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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勵詞

設定目標並行動

您就是未來的領導者
善加運用產品及輔銷工具，並利用您過去的成功經驗，

2019 年會是您業績輝煌騰達的一年！

大
家好！新的一年已經來臨，如往常一樣，是開始

設定新目標的時候。

我們當中許多人年復一年地重複設定相同的目標：我

們想吃得更好，我們想塑造更好的身材等，然後執行

幾週後，又不了了之。那都沒關係，因為要完成任何

事情的第一步就是擬定計劃，其實大家都很擅長這一

點，只是我們會在執行的時候遇到困難而放棄，但不

論結果好壞，堅持到底的人才是真正的贏家。

在您的 USANA 事業上，我們該怎麼做才能設定好目

標並一步步達成呢？首先您可以思考在 2019 年要完

成什麼樣的事情？我相信您和其他 USANA 獨立直銷

商一樣，都想成為一位更成功的創業者。這個總體

目標很好，但您要如何達成呢？答案就是您需要在

每個步驟設定較小的短期目標。在您的 USANA 事業

中如何設定短期目標呢？例如：每月舉辦一定次數

的團隊會議或邀請 10 位潛在顧客參加產品分享會或

CELAVIVE™體驗活動等。

對於即將到來的農曆新年，您又有什麼計劃呢？其實

您可以利用這個家人團聚的節日做些特別的小活動向

您的親朋好友介紹產品與商機等。不要小看這些小目

標，因為長期下來將對您的事業產生重大影響，甚至

超乎您的想像。

此外，於 2018年 11月隆重上市的 CELAVIVE™深層

保濕緊緻面膜，讓您有更多機會與他人分享 USANA。

善加運用產品及輔銷工具，並利用您過去的成功經驗，

2019年絕對是您業績輝煌騰達的一年！

執行長 紀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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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9 

邁向璀璨成功的里程碑
新的一年象徵著新的希望與新的開始。

在此，以最誠摯地心情感謝所有台灣的 USANA 家人們，
在過去一年的努力與付出共同為 USANA  台灣締造輝煌的佳績！

這份榮耀屬於您們的！

區域副總裁 金忠勳

2019 年是 USANA 邁向造福全球人類嶄新的年度，

每一年我們都是秉持著戰戰兢兢，好還要更好的不變

信念！這就是 USANA 一直強調的核心價值：卓越、

誠信、健康、與社會群體。新的一年，USANA 將

著重於〝顧客經驗〞。創造美好的顧客經驗才能

〝留人〞進而創造品牌忠誠度。

再來，就是善用社群媒體建立獨一無二的品牌價值，因

為網路社群絕對是未來龐大商機的利器。USANA這個

平台也絕對是您們最佳的後盾。

USANA優質的產品不僅改善人們的健康與美麗，更讓

我們親眼見證 USANA 事業幫助許多 USANA 家人改

變生活。今後的每一年，有您們的參與，USANA絕對

會更好！讓我們共同創造卓越豐盛的未來。今年三月

台北君悅飯店的表揚之夜，您們一定要達成目標接受

眾人歡呼聲中走向紅毯的另一端；也相信在每年的領

袖高峰會及亞太成長之旅都能聽到台灣 USANA 家人

們歡樂的笑聲！

讓我們現在就設定目標，攜手展望未來，

同心協力邁向璀璨成功的 2019年！每
年一到聖誕節就知道一年已經到了尾聲，接著

就是要迎接嶄新的一年。新的一年象徵著新的

希望與新的開始。在此，以最誠摯地心情感謝所有台

灣的 USANA 家人們在過去一年的努力與付出共同為

USANA 台灣締造輝煌的佳績！這份榮耀屬於您們的！

沒有您們的辛勤打拼，我們無法達成這麼傲人的成績！

回顧過去這一年，我們推出全新 USANA CELAVIVE®

美容科研保養品系列。這套革命性產品結合 USANA 

InCelligence®技術，上市後一直

深受 USANA 家人們及許多

顧客的喜愛。

全新的 CELAVIVE™ 獎金計劃幫助許多人得到財富

的自由。隨著去年底 CELAVIVE™ 深層保濕緊緻面

膜新品的上市，整個保養品系列更為完整；同時為

USANA 開啟科研高效保養美學的新紀元。

USANA 的 家 人 們！ 當 我 們 向 親 友 分 享 USANA 

InCelligence® 的 智 慧 護 膚 技 術 時， 也 為 我 們 的

USANA 事業創造更多的機會，因此，您們的大量分

享，能改變更多的人享受更健康美麗的生活，一同來

拓展 USANA 事業。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USANA核心價值

誠信卓越

健康社會群體

做為產品和事業的後盾，USANA選

擇做對我們顧客、員工和社會群體

有道德和有益處的事。

從研製產品，到銷售產品，我們都

堅持追求卓越，絕不滿足於現狀。

沒有健康，就無法享受人生。我們

希望您享受您的人生，做您喜歡做

的事，我們的產品可以幫助您。

USANA深信有了家人、朋友和社會

群體的力量，才能享受健康快樂的

人生。

54 

勉勵詞



團拜當日下單並參與團拜活動者，   

可憑當日訂單獲贈USANA專屬隨身袋乙只  

(每人限領一份，數量有限贈完為止)

【新春團拜活動】

新春活動
與您同樂

現場抽出
新春特獎

2月14日(四)
高雄營業處

台北總公司
2月15日(五)
團拜時間:晚間七點三十分

團拜好禮
大���送

2019 Happy New Year

春節假期：2019年2月2日(六)至2月10日(日)

網路訂單任我行：http://www.usana.com

24小時傳真專線：0809-085500/02-7724-1000
2月11日(一)起恢復正常營業 

春節假期訂貨及送貨作業時間

訂貨方式 訂單截止日期及時間 產品配送時間

新春團拜活動

★春節假期，公司暫停營業。

★2月11日(一)起送貨作業恢復正常。

★離島地區：訂單日期2019年2月1日下午3:30前送交郵局配送離島，
配送時間以郵局作業時間為主。

傳真、網路、電話訂貨

傳真、網路、電話訂貨

現場提貨訂單

自動訂貨

1月31日(四)下午3:30前

1月31日(四)下午3:30後

2月1日(五)晚上9:00前

2月3日(日)藍色週期訂單

2月1日(五)前配送

2月11日(一)開始配送

現場立即提貨

2月11日(一)開始配送

福     引金福 豬事皆大吉

活動詳情請密切注意公司活動資訊

2月14日(四)高雄營業處    2月15日(五)台北總公司

請夥伴們提前準備過年期間優質營養品，送禮自用兩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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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陞銀級董事

楊雅涵

王景煇

陳錦芳

2008/08/08 加入USANA       
2009/06/27 銀級董事
2018/08/11 黃金董事

2008/08/08 加入USANA
2011/10/29 銀級董事       
2018/08/18 黃金董事

2016/04/29 加入USANA 
2017/11/18 銀級董事      
2018/10/20 黃金董事

本身是因為健康亮起紅燈才接觸到 USANA產品，而使自己身體越來越
健康，謝謝華斯博士研發這麼棒的產品，改善許多人的健康。

感謝榮譽執行五星鑽石董事劉棠榮＆潘秀柔老師的帶領，讓我在團隊裡

成長茁壯，更感謝我的推薦人銀級董事鄭惠菁把我帶進 USANA這個大
家庭，感謝執行紅寶石董事洪國峰、銀級董事陳意婷以及銀級董事陳意

婕的帶領。

設定目標配合公司活動、團隊合作突破自我、熱情分享華斯博士的願

景、幫助別人成就自己就在 USANA。

十年前黃金董事楊雅涵把 USANA帶入我的生命中，它改善我的健康，
也改變我的人生，更開啟我人生的另一扇門。讓我瞭解到除了傳統產業

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平台可以翻轉人生。USANA是一個以愛為出發點
的事業，藉由分享愛就可以成就非凡的事業，一路上走來要感謝我生命

中的貴人黃金董事楊雅涵的耐心指導，更要感謝我的團隊領導人執行紅

寶石董事洪國峰的不離不棄且不斷的激勵，還有我一群可愛的夥伴們為

了夢想不斷的向前衝。

分享華斯博士的願景是快樂的，每一次的分享都是一份感動，這十年來

透過分享造就我非凡的人生和非凡的自由，以及幫助許多夥伴得到健康

與自由。USANA我愛你！

首先，感謝我的推薦人莊岳靈，讓我遇到 USANA。雖然她已經離開
人世，但是 USANA可傳承的制度，讓她的女兒銅級董事陳郁雯繼承
USANA事業，繼續輔導我！再者，更要感謝我的團隊領導人紅寶石董
事曾白皇，在我 USANA事業中的教導與提攜。感謝夥伴共同協助，讓
我如期達陣！

晉陞位階，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責任，在這助人的事業中，你一定要設

定目標，讓自己保有動力，向前衝！選擇第一名的營養品公司 USANA，
只要你堅持、堅定、努力、勤分享，一定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吳政輝

黃淑芬

陳信呈

林俊澤&林亞紀

吳政林

黃鈺婷

陳萬溱

賈政華

董秉浤

林金海

蔡佩君潘秀梅

白書輔

劉乂鳴

陳敬蕙

 Li Sz Huei

黃金董事

★因上期季刊晉陞感言誤植，本期重新刊登。

時間 地點

恭喜所有受邀參加2019年3月31日USANA表揚之夜的晉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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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USANA FAMILY INCENTIVE TRIP

這是一趟充滿夥伴笑聲及感動的旅程，雖然已經畫下完美的句點，但這次的旅程並沒有結束，而是所有夥伴充

飽能量後的起點，這幾天的過程能讓你留下多少感動？而這份感動又能持續多久？自己設定的目標又能完成

多少？在 USANA事業裡，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根小蠟蠋，除了點亮自己也期待著能照亮他人。在這樣的大家庭裡，
我們不分你我為著共同的目標而一起努力，只為了打造 "全世界最健康的大家庭 "！ 

夥伴們，我們說好了！玩要用力玩，發展事業也要用盡全力！一定要讓自己站上今年3月份表揚之夜的大舞台，
驕傲地與大家分享屬於你的榮耀！

執行鑽石董事‧蔡傃碧 

感謝台灣分公司全體行政同仁，為達成雲品獎勵的大家，貼

心至極的安排，這次與自己的夥伴們經歷的美好體驗，讓我

們難忘，在心底產生一股很強的動力，擬定自己的事業發展

計劃並配合上未來每次的公司各項獎勵旅遊，一次次達成，

就能順利晉陞黃金董事、紅寶石董事、翡翠董事、鑽石董

事、滿天星鑽！

執行二星鑽石董事‧蔡淑琴 

戀戀日月潭與雲品有約活動，公司真的很用心規劃這次三天

兩夜的行程，每一個環節，我們都深深感受到這份溫暖。

USANA是一個大家庭，讓我們不斷的設定目標，跟著公司

的活動走，讓公司招待去玩；甚至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投入來

經營，這次活動帶給我們滿滿的感動，是我們接下來可以不

斷去分享的動力。這三天兩夜大家最要感謝的還是自己，由

於自己的選擇跟努力，能夠讓我們帶著家人一同享受這次的

行程。讓我們繼續前進，大家一起Go Diamond！

黃金董事‧吳栗苓及女兒創業者‧賴怡婷 

這次公司推出〝戀戀日月潭與雲品有約〞獎勵旅遊，我一

心只想著要帶我爸媽參加，相信就能擁有，很快的就完成

了4人成行資格，非常感謝USANA台灣分公司無比用心規

劃的獎勵旅遊，讓我們全程備受照顧，豪華級的享受。我

爸媽好開心，我的18歲大女兒怡婷也玩得超High的。下次

一定要帶著夥伴一起參加與享受公司舉辦的獎勵旅遊。 

黃金董事‧王宣雯 

感謝公司舉辦雲品之旅，夥伴及家人好友們一起歡唱熱舞

一同騎車，齊心協力完成紙扇木椅，遊潭纜車眺望，我們

才有三天兩夜滿滿歡笑的回憶。很感謝有大家支持並愛護

著愛的理念，發展善的事業，小組集會，夜晚的悄悄話到

天明，凝聚共識與團結力，我們的生命因USANA而重疊交

集，正向積極相同理念的生命共同體，謝謝有USANA大家

庭，如同手足，未來的路上，我們要一起散播歡笑散播愛

散播健康的理念，創造要更多幸福的家庭，並期許一同參

與每一次的獎勵旅遊，善的事業，善的循環，愛的分享！

黃金董事‧陳錦芳 

藍天碧湖日月潭雲品之旅，我來了！再次達標，可以參加公

司的獎勵旅遊，有種幸福的感覺！陸（騎自行車）、海（坐

遊艇）、空（搭纜車）旅遊全到齊！細心的旅程規劃，高檔

的旅館住宿，貼心的旅途照顧！USANA台灣分公司真棒！

紅寶石董事‧宋孝先 

其實做事業是我們自己的事，公司卻一再舉辦活動幫助我們

壯大組織，我們就是配合公司的活動，從北海道一路要玩到

南非之旅，配合活動中，我們位階也從銀級董事一路晉陞到

紅寶石董事。夥伴們！只要配合公司活動，您也能像我們一

樣，逐步提升您們的位階喔！

黃金董事‧楊雅涵及女兒銀級董事‧陳意婷 

去年全家參加了公司的韓國獎勵之旅，今年公司又舉辦雲

品日月潭，我們全家也配合公司的獎勵計劃，全家一起帶

著夥伴接受公司高規格品質招待，還完全不用花任何費用

住好吃好。晚上公司精心策劃台客趴晚宴，更令人驚豔，

意猶未盡，嗨到極點！白天的知性之旅包括騎腳踏車、

坐纜車、坐遊艇，把整個日月潭之美盡收眼底。第一次自

己做扇子和USANA專屬椅子，這些美好的回憶都是公司

給的，期許明年帶更多夥伴家人一起接受公司的高品質旅

遊，全家經營USANA是最幸福的。

執行黃金董事‧宋麗珍 

參加公司幾次的獎勵旅遊，總是感動於公司的用心，就如同

產品全面性照顧我們的健康，公司的行政團隊也全力支持著

我們的事業，透過每次跟隨公司的獎勵旅遊，總可以再次突

破自己，也讓團隊一起成長，帶著夥伴一起玩樂，這樣的歡

樂氛圍，更可以凝聚團隊的向心力。感謝公司！ 

戀戀日月潭與雲品有約活動心得

第一梯次活動照片 第二梯次活動照片 Youtube活動花絮

歡迎各位夥伴掃描QR-Code下載觀看更多精彩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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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區域副總裁 金忠勳與夥伴們合影

‧第一梯次夥伴大合照 ‧第二梯次夥伴大合照

‧台客搖滾趴‧台客搖滾趴

‧區域副總裁 金忠勳

‧第一梯次夥伴大合照 ‧第二梯次夥伴大合照



USANA CELAVIVE®開啟科研保養美學

CELAVIVETM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新品上市發表會

12 

活動花絮

13

USANA CELAVIVE®深層保濕緊緻面膜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台北及 11 月 24 日高雄隆重上市。本次新品

上市發表會重磅邀請依定美時尚診所院長林依吟醫師分享 CELAVIVETM深層保濕緊緻面膜的產品特點及優

勢、市售面膜的種類及功能等，也再次提醒 USANA 家人們 CELAVIVETM及 InCelligence®所蘊含的科學意義。

USANA向來秉持著科學為本，深層保濕緊緻面膜除了擁有 InCelligence®營養複合物，更有泡葉藻、柳蘭、馬齒

莧、金銀花等 8 種珍貴植物精華，能深層修護、高效補水、緊緻提拉肌膚，比精華液更為精華的獨特產品具有 All 

in One的全方位保養概念。

活動當天還有優秀領導人針對 CELAVIVETM一系列產品及事業見證分享，再次印證一套優質的科研美容保養品，不只

擁有美麗健康與自信，還能為自己的事業再創另一個高峰！活動現場有 USANA精心準備的 2018 聖誕套裝、聖誕轉轉

樂與 CELAVIVETM專屬徽章、手環等，帶動整場高潮氣氛！也感謝所有 USANA台灣家人們的支持，此次 CELAVIVETM

新品上市發表會狂售 2,550 盒的深層保濕緊緻面膜，再次顯示產品的威力，這個冬季您將親身體驗扭轉肌膚的奇肌，

請持續分享 CELAVIVETM，讓更多人一起成為世界上最健康的大家庭。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現場體驗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台北場CELAVIVETM 產品及事業分享
　紅寶石董事 郭欣穎(中)＆紅寶石董事 孫慕靜(右)

‧夥伴們於活動現場合影

‧夥伴們於活動現場與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合影 ‧CELAVIVETM全系列產品介紹

‧USANA大事紀‧USANA CELAVIVE®上市活動拍照區

‧聖誕轉轉樂活動 ‧CELAVIVETM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夥伴們與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合影

‧CELAVIVETM深層保濕緊緻面膜產品介紹

‧高雄場CELAVIVETM 產品及事業分享
　黃金董事 陳慧見(左)＆紅寶石董事 盧怡靜(右)

‧依定美時尚診所院長 林依吟醫師分享



於資格確認期內至少成長15,000CVP達到獎勵資格條件的新晉陞執行紅寶石董事或新晉陞執行翡翠董事，
將直接升級為第四級的獎勵；同時將額外獲得一晚的酒店住宿。

執行紅寶石董事&執行翡翠董事

獲得標準雙人房以及獨立直銷商專屬的活動和美食

擁有第一級獎勵以及$500美金的旅遊津貼

擁有第一級獎勵以及$1,000美金的旅遊津貼

擁有第三級獎勵以及房間升級

15,000 佣金分數(CVP) 成長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20,000 佣金分數(CVP) 成長

25,000 佣金分數(CVP) 成長

30,000 佣金分數(CVP) 成長

參加資格：

董事位階或以上 成長15,000佣金分數以上 登入The Hub樞紐站報名參加1. 2. 3.
資格確認期：2018年12月29日(六) 至 2019年12月27日(五) / 預計出發日：2020年5月

詳情請登入The Hub查閱

布達佩斯－世人封為「東歐小巴黎」&「多瑙河明珠」 
更是東歐各國中首屈一指的此生必訪旅遊勝地 

夜遊金碧輝煌藍色多瑙河、景緻壯麗皇宮區，新哥德式風格鐘樓擁有著豐富文化和自然資產

值得你細細品味，就讓我們一起沈浸在中古世紀的唯美小鎮     「布達佩斯」！

匈牙利「布達佩斯」
2020 亞太區成長進步之旅

迷人陽光、絕美沙灘，澳洲黃金海岸永遠令人充滿想像，素有南半球邁阿密之稱的

衝浪者天堂，獨特美景及奔放色彩超級誘人。全球引領風騷一生必訪景點，宛若明

信片般的不思議奇景將呈現在你的眼前，讓我們一起悠遊黃金海岸，探索這座城市

美麗的魅力。你怎能不親自體驗 ?

資格確認期

2018年9月29日(六)至2019年3月29日(五)止
預計出發日 : 2019年5月

立即邁向   7800佣金分數!

悠遊黃金海岸
Gold Coast

2019領袖高峰會

詳情請登入The Hub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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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佛羅倫斯

合格條件

2

1

資格確認期：2018年10月20日(六) 至 2019年10月18日(五)

執行鑽石董事高峰會2020

EXECUTIVE DIAMOND SUMMIT
2020

2014年7月1日之後晉陞一個新的位階。
這個位階需為鑽石董事或星級鑽石董事以上之領導人，且先前未曾以相同

位階參加過執行鑽石董事高峰會。

位階晉陞後，於資格確認期達成執行榮銜資格。

★USANA台灣保留異動此活動細則與條款之權利

預計出發日 : 2020年2月26日至2020年3月2日
詳情請登入The Hub查閱

CELAVIVETM 深層修護系列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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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訊息 CELAVIVETM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提示

*請注意：

1.存放於陰涼乾燥處。僅供外用。請置於嬰幼兒拿取不到的地方。使用時請避開眼睛，若不慎誤入
眼睛，請立即以清水沖洗。請勿使用於如有傷口、紅腫、濕疹等狀況的區域。使用中如有不適，

請立即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2.本面膜為一次性使用商品，請勿重複使用。每週視肌膚實際狀況使用2~3次。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從包裝中取出面膜。 將面膜展開敷在臉上，讓

切口對準眼睛和嘴巴。

取下面膜後，利用指腹輕輕

拍打讓精華液滲入肌膚。

撕開面膜包裝，取出面膜，將面膜輕輕展開敷在全臉上，用手指輕拍各部位確保面膜服貼於臉上，建議20分鐘後，

即可取下面膜，將剩餘精華液以指腹輕拍至完全吸收。

使用方法

抗老成分 ✓ InCelligence®營養複合物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含有 InCelligence®營養複合物及多種珍貴植物萃取物，能使肌膚水潤緊緻，

呈現透亮光澤，重現青春光采。

彈力．保濕．緊緻

全方位呵護美麗肌

(20克/片)

深層滋養成分

泡葉藻萃取物
又名褐藻，蘊含多種天然微量元素，為肌

膚提供營養，並提高肌膚保濕力。

金銀花萃取物
又名忍冬，加強肌膚底層吸收力，具有舒

緩、修護及延緩肌膚老化之效用。

柳蘭萃取物
舒緩與調理肌膚且具深層滋養、修護及活

化之效能，強化肌膚防護力。

八角茴香萃取物
使用時，散發淡淡八角茴香味道，可舒緩

緊繃壓力與情緒。

馬齒莧萃取物
含有多種營養成分，具有鎮定與潤澤作

用，並能調理肌膚油水平衡，舒緩肌膚乾

燥問題。

葡萄柚萃取物
含多種營養成分，能溫和修護、緊緻毛

孔，平衡肌膚油水狀態，強化肌膚防護

力。

秦椒果萃取物
又名日本花椒，舒緩與安定肌膚，幫助肌

膚修護、補水及保濕，為肌膚製造天然屏

障。

黃岑根萃取物
具有抗老，促進肌膚新陳代謝之效用，使

肌膚擺脫暗沉，散發亮白光澤。

18 

8

3

大功效

大重點

．緊緻 ．修護 ．提拉 ．亮白

．保濕 ．平衡 ．舒緩 ．潤澤

．深層修護．高效補水．緊緻提拉

．棕櫚醯三胜肽-38     ．青蒿萃取物 
．鹽酸六胜肽-48        ．咖啡籽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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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 L AV I V ETM

型男

使用簡單又多功能的護膚產品並配合保養步驟， 
能塑造您的整體外觀。CELAVIVETM美容保養品，

能夠讓您養成保養肌膚的好習慣， 
使您的肌膚看起來緊緻、光澤又亮麗。

使用指南

有四種基本肌膚類型：油性、乾性、混合性和敏感性

要選擇適合自己的保養品，第一步需先了解您的肌膚類型。不同的肌膚類型有不同的需求，了解肌膚特性有助於您

在保養肌膚時做正確的決定。

油性 肌膚時常泛油光或毛孔較大。

您的肌膚經常在中午時出油，可能屬於油性肌膚。 

乾性 肌膚看起來無光澤或粗糙，毛孔較小。

您的肌膚經常感到緊繃並有皮屑，可能屬於乾性肌膚。

混合性 混合油性和乾性肌膚的特性。

您發現額頭和鼻子常常看起來油油的，但臉頰卻很乾燥，

可能屬於混合性肌膚。

敏感性 容易過敏及泛紅。

您的肌膚經常感到乾燥或發癢，可能屬於敏感性肌膚。

認識您的肌膚類型

您的肌膚類型可能會隨著季節、壓力或年

齡的增長而改變。

提示

專家提示
每晚至少睡足七小時，讓您的肌膚有充分

恢復活力的時間。

3
深層修護

使用深層保濕

緊緻面膜敷臉

並放鬆。

擦上全效活膚

精華，注入肌

膚抗老能量。

擦上緊緻亮眼

精華液，讓眼

周緊緻光滑。

緊緻亮眸吸收精華修護 / 保濕

2
爽膚

調理肌膚油水

平衡，接著進

行後續保養。

調理

如何將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融入您的護膚程序內
4

日間防曬 / 夜間保濕

使用防曬或極緻賦活系

列，不只滋潤修護肌膚，

更能達到鎖水效果。

防護 / 潤澤

1
卸妝 / 清潔

先清除髒汙、

彩妝、油脂及

老廢角質。

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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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例行保養 

如果您是乾性或敏感性肌膚，請使用溫和潔面乳；

若是油性或混合性肌膚，則使用泡沫潔面乳。

提示

早上和晚上

1.清潔 

早上和晚上

清除髒汙和油脂，是維持肌膚健康的基礎。每天起床後和

晚上就寢前（特別是在辛苦一天的工作之後）進行清潔是

非常重要的。

• 將黃豆大小的潔面乳抹在濕潤的肌膚上。

• 輕柔地以畫圓的方式將潔面乳均勻塗抹在全臉和頸部。

• 用溫水沖洗並以毛巾拍乾。

專家提示
可使用泡沫潔面乳作為刮鬍膏，讓刮鬍鬚的過程更

順暢、光滑。

記得在洗臉後刮鬍子。溫水會軟化您的鬍鬚，使刮

鬍刀能更貼近鬍鬚根部。

專家提示

專家提示

專家提示

水潤調理美顏露為刮鬍後很好的鬍後水。

CELAVIVETM的水潤防曬乳液及水潤防曬日霜具有雙重效

果，能保濕、又能防護肌膚。

2.爽膚 

早上和晚上

清潔後，使用水潤調理美顏露來幫助平衡肌膚，讓

肌膚充滿活力、煥然一新且能提升肌膚對後續保養

品的吸收效力。

• 取適量水潤調理美顏露於化妝棉上。

• 輕拍全臉和頸部。

3.保濕
健康肌膚的關鍵在

於 長 效 保 濕 。 每

天早晚爽膚後，接

著 使 用 可 以 補 充

和 維 持 肌 膚 水 分

的CELAVIVETM產

品。 

早上
清潔和爽膚後，使用水潤防曬乳液SPF 30 / PA++或水潤防曬

日霜SPF 30 / PA++
• 搖晃均勻，取適量於手上。

• 輕輕塗抹在全臉和頸部。

• 由內往外、由下往上輕推塗抹。

晚上
清潔和爽膚後，使用極緻賦活晚霜或極緻賦活晚安凝膠

• 搖晃均勻，取適量於手上。

• 輕輕塗抹在全臉和頸部。

• 由內往外、由下往上輕推塗抹

如果您是油性或混合性肌膚，請使用水潤防曬乳

液及極緻賦活晚安凝膠；如果是乾性或敏感性肌

膚，請使用水潤防曬日霜及極緻賦活晚霜。

提示
極緻賦活晚霜和極緻賦活晚安凝膠採用USANA獨

家的InCelligenCe®營養複合物，利用珍貴植物精華

來修復肌膚底層，能潤澤肌膚、平衡皮脂，重啟青

春肌膚的源頭。

深層保養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早上和晚上

清潔和爽膚後敷上面膜，在短短的20分鐘內即可緊緻、提

拉，並潤澤您的肌膚。每週使用2至3次，亦可視需要增加使

用頻率。

• 打開面膜並將其調整至適合您五官的位置。

• 20分鐘後拿掉面膜並將多餘的精華液以向上和向外的方式，按摩

至臉部和頸部完全吸收。

全效活膚精華
早上和晚上

清潔和爽膚後及保濕前使用，能促進肌膚新陳代謝，撫平細

紋並擺脫暗沉，讓肌膚看起來更年輕。

• 取適量全效活膚精華於手上。

• 以按摩方式由內往外、由下往上將精華液按摩滲入肌膚。

緊緻亮眼精華液
早上和晚上

在全效活膚精華後使用，能撫平眼部周圍細紋，使眼部亮麗。

• 於眼周處，以鋅合金按摩頭將適量緊緻亮眼精華液輕輕塗抹並按摩。

• 將剩餘精華液以無名指輕拍至吸收。

• 塗抹時避免用力拉扯肌膚。

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讓您的肌膚保持健康的外觀，但最重要的，
成功的護膚程序之關鍵是持續性。celavive

專家提示
將面膜中剩餘的精華液以輕輕按摩

的方式滲入肌膚裡，接著再使用全

效活膚精華和緊緻亮眼精華液。

若想要進一步護膚，可以使用USANA CELAVIVE®

深層修護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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