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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正確選擇 發展雙贏合作

2020金鼠年行大運-非你莫屬

成功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您的未來取決於您現在的努力，如果想改變『現在』，

就去行動，投資自己的未來，就是現在 !

親
愛的 USANA 家人們，我謹代表 USANA 全體行

政團隊，在此祝賀各位新年快樂，並衷心期待您

們能與親朋好友共度美好佳節時光。同時也要為您們

在亞洲市場的卓越表現喝采，身為 USANA 這個大家

庭的一分子，衷心感到驕傲！

農曆新年即將到來，此時此刻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繁忙

的，在工作及生活中找到平衡，這些都備具挑戰，而

我深信時間不是「找」出來的，而是我們「創造」出

來的。無論是舉辦孩子的生日派對，還是正籌備一場

CELAVIVE 派對，您們總會為創造機會而努力，把不

可能變成可能，這是一項需要不停練習的技能，當我

們創造出更多時間，我們能擁有的也更多。

隨著業務的擴展，您會創造許多里程碑，有經驗豐富

的領導人和充滿活力的團隊陪伴，您在創業道路上

並不孤單，USANA 也是您堅強的後盾。2020 年，

USANA台灣將有許多令人興奮的活動，持續幫助您發

展事業，其中「顧客體驗」也是今年的目標之一。「顧

客體驗」是透過簡單的解決方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產

品及正向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每個合作，進而建立永續

的關係。

USANA 優婦寶在台灣十八週年慶暨表揚大會全新上

市，此產品帶來改變女性健康話題的新契機，提供

全新的女力事業機會。期許各位以身作則，親自使

用 USANA 產品，打造您與 USANA 的故事，是從事

USANA事業成功的關鍵，讓我們攜手努力共同創造我

們引以為傲的事業。

誠摯的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在新的一年健康快樂 !

2020年

屬於您發光發熱的一年 

執行長 Kevin Guest

「顧客體驗」是透過簡單的解決方法，

提供令人滿意的產品及正向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每個合作，進而建立永續的關係。

各
位 USANA台灣的家人夥伴們 ! 恭喜新年好 !一年

四季春為頭，十二時辰鼠在首，鼠報年來福滿門。

感謝所有 USANA 台灣的家人夥伴們在過去這一年來

的堅持與努力，讓我們享受了今日豐收的成果，無論

您為自己去年的成績單上打了幾分，我們仍然必須繼

續『堅持』，堅持跟隨成功的 USANA 領導人們，並

且學習、複製一份專屬於您的健康與財富計劃，聽聽

成功者的聲音，看看成功者的做法，思考成功者的思

想，行動成功者的行為，心懷華斯博士：「成為世界

上最健康的大家庭」的使命，朝向成功的里程碑，勇

敢邁進 !

面對美中貿易戰的持續增溫，全球的經貿衝擊壓力對

台灣整體的經濟利益影響仍不容忽視，在許多的新形

態工作中，對穩定收入與所得倍增的渴望以及對財務

自由及身心靈健康的平衡追求，都直接、間接的證明

直銷事業確實是 21世紀行銷的主流以及世界趨勢。

2020 金鼠年，請您與我一起，和未來的自己許下承

諾，成功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您的未來取決於您現在

的努力，如果想改變『現在』，就去行動，投資自己

的未來，就是現在 !

祝福 USANA台灣的家人們：鼠運亨通 ! 業績長紅 !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區域副總裁 Vivienn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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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團隊夥伴們合影  與團隊夥伴們一同出遊合影

 團隊夥伴們與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合影

 與團隊夥伴們合影

生意人血液裡的敏銳

從事餐飲業，讓洪大哥不到 30 歲就月入數十萬，卻

因長期日夜顛倒賠了健康，當時朋友拿 USANA 產品

讓他使用，數十年的老問題不到一個月就有明顯改

善，他憑藉生意人血液裡的敏銳，對 USANA 有極大

興趣，深入了解後得知 USANA 是北美《營養補充品

比較指南》榮獲最高評價「成就特級白金獎」及被選

為「編輯之選」第一名的直銷公司，眾多產品幫助許

多世界各地的人。

洪大哥回想 17 年前：「當年負債千萬，每個月支出近

20萬，房子都快被法拍了，接觸 USANA，是上天為我

開啟另一扇窗的美意！」曾接觸過其他直銷公司的他強

調，能真正在這個產業持續發展並賺到錢，首先取決公

司產品的獨特性及優質合理的獎勵制度；其次是必須親

自使用每項產品、了解產品的優勢，再以真誠態度分享

給有需求的人，才能讓這份事業永續發展。

2002/06/07
加入USANA

2003/11/22
銀級董事

2013/09/28
紅寶石董事

2006/03/04
黃金董事

2019/09/14
翡翠董事

2019/12/27
百萬美元俱樂部

屢創安打的行動力

「95% 的財富集中在 5% 的人身上，要擁有財富，觀

念和態度是最關鍵的！」認同公司理念及團隊經營策

略之後，接著就是不斷分享 USANA，過程中一定有挫

折、被潑冷水，對洪大哥來說都是站上成功舞台之前

的養分！他也秉持凡事以身作則的態度，才有足夠能

量感染一起打拼的菁英。

招募夥伴時，他會請對方先評估想當單純的產品消

費者，或是想透過 USANA 平台開創國際事業。設

定明確目標後再配合公司行銷活動，就有機會取得

晉陞門票！他時常跟夥伴們提到，選對公司、挑對

教練後，加上堅定心性及強大行動力，一定 OK ！

因為行動力就像打棒球，連連安打就能提高得分率，

而行動是量大的基礎、量大是致富的關鍵、倍增是

晉陞的條件！  

懷抱感恩與同理心

「大師說，成功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而在於能夠幫助

多少人，以及讓幫助的人變得更好！」因為熱愛產品、

熱愛事業、也熱於助人，對洪大哥來說，分享產品從

他曾是馳騁餐飲界近 30年的大老闆；他，曾是投資股票失利負債千萬的失意人！ 17年前，在
健康、財富雙雙失去之際，USANA的出現，不僅帶來一份契機，讓他從谷底向上攀升，更重

拾健康、還清債務，擁有成功的事業與財富！他，是夥伴們口中的洪大哥，也是 USANA百萬美元
俱樂部的新成員 ~洪國峰！

新百萬美元俱樂部成員

洪國峰 翡翠董事

從谷底攀升 

再創雙贏人生

來都不需要刻意，只要用心觀察周遭的人並懂得關心

與傾聽，就能從中找出對方的需求再連結 USANA。例

如：和朋友聚會時發現鄰桌女士在健康上有些症狀，

便以營養顧問的身分關心她並做後續跟進，取得她的

信任後，讓她願意使用產品進而改善健康。

帶領組織時，除了讓夥伴學會複製技巧，也要協助

夥伴設定明確目標，包括：每個月讓多少人認識

USANA？招募多少位新夥伴？增加多少收入？多久時

間內晉陞？他進一步提到：「20%的業績是來自 80%

的產品使用者、80%的業績是來自 20%的經營者！」

找出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拓展事業版圖，就能像開連

鎖分店般事半功倍！

對洪大哥來說，成為百萬美元俱樂部成員，不是幸運，

而是不間斷的努力再努力！迎接 2020 年，他的目標

除了幫助更多人改善健康、擁有美麗，持續扭轉一般

人只做消費者的觀念，讓更多人花本來要花的錢，賺

本來賺不到的錢，就有機會幫助更多人翻轉人生、實

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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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陞黃金董事

蔡水菊
2016/12/21 加入USANA       
2019/07/20 銀級董事
2019/10/05 黃金董事

首先感謝華斯博士創辦了 USANA公司，產品讓我的身體健康，公司
制度則給了我翻轉人生的機會；其次感謝團隊領導人榮譽執行六星鑽

石董事龔秉豐與龔靖淳老師的教導、推薦人銀級董事盧春寶的鼓勵及

團隊夥伴的協助，是我在邁向健康與自由的路上最大的依靠；最後感

謝公司行政人員的協助，有你們真好。今後也將帶著華斯博士的願景

與愛，持續地把愛傳出去，把有夢想的人找回來，大家都能同心共贏，

謝謝大家。

潘永欽&黃淑美

童盈慈

2017/04/21 加入USANA       
2018/02/10 銀級董事
2019/10/05 黃金董事

2012/04/03 加入USANA       
2016/03/12 銀級董事
2019/10/26 黃金董事

首先感謝推薦人執行二星鑽石董事陳怡岑及蔡淑琴十多年來不斷的與我

們分享北美第一名的營養補充品，讓我們從一瓶活力鈣鎂 D片進而了解
完整營養素的重要性並改善健康，更感謝他們的引領與教導，開啟了我

們在 USANA事業的分享旅程，也感謝團隊的資源與完整的教育，讓我
們可以有一個學習及充電的環境。更感謝一直相信跟支持的家人夥伴們。

感謝華斯博士研發優質的產品，感謝公司行政團隊的支援與幫助，讓我

們只需真心分享，就能開啟一個健康的事業，最後希望大家一起分享華

斯博士的理念，把健康向外傳遞，成就疾病完全絕跡的世界。

新晉陞銀級董事

范力中 張毓珊趙永琪 & 葉立中

詹坤城 & 蔣玉婷

沈俊霖 陳睿勳

李承勳 廖均麗 蔡馨儀

以前的我非常排斥直銷，非常感謝黃金董事蔡淑姿及詹士賢在 6年前將
USANA帶入我的生命之中；在體驗的產品過程中，得到了真正的健康。
從消費者轉變成經營者的過程裡，非常非常感謝執行二星鑽石董事陳怡

岑及蔡淑琴，他們不只是我事業上的教練，也是我人生中的導師，教會

我如何經營組織，得到真正的自由，也教會我如何柔軟的待人處世，並

堅定信念做對的事情。在認真經營 USANA事業上深深體悟到：「一個
人可以走很遠，要走的又遠又久需要一個團隊」。

新春團拜活動

2月4日(二)
高雄營業處

2月3日(一)
台北總公司

金鼠迎春福滿門

金鼠迎春
雙重送

2   2

韓國
來回機票
鼠於你

新春同樂
歡樂賓果

當日下單
獨享好禮

新春團拜
大���送

福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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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第一季成長營資格審核期  2019年12月28日(六)至2020年3月27日(五)
級別 CVP*季度增長 獎勵

1

2

3

4

1,000CVP~1,999CVP*

2,000CVP~2,999CVP*

3,000CVP~3,999CVP*

4,000CVP* 以上

免費二人同行

免費一人參加

免費二人同行+NT$800交通補助費+
CELAVIVE套組*一組

免費二人同行+NT$800交通補助費

如何符合2020 USANA第一季台灣季度成長營資格

2020 USANA第一季台灣季度成長營導師計劃

活動條款與細則

掃描此QR code
可進入表單登記

立即報名

至少直推

4 位新人

累計消費滿

1,600SVP*

＊CVP：佣金分數     ＊SVP：銷售額分數的產品     ＊CELAVIVE套組：極緻呵護滋潤組或水嫩保濕清爽組

銀級董事
或以下位階

專屬

即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五)前完成報名

掃描此QR code
可進入表單登記

立即報名

即日起至2020年2月28日(五)前完成報名

2020年第一季度成長營報名資訊 導師計劃與獎勵

成為導師，協助夥伴取得季度增長獎勵資格

黃金董事級別以上成為導師也能一起免費同

行立即報名導師計劃。

合格者將榮獲
兩天一夜成長營資格

合格者將榮獲兩天一夜成長營資格

1.2020年台灣第一季度成長營資格審核期為2019年12月28日(六)至2020年3月27日(五)
2.參加資格：台灣會籍銀級董事或以下級別的直銷商。

3.所需業績成長需來自於台灣市場，佣金金額包含每週佣金、CELAVIVE佣金，但不包含領袖紅利、終生對等佣金
、菁英紅利及任何競賽與促銷活動產生的佣金。

4.於資格審核期間內，累積佣金分數成長符合第一級別1,000~1,999佣金分數，第二級別2,000~2,999佣金分數，
第三級別3,000~3,999佣金分數，第四級別4,000佣金分數以上，符合該級別至少直推4位新人(直銷商或優惠顧
客)且累計消費滿1,600銷售額分數的產品，方能符合兩天一夜成長營資格。

5-1.未曾參與過台灣季度成長營之直銷商，且加入日為2019年12月28日(六)以前者

‧自2019年12月28日(六)加入已超過52週者，佣金分數比較區間為2018年12月29日(六)至2019年12月27日(五)
累積佣金分數除以52週再乘以13週為基礎值。

‧自2019年12月28日(六)加入已超過13週，但未滿52週者，佣金分數比較區間為加入日至2019年12月27日(五)
累積佣金分數除以實際週數再乘以13週為基礎值。

‧自2019年12月28日(六)加入未滿13週，佣金分數比較區間為加入日至2019年12月27日(五) 累積佣金分數基礎
值。

5-2.曾參與過台灣季度成長營者，依【已參加季度成長營】之最高達成13週佣金總分數為基礎值。

6.本活動採報名制，2020年第一季請於2020年2月28日(五)前完成報名，當季度合格者僅能參加當季度成長營，
不得延至其他季度。若不克參加，視同放棄資格；另不接受夥伴自費加購參加。

1.導師計劃合格者，必須於活動資格截止日2020年3月27日(五)前，符合黃金董事級別以上位階。

2.導師必須至少幫助兩位導生符合台灣第一季度成長營資格才獲得邀請。

3.至少直推4位新人(直銷商或優惠顧客)且累計消費滿1,600銷售額分數的產品。

4.如果導師直銷權有聯合申請人，導師可以選擇輔導四位導生符合台灣第一季度成長營資格，即可獲得兩位同行。
此選擇不開放給予沒有聯合申請人之直銷權，如共同申請人無法參加，獎勵亦無法轉讓。

5.導師計劃合格者，必須於活動執行期間，配合公司安排參與分享與授課。

6.導師須於2020年2月28日(五)前提交導生名單，才算登記完成。

1.合格者需自行安排並支付前往活動所在地之交通事宜，活動內容及食宿由公司安排為主。

2.獎勵不得轉讓，亦不可兌換現金或產品。

3.成長營合格者，至活動成行前須為符合領取佣金資格之活躍直銷商。

4.免費符合兩人成行以上者，以聯合申請人為主，若直銷權無聯合申請人則可邀請一位活躍組織下線台灣直銷商參加，
隨行夥伴不得為合格者之上線直銷商。

5.若合格者無法出席台灣季度成長營，須於收到報名通知的二個星期內知會USANA台灣分公司。任何於出發日前15個
工作日所提出的行程取消或更改，將酌收相關費用。

6.合格者必須在USANA台灣分公司擁有良好紀錄，任何退換貨、付款失敗、取消會籍或違反直銷商政策與程序。將被
取消合格資格。

7.資格符合者無法出席台灣季度成長營，其隨行者的行程也會同時被取消恕無法成行。

8.本活動所有合格者皆依政府規定繳納所得並辦理扣繳手續；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兩萬元(含)以
上，本國籍合格者必須支付10%稅金，不願繳交者視同放棄合格權益。

9.USANA台灣分公司保留更改本活動場地及條款細則之權利，並保有最終審查權，若有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成長營地
點容後公告。

2020 USANA 第一季

台灣季度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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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雙月份表揚晚會

11月份活動花絮8月份活動花絮

USANA 2019年雙月份表揚晚會分別於 8月 28日在高雄營業處及 8月 29日在台北總公司圓滿落幕。台灣分
公司總經理李慧榕親臨現場表揚 7月與 8月符合特級白金領航員及新晉陞領導人。會中邀請新執行黃金董事雷

明諺分享從單純的 USANA產品愛用者，到 USANA產品幫助親朋好友找回健康，進而擴展 USANA事業。同時也
邀請新執行紅寶石董事陳佳伶及黃瑞彥伉儷分享從雙薪家庭到現在擁有時間的自由能無憂無慮陪伴兩個孩子一起成

長，且擁有一份人人稱羨的事業，在 USANA你不需要單打獨鬥而是團隊合作，期許未來能夠帶領更多夥伴一起實
踐夢想。

USANA 2019年雙月份表揚晚會最終場分別在 11月 20日在高雄營業處及 11月 21日在台北總公司圓滿落幕。
本次不只表揚 9月與 10月符合特級白金領航員及新晉陞領導人，更表揚 2019 CELAVIVE 派對特攻隊及達成

2019領袖高峰會哈爾濱的領導人。會中邀請新晉陞翡翠董事洪國峰分享過去 20多年輝煌的餐飲事業，雖然賺到了
錢卻賠上健康，直到選對了 USANA公平且人人可為的平台，不只找回身體健康也開啟事業的第二春，更以身作則
設定目標達成亞太區成長進步之旅 -布達佩斯且榮登百萬美元俱樂部成員；也邀請銀級董事陳劭銘分享 2019年 6
月一箭四雕菁英培訓課程帶來的事業啟發，為自己設定目標並且一定要達成，透過完成兩次台灣季度成長營，也完

成領袖高峰會，相信晉陞黃金董事指日可待。2020年已經開始，馬上設定目標，這個舞台一定屬於每位努力成功
的你。

新執行紅寶石董事 陳佳伶&黃瑞彥

新執行黃金董事 雷明諺

新晉陞翡翠董事 洪國峰

新晉陞黃金董事 潘永欽&黃淑美新晉陞黃金董事 蔡水菊 新晉陞黃金董事 童盈慈

新晉陞銀級董事 陳振展

新晉陞銀級董事 2019 領袖高峰會哈爾濱合格者 2019 CELAVIVE 派對特攻隊冠軍

許願園地

新特級白金領航員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

新特級白金領航員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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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活動花絮
USANA台灣季度成長營第三季活動於 2019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在新竹馬武督統一渡假村圓滿落幕。最

瘋狂、最刺激的第三季成長營中，有第一次參加的夥伴，勇敢登上高頂戰勝了內心的恐懼與害怕；也有在上季

度未能克服自我的夥伴，這次挑戰成功。在成長的路上有起有落，團隊的加油聲，是支持夥伴們最大的力量，藉由

戶外團隊活動，挑戰自己的潛能及影響力，進而學習團隊合作與領導力。

當晚充滿著濃濃萬聖節的氣氛，在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及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李慧榕隆重登場後，為熱情搞怪的

群魔亂舞萬聖趴揭開序幕，晚宴中不只表揚達成 2019 USANA台灣季度成長營第三季的領導人，現場還有專業樂
團的表演，讓夥伴們都 high起來。這兩天的活動精心設計既有趣又別具意義，更感謝所有參與的夥伴們。USANA
台灣與夥伴們約定要全力衝刺、持續成長，讓自己完成下個季度一加二的目標，往領袖高峰會邁進。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

夥伴們參與戶外活動默契大挑戰

台灣季度成長第三季第一級表揚

群魔亂舞萬聖趴

台灣季度成長第三季第三級表揚台灣季度成長第三季第四級表揚 台灣季度成長第三季第二級表揚

叢林任務第一名表揚 密室逃脫第一名表揚

夥伴們於USANA台灣季度成長營第三季活動合影

台灣季度成長第三季導師獎勵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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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特攻隊
2019

活動花絮

美女羽野獸

睿不可擋

美女與野獸 水噹噹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USANA台灣在 2019年 8月 3日於高雄營業處及 8月 4日於台北總公司舉辦了CELAVIVE派對特攻隊的培訓課程，
由區域副總裁 Vivienne及行銷經理 Betty傳授了舉辦 CELAVIVE派對的攻略、一開口就締結的銷售技巧及實作

教戰，隊員們收穫滿滿，學習到如何銷售及舉辦派對的訣竅，鬥志高昂地寫下戰帖後漂亮出擊。緊接著在 8月 4日
晚上舉辦的 CELAVIVE頂尖特攻分享會，由區域副總裁 Vivienne與二位年輕的馬來西亞 CELAVIVE派對特攻隊冠軍
執行黃金董事 Cathy Khu及銀級董事 Duar Jo Yee分享她們的致勝關鍵：有效率的事前準備、透過直播和社群媒體
分享產品、自己成為 CELAVIVE代言人以及舉辦 CELAVIVE派對後的跟進來增加締結率。只要善用族群特性來設計
主題，設定目標，透過團隊分工合作動起來，就能一步步達成目標，構築令人刮目相看的 CELAVIVE事業。

各隊透過不斷舉辦 CELAVIVE派對與運用派對套裝，不僅招募許多新夥伴且業績更是大幅提升，最終的競賽結果，
由「美女羽野獸」團隊光榮奪下冠軍寶座，「睿不可擋」團隊摘下亞軍獎銜，「水噹噹」和「美女與野獸」團隊則

並列季軍。CELAVIVE派對特攻隊活動雖已圓滿落幕，但持續分享 CELAVIVE的腳步也不能因此停歇，一定要趁著
這股氣勢繼續為 CELAVIVE事業開枝散葉。

終極任務獲勝團隊

CELAVIVE頂尖特攻分享會(左起)區域副總裁Vivienne、
執行黃金董事Cathy Khu及銀級董事Duar Jo Yee 

區域副總裁Vivienne

CELAVIVE派對現場陳列擺設

夥伴們進行產品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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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齒聯盟雙尖兵
上市發表會活動花絮

護
齒聯盟雙尖兵上市發表會於 2019年 10月 26日及 10月 27日於高雄營業處及台北總公司圓滿落幕！
活動當天隆重邀請陳香君牙醫師分享口腔保健之道，營養師介紹口益寧含錠及 USANA亮白牙膏的產品

特點，也邀請優秀領導人分享使用的心得並告訴大家好產品真的能提升生活品質，現場還有趣味的手機互動

遊戲，更有刺激的摸彩活動及限量贈品。

USANA亮白牙膏是清潔牙齒的好幫手，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可潔白牙齒、幫助清除牙菌斑及減少口臭，有
助於促進口腔健康。口益寧含錠可平衡口中菌叢生態，幫助維持清新好口氣，維持自信好人緣。邀請所有

USANA家人及新朋友一起體驗口益寧含錠及 USANA亮白牙膏帶來前所未有的清新及潔淨感，展現最自信
迷人的笑容 !

 手機互動遊戲-打擊細菌拿高分，可兌換USANA限量牙齒寶寶手機擦拭貼

 營養師詳盡的解說產品獨特之處，如何為我們創造好口氣

 護齒聯盟雙尖兵上市發表會‧台北場
   紅寶石董事 賴耀凱及執行黃金董事 許采潔見證分享

 聞看看，今天是否也有好口氣
 夥伴們於護齒聯盟雙尖兵上市發表會活動現場合影

護齒聯盟雙尖兵上市發表會‧高雄場

紅寶石董事 闕芝庭及鑽石董事 吳春平見證分享

 夥伴們自信笑容的合影  護齒聯盟雙尖兵組合

 陳香君牙醫師演講 「 一口好牙一生幸福」主題

牙齒寶寶手機擦拭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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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活力隨行包
上市發表會活動花絮

分享健康
營養袋著走

三餐外食
有健康

• 活力隨行包 • 活力AO綜合維生素營養錠
• 核心礦物質錠

• 葡萄籽C100精華錠• 五味子朝鮮薊營養錠 • 活力鈣鎂D片 • 健骼寧錠

被叫姊姊
氣色好

通宵打Game
精神好

掰掰
Blue Day

行動靈活
好軟Q

USANA活力隨行包於 2019年 11月 9日在高雄及 2019年 11月 10日在台北隆重上市。本次活動特別邀請
知名自然醫學博士陳俊旭醫師演講「擁抱年輕，保養要趁早」的主題，從現代人的飲食習慣、食安問題的威

脅、睡眠品質優劣與運動習慣 (增肌減脂 )來探討「人為什麼會生病的原因」。演講內容中提及大部分現代人都
有隱性飢餓的問題，因此正確補充營養素才能擁抱健康，擁抱年輕！

活動當天更邀請優秀的領導人，針對 USANA活力隨行包的便利性及如何從事業推廣的角度做分享，藉由這些領
導人的自身經歷轉述，讓與會嘉賓更清楚掌握到 USANA活力隨行包的事業切入重點。加上營養師介紹產品特點
後，相信 USANA家人們更了解 USANA活力隨行包的產品定位，這是每個人出門在外時，包包內必備的營養補
充品，隨時補充營養，活力健康與你隨行，這也是推薦新朋友加入 USANA分享健康的敲門磚營養品。

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李慧榕 自然醫學博士  陳俊旭醫師

高雄場活力隨行包事業分享翡翠董事 蔡孟潔(左2)、
執行黃金董事陳幸足(右2)、執行黃金董事 雷明諺(右1)

台北場活力隨行包事業分享執行紅寶石董事 孫慕靜(左2)、
紅寶石董事 郭欣穎(右2)、黃金董事  許嘉鴻(右1)

夥伴們於高雄活動現場合影

夥伴們於台北活動現場合影

夥伴們於活力拍照區開心合影 夥伴們於活力隨行包互動區合影

夥伴們的網美宣傳照 夥伴們的網美宣傳照軟Q好身手的情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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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ro Pro
優婦寶 全新上市

‧產品編號：129
‧優惠價：NT$900
‧銷售額分數：14

50+
享受優雅完美人生美魔女

30+
延續青春保鮮期輕熟女

40+
熟女 守護韻味吸引力

讓妳成為男人的心肝寶貝!

紅花苜蓿萃取物
大豆萃取物

亞麻仁萃取物

甘草萃取物

女力青春關鍵元素

全方位呵護女性健康
釋放令人著迷的女性魅力

優
婦寶是由大豆萃取物、紅花苜蓿萃取物、亞麻仁萃取物及甘草萃取物所組成的獨特植物性配方，

複合成分能發揮協調作用，溫和補充女性所需關鍵青春元素，調節及平衡生理機能，緩解熟齡女

性煩惱，持續綻放青春美麗，從生理到心理許妳完整的幸福。

營養隨時
，

「袋」著走
！Healthpak

USANA活力隨行包

每盒:28份

產品編號:100

優惠價:NT$6,300元

銷售額分數:100

小包裝攜帶方便

每份2包共含有活力AO綜合維生素營養錠2錠、
核心礦物質錠2錠、五味子朝鮮薊營養錠2錠、活
力鈣鎂D片2錠、健骼寧錠2錠、葡萄籽C100精華
錠1錠 

推薦新朋友的敲門磚產品

可依據個人營養需求，搭配其他USANA營養補充
品，幫助健康維持。

採用USANA InCelligence®技術以獨創營養複合

物給予滋養、保護、更新三重效能，重現健康的

活力光采。

產品特點USANA 活力隨行包是為忙碌的現代人有

營養缺口的需求而設計出的小包裝營養

補充品，只要每日出門時帶幾包活力隨行包

放在隨身包包內，不論您在上班時、搭高鐵、

用餐時、運動後或是旅行時，都可以隨時撕

開小包裝立即食用，滿足您出門在外，需要

活力與體力的即時營養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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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www.facebook.com/USANAAsiaandPacificConvention

http://www.usanaapconvention.com/

2020 亞太區年會‧韓國
時間：2020 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9 日

地點：KINTEX（韓國國際會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