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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801

BV8022

BV8031

BV8032

V801

V802

V803

V804

V8022

V8031

V8032

V8500

V8501

健康精華飲 30ml/2瓶

能量素 50包/盒

寶島御露 25包/盒

基元101 植物奶 600g/瓶

基元100 25包/盒

能量素隨身包  50包/盒*4盒

寶島御露 50包/盒*4盒

基元100 500g/瓶*4瓶

能量素家庭號 200g/包*5包

寶島御露 25包/盒*8盒

基元101 植物奶 600g/瓶*10瓶

基元100 25包/盒*8盒

皇龍三寶家庭組

皇龍三寶幸福分享組

2,980

2,450

1,250

1,650

1,250

8,550

8,550

8,550

8,550

8,550

12,250

8,550

8,550

8,550

產品編號 產品品名 會員價(調整後)

（如需訂購請依愛菲亞產品購買訂單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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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射手

 －愛菲亞公司總經理  張良珍

我
們常說「吃虧就是占便宜」、「有捨才有

得」，又或者聖經上說「施比受更有福」

這些話如此耳熟能詳，您相信嗎？

　好比「送人玫瑰，手有餘香」,其實在生活中給

予並不需要做出什麼偉大犧牲，只須努力促進他

人的利益即可，好比伸出援手、指點迷津、分享

功勞或牽人脈等都是一種給予。這樣的事您常常

在其中嗎？

　根據耶魯大學心理學者瑪格麗特．克拉克

（Margaret Clark）的研究指出，大部分人在較

親密的關係中都樂於當給予者，因為我們經營婚

姻和友誼時往往不太計較，會盡量付出。因為付

出的人覺得自己擁有更多，或者希望對方更快樂

才能夠去給予。所以在付出的時候，不知不覺自

己也會產生一種滿足的感覺。

　然而職場上的施與受就複雜多了。而在工作

時，我們很少人是百分之百的給予或索取，我們

通常都是一個互利者，也就是會盡量在施與受之

間取得平衡，凡事以「互相」為原則，強調自

保，幫助別人時會希望對方回饋。主張以德報

德、以怨報怨，在人際往來中力求公平，所以容

易覺得工作比較辛苦，對吧！

「施比受更有福」

　不過研究顯示，在職場上願意付出的人多半都

比較具有同理心，對他人的處境能夠感同身受。

而自己在付出時能把焦點從自己的身上轉移到需

要的人身上，因此自身的焦慮和壓力指數都會降

低。因為付出的人是因為覺得自己擁有更多，才

會想要去給予。所以在付出的時候，會產生一種

難以言喻的知足快樂。

　而快樂，其實和得到的東西越多不一定成正

比，所以獲得愈多會愈快樂？！科學研究證實：

足以啟動大腦快樂反應的不是「索取得到」而是

「給予分享」。因為給予讓你的影響力超越自己

的有限，也調整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雖然付出

但是感受擁有更多。

　人生有得有失，如果能用「施比受更有福」的

角度來看待人際關係，那就更能海闊天空，隨心

所欲而逍遙自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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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長壽等於健康嗎？

邁入高齡的過程，人體會陸續出現老化及各

種退化問題，例如皮膚的老化、關節的退化、記

憶力大不如前，甚至各種慢性病找上門。

　老化的過程就像鐵在空氣中久了便會生鏽，又

稱為氧化作用，若不及時處理，很快地鐵就會被

鏽所腐蝕毀損；這樣的過程也在我們的體內發

生，人體中有許多不安分的自由基，每天至少攻

擊人體細胞 73,000 次，不僅與老化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更與一百多種疾病的發生有關，因此自

由基更被稱為「百病之源」，若未及時保養，長

久累積下來便會引起老化及多種疾病。

　老化可不是老年人的專利，事實上從25歲就開

始陸續出現各種老化現象，根據一項「上班族腦

年齡大調查」結果發現97%的上班族都有大腦老

化的現象，且上班族平均腦部年齡為60.5歲，比

實際年齡高出了26.9歲！你也有初老的症狀嗎？

天天抗氧化～健康定格！
　抗氧化營養素是對抗自由基最佳的健康守門

員，科學家發現紐西蘭松樹皮萃取物中，含有活

性高且高達80%以上原花青素(OPC)及黃酮類

等抗氧化物質，能提升健康狀況並降低慢性病及

老化相關疾病風險，且經研究證實具有抗氧化、

抗老化、心血管保養、及照顧大腦健康、視力健

康、肌膚保養等六大保健效益，是現代人最佳的

健康的守門員！

　而天然紅藻中所含之蝦紅素，也具有優異的抗

氧化力，是維生素Ｃ的6000倍，又被科學家稱之

為「超級維生素」，近年來更有許多研究發現蝦

紅素對於改善眼部血流、舒緩眼睛疲勞及預防三

高都有很好的保健效益。

靈活行動力～青春定格！
葡萄糖胺＋MSM-靈活行動力的關鍵營養

　葡萄糖胺是一種胺基酸單醣，是軟骨基質及關

節液的主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及抗發炎作用，

可提供關節保護、維持彈性。臨床上也將每天

1500毫克葡萄糖胺，運用在治療退化性關節炎的

病患身上，發現可明顯增厚軟骨組織。而MSM則

是一種有機硫化物，是重建軟骨過程中的重要營

養。研究指出當葡萄糖胺和MSM一起使用時對

於健全關節結構具有更佳的效果，不僅可緩解疼

痛，有助於修復磨損關節、韌帶和肌腱，是維持

靈活行動不卡『關』的最佳選擇。

玻尿酸～滋養關節、肌膚凍齡 
　玻尿酸(又稱透明質酸)，具有優異的保水力，不

僅能幫助肌膚保濕、減少皺紋，更能滋養關節、

減少發炎疼痛，同時也能為乾澀的雙眼提供潤滑

效果！但人體玻尿酸的含量會隨年齡增加而減

少，因此額外補充相當重要，除了用擦的、用注

射的，直接補充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

大腦變年輕～思緒定格！
　睡眠、情緒、壓力及營養狀態是扼殺腦力的四

大殺手！當一個人長期積累睡眠債、處於高壓力

的生活節奏、情緒焦慮，甚至是營養不均衡的情

況，都會加速腦力退化，更直接影響工作與學習

的表現及反應力！科學研究發現沙棘籽中特有的

沙棘類黃酮具有優異的抗氧化力，有助於提升認

知能力、延緩腦力退化；而綠蜂膠中獨有的異戊

二烯類黃酮(Propolins)，則對神經有多重保護，

有助於大腦保健，如提升記憶、學習力並強化反

應力，讓思緒更敏捷！而GABA（γ-胺基丁酸）

能幫助放鬆、舒緩壓力，而有安定情緒、幫助入

睡並提升表現的保健效益。

展開「健康優質」新生活！

　享受優質生活，除了要長壽，

更要Hold住健康、

靈活行動力、敏捷好腦力，

每天做足保養為

健康定格、青春定格、思緒定格，

更是展開優質健康新生活的健康金三角！

健康金三角健康金三角

健康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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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新知

展開「健康優質」新生活！

隨
著炎炎夏日即將到來，對於多數人來說都

想用最窈窕身材來迎接夏天的到來，每個

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減重經驗，最常聽到就是

「平常都吃很少為什麼還是會胖」呢？

　其實體重增加的原因非常多包括：飲食習慣，

運動及生活作息都有關的。當我們在重新檢視

「體重」這個議題時，應該不單是在身型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肥胖對健康所帶來的影響，許多醫學

專家更指出，連2020年最令人心痛的COVID-19
新冠肺炎與肥胖有相關性，更將肥胖族群列為罹

患COVID-19的高風險族群，為了「健康」更

要一起努力做體重管理來展開「健康優質」新生

活！

　市面上充斥著許多減重方法，最簡單及有效的

方法之一就是「換餐概念」，在執行前先設定

體重目標，您可根據自己的體重目標將三餐進行

營養元素～36種以上有機穀物

　減重者在換餐過程中也必須掌握營養原則，若

一次要吃到36種穀物並非隨意吃吃，在選擇穀物

時建議可以結合纖維質、豆類、堅果類、多種酵

素、蔬菜類、及可滋補身體的食材，餐餐吃不僅

排毒元素～六種水果酵素精華

　集結台灣特有的六種水果所發酵的水果酵素，

水果中除了含有非常豐富的維生素及礦物質之

外，營養專家指出補充酵素可以維持腸道健康，

(1)六大類食物中蔬菜使用無上限，可以盡量吃

(2)飲食及烹調方式盡量要低油、低糖、低鹽、高纖

(3)每餐進食先從湯品開始，清湯或沙拉都是很好的選擇

(4)控制甜點攝取，盡量不要喝含糖飲料

(5)運動531，每週運動5次，每次30分鐘心跳達到130下

(6)補充足夠的水分

「換餐」，窈窕金三角結合了三項重要窈窕關鍵

元素，包括：36種的有機穀物來打造營養基礎，

再加上六種水果酵素來維持腸道健康促進排便以

及具有好的抗發炎效果的鳳梨酵素，熱量也只有

133大卡，就這是最完美的組合。每天替換1到2
餐不僅營養百分百還可以控制熱量，對於不會計

算卡路里又想減重的人是一個最棒的選擇。

嚴選水果酵素，讓健康達到更完美的境界

鳳梨酵素

消腫怯溼

幫助消化

舒緩喉痛

葡萄酵素

調節心跳

補血安神

加強腎、肝功能

幫助消化

木瓜酵素

消滯潤肺

幫助消化蛋白質

蘋果酵素

調理腸胃

促進腎機能

預防高血壓 

奇異果酵素

含豐富維他命C
清熱生津

止吐瀉

調節人體新陳代謝，也可增強人體抵抗力。特別

是對於有排便問題的人來說，酵素可以淨化體質

去除體內毒素，有助減重及體內酵素補充。 

一次補充到36種穀物，營養價值非常高。無論想

要變健康或想要減重的人都是一個最佳的換餐選

擇。

防護元素～酵素之王「鳳梨酵素」

　鳳梨酵素是取自於「鳳梨莖」中萃取出來，他

的穩定性高同時可以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質、澱

粉及脂肪。目前被認可健康效益可以幫助食物消

化，抗發炎（減少疼痛與腫脹）、抗腫瘤、改

善胃腸道不適（消化不良與細菌感染引起的腹

瀉）、抑制血栓形成、促進藥物吸收，還有處

理傷口問題等。是水果中健康效益最顯著的酵

素之一。

窈窕金三角窈窕金三角

健 康 窈 窕 小 秘 訣

含豐富維生素C
及膳食纖維

有助健康窈窕

番石榴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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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旺年會在3月28日圓滿落幕了!當天愛

菲亞大家長鐘建和董事長及夫人劉美桂，以

及吳創辦人都親臨現場，與來自北中南熱情的愛

菲亞皇龍夥伴們共同參與這場餐會。活動在主持

人余總監的帶動下熱鬧非凡精彩萬分，這次餐會

中特別安排組訓經理Vicky介紹優好寧，3位夥伴

熱情分享優好寧，現場夥伴們收穫滿滿!當天的旺

年會福袋及皇冠大使余總監及貴賓們現場提供加

碼現金紅包等抽獎讓夥伴們現場High到最高點! 
活動中最大的驚喜就是張良珍總經理精心準備給

現場夥伴們每人一瓶優好寧，現場一起體驗優好

寧帶來的好思緒、好心情、好入睡三大好處。活

動在大家熱情參與下圓滿結束!好的開始就是成功

的一半，期許在2021年愛菲亞事業能夠一飛衝天!

3.28旺年會活動圓滿大成功
活動熱鬧滾滾現場High翻天

愛菲亞事業將一飛衝天！

精彩

回顧

一起體驗優好寧精萃飲的大合照

鐘建和董事長及夫人與好運福袋中獎人合影

吳創辦人與好運福袋中獎人合影

余總監與加碼紅包一千元中獎人合影

張良珍總經理與夥伴們拿著優好寧開心合影

鐘建和董事長及夫人與加碼現金五千元中獎人合影



成功

分享

首
先很高興拿到2021年第一季的新人王挑

戰賽的第一名贏得價值14,160元的現金及

獎項。傳銷就是一個人的事業，招募新人拓展組

織更是成功的關鍵要素。新人王挑戰賽在開始之

前，我就擬定新人計畫：第一步必須列出潛在名

單，第二步：運用公司重要的月月淨食挑戰賽活

動，以及每月促銷以及新人成功啟動計畫等，第

三步還有運用公司輔銷工具如窈窕特刊等，在萬

全準備下就能一氣呵成，成功招募。

第一季
新人王第一名

說到的成功步驟其實是很簡單就是：

(一)每會必到，每到必會。

(二)每週安排組織的家庭聚會。

(三)主動告知月月淨食30挑戰賽透過活動來提高

新人招募。

(四)做產品實驗來進行有效產品推廣，例如：御喜

茶或能量素的實驗，來提昇成交率。

(五)積極邀請朋友參加公司的活動、課程、餐會、

旅遊及2天1夜的肝膽淨化，來凝聚團隊的力量。

　經營事業招募新人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去那找

人。我之所以能夠成功，首先非常感謝愛菲亞經

營團隊的全力支援在前方衝鋒陷陣的經銷商，我

會透過自己主辦的2天1夜肝膽淨化的旅遊以及公

司公辦的課程把新人帶到會場借力使力下，來增

加新人招募成功機率。公司有好的團隊、好的產

品、好的課程更有好的工具，我們身為經銷商何

其幸福，堅持做對的事努力向前衝就好了。

　愛菲亞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愛菲亞就像一個大

家庭，無論是公司員工或夥伴們大家都是真誠以

對，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無比的溫暖，我非常喜

歡這種氛圍，也期許更多的新朋友加入愛菲亞，

一起努力擁有健康與財富，在2021年愛菲亞事業

一飛衝天。

因
為自己一直都很重視健康，經由我的貴人

淑女的介紹認識了愛菲亞。一開始抱著嘗

試看看的心態使用產品，一段時間過後身體的健

康得到明顯的改善，讓我更想認識愛菲亞。在了

解公司制度及參加幾次公司活動後，更確定了自

己的選擇。在愛菲亞除了獲得健康還可以增加收

入，這麼好的事業應該要照顧更多的人，把愛傳

出去。感謝我的上線也是我的貴人淑女，一路的

支持與照顧，謝謝愛菲亞讓我能同時擁有健康與

財富！

 
　在經營愛菲亞事業上我的不二法門就是建立感

情。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有的人熱情有的慢熱，

我會觀察後調整自己的節奏，去傾聽與了解對

方，也讓對方多認識我及愛菲亞，自然的建立起

彼此的情感。因為是經營人的事業，人的連結就

是情感，情感包括了信任，夥伴的信任感是組織

的基石。

我的改變家人朋友看的見，

加入愛菲亞可以讓你健康又得到財富。

9

在加入愛菲亞後，自己與家人的健康都改善了。

除了身體越來越健康外，收入也隨之增加，人脈

的拓展增加我的視野，公司的課程提升我的知

識，公司的活動精彩我的生活，感謝愛菲亞讓我

的第三人生更豐富。

成功

分享

王 美 麗

二月新晉升
鑽石領袖

余 遠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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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舉辦聚會前會先跟營養師討論課程主題、

時間及地點。確定好後利用LINE將訊息傳

送給夥伴，為確保夥伴都有接收到訊息，我會再

透過電話進行邀請，分享參加聚會的好處，最後

再次告知聚會的時間與地點。電話的邀約可以了

解夥伴的出席率，也能知道無法參加的原因，這

些都可做為下一場聚會要注意或調整的地方。

　在確認人數後回報給主講人，並告知有幾位新

朋友及夥伴是否有特別想了解的提問。聚會前會

將投影設備、茶水及實驗用品準備好，並在事先

安排好1至2位夥伴見證分享。新朋友若有想了解

的健康問題，會跟主講人討論後做安排，最重要

的是要讓新朋友來了能有收穫，盡興而歸。

　聚會開始前做為主持人的我會讓夥伴先自我介

紹。舊夥伴的介紹會包括以下五點：①姓名 ②來

自何處 ③推薦人是誰 ④接觸愛菲亞產品多久了 
④感謝推薦人及公司。新朋友通常比較害羞，我

 – 翡翠領導人 楊淑女 分享

會主動詢問①姓名 ②來自何處 ③是誰邀請的？課

程中會帶領夥伴與講師互動，精采處也會回應給

予掌聲，掌聲是對主講人的肯定，同時也能讓氣

氛熱絡，還可以讓課程有記憶點。會前會後多用

積極肯定溫暖的語詞，盡量避免負面的聲音，主

持人要注意適時轉話鋒，最重要的是對每一位夥

伴都要有熱誠歡迎的心！

　聚會結束後我會跟參加的夥伴致謝，感謝他們

撥空前來，並關心今天的課程是否有收穫，哪幾

段印象最深刻？因為這些都是訊息，可以幫助我

更了解夥伴的需求。會後還會跟其他領導人及主

講人開會檢討，好的地方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

方又有哪些？做為下一場聚會的修正，讓聚會越

辦越好。感謝公司的後勤支援與協助，做為我強

而有力的後盾，讓我可以將這麼好的產品與事業

推廣出去，幫助更多的人。

事前準備到位

組織運作成功

每
次聚會前我會透過LINE跟夥伴做邀約，邀

約對象我不設限也不強迫，讓夥伴自發性

的參加，這樣可以更清楚知道誰在乎健康，也成

為我持續追蹤的對象。

　舉辦聚會前會跟營養師討論當天課程的主題，

確定主題後就開始宣傳邀約。通常聚會都會在家

裡舉辦，在聚會前會將家裡打掃乾淨，接著準備

好御喜茶給參與的夥伴飲用並將愛菲亞產品排好

展示。

　良好的聚會互動來自於鋪陳與觀察。我喜歡將

組織聚會辦的像姊妹聚會，給人輕鬆無壓力，偶

爾開開玩笑增加互動，前面鋪陳暖場做得好，營

養師上課時夥伴就會很熱絡形成良好的互動。

 – 鑽石領導人 侯淑景 分享

　營養師的課程結束後，我都會詢問夥伴有沒有

問題，若有問題會請她留下來諮詢營養師。我也

會說明這個月的相關優惠活動。若有新朋友當天

購買加入，後續我會追蹤她使用產品的狀況，確

保產品使用上沒問題，增加對公司的信心度。

掌握主題

熱情邀約

成功締結

組織

運作

組織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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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日期】：2021年5月15日(六)中午12點
　　　　　　　（11:30開始入場及領取伴手禮）
【餐會地點】：台北晶宴會館（晴空香草園）
【餐會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2號16樓 

享受價值1,380元
的精緻餐點

參加現場
「福袋大抽獎」

(當天出席貴賓專屬好康)

【餐券價格】：1,500元。可享總價值3,090元購買餐劵的三大好康。            

【活動辦法】：即日起開放購買，現場僅200席次，席次有限，先搶先贏。

　　　　　　　（在2021年4月20日前搶先訂購可以早鳥優惠價1,000元購買。) 

【購買餐券三大好康】

獲贈（伴手禮二選一）
(一)價值1,250元寶島御露25入裝一盒
(二)價值1,710元能量素200公克1包

注意事項：愛菲亞公司保留最終解釋及審核權。

(一)

(二)
或

感恩有您一起攜手走過了艱辛的2020年
2021年一起努力，犇向健康、犇向財富、犇向未來

（詳洽上線領導人或愛菲亞客服購買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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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優勢

不含內含20種人體所需胺基酸以及微量礦物質，
可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減少疲
勞感，幫助健康維持。
添加L-丙胺酸及L-麩胺酸等關鍵胺基酸，有助
於增肌減脂，促進新陳代謝，維持健康窈窕。
含有鉻、鉀等礦物元素，有助於維持身體
機能，維持健康，活力加倍。
含有身體重要的礦物質「鎂」有助於骨骼與牙
齒正常發育。有助於維持醣類的正常代謝。
屬於全素飲品。

適用對象：

  ‧想要增肌減脂

  ‧想要調節生理機能

  ‧想要健康維持

會員價：2,980元/30ml*2瓶/盒

素食
飲品

主成分：L-丙胺酸、L-麩胺酸、胺基乙酸、

鉻酵母、鎂酵母、鉀酵母、水。

防腐劑

健康精華飲

健康窈窕~活力全開
補充關鍵胺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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