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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本雜誌編輯內容有疑問，可直接寫信給創意服務部，

電子郵件地址是:hkprofiles@markethongkong.com.hk
有關雜誌發送和投遞的問題，請致電3512-9198與經銷商

支援部聯絡。Powerline的出版內容與其他資訊均屬美安香

港公司所有，受到版權、商標與其他知識產權法的保障。

Powerline由美安香港公司出版。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太子道

西193號新世紀廣場第二座十六樓1615至162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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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指導 

Brandon K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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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an Snyder
家居與園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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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ne Leung
培訓及傳訊

助理經理

Carmen Lau
傳訊主任

Frank Simon
產品攝影

JB Kalbaugh
平面設計

POWERLINE

緊貼美安香港資訊

facebook.com/markethongkong

主要內容
1. 美安視野
每個新的事業都會從某個角落開始，而美安事業的開端正是JR家中的

車房；時至今日美安公司已經成為向全球擴展的企業，並將稱霸網上

購物王國。JR將在今個月的「美安視野」裏，與大家分享美安公司的

成長，並鼓勵大家只要有心，夢想就能實現。

2. 領袖雋言
不斷提升、發佈新產品和科技創新是事業穩健的標誌。美安香港踏入

成立五週年，總經理Anthony Kwan闡述公司在這些方面的驕人成績。

3. 活動一覽表
看看美安香港即將舉行的精彩活動！

4. 至營生活 
在TLS健康生活纖營計劃教練Elaing Wong的協助下，Candy Chan完
成首次TLS™12週支援計劃後減掉9磅。參加TLS健康生活纖營計劃後，

她與很多其他學員一樣，生活和健康大大改善，現在聽聽她的分享。

5. 科技新知
超凡的購物體驗進一步提升。HK.SHOP.COM網站優點多不勝數，

美安集團營運總裁Marc Ashley為你介紹網站的卓越功能。

6. powerpeople
美安香港每一天都在幫助人們建立自己的成功故事。請你看看誰正在

實現自己的夢想。

8. 美安全球資訊快報  
美安集團的版圖正向世界各地拓展！請留意其他國家的發展情況。

9. Isotonix®等滲壓營養傳輸系統  
消化過程非常複雜，多項因素可減慢消化過程，削弱你的整體健康。

這不但影響你進食的食物，亦影響你服用的營養補充品。服用等滲壓

補充品就是解決方法。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log into your 
UnFranchise™ Business Account or contact your 
Shop Consultant.

精明購物！於入門網站輸入重點產品代號，快速搜尋這些產品。

 更多優惠請瀏覽  HK.SHOP.COM

今個夏天，為自己雙眼「戴」上色彩吧！動人雙眼配上

美麗妝容、精心設計髮型和潮流別緻飾物，更能讓你散

發出獨特的個人魅力！

mhk搜羅各式商店，讓你盡情購物迎接夏日

光明視光中心

提供「綜合眼科視光檢

查」服務，眼科視光師為

你解構驗眼過程中每一個

環節，分析現時狀況，形

塑未來視力，感受新世代

完美的驗眼過程

2%

EVITA PERONI
潮流時尚飾物品牌，令女

士們一嘗尊貴品味、精緻

風格的飾品如頭夾、髮

箍、原創潮流首飾、獨家

小型手袋及潮流太陽眼鏡

5%

StrawberryNET.com
提供各大品牌香水、護膚

產品、化妝品

2%

Hair Nice
提供專業的美髮沙龍服

務，設計師都受過專業

訓練，並傾聽客戶的

意見，幫助你塑造最

佳風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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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視野

JR
夏日

心水精選

回首過往20年，美安公司的成長令人非常讚歎。從

一個只有Loren、Marc和我在格林斯堡市家中車房開

始的三人公司，到現在遍佈七個國家的國際事業；從

夢想到實現，美安公司銳不可擋的成功激勵人心。

隨著美安台灣與美安香港成功將入門網站的域名與

SHOP.COM整合後，數十億美元的超連鎖事業願景

拼圖也逐一呈現。美安英國目前正建立穩固的基礎，

墨西哥市場的啟動帶來驚人業績增長；這說明超連

鎖事業系統正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及改變全球經濟

的樣貌。

超連鎖事業計劃不單只是革新網上購物；它更是為幫

助各行各業與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創造真正的財務

與時間自由，讓美安大家庭中的每一份子都能得到個

人的財務獨立。

許多人從未嚐過財務獨立帶來自由的滋味。有些人

局限自己的潛能，將自己綑綁在一份要做滿45年才

能退休的工作上。他們並未意識到自己正不斷地在倉

鼠輪上跑動，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目標與夢想。擁有

真正的時間與財務自由，即是能讓你做自己一直想做

的事情，讓你有時間與你最珍惜的人相處，讓你實現

自己最想要的夢想，而不是為他人的成功奔波勞碌。

目前的經濟衰退仍未見盡頭。人們失去工作後找不到

新的工作，身陷財困而無法掙脫。這些人被傳統的「

工作」觀念束縛，無法擺脫舊有觀念去找出一個新方

向與後備計劃。他們重複走著自己以往的路，因此

只會得到同樣令人失望的結果。這樣的執迷不悟實

在不智。

美安公司不只是一個後備計劃。我們擁有20年經證實

可行的成功與擴展經驗，目前正是蓄勢待發。我對即

將舉行的國際年會充滿期待；2012美安國際年會將

會令人畢生難忘。我們簡化事業的各個領域，讓無論

是新加入或是現時的購物顧問，都能藉此美夢成真。

在我們慶祝過去20年來成功幫助人們實現夢想的同

時，浮現在我腦海裏的還有全部曾經參與並分享超連

鎖事業的夥伴。我想到每一位曾透過分享我們優質的

產品與獨特的事業機會而改變他人生活的購物顧問。

這個事業的確是「動力源於人才」，這群人才知道真

正的成功不只局限在個人夢想框架裏，而是要與他人

分享時間與財務自由的滋味。成功將夢想實現。

我要向每位曾經幫助改變他人生命的夥伴們致謝，我

也要鼓勵大家，就在此時此刻，全情投入來創造自己

的財務自由。現在就是付諸實行，邁向真正獨立自主

的好時機。超連鎖事業是經證實可行的系統，只要你

肯付出努力，你就能有收穫！

我們年會上見！

我對你們有信心。持續成長吧！

JR萊丁格 

主席及行政總裁

Cellular 

Laboratories™

煥膚再生

高效防曬乳霜

SPF 50+

炎炎夏日的護膚必備
Code: HK11201

Neiman Marcus百貨公司

商務休閒服飾+現金回贈

你有留意JR的Facebook嗎？

到facebook.com/jrridinger緊貼JR最新動態。

PureH2O™桌上型濾水器

炎夏享用優質淨水
Code: HK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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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和協助購物顧問享有財務獨立性和時間

自由，一直是我的目標。過去四年，我很高

興看到很多購物顧問成長，得到超連鎖™事業

帶來的回報。今個夏天是美安香港成立五週

年，我們將會助你的事業發展得如火如荼！

我們在2010年併購SHOP.COM時，引起

激烈關注。直至現在，網上行銷業內人士

仍在討論這個話題。事實證明，這項併購

非常成功，讓我們事業涉足歐洲。今個夏

天，SHOP.COM終於登陸香港，全新的域名

HK.SHOP.COM預期將會吸引大量人流到訪入

門網站。利用併購帶來的優勢和3月推出的快

速起步套裝，進一步提升事業。

這五年裡，會議聯盟系統一直是公司成功的

軸心，我們的產品訓練全部由公司舉辦。隨

著本地演講者為專業演講作好準備，今個夏

天正好是授權合格經銷商舉行產品訓練的適

當時機。與此同時，我們會進一步將系統本

地化。合格超連鎖店主具備豐富的產品知識

和對使用產品的熱誠，而公司則會提供標準

訓練材料。我們深信，此舉將提升每一個

組織的產品知識和銷售。此外，我們計劃令

Motives®訓練變得更本地化，並為TLS教練提

供更全面支援。這些措施必定會令你的事業

發展得更大、更好、更快和更易！

今個夏天的重點，當然少不了在年內兩次大

會之間推出新產品。最近，我們推出Isotonix

左旋色胺酸─寧神安睡配方，瞬即大受歡

迎。很多香港人都有睡眠問題，這個產品就

是他們的救星。此外，香港繁忙的生活亦令

很多人面對消化問題。有見及此，美安香港

推出NutriClean™益生菌配方，這卓越產品有

助改善腸道健康！我們在關心你的內在健康

之餘，亦了解外在同樣重要。夏日炎炎，全

新的Cellular Laboratories煥膚再生高效防曬

乳霜SPF 50+為你提供全面保護，對抗猛烈陽

光。這個產品的主要成份有效阻隔UVA/UVB

紫外線，避免對肌膚造成曬傷和老化等傷

害，讓你整個夏天都無懼日曬！

與美安香港過更精彩的夏天！享受我們帶給

你的火熱機會！

領袖雋言

關俊文

美安香港

總經理

Anthony
心水
精選

「 今 個 夏 天 ，

SHOP.COM終

於 登 陸 香 港 ，

全 新 的 域 名

HK.SHOP.COM

預期將會吸引大

量人流到訪入門

網站。」

精明購物！於入門網站輸入重點

產品代號，快速搜尋這些產品

Ultimate Aloe蘆薈啫喱

有助紓緩日曬造成的不適
Code: HK1070

燕真盞

我在這裡為父親選

購生日禮物

旅遊夥伴商店

以優惠價錢實

行旅遊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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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研討會

7月15日（日）

地點： 旺角帝京酒店

費用：HK$330 

產品活動

7月21日（六）

主題：兒童營養

地點：銅鑼灣服務中心

費用：全免

產品活動

8月17日（五）

主題：Isotonix及抗氧化

地點：銅鑼灣服務中心

費用：全免

產品活動

9月7日（五）

主題：護膚與個人護理

地點：銅鑼灣服務中心

費用：全免

美安香港
5周年晚宴

9月15日（六）

地點： 九龍灣煌府

 國際展貿旗

 艦店

費用： HK$350/$380

本地研討會

9月22日（六）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

中心

費用：HK$120

2012
領袖訓練會議

11月9-11日

（五至日）

地點： 九龍灣國際

 展貿中心

費用： HK$895

動活 表一
覽

8月9-11日 

美國

北卡羅萊納州

格林斯堡巿

美國活動預告：

國際年會

Successful. Sophisticated. Solutions.

fixx瞬間無痕緊緻液

令肌膚緊緻柔滑

Code: HK12522 | 

展現更年輕的你！

之前 之後

瀏覽HK.SHOP.COM了解更多Fixx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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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k 至營生活

TLS™健康生活纖營計劃
成功見證：Candy Chan

Transitions™健康生活模式很快就會改為TLS健康

生活纖營計劃！透過NMTSS密切留意最新發展。

夏日低升糖食譜推介  

泰式柚子沙律

材料（4人用）：

青瓜 1條
泰國蜜柚肉 6件
蟹／蝦肉 100克
金不換（九層塔）適量

泰國芫茜 適量

汁料：
鹽 1/2茶匙

泰國青檸  3個
糖 1/2茶匙

紅辣椒粒 適量

蒜蓉 1茶匙

蝦乾浸軟  半杯

做法：
1.青檸榨汁，備用

2. 燒熱鑊，爆香蝦乾、蒜蓉及

紅辣椒粒，收火；加入鹽、

糖、青檸汁及1湯匙水拌勻，

備用

3. 青瓜及熟蟹／蝦肉切幼條，

備用

4.泰國蜜柚拆肉，備用

5.   將所有材料及醬汁拌勻，

加入金不換及泰國芫茜即成

營養分析：
柚子營養價值很高，含有豐富

的蛋白質、鈣、磷、鎂、鈉等

人體必需的元素。柚肉中還富

含維他命C及類胰島素等成份，

有降血糖、美膚養顏等功效。

我是一位游泳教練，體重在這數年間漸漸增加，腳跟和膝

蓋痛纏繞著我，令我意識到要減重以改善健康。我曾到健

身中心進行每週五次、每次1.5至2小時的運動減重，但經

過四個月地獄式訓練後，體重只減了3磅，脂肪更加沒有

減少！後來我又嘗試經絡減肥，體重減輕八磅，但當中主

要是肌肉及水分的流失，令皮膚變得鬆弛。我還記得減磅

後帶領學生做熱身運動，蹲下再起身時感到頭暈，令我意

識到身體健康欠佳，體重亦很快反彈。

後來，我經朋友介紹認識美安香港公司，決定參加TLS™健

康生活纖營計劃。我認識到升糖指數的重要性，學習選擇

低升糖食物及蔬果；配合適量的運動建立肌肉，幫助燃燒

脂肪及提升新陳代謝率，令脂肪不再積聚。此外，我透過

寫日誌紀錄每天的飲食及紓發情緒，讓教練作出適當的指

導及行為修正。雖然在整個過程中遇到不少挑戰及困難，

如在排毒週的初期，情緒波動及失眠，眼看美食當前而要

堅持不受引誘，十分困難，但完成12週計劃後，體重減少

9磅，脂肪減少3%，腳跟及膝蓋痛亦大大減輕。我現在總

覺得精力充沛，面色紅潤。我的人生改寫了，以後的日子

會更加健康愉快。最後，我很感謝教練及同學的支持！

TLS™健康生活模式教練：Elaing Wong

減重記錄：
體重減少：9 lbs

脂肪比例減少：3.0%
腰圍減少：6.4 cm



HK.SHOP.COM
現已登場！

科技新知

好消息：美安香港不斷推出新措施，令所有購

物顧問和優惠顧客都能受惠。6月底，美安香港

入門網站正式由markethongkong.com.hk轉變成

HK.SHOP.COM，而這只是一系列改進措施的

開始！

簡單易記的新網址將令入門網站更易被搜尋，

而結合出色的關鍵字購物功能(keyword buying 

campaign)，我們每天吸引數千位具獨特需求的

顧客，意味著HK.SHOP.COM（即購物顧問的

入門網站）將有持續的新顧客流量。

現行購物顧問請注意，你的入門網站網址亦會

相應更改。例如，我的入門網站網址將不再是

markethongkong.com.hk/marcashley，

而會更改為hk.shop.com/marcashley，簡單易

記得多吧？

所有購物顧問都需要更新名片、信件及電郵

署名等相關資料 ─ 你可以充滿信心，因為

HK.SHOP.COM網址將激發你的事業增長，沒

有其他網址可帶來相同效果。

當然，所有你熟識和喜愛的功能將會保留。登

入程序將維持不變、用戶仍然可像以往一樣邀

請朋友到入門網站購物，而且我們會繼續提供

吸引的現金回贈。這些只是HK.SHOP.COM最

初步提供的出色功能，我們將會於未來數個月

推出更多提升措施，記得密切留意！

超凡的購物體驗進一步提升。HK.SHOP.COM網站優點多不勝數，

美安集團營運總裁Marc Ashley為你介紹網站的卓越功能。

「簡單易記的新網

址將令入門網站更

易被搜尋。」

Marc Ashley
美安集團營運總裁

成功的事業都由穩固基礎開始，

美安香港領袖訓練會議就是打造

根基的地方，出席會議，掌握你

的未來，讓事業更上一層樓。

立即致電3512-9198訂票，

學習成為領袖！

踏出領袖的第一步

領袖訓練會議

2012領袖訓練會議 
11月9-11日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票價：HK$895.00



powerpeople
下列獨立經銷商於2012年3月9日至2012年3月30日期間晉升至新的獨

立經銷商級別。The following Independent Distributors have advanced to 
a higher Pin Level from March 9, 2012 to March 30, 2012.

Chiu Yuk Ling

Ku Suk Fong

Ngai Sin Cindy

Zhou SibeiChan Wan Yuk

經理級 
ExEcutivE 

coordinatorS  
HK$11,500

經理級經銷商是獨立的經銷商， 

左右兩邊的經銷組織各自達到5,000
累積點數，完成第一個佣金週期，收

到最後一筆$4,600港元佣金。
An Executive Coordinator is an 
Independent Distributor who has 
completed the first commission 
cycle by earning the final $4,600 
commission for reaching 5,000 
BV on their left and 5,000 BV on 
their right. 

Not Pictured:
Chau Tai Ho 
Lim Kim Hung  
   & Chiu Kam Ling
Chow Kit Wah
Dai Jian Ting
Wong Kai Leung & Ko Fong
Kong Wun Yau 
Sit Lan Ying Tammy
Lok Yin Lam
Wong Miu Kwan
Tam Yik Tai
Wong Hiu Ting Hilda
Yeung Mi Yuk Daisy

Not Pictured:
Mak Ping Kwong & Yip Yu Mui

主管經理級
MaStEr 

coordinatorS

HK$16,100
收到超過$16,100港元的佣金及管理

獎金。
Received  commissions in excess  
of $16,100, including  
management bonus. 

Chu Choi Cheung

Wang Shi Dong

Suen Man Ying

我要感謝美安香港將我平凡的

人生改變，感謝美安帶給我全

家及親朋的健康，感謝美安帶

給我永續收入及美滿下半生的

機會。能晉升主管經理級，我

非常感激我的團隊及伙伴的支

援，在未來的日子我會更加努

力帶領我的團隊將美安產品及

健康信息與我們的客戶分享。

感謝JR為我們設計了這套非常

完善的系統，令我們的將來

得到保障。多謝各位夥伴的教

導、付出的時間、心血及鼓

勵。沒有你們我今天哪有機會

在與大家分享。在這大家庭裡

最好玩的地方是：沒有自私只

有愛心，互相包容，上下齊

心，不斷學習，且成果是共享

的。大家一齊努力， 成功在望！

美安是個大家庭，且是個溫馨

的大家庭，無論遇到甚麼難

題，我都能感受到夥伴們無限

的支持和信任，今天有這小小

成績，實在感謝他們；當然

還有美安公司創了這個美好系

統。我願和大家一起，再上一

層樓！

助理級 
coordinatorS

HK$2,300 

Buk Yuk Ha Freda
Chak Yam Ming
Chan Kwan Cheung
Chan Shuet Kan
Chan Shuk Man
Chan Wai Ngar
Chan Wing Yee
Cheng Kit Yan
Cheung Fung Ching
Chong Sau Kuen Silvia
Chui Chun Lan
Ho Sin Ping
Ip Lai Chun
Ip Wai King
Lau Suet Hung
Law Yuk Bing Oliver
Li Shu Hing
Li Yuk Fung Grace
Li Zhangliang
Liu Wan Fei
Chan Tak Wing & So Pui Ling 
Sun Lai Po
Sze Kan
Tang Siu Choi
Tsang Mau Hing
Tsang Miu Yee
Wong Kwok Cheung &  
   Sit Hoi Yin
Wong Lai Fan April
Wong Suk Kwan 
Wong Yuk Mui Elsa 
Woo Sim Lin
Yeong Yee Wan Yv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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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eople欄所顯示之獨立經銷商收入

例子並非代表任何特定美安香港獨立經

銷商級別之收入，也不表示任何獨立經

銷商都可以有同等級收入。這些收入數

據旨在證明獨立經銷商所投入的時間、

努力、具備之才能，以及建立美安香港

事業時跟從超連鎖™證實可行的事業計劃

的樂意程度而得出的結果。任何一位美

安香港獨立經銷商能否成功，端看個人

發展美安香港事業時的努力、才能及投

入程度。 

The examples of income shown for each 
of the Independent Distributors featured 
in powerpeople are not intended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arnings of any 
specific class of Market Hong Kong 
Independent Distributors, nor are they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at any given 
Independent Distributor will earn income 
in that amount. Rather, the income 
figures testify to the results which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Independent 
Distributors who have devoted time, 
talent, hard work, and a willingness to 
follow the UnFranchise™ proven business 
plan in building their Market Hong Kong 
businesses. The success of any Market 
Hong Kong Independent Distributor will 
depend upon the amount of hard work, 
talent and dedication which he or she 
devotes to the building of his or her Market 
Hong Kong business.

簽得越多　賺得越多
立即申請富邦Titanium萬事達卡，獲取迎新優惠，體驗美安香港

皇牌產品。美安香港優惠顧客或購物顧問更可購物簽賬賺取積

分，換取美安香港皇牌產品或獎勵業績點數(IBV)。一人消費，

人人受惠！

美 安 香 港 優 惠 顧 客 或 購 物 顧 問 於 2 0 1 3 年 3 月 3 1 日 前 成 功 申 請 主 卡 ，

可享以下其中一款迎新禮品+

• 全面抗氧化網絡
• 提供強效自由基防禦
• 高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值

Isotonix® Maximum ORAC單瓶裝
（90次份量）

選擇1

價值HK$655

• 強效抗氧化物
• 有助保持活力
• 改善皮膚彈性與柔滑度
• 保持關節靈活

Isotonix OPC-3®單瓶裝
（90次份量）

選擇2

價值HK$630

+ 主卡客戶須於新卡發出後首2個月內累積簽賬或現金透支滿HK$3,000方可換領，詳情請參閱申請表內之迎新禮品

條款及細則。有關禮品相片僅供參考，而禮品之體積及顏色概以實物為準。

立即申請

• 控油保濕定妝噴霧1支
•  礦物粉底液SPF15 

1支（指定顏色）
• 眼影1盒（指定顏色）

Motives® by Loren Ridinger基本組合

選擇3

價值HK$658

超連鎖創業專刊 

8月號精彩預覽！

• JR與你重溫美國美安

公司20週年國際年

會盛況

•抗氧化物知多少

• TLS™成功個案，與你

分享邁向健康之路

• 善用NMTSS激發事

業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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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5月底，美國美安公司推出限時優

惠計劃，提供美安品牌產品免費送

貨服務。根據這個計劃，購買美安

品牌產品滿99美元即可獲免費送貨

服務，而訂購其他產品亦可以優惠

價5美元享受送貨服務，大受購物

顧問及顧客歡迎，美國美安公司因

而延長優惠期限。2012國際年會將

至，美國美安公司將陸續推出更多

創新計劃和產品。

 台灣
美安台灣推出第三張信用卡 ─ 具

悠遊卡(Easy Card)功能的美安聯名

鈦金卡(Titanium Co-Branded Credit 

Card)。美安聯名鈦金卡同時提供現

金回贈，而購物顧問亦可賺取IBV！

這張信用卡提供更多專享優惠，具

悠遊卡功能，於多間商戶均享有折

扣。除此之外，用戶還可享有國際

機場泊車服務、路邊汽車維修服

務、國際機場穿梭巴士服務、保額

達35,000,000台幣的旅遊保險、

酒店住宿折扣及餐廳折扣。

 澳洲
美安澳洲在銷售和產品代理方面都

錄得強勁增長。超連鎖事業發展系

統正順利運作，購物™顧問發揮強

大團隊力量，賺取佣金。自年會以

來，過去一個季度的最大調整在於

心態。渴望成功是一種心態，而美

安澳洲已具備這點，向目標進發！

會議聯盟系統訓練將會在悉尼、墨

爾本、布里斯本、阿德萊德和柏斯

舉行。查看時間表，積極參加！

 英國
我們很高興 J R與 Lo ren於 5月重

訪英國並主持一連串活動，推

動 購 物 顧 問 人 數 急 升 ， 為 英

國超連鎖事業注入強大動力。

UK.SHOP.COM繼續升級，推出全

新結帳程序及多項網站改善措施，

我們更成功引入多個知名品牌成為

夥伴商店。2012年，英國慶典處

處 ─ 英女皇登基鑽禧紀念、倫敦

奧運，當然還有美安英國的強勁發

展。產品方面，我們即將推出更多

Motives®色調和Fixx™系列，令人興

奮期待！

美安全球資訊快報

墨西哥
於六月開幕的美安墨西哥非常成功！美安集團和超連鎖事業系統大受歡迎。密密麻麻的活動邀得NBA球星

Carmelo Anthony等名人助陣，還有影視紅星Eva Longoria和音樂人Alejandro Sanz的祝賀短片。美安墨西哥作為北

美超連鎖事業的一分子，可與美國和加拿大同享BV和IBV，令事業更加快速增長。就如JR所說：「超連鎖事業就是

自由、協助他人和創造屬於自己的經濟模式。」

塗上Cellular Laboratories™煥膚再生高效防曬乳

霜SPF 50+對抗猛烈陽光，避免肌膚過早衰老

肌 膚 是 你 的 第 一 道 防 線 ， 

給它適當的保護

瀏覽HK.SHOP.COM了解更多護膚資訊

盡情同陽光玩遊戲

Code: HK11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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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營生活

Isotonix® ― 
最高效的傳輸系統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Isotonix等壓吸收的資訊，

萬勿錯過7月15日舉行的產品研討會！

自動年度續約計劃

現已生效！

如獨立經銷商還未選擇加入或

退出自動續約計劃，他們登入

超 連 鎖 ™事 業 帳 戶 時 將 可 作 出

選擇。

根據原來規定，獨立經銷商必須

是已訂購UFMS的用戶方可設定自

動續約。現在，我們取消這項規

定，讓所有獨立經銷商都可選擇

加入自動續約計劃。如果你已選

擇退出而想更改，可登入超連鎖

事業帳戶，到「我的帳戶」>「自

動續約」作出更改。

全新續約時間表將於2012年8月

起生效。凡開始日在8月的經銷

商都需於8月續約，開始日在9月

的經銷商都需於9月續約，如此類

推。開始日為8月1日至12月31日

的經銷商需於2012年續約，而開

始日為1月1日至7月31日的經銷

商則需於2013年續約。

如 要 為 超 連 鎖 ™ 事 業 設 定 自

動 年 度 續 約 計 劃 ， 請 登 入

www.unfranchise.com.hk。

人體需要某些物質將維他命和礦物質等營養由

腸道輸送至血液，才能夠吸收營養。這化學過

程叫載體吸收，表示人體需要像交通工具一樣

的離子、蛋白質及其他細小分子，將營養運送

至血液。但在現實情況，交通工具總是不夠。

由於進行吸收的地方有限，我們需要控制營養

由胃部運送至腸道吸收的速度。Isotonix®補充

品含豐富營養，以高速、受控制的方式由胃部

運送至腸道，讓人體的輸送系統有效將維他命

帶至血液。另外，Isotonix溶液經緩衝，有助避

免營養流失，而且與人體相容。

我們了解到影響胃部清空的因素，調配出

Isotonix產品系列，實際調節胃部清空。Isotonix

產品以適當的成份比例和份量嚴格調配。由於

Isotonix由胃部清空的過程受控，進行吸收的地

方和載體不會飽和，促進最高效的吸收。

片劑補充品無法將內含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完全

輸送至血液。片劑可能於溶解前已經進入腸

道，又或腸道進行吸收的地方已經飽和，導致

片劑內含的有效成份無法完全被吸收。

Isotonix除了控制胃部清空情況外，亦為等滲壓

溶液，表示其與體液相容，有助改善吸收有效

成份，並為最溫和的輸送方式。

總括而言，片劑無法將內含維他命完全輸送至

血液，而以等滲壓形式傳輸的維他命則可避免

這問題。Isotonix補充品含豐富營養，以高速、

受控制的方式由胃部運送至腸道，讓人體的輸

送系統有效將維他命帶至血液。另外，Isotonix

溶液經緩衝並為等滲，有助避免營養流失，而

且與人體相容。

產品拓展助理經理Emmy Y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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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HK5MLME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眼影組合
Code: HK101MLMB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胭脂 – Envy
Code: HK103MLMB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胭脂 – Socialite
Code: HK102MLML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膏 – Nice
Code: HK103MLML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膏 – 24K

Code: HK105MLML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膏 – Times Square
Code: HK106MLML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膏 – Beso
Code: HK102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Drama Queen
Code: HK103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Flirt
Code: HK104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Sunset Blvd.

Code: HK106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Celeb
Code: HK107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Preciosa
Code: HK109MLMG |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唇彩 – Dreamer

綻放動人魅力
美國著名影星La La Anthony與Loren Ridinger攜手合作，打造
Motives for La La礦物彩妝系列，產品靈感源自La La的獨特氣質與
迷人風格，締造璀璨瑰麗的妝容。

瀏覽HK.SHOP.COM，以Motives® for La La產品打造完美妝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