

差。檢測時，請脫襪站在主機上，並將雙手水平抬起握住體脂計測量把手，手臂與身體
呈 90 度的姿勢，背部與膝蓋伸直。
＊若檢測數值有更改，會由檢測人員修改並加蓋紐崔萊印章以示完成確認。
＊每人驗收至多 2 次。
a 若需 第2 次量測須於離開體驗區前提出要求。

b 若進行第 2 次量測，驗收單需繳交給當下的檢測人員，同時檢測人員會提供一張第 2 次量測的

識別證明，參賽者請於 1 小時內回來並攜帶識別證明進行量測。
c 第1次量測時間若為18:00 以後，其第 2 次量測需於活動19:00 結束前進行。
d 若逾期或未帶識別證明，則驗收數值會以第1 次檢測結果作為記錄。
e 識別證明會註明第 2 次檢測時間，並會請參賽者簽名確認。

f 第 2 次量測需以同一台機器檢驗，兩次量測會取其最佳一次的檢驗所有數值做記錄。

測量正確姿勢

以下為錯誤姿勢
將雙手水
平抬起，
並將手肘
伸直
身體在動

將背部與
膝蓋伸直

手臂彎曲

手臂下垂（或抬得太高）

讓手臂與身
體成90度

操作顯示手腕
朝向上方

膝蓋彎曲

腳底未踩在
電極上面

步驟4 檢測完後，則依照現場工作人員指示進行拍照動作。
步驟5 檢測及拍照結束後，請務必將報名╱驗收表繳回至回收處，以確認整個流程完成，若報

名╱驗收表未繳回至回收處，即視為報名╱驗收無效。

Q&A

如何參加新的曲線管理挑戰賽?
自2018年8月起，購買新的完美體態組合，即可取得新式報名表（黃色）。使
用新的報名表即可參加新的曲線管理挑戰賽。
拿舊的報名表，可以參加新的曲線管理挑戰賽嗎?
請持空白舊式報名表（綠色），於新曲線管理挑戰賽報名期間，至報名處更換新式報名表（8月起每周六、
日下午2:00∼7:00，至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體驗中心更換），舊報名表現場將會回收。

同一直銷權夫妻兩人可以同隊報名參加嗎？可以不同隊嗎？
可以，紐崔萊鼓勵只要符合參賽條件（為直銷商或會員、18 歲（含）以上、BMI≧18.5、無特殊疾病或正在服用藥物、
或懷孕等），都歡迎參加曲線管理挑戰賽。

我7月才報名，可以棄賽再重新報名8月新曲線管理挑戰賽嗎?
可以，但需團隊三人同時申請。團隊三人皆需重新購買完美體態組合，取得新式報名表，至報名處重新登記參賽。（8
月起每周六、日下午2:00∼7:00，至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體驗中心報名參賽）。
直銷商中心組須另外報名嗎？
不需要；同報名流程，以3人之團隊參賽的報名方式，只須在報名表內填寫所屬直銷商中心之編號與名稱即可，若此欄
位未填寫，則其參加人數不納入直銷商中心組統計。
團隊每人6 周即減6 公斤且體脂率減少3 %，請問可以提早驗收嗎？
不行；紐崔萊鼓勵以補充足夠的營養素，並搭配飲食控制及運動，進而達到理想體重，因此無論是 4 周或 8 周，請於指
定時間內進行驗收。
團隊 3 人是限同一天報名還是同一周報名即可？
比賽辦法是限團隊3 人同一天進行報名與驗收（下午2:00∼7:00），但是報名與驗收的日期可以選擇同一周兩天中的其中
一天。
團隊 3人若分屬不同直銷商中心，也可共組報名嗎？
可以；只須要在報名表上註明各自報名者所附屬的直銷商中心編號與名稱即可。
請問若以3人為一單位組隊報名，假設 3位直銷商一位住台中、一位住高雄、一位住台南，這樣須要3 位聚集在同一個體驗中
心現場報名才可以嗎？還是可以3 位各自前往就近的體驗中心╱服務中心報名及驗收，只要同一天報名且同一天驗收即可？
可各自前往就近的中心，只要在同一天報名及驗收，另請在報名╱驗收表上註明並於報到處時向工作人員說明。
可以8周驗收完當天，即報名下一梯次的曲線管理挑戰賽嗎?
因驗收資料處理需要作業時間，很抱歉無法於當天進行下個梯次的報名，請於驗收完成後次周前往安麗體驗中心再次進
行報名。
若比賽途中，其中1位參賽者有不可抗拒的因素無法繼續參賽，其他隊員是否還可繼續參賽？
如懷孕、特殊疾病、兵役等特殊狀況，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給主辦單位確認後，另2 位即可繼續參賽。但若其中 2 位皆
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則會取消此團隊參賽的資格。
若報名日期為 8月4 日，「見證分享好禮」的 8 周照片可否上傳 8月18 日∼10月 6 日期間的見證照片？
不行，8 周見證照片必須自報名日起算，每周上傳 1 張照片，連續 8 周，或於驗收截止日後 7 天內，一次上傳 8 周照片
（共9 張）。例如：8月 4日報名者，其 8周見證片須於 9 月29 日前上傳完畢。
之前已參加「見證分享好禮獎」並上傳照片，現在要參加下一梯次挑戰賽，還可以參加「見證分享好禮獎」嗎？
請致電客服說明需重新參賽，我們將刪除你之前的見證照片，始可重新上傳。
為何我上傳了 9張照片，但卻沒列入「見證分享好禮獎」的得獎名單內？
「見證分享好禮獎」需符合個人 8 周達標獎：體重 6 公斤且體脂率減少 3%（含）以上，或體脂率減少 5%（含）以上），
且需於8周驗收完成後7日內上傳照片。

參賽
注意事項

1. 於活動期間內，每位成員須於相同日期完成報名及驗收程序。
2. 體重減少公斤數以小數點第1 位為準。

3. 每位合格之參賽者，僅能報名一隊，不得重複報名。

4. 為顧及比賽公平性，此次量測儀器皆以公司提供之體脂計為單一儀器，並以其測量數值為基準。本活動所使用體脂計
適用於體重 135 公斤以內者，若超過此限，請於台北、台中、高雄體驗等中心，將由 InBody 檢測儀器檢測後進行報
名與驗收。
5. 優勝者須依照財政部規定之稅法完成領獎手續，其競賽所得獎金或獎品價值超過新台幣20,000元以上，安麗公司依法
必須先行代扣繳10%稅款（外國人則不論金額一律於給付日代扣 20%稅款，並於給付後10日內申報扣繳憑單），次年
一月底前申報扣（免）繳憑單交所得人申報綜合所得稅。
6. 健康曲線管理是以補充足夠的營養素，並搭配飲食控制及運動，進而達到理想體重，基於安全與健康考量，安麗日用
品股份有限公司（安麗公司）不鼓勵急速減重，合格之參賽者同意於紐崔萊曲線管理比賽期間，絕不使用不當方法或
藉由藥物來獲得效果。
7. 安麗公司保有更改比賽辦法及更換獎品之權利。

營養飲品
玉米燕麥風味
8月10日
新上市

享受美食，同時擁有好身形一點都不難！每包僅約120大卡的BodyKey營養飲品，蛋白質、維生素、礦
物質比例適當，有鹹有甜任你選。可單獨沖泡，或搭配其他食物一起享用，正餐之外的新選擇，享受纖
盈美味無負擔！

完美體態組合訂貨資訊
訂貨時請先輸入產品訂貨代碼，再輸入BodyKey營養飲品專屬訂貨代碼及數量，還能享六期零利率。

組合名稱

1號組合 糖心型

2號組合 代謝型

3號組合 舒壓型

4號組合 控食型

訂貨代碼

9783

9784

9785

9786

BodyKey 口味

香草口味

莓果口味

咖啡口味

玉米燕麥風味 8月10日供貨

專屬訂貨代碼

2645

2646

2647

2662

許你一個上上纖
8月10日∼9月30日或售完為止
上纖 1

上纖 2

990元

纖美凍1,540元 只要加價

買 BodyKey玉米燕麥風味

注意事項：
1.訂購時將BodyKey玉米燕麥風味 ( 訂貨代碼2661 ) 放入購物車後，結帳時即可選擇加價購之數量，並可享有優惠。
2.安麗公司保有更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快來試試全新BodyKey玉米燕麥風味，濃濃玉米香、淡淡燕麥味，單獨飲用好滿足，煮粥做湯更有
味，輕巧聰明吃，展現好體態。

（熱量：318大卡）
材料
牛番茄1顆、玉米粒50公克、雞蛋1顆、BodyKey營養飲品
玉米燕麥風味1包、水250c.c.、黑糊椒粒少許、蔥末少許
作法
1. 牛番茄洗淨，切小塊；打蛋花備用。
2. 將水、牛番茄入鍋煮熱，加入玉米粒及BodyKey攪拌均
勻，煮滾後，倒入蛋花輕輕攪拌一下即可。
3. 食用前撒點黑糊椒粒、蔥末，更添美味。

8月10日搶纖上市

成長獎勵辦法
海外旅遊研討會

人人有機

會

目標明確
獎勵基層

2018紐崔萊新曲線管理挑戰賽
8月4日登場

助人成功

穩健
事業基礎

AU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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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機會 BUSINESS

企業家私房話

通往目標的路
訂定目標不難，難的是如何實現。這是老生常
談，但依然有許多人無法看清，實現目標的過程是
非常重要的。
在這段路途上，我們懷抱希望與躍躍欲試的心
情，去面對許多新的挑戰，
這就是訂定目標帶來的喜悅
與成就感。而且，每一次跨
越障礙並向前邁進，總能讓
你綻放自信的光采，幫助你
堅守目標絕不放棄。
但別忘了一路上遇見的
人，包括幫助你拓展知識和
視野的領導人；常常鼓勵你
並在你有困難時仍給予支持的朋友；更不能輕視那
些嘲諷你的人，他們能讓你變得更堅強，進而闖出
一番成就！
如果你不曾踏出舒適圈，朝新目標前進，你又
怎能經歷這些長長短短的旅程？你可以在途中稍作
停留，可能是造訪一個從沒去過的地方、可能只是
靜心欣賞每天路過的風景，或者嘗試感受陌生人的
友善。
在邁向成功的路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著相同的
經歷。要充分發揮訂立目標的成效，就要洞察我們
在路途上的心智、情緒和體力。你所訂定的每一個
目標，都會為你帶來轉變，你將脫胎換骨，不僅因
為你實現了新的目標，也因你在路途中激發潛能，
獲益良多。

3

4

事業機會 BUSINESS

成功榜

成功榜

藍寶石 直系直銷商
Sapphire Direct Distributors

李百合 江進通
新北市 醫護人員、建材商 推薦人 陳秋英．許哲義

直系 直銷商
Direct Distributors

杜維恩

劉芳

桃園市 房地產 推薦人 謝明嘉

台南市 電腦繪圖 推薦人 周志朋．潘憶賢

林佳樺

楊乃燕 張佳豪

新北市 早餐店工讀生 推薦人 林煥傑

桃園市 全職、社福機構 推薦人 鄭方華．簡佑倫

5

金獎章 直銷商
Gold Producers

銀獎章 直銷商
Silver Producers

賴欣成

林明玫

葉家綾 張國鋒

台北市 視覺設計
推薦人 謝宗穎．羅宇靜

嘉義縣 簡餐店店長
推薦人 楊明桐．張淑琴

桃園市 教師、旅遊業
推薦人 許碧蘭．葉文田

李虹奭

彭皓琳

賈慧蓮 陳榮富

新北市 全職
推薦人 游艷期．李曜羽

新竹縣 舞蹈老師
推薦人 張玉枝．彭錦城

新竹市 金融業、室內設計
推薦人 董鳳英

■台北
尤蕾雅
陳明芳 陳冠宇
鄭貴鴻

■台中
李冠姵 陳正陽
■南投
林穆賢

18
■台北
林欣俞
劉志勇 陳祖涵

■台南
徐玫鈺 林懋融
翁儷瑜

■彰化
張又壬
張立中

■基隆
王俞心
■桃園
杜天龍
劉雅婷
李謙
許顧鏹
廖健武
陳美珠

劉倩妏 何侑霖
■新竹
羅世皓
陳廷國
謝淑伃
■台中
謝佩君
吳映祝

%

■桃園
黃怡萍

15
■台北
馮俐穎 朱國維
楊宜蓁
謝坤廷
鄭敬崴 鍾富雅

■高雄
何芷婷 陳璟鋒

■高雄
陳威旭 田美琦
潘文忠 洪梅淑

%

賴澧淳
洪上晴
鄭惠齡
■苗栗
林鳳嬌 劉文龍
■嘉義
鄭麗玲
黃勝三

葉琬綾
楊桂芬
■台南
黃靖雯
胡 文
呂依柔
姜玫如 沈揚名
黃惠美 林建同
曹佳雄

■高雄
周美華
陳淑
王慧娟 葉錦藏
郭庭葦 鄭兆宇
許睿儀
■屏東
徐莞筑

2018/19

鑽石精英海外旅遊研討會

Hungary 匈牙利
品味寧靜的繁華 古典的現代

201
符

討會
研
旅遊 影片
外
海
傳
9
宣
1
/
與
18
說明
格
合資

Q12 DD

海外成長營

2018/19

傑出直銷商領導人海外旅遊研討會

Sri Lanka 斯里蘭卡
相約印度洋 發現旅行新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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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淨水器
純淨好水在你家
颱風來襲，大賣場裡的包裝水最搶手！如果不
想加入瘋狂搶水大隊，又希望每一滴入口的水
都乾淨安全，安裝淨水器是最聰明的選擇！

濾淨方式百百款
淨水器你裝了嗎？
現今淨水器產品以單一技術機種為大宗，例如最被
儘管國內近幾年已開始積極保護水源，並

廣泛應用的活性碳淨水，此外還有常見的RO逆滲透、陶

嚴加把關水質標準，仍難以抵擋種類繁多的水

瓷濾心或中空絲膜、電解水、離子交換、紫外線或臭氧

中污染物殘留，使各種影響健康的風險與日俱

淨水等。

增。而自來水在處理與運輸過程中，還會受外

由於目前並沒有任何單一技術可處理所有的污染物，

來物質侵入而出現「二次污染」，更加重了對

為了達到更有效的濾淨效率，結合多孔結構的高密度活

身體的健康危害。因此在居家生活中，為了消

性碳與紫外線殺菌的雙重濾淨技術是最佳組合，如安麗

除或減少自來水中所含的有害物質，採用淨水

益之源淨水器，能完整濾除極小微粒、微生物、有機與

器過濾是較為省事便捷的方法。

無機污染，還能兼顧口感，保留有益人體的鎂鈣等礦物
質，是目前濾淨成果最傑出的明星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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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的你，選聰明的淨水器
市面上淨水器都宣稱有很多功能，但目前台
灣尚未有淨水器品質認證，可參考全球最具權威
的水質專家NSF（美國國家安全衛生基金會），並
確認是否為完整淨水器（非零組件）通過認證。
有些品牌可能只有部分零件，如濾心的驗證，但
唯有「全機認證」才能真正宣稱具有完整的淨水
效能，這也是聰明挑選淨水器的一大重點。

定期保養，水質才會好
許多人為了確保家中用水的安全，特別加裝淨水
器，但卻因疏於清潔及定期更換濾心與耗材，反而讓
淨水器成了細菌滋生的溫床，導致水質變得更糟，簡
直得不償失！
因此要視實際使用的水質條件與濾水量做更換頻
率的調整。如果發現濾淨水的口感變差或產水量降低
時，則須檢查是否濾心或管線故障，以防誤飲摻入雜質
的壞水而不自知。選擇配有智慧提醒裝置，或有提供完
整售後服務的產品，更能確保飲水品質。

讓人放100顆心的益之源
真正讓人放心的淨水器，才能帶給全家人100分
的健康好水，安麗益之源淨水器以高密度活性碳濾心

賀

獲
安麗榮

美國水質協會卓越獎

結 合 紫 外 線 燈 管 的 雙 淨 化 2 in1濾 心 匣 ， 有 效 滅 除
99.99%細菌病毒，過濾超過160種雜質與重金屬，並
保留對身體有益的鈣、鎂礦物質。e化監測系統能自

美國水質協會（WQA）表彰安麗公司

動偵測濾心匣壽命，提醒更換。

及紐崔萊Power of 5公益活動，致力於

此外益之源更榮獲NSF美國國家衛生基金會六項

改善弱勢兒童營養及健康，並提供純

全機認證，難怪能成為全球銷售第一的家用淨水器品

淨飲水改善人們的生活。該機構肯定

牌*，真正帶給家人放100顆心的好水！

安麗透過益之源淨水器，以及紐崔萊

* 根據Verify Markets Study 2016家用淨水器全球銷售量市調結果。

Little Bits營養補充食品，造福世界各
地營養不足的貧童。掃描QR Code，
觀看影片進一步認識安
麗為改善飲水與弱勢兒
童營養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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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源淨水器特惠活動

即日起至8月31日 或贈品送完為止

搶進
機
佳
後
最

好

水

買 益之源淨水器
分流器組
訂貨代碼 2047（一次付清）
9516（六期無息分期）

鵝頸水龍頭組
訂貨代碼 2048（一次付清）
9517（六期無息分期）

好

食

送 二代鈦瓷不沾鍋（價值4,860元）
進階塗層雙重技術，抗刮耐磨，延長不沾黏效果。
煎、煮、炒、炸，一鍋通通都能搞定，生手也能輕鬆煮。

13

好

生活

全新上市

益之源淨水器＿桌上型熱水機組
益之源淨水器分流器組搭配EUPA桌上型熱水機，免水龍頭也有好
水，無論是沖泡飲品或泡茶，享受品味好生活就這麼簡單！
訂貨代碼 9811（一次付清）
9812（六期無息分期）

它聰明你輕鬆
人性化觸控式面板：操作簡單、設計簡約

安全設計更安心：具備缺水提示、安全鎖保護、

智能調節溫度：加熱迅速，五種溫度設定（常

防乾燒設計

溫、70、80、90℃、沸騰），還有每 5℃ 增減

NSF全機衛生安全認證：使用安全無憂

選擇，以及保溫功能

隨時隨地享好水
客廳泡茶聊天 用好水：免進出廚房，待客更從容

租屋/民宿 享好水：空間小或獨立空間也能喝好水

工作場所交誼 喝好水：免到茶水間，省時有效率

戶外露營 取好水：外出帶著走，好水一開就有

體恤長輩 飲好水：長輩房內即可享用好水，便利又安心

買益之源淨水器＿桌上型熱水機組 同享益之源特惠活動贈品二代鈦瓷不沾鍋！

舊換新再享好禮，益之源舊機也可換新喔！
凡於活動期間，購買益之源淨水器，並於2018年9月15日前攜帶符合換購條件之

電子產品
抵用券

淨水器 / 壺，前來辦理「舊機換新機」，即可額外獲得電子產品抵用券。
Amway 第一代，第二代、其他廠牌之淨水器舊機或濾水壺換購益之源送電子產品抵用券1,000元

益之源舊機換購益之源送電子產品抵用券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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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高大上！
油餅
「老闆，一份蔥
」
加冰紅茶外帶！

「髒
髒包
不錯 看起來
吃吔
。」

太甜

便利商店

嗯……
什麼呢？
今天要吃 。」
了
叉燒包好

麵包店
巷口早餐店

太鹹
ORGANIC

DAILY FRESH | SINCE 1981

糖分過多、油脂太高、太鹹……，

太油

這些都是早餐常有的問題，但最大
的問題就是 優質蛋白質不夠！

早餐要攝取蛋白質總量的1/3
衛生署建議，每人每日的蛋白質攝取量約為體重×1公克蛋白質（活動量大
者，需再增加攝取），尤其早餐時更要攝取到每日蛋白質總量的1/3，才不會
中午不到就無精打采，或餓到亂吃東西，甚至一整天的新陳代謝都有問題。

例如：
體重51公斤的上班族女性，
1日蛋白質總需求量約為51公克，
早餐至少要攝取17公克的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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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要花10分鐘在早餐店排隊買早餐、或徘徊在貨架前選早餐，不如自己
動手做早餐。選擇新鮮食材、加一匙全植物配方的紐崔萊優質蛋白素，把
愛吃的早餐變得更營養。快來試試看！

燕麥罐

2人份

難度：★
美味：破表
材料：
優質蛋白素2匙、燕麥50公克、奇亞籽10公克、
水100 c.c.、藍莓30公克、奇異果半顆、原味優
格30公克、玉米片10公克、草莓1顆
做法：
1. 奇異果去皮切片，藍莓、草莓洗淨備用。
2. 將優格、奇亞籽、優質蛋白素、水攪拌均勻。
3. 取一有蓋的玻璃罐，依序加入燕麥、玉米片、
藍莓、草莓，淋上做法2的醬汁，放入冰箱
冷藏一晚，第二天早晨食用更美味。
每天可換不同食材，帶去辦公室吃，好看又
美味，同事超羨慕！

手工藍莓果醬
材料：

難度：★★
美味：★★★★★

藍莓250公克、糖120公克、
檸檬汁55 c.c.、優質蛋白素2匙
做法：
1. 藍莓洗淨，放入鍋中壓碎，開小火煮成汁。
2. 加入糖及檸檬汁，用中火煮至濃稠即可。
3. 冷卻後，加入優質蛋白素攪拌均勻，就是百
搭的果醬，抹吐司、夾司康都好吃。
早知道那麼好吃，下次做一大罐，
隨時都可吃。

2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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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暖了，人樂了，暑氣自然消了！
炎炎夏日，吃剉冰、吹冷氣……消消身上的熱氣，而安麗直銷商志工夥伴卻用另一種方式消暑解熱。他們
前往各地的教養院、兒少之家及安養院，帶著孩子們體驗各種生活樂趣、陪阿公阿嬤歡唱卡拉OK ，用熱情溶
化冷陌的表情；用愛溫暖孤獨的心靈。看著孩子們高興的手舞足蹈、老人家樂的開懷大笑，對所有志工夥伴來
說，比任何冰品飲料都沁涼消暑！

紅冠中心的夥伴，前往苗栗幼安教養院，
陪伴身心障礙孩子玩遊戲做團康，度過歡樂的一天。

很開心能夠帶著少年城的孩子與安養院的爺爺
奶奶一起體驗生命。除了凝聚夥伴們的向心
力，也讓彼此明白生命的意義！原來我們微薄
的力量也能做出貢獻，讓我們更有同理心去感
受愛。
飛鷹家族台中中心
的夥伴教導聖方濟少女之家的孩子們包
粽子，每個孩子包得開心又有成就感。

── 成冠陽明高雄教室志工夥伴
卓越高雄中心的夥伴透過團康
與 3D 電影播放，引導屏東少

大家齊聚一堂同心協力完成包粽
子的任務，少女們臉上的成就感
讓我們覺得好滿足。原來有能力
幫助別人，也是一種幸福。
── 飛鷹家族台中中心志工夥伴

成冠陽明高雄教室的夥伴，帶領屏東少年城的大孩子
前往長生安養院，不僅讓這群青少年學習回饋社會，更逗得爺爺奶奶好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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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服務是團隊夥伴持續而長遠
的目標，每一次的付出，都能讓
我們更懂得珍惜與感恩，也讓自
己永不忘記回饋社會的初衷。
── 超凡新生南京教室志工夥伴
超凡新生中壢的夥伴，
前往中壢真善美基金會，陪伴大孩子們唱歌、畫畫，透過不同活動激發孩子潛能。

第一次參加志工活動，孩子們純
真的笑容與單純的信任，讓我無
數次紅了眼眶。原來散播愛給別
人的同時，心中的感動與收穫那
麼多，太神奇了！
── 紅冠中心志工夥伴
超凡新生台北的夥伴，
帶著宜蘭蘭智基金會的慢飛天使進行戶外探索，體驗購物樂趣。

這是做志工活動最挑戰的一次，面對這群半大
不小的青少年，我們透過團康讓他們從被動變
為主動，結合電影播放打開他們的心門……我
相信，每個人只要多付出一點，這個社會就會
變得更好一點！
── 卓越高雄中心志工夥伴
年城的孩子們將心中的夢想圖繪製出來，幫助這群青少年懷抱夢想勇敢前進。

傅後堅皇冠大使「安麗阿里山成冠獎助學金」
「我從小跟著爸爸流浪，歷經八八風災和爸爸過世，才由姐姐扶養長大……
感謝傅先生的獎助學金，讓我可以好好讀書，也讓姐姐負擔不用這麼大。」
當許多父母正忙著為孩子安排暑假活動時，許多經濟弱
勢的家庭正為孩子新學期的學費而煩惱。傅後堅皇冠大使捐
款予基金會設立「安麗阿里山成冠獎助學金」，幫助設籍大阿里
山地區的國高中生，每學期清寒助學金每人 4 萬元、績優獎學金每
人 5,000 元，減輕弱勢學生的家庭負擔，避免孩子因經濟因素而無
法安心就學。二年來，總計發出 1,685,000 元獎助學金，共有 37
位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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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麗行動官網
文青風介面，好感度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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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訊
1

夏日完美曲線神救援
夏日就是要陽光、沙灘、小短褲，
想要狠甩肉肉、展現完美體態，
絕不能錯過型男運動營養師
楊承樺的分享，
擺脫很雷的NG曲線！

新訊報報

安麗小學堂

增肌減脂必 看

7/ 28
8/ 18

如何增肌的真相
令人驚艷的減脂魔法大公開

熱搜相關單元，掌握更多曲線管理秘訣

8月9日錄影
線上報名

代餐的重要 # 一生一次！這樣吃一定瘦！
運動補給 # 陳彥博帶你認識運動補給
減重心理學 # 用心面對體重停滯 # 掌握食慾，不再瞎吃

安麗小學堂

購物QR Code隨掃隨買輕鬆購！
翻閱安麗月刊與產品型錄時感覺很想買？
快拿起手機，優質產品通通「掃」進購物車！

想看最新消息、想跟安編聊天、還沒看過獨家食譜的都來吧！
在 Instagram 搜尋 amway t w 或掃描 QR Code，並按下「追蹤」，獨家消息立馬看！
● IG旅遊達人募集中

每到夏天，我要去 ─── ～～又到了適合出遊的夏日，

安編需要你的id e a！8月1日～31日，只要在IG發布你的「旅遊私房景點」照片，
並標註#365amwayday@amwaytw，就有機會在安麗IG 秀出來！
●

禮物大放送 每個月都有新活動，請IG 粉絲一起來玩耍，
多項神秘禮物等你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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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加入
安麗台灣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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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

推薦有禮 推薦送 月月抽！
活動時間：2018 年 8 月 1 日～ 12 月 31 日（贈品兌換至2019年2月15日）
活動辦法： 第一重 推薦送：驗證漾媽推薦新人加入安麗且驗證為漾媽，推薦人
可獲得 G&H 蜂蜜護手霜 30ml 一條，推薦一位新人可兌換一條，以
此類推。
第二重 月月抽：符合第一重之推薦人還可參加抽二代鈦瓷不沾鍋。
注意事項：
●

被推薦之新人須於加入後次月底前臨櫃／線上完成漾媽驗證，推薦人方可於
被推薦人完成驗證隔日後至安麗全台服務／體驗中心兌換G&H蜂蜜護手霜

30ml一條。
●

10、11、12、1、2月中於台北中心抽出一個二代鈦瓷不沾鍋，抽獎名單為
前月底符合領取第一重推薦禮資格之推薦人。(例) 8月加入之新人且9月底
前完成漾媽驗證，推薦人即可於10月中參加抽獎。成功推薦一位有一個抽
獎權，兩位有兩個……以此類推。

●

被推薦之新人須於加入前半年無安麗會員身份，轉型亦無法參加。

●

抽獎時間於當月另行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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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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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證成為漾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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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子產品抵用券僅限於訂購安麗產品使用，可購買任何

5.電子產品抵用券使用期限可由 A m - C a r d 或官網直銷商

安麗產品，在使用期限內，可選擇部分使用或全額使用。

會員專區查詢，需請留意使用期限，逾期恕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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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年 12 月 31
活動期間：2018 年 4 月 1 日到 201

6.安麗公司保有審核與變更使用辦法之權利。

日止

參加 競賽 投 票 這 樣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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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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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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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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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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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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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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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isa 金融卡恕無法辦理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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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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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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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麗第一代空氣清淨機
8 月 31 日停止維修服務、耗材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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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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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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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各家銀行之相關規定，避免因繳款之失誤，被加計違

由塑膠材質製成的壁掛架可能發生老化、脆化，為避免掉

約金╱滯納金、循環信用利息及其他費用，請謹慎使用。

落，請將產品直接放在地上使用。

5. 詳細活動內容及注意事項請詳閱各銀行網站。

立即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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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化代用券 立即用超便利

e 化代用券查詢使用

為方便直銷商立即使用，安麗公司於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推出「e 化代用券」，取代使用已久的紙本
現金代用券，不但環保，更減少保存及遺失風險，同時
提供夥伴一個方便快速查詢的個人化管道，由系統集中
管理更安心。

Am-Card
點擊進入
我的錢包

使用方式：

1. e 化代用券開立予發票人，並限本人於全通路使用。
2. 既有紙本現金代用券可繼續使用，8 月 1 日起，使用
後之餘額或遺失補發之代用券將全面轉換為 e 化代用
券。

3. 直銷商編號申請退出後，e 化代用券將一併退回發票
人並調整當時產生之業績分數。8 月1日起，可於圖示
管道查詢使用，歡迎多加利用。

官網購物
網頁也可於購物
時看到 e 化代用
券金額

產品價目表
產品編號

訂貨代碼

產品名稱

售貨額

售價

上市日期

118215T

2661

B o d y K e y 營養飲品 ―― 玉米燕麥

122738

2651

B o d y K e y 纖美凍

122723

9811

益之源淨水器 ―― 桌上式熱水機組（一次付清）

30,476

32,000

供貨中

122724

9812

益之源淨水器 ―― 桌上式熱水機組（6 期無息分期） 30,476

32,000

供貨中

WHU5586TW

2047

益之源淨水器 ―― 分流器組（一次付清）

26,090

27,395

供貨中

WHU5587TW

2048

益之源淨水器 ―― 鵝頸水龍頭組（一次付清）

28,705

30,140

供貨中

WHU5372TW

9516

益之源淨水器 ―― 分流器組（6 期無息分期）

26,090

27,395

供貨中

WHU5373TW

9517

益之源淨水器 ―― 鵝頸水龍頭組（6 期無息分期）

28,705

30,140

供貨中

116474T

2618

B o d y K e y 營養飲品 ―― 香草

1,190

1,250

供貨中

116476T

2619

B o d y K e y 營養飲品 ―― 咖啡

1,190

1,250

供貨中

2620

B o d y K e y 營養飲品 ―― 莓果

1,190

1,250

供貨中

120202T
●

1,190
1,467

1,250 特惠活動
1,540 8月10日開始

所有新上市或特惠活動，上市當日開始訂購時間，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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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訊息
■ N L A 停止供貨項目
產品編號
118566A
118572A
270591
118567A
115378D3
270698
118570A

品 名
LED 鏡光唇蜜 ―― 裸光粉
LED 鏡光唇蜜 ―― 謎漾紫
音波振動牙刷新人專屬優惠加價
LED 鏡光唇蜜 ―― 活力桃
經典純色唇膏 ―― 柔膚
益之源好水隨身壺膠圈組
LED 鏡光唇蜜 ―― 甜心粉

產品編號
E7313A7
118573A
281675
281676
281964
117657V

品 名
抗皺 30 修護液
LED 鏡光唇蜜 ―― 野莓紫
XS 沙士口味 ―― 6 瓶裝
XS 沙士口味 ―― 24 瓶裝
XS 新年禮盒 ―― 沙士口味
抗痘調理精華

﹁設密碼﹂加﹁防毒軟體﹂雙管齊下

手機資訊安全不漏接

事業機會 BUSINESS

經營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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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可以聊天、可以購物、可以經
營安麗事業……手機似乎無所不能！但

手機也要防毒嗎？

許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新興的個資安
全威脅也潛藏其中，因為大家或多或少
都在行動裝置存放了重要的個資，如通
訊錄、信用卡資訊、甚至是銀行帳戶資
訊，這也使得個資侵害事件層出不窮。
各家防毒軟體廠商已注意到這個容
易發生詐騙的新興領域，不過大多數的
行動裝置使用者卻經常忽略安裝防毒軟

個資保護除了『設密碼』，『防毒』也很重要！

體的必要。手機App五花八門，防毒軟
體才是行動裝置必裝App的第一名！尤
其是防堵行動裝置造成的個資威脅，必
須雙管齊下才安全：不但要為行動裝置
「設密碼」或以「指紋解鎖」，同時還
要「防毒」，有了層層防護，就不用擔
心自己的手機或平板電腦淪為有心人利
用的工具。

雙重保護

營業守則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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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重保護更安全！

卡司陣容：韓碧兒∕歐元

*

亞洲熱銷

百萬瓶

一按

啟動年輕

超能玻尿酸維 C 雙精萃

重磅登場

*根據安麗公司內部統計，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
亞洲8國總銷售量超過百萬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