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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是否感受到周圍環繞著一股成功的氣息呢？是的，

USANA亞太區年會即將來臨 !對過去曾參加過亞

太區年會的您來說，這是一年一度一定要參加的活動。

如果您從未參與過亞太區年會，我向您保證，這絕對是

您不能錯過的一場盛會。 

亞太區年會不只是一場年會，而是給目標一致、相互扶

持的人，一個相聚的機會，互相分享成功的秘密，亦能

激發彼此的動力與能量，共同歡慶獲得的成功，您的人

生將因此有所改變。如果您希望在 2019年能有所成就，

USANA亞太區年會將能幫助您達成目標。當然，亞太

區年會能提供您在 USANA事業中所需的資源，但成功

經營 USANA事業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社群媒體」

是其中一項。利用社群媒體經營事業，亦稱為社群銷售

或社群分享，能夠幫助您拓展事業，並將 USANA分享

給世界各地的家人和朋友。

現今社群媒體在我們所擁有的溝通方式上，不論能力、

效率或影響力，都是數一數二的。您可以將社群媒體融

入 USANA產品的核心銷售策略中，這會是您邁向成功

的途徑。不過，在您對社群銷售還不熟悉的情況下，

這些聽起來都令人有些畏懼。別擔心，您可以參閱 The 

Hub樞紐站中，「分享 USANA媒體中心」的「基礎社

群銷售」，此篇文章將提供您建立個人社群媒體品牌的

基本步驟。

The Hub 樞紐站的「分享 USANA 媒體中心」，在您

持續與大家分享產品、創造強大的商機、成為更好的自

己之餘，為您提供許多有利的工具。現在就持續努力打

拼，我們在 USANA亞太區年會上見！

社群媒體

是您邁向成功的助攻平台

執行長 紀雲基

將社群媒體融入 USANA 產品的核心銷售策略中
這會是您邁向成功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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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橫軸人生改為縱軸人生

於 2018 年底晉陞為「執行二星鑽石董事」的韓得銘

及吳玟誼伉儷，因為接觸到 USANA 之後，改變以往

的生活。「我以前是經營傳統事業，一接觸到 USANA

之後，認為這是一個可以經營的事業！」加入 USANA

後，就決定全職經營，玟誼用傳統生意的角度來看待

USANA，讓她的選擇可以更多、更自由。

因為瞭解 USANA 在《NutriSearch 營養補充品比較

指南》的優秀表現，玟誼從一開始使用產品，並將

USANA 分享給她的家人，發現使用後幫助自己與家

人找回健康，認為只要是好的產品就是可以經營的事

業。「就像傳統事業一樣，任何工作都必須好好經營，

但與傳統事業不同的是，在 USANA 可以健康、快樂

地共同成長，享受豐盛人生的每一刻！」

USANA 影響的不只是玟誼的工作，也影響了她的整

個人生。「與傳統事業還有一個很大的差異點是，以

往的工作是橫軸人生，但加入 USANA 之後，則轉變

成縱軸人生。」橫軸人生為一般人常見的生活型態，

分為求學、工作、退休等不同階段平行進行。但加入

USANA後的縱軸人生，卻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時間，

不只同時學習也可以工作，還能享受自由的時間，體

驗一般人在工作中無法享受到的退休生活。

圓滿人生的幸福工作

「USANA讓我享受到幸福的人生，達成我很多夢想，

學習到很多以往想學卻沒有時間可以學習的事物，對

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改變！」玟誼以往的生活幾乎都

是工作，不只壓力很大、時間分配受限，也沒有足夠

的時間可以好好經營自己的生活。加入 USANA 後，

與一般人的生活不同，不只提高生活品質、建構被動

式收入，擁有更多時間可以陪伴她的家人。

USANA 影響了玟誼，她自己也影響了許多夥伴，就

連旅遊時也能吸引同團者的目光，引發他們對與眾不

同的得銘與玟誼的好奇心，進而想瞭解他們，間接擴

‧與團隊夥伴合影

‧與團隊夥伴合影‧與2位寶貝女兒合影

曾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擁有輔導股票上市經驗的吳玟誼，在社團朋友的介紹之下，與家人一同

分享 USANA，一起圓滿人生、幸福人生。

2002/12/13
加入USANA

2003/05/10
銀級董事

2007/02/17
紅寶石董事

2004/01/03
黃金董事

2007/12/08
翡翠董事

2012/04/28
一星鑽石董事

2018/12/01
執行二星鑽石董事

2018/11/23
執行一星鑽石董事

2009/12/26
鑽石董事

展了 USANA 的理念。「我的工作從被動轉為主動，

但收入卻由主動轉為被動，從別人看我的眼神中，我

總是希望可以為對方做些什麼？服務什麼？」這是

USANA帶給玟誼的另一個改變，服務別人也能讓她的

心更加滿足，分享幸福的事、圓滿大家的人生。

「USANA對我的人生有很大的轉變，是可以圓滿我人

生的最大機會點！」玟誼認為一定要先相信自己、相

信 USANA，每個人都一定能夢想成真。「也非常感謝

USANA行政團隊的資源，成為我們最佳的後盾，讓我

們可以全力衝刺；也感謝我們的團隊齊心合力，共同完

成設定的目標。」得銘及玟誼帶領夥伴們相信自己，一

起完成原本覺得不可能的任務，只要人生滿足了，任何

事情都不是難事，也就沒有無法達成的目標！

‧充滿自信的玟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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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05
加入USANA

2012/08/04
銀級董事

2013/07/13
黃金董事

2018/09/07
執行黃金董事

2018/12/08
紅寶石董事

USANA是一個改變我人生的平台，過去我是位專業護理師，十多年的臨床重症經歷，搶救

重症病患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但是幾年的 USANA事業印證，選擇比努力更重要，幫助

更多人預防疾病、免於痛苦讓我更有價值感。我的親朋好友都對我說，直銷難做。我慶幸

這個行業難做，因此最優秀的人才能在這一行成功，才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並能自主安排

我們的工作時間，平衡工作和生活。榮譽執行十一星鑽石董事 Steven Chen老師說學習是

累積的、經驗是累積的、成功也是累積的！只有克服了恐懼和別人的眼光才能成長！透過

不斷的學習，扎實基本功，精進自己。USANA事業才剛剛開始，紅寶石只是走向鑽石之路

的一個景點，讓我們緊跟老師的步伐，簡單相信，聽話照做，一起抓住第五波難得改變人

生的機遇。感恩華斯博士創建 USANA，給了我們這麼棒的平台，並且讓我們成為這世界上

最健康大家庭的一份子，感恩系統領導人榮譽執行十一星鑽石董事 Steven Chen老師及七

星鑽石董事Wendy Wu 老師創建易複製的系統。感恩我的推薦人創業者李惠媚，感恩系統

所有老師們一路的鼓勵和幫助，更感恩一路攜手同行信任我的夥伴們！

新晉陞紅寶石董事

陳燕華&張智聰

珍惜一輩子唯一的機會

感謝四年多前，遇見七星鑽石董事Wendy Wu，開啟人

生的新篇章；俗話說人生不怕重來，就怕沒有未來！在

過往我知道要好好工作，卻沒想過工作後會留下點什麼

給自己，給別人甚至是給社會。加入USANA後遇見榮

譽執行十一星鑽石董事Steven Chen，是他用不同的方

式引領我看懂USANA可倍增且無限的生意與商機，也

在學習過程中了解有才華的人不是能力差，而是欠缺一

個改變命運的機會，因此加入USANA越久，越珍惜自

己身為USANA大家庭的一份子，慶幸自己當時沒有盲

目拒絕這麼棒的事業機會。

用感恩心才會長久

做大事業的老闆都知道事業一定是要做長久，感恩我

的老師在我加入後的第一刻起就帶給我這個重要的觀

念，我們用這份心才能好好經營，感恩華斯博士創建

這麼好的公司及這麼好的健康家園理念，感恩一路走

來引領我的老師們，2019年我們必定用這份心，帶更

多想在USANA發光發熱的夥伴們一起走向成功，也要

用正確的觀念將健康的真諦傳到千家萬戶。

新晉陞翡翠董事 
鄭善欽&劉珮芳

2014/03/09
加入USANA

2014/08/23
銀級董事

2015/04/18
黃金董事

2017/09/09
紅寶石董事

2018/04/27
執行紅寶石董事

2018/12/08
翡翠董事

有才華的人不是能力差
而是欠缺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2018/03/28
加入USANA

2018/03/31
銀級董事

2018/04/21
黃金董事

2018/12/08
紅寶石董事

由於學生時期受到同學不當的影響，" 直銷 " 一直以來都不是我人生事業的選項，直到

USANA 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我才真正體會到直銷是一個可以幫助別人，也可以成就自己

的美好事業。感謝我的大哥紅寶石董事汪昌泰老師的推薦，讓我認識 USANA，而我自己

在看懂 USANA後，毅然決然地結束生意興隆的美容工作室。非常感謝自己，如果沒有當

時這份勇氣，就不會有現在生活如此自由的自己。經營 USANA沒有太多的技巧，就是堅

持著對公司、產品、制度及團隊的四信心，落實行動把 USANA融入在我的生活裡，真心

把這份美好的事業分享給與我有緣的人，就是持續分享、分享、再分享，如此而已。當然

總有不順利的地方，誠實面對自己很重要！不需要苛責自己，如實看見自己可以更好的地

方，修正就好！可以協助我們的人很多，尤其是團隊領導人！我們必須完全信任領導人，

取得友誼充分合作，這對經營 USANA事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感謝團隊夥伴的信任與合

作，也感謝 USANA台灣行政團隊的協助，紅寶石董事是我繼黃金董事之後又進一步的成

功階梯，我要再向許多成功領導人學習，繼續努力朝下一個成功階梯邁進！

新晉陞紅寶石董事

汪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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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隊夥伴合影 ‧達成2019亞太區進步成長之旅



黃金董事

廖英佐
2018/04/18 加入USANA       
2018/11/24 銀級董事
2018/12/15 黃金董事

這次能晉陞為黃金董事最想感謝的是帶領我進入 USANA的紅寶石董事
汪玟芬老師與紅寶石董事汪昌泰老師，在經營 USANA事業的路上走到
低潮時，總是會被老師發現，然後適時的給我鼓勵。在這條路上，除了

學到營養補充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老師總是給我們團隊很多心靈糧

食，然後以「愛」為出發點，也因為老師的教導，改善了我跟家人父母

的關係，我終於鼓起勇氣抱住爸爸說 :「謝謝您」，這是我覺得很棒的事，
還有謝謝團隊裡的銀級董事詹桂嵐以及每一位夥伴們 “你們是最棒的 “，
我們一起努力向前衝 !一起完成團隊的願景 !

林敏婷
2014/07/23 加入USANA       
2017/11/18 銀級董事
2018/12/01 黃金董事

首先要感謝引領我看見 USANA事業機會並且一路陪伴我成長的貴人，
執行二星鑽石董事韓得銘及吳玟誼伉儷。USANA產品找回我及家人的
健康，透過玟誼老師不離不棄的提攜及帶領我們不斷的學習、成長，在

USANA遇見了更美好的自己，同時也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夥伴。簡
單相信、順服團隊的領導，聽話照作、配合公司每一次的獎勵活動，與

團隊共同努力合作、設定目標，持續不斷地的分享華斯博士的願景及每

一份感動，相信我們都會在 USANA翻轉我們的人生並且完成夢想！

陳惠琴
2013/02/19 加入USANA       
2013/06/15 銀級董事
2018/12/01 黃金董事

首先要感謝的是執行二星鑽石董事韓得銘及吳玟誼伉儷、鑽石董事張艷

華及張劍青伉儷和黃金董事許嘉鴻的陪伴及帶領，還有支持我的家人

及 USANA 的夥伴，創業要成功一定要有貴人的幫助，所以團隊就是
我的貴人。2018 年初團隊已經設定好目標，所以在一年的訓練及目
標的執行，就配合著每日七件事跟著團隊目標前進，所以我們就做到

了。過程中，我也有害怕、也有不相信，我的腦子裡一直有聲音，究

竟是先相信我可以做到，還是先看見結果之後才相信。很高興因為落

實行動，讓我相信我可以的。因為這樣的淬煉，更可以用自己的經歷

過程，陪伴夥伴解決問題與創造價值。改變是唯一通往成功的捷徑，

成功之路並不擁擠，只是堅持的人太少，在此我要和大家共同勉勵，

我們大家一起堅持下去走向成功。

范鈺苑
2013/09/16 加入USANA       
2014/10/11 銀級董事
2018/12/01 黃金董事

感謝 USANA公司的產品讓我找回健康的身體，更感謝 USANA事業讓
我顛覆過去的思維，以前總認為創業開公司可以完成人生的夢想，沒想

到「店好人倒、店不好店倒」。在這裡只要真心分享、敞開心胸和團隊

合作及學習，這是一個「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工作環境，感謝有團

隊這個大家庭和 USANA台灣行政團隊的支援。現在最大的感觸是「沒
什麼比健康更重要」，在 USANA不只賺健康，附加價值是賺錢，還有
不斷提升自己。

2002/06/07
加入USANA

2002/11/09
銀級董事

2004/07/31
黃金董事

2018/02/16
執行黃金董事

2019/01/05
紅寶石董事

USANA事業是一個幸福又快樂的事業。相聚是一種幸福，分享是一種快樂。每
天約新舊朋友，跟老友、老同學相聚，與老同事見面喝杯咖啡、噓寒問暖，就

是一種幸福。USANA營養補充品在我身上有了明顯的健康效果。比10年前更年
輕、更有體力。談養生，我已經是一位身體力行的專家，感謝USANA華斯博士

卓越的營養保健品，每天吃每天分享，在每一個人身上產生不同凡響的效果。當新夥伴告

訴我，他們因找回健康而感到高興，或是家中長輩們因健康改善而喜悅時，我比他們更多

出了10倍的雀躍感，且內心不禁升起感恩華斯博士及所有研發團隊成員的感動，USANA
營養補充品，真的是家家戶戶的光明燈。USANA健康事業讓平凡的人可以成就不平凡的
事業。認真的人改變了自己；堅持的人改變了命運。USANA事業可以實現每一個人的夢
想，每個人都可以點亮自己，照亮更多更多的人。你會發覺，過去所有的得失經驗與起伏

經歷，都是為了迎接USANA事業做準備的。實踐您宏大的抱負，在USANA交出您人生事
業一張漂亮的成績單，更熱愛生命，享受豐盛的人生，成就一個財富、健康、家庭、人際

關係圓滿的事業。感謝USANA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及台灣行政團隊的指導、協助與
鼓勵，感謝系統的無私教導和傳承，感謝推薦人鑽石董事李成章，感謝所有共同奮鬥合作

的夥伴，這份成就和榮耀是屬於大家的。

新晉陞紅寶石董事

林憲昭

2011/06/02
加入USANA

2012/09/15
銀級董事

2013/09/21
黃金董事

2018/12/14
執行黃金董事

2018/12/29
紅寶石董事

母親於我 11 歲時離世，因此從小就經歷社會大學的洗禮，凡事要自己努力才能

有成果。自小缺乏雙親的教導，一路摸索至今能有一點小小的成果，都是靠著別

人的幫助，我不禁要感謝一切幫助過我的人事物。首先感謝我的信仰打開了我的

「眼界」，讓我用另一個角度看見世界的美好，建立價值觀。我懂得反省，知

道用更高的高度看事情，才能看到未來的樣子；願意妥協、包容，成就了經營

USANA 需要的重要特質！其次，感謝過去壽險業的經歷讓我懂得如何服務與人

深度交流，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進入 USANA是我人生的轉捩點，特別感謝我的恩師榮

譽執行十一星鑽石董事 Steven Chen及七星鑽石董事 Wendy Wu，他們教會我用企業家

的眼光看待事業。穩定健康的發展網路，瞭解經營事業的準則。我學了營養學、人際關係、

管理與領導，體悟到幫助別人成長就是幫助自己，將團隊的利益擺在前面，營造共榮共好

的成果。感謝團隊中所有的老師及我的夥伴們，特別感謝華斯博士創建了這麼好的產品與

制度，讓平凡的人也能有不平凡的未來。當然，還有我先生一路的陪伴、支持和幫助，甚

至努力學習，全心投入這個事業。如古語所說「夫妻同心，其利斷金」。要感謝的人太多，

就像文學家陳之藩所撰寫的《謝天》。讓所有 USANA的家人一起行善、行孝、助人，宏

揚華斯博士的理念！

新晉陞紅寶石董事

彭桂英&游枝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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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陞銀級董事

羅裕婷

劉傳賢

李建鋒

李姍穎

蘇郁婷

李素如

吳聖文

沈依陵

陳玫君

蔣叔芳

賴怡帆

陳昕云

陳致伶

陳詠欣

李銘茂 焦淑甄駱美吟

陳書嵐

李娟琛

王淑慧

趙永華&顏杏真

莊美娟 石紅君 Lan Shu Fen李廷杰 熊瑞玲 張玉城

全新創業套裝登場

NEW

全新外盒

獨立直銷商申請表
及協議書X10

產品自動訂貨單X10

產品訂貨單X10

USANA台灣全產品簡介X2
USANA藍色中片盒X1

四星期運轉

週期日曆卡X1

事業機會
手冊X1

成功直銷手冊X1

產品資訊X1

業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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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USANA 
台灣年會暨趨勢論壇

活動花絮

2019 USANA 台灣年會暨趨勢論壇於 2019 年 1 月 5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熱鬧展開，活動由亞太區執行副

總裁應肅正帶來精采的開場演說，並邀請極地探險家林義傑分享自身精采的冒險歷程，現場更有重量級演講

嘉賓：全球通訊長及行銷長 Dan Macuga，分享 USANA全球行銷策略與社群媒體的重要性。表揚更是一年一度

年會的重頭戲，活動中表揚了 2018 台灣成長進步前 25 強及 2018 台灣收入前十大，並恭賀國家願景獎得主 : 執

行二星鑽石董事韓得銘及吳玟誼伉儷與達成 2019 亞太區成長進步之旅的領導人。感謝各位領導人過去一年的努

力，相信 2019年您們將繼續引領 USANA台灣再創事業高峰。

期許夥伴們能永遠記住這一刻的熱情與感動，努力完成自己的目標，在 USANA 實踐您的夢想並創造非凡人生。

期待 2020的年會與您再相見！

全球通訊長及行銷長 Dan Macuga 全球董事局策略顧問 Deborah Woo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 應肅正 高階領導人與全球通訊長及行銷長Dan Macuga‧全球董事局策略顧問Deborah Woo‧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及區域副總裁金忠勳合影留念

執行二星鑽石董事 韓得銘&吳玟誼 榮獲國家願景獎

夥伴們於年會會場合影留念

極地探險家林義傑

2018台灣收入前十大

達成2019亞太區成長進步之旅 南非‧開普敦之領導人

BeMyself見證分享

「健康U你在」論壇

2018台灣成長進步前25強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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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
活動花絮

所
有 USANA家人們最期待的一年一度新春團拜，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給予在場新朋友

及家人們滿滿的祝褔，致贈祈福紅包並一一合影，而每位新朋友及家人們於入場時就能拿到添加香草營養餐

製作而成的小點心及遊戲賓果卡。營養師 Penny及 Eunice也為我們帶來「2019生肖健康運勢之趨吉開運對策」，

幫助大家找到適合的產品，讓每個人精力充沛一整年。

此次團拜我們一共抽出四位超級幸運的夥伴，獲得新加坡來回機票及亞太區年會門票各一張，活動最後在新朋

友及家人們的熱情歡呼之下，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特別加碼許多好禮，現場熱鬧滾滾嗨翻天且滿載而歸，

意味著今年每位 USANA 家人都能〝豬〞事大吉財運來！

亞太區執行副總裁應肅正現場發放開運紅包

USANA好運刮刮卡‧USANA香草營養餐特製鳳梨酥‧賓果遊戲卡

豬事大吉開運紅包

恭喜夥伴們獲得新加坡來回機票及亞太區年會門票

新春專題講座高雄場‧營養師Penny新春專題講座台北場‧營養師Eunice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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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事傳直銷產業，自由度高，是最大的特點，卻也是容易失敗的關鍵，因為自由的同時，是絕對的自律，爾

後才能真正獲得時間與財富的雙重自由！當你懂得自律、懂得享受這份事業帶來的最大自主後，還必須能

夠跟緊團隊腳步、追隨公司為夥伴們規劃的各項活動與晉陞節奏，才能確實掌握先機，邁向成功！

管理時間 積極作息
你自己或身邊親友一定曾這樣感嘆：「不需要上下班打卡、在自主的時間與空間裡，做喜歡的工作，多好！」但是

當有天你不再需要一早起床趕出門、趕車趕打卡後，還能維持正常作息嗎？還是跟自己說：先睡飽吧，睡飽才有精

神體力發展事業，睡到中午醒來發個呆、吃個午餐，下午再悠閒找家咖啡店看點資料傳些訊息後也差不多傍晚了。

上帝最公平的安排，就是給予每人一天同樣 24小時的時間。許多人會抱怨想做的事情很多，時間總是不夠用？！

認真想過一天中花多少時間工作及學習？浪費多少時間放空嗎？在你擁有這份可自由規劃每日行程的 USANA事業

後，你就是自己的老闆！除了扎實學習，更重要的是聰明管理時間並積極調整作息，因為不須打卡上班、跟主管報

備的工作，最常犯的錯誤就是先睡到自然醒，當天才規劃要做些什麼，若這樣日復一日，沒有明確目標和積極度，

是無法成功的。

很快的，2019 第二季已經展開，讓我們一起努力打拼，完成許多不可能，也幫助許多家庭能有機會翻轉人生！未來

的日子裡，將是更大的挑戰、更多的決心、更棒的拓展，以及更美好的實現，讓我們一起心手相連，信念與行動並行，

創造更精采的非凡版圖！

追隨，才能成功
自律，才能自由
追隨，才能成功
自律，才能自由

1716 

採用上班族的作息時間規劃每日行程。無論前一

天忙到多晚，隔天一早仍要在時間內讓自己進入

工作狀態，習慣成自然後，就能免去怠惰。

能帶來美麗的優質產品，是源自成分與製程的嚴

謹，了解USANA保養產品的特點及親自使用後，

才能完整感受、體會改變及真實分享。而人體需

要的營養，往往無法從日常食物中完整攝取，必

須額外補充，學習透過 USANA營養食品吃出健

康、補足所需，才能幫助自己與周遭親友。

正常作息 產品課程

手機和電腦是生產力工具，主要用來聯繫會員、

跟進會員，並隨時掌握最新訊息，須控制自己上

網及滑手機打發時間的陋習。

公司規劃的各種業務活動，是透過公司的齊全資

源與北中南全省動員，讓所有 USANA夥伴們能

夠借力使力，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組織成員，讓

你有機會大量入新人，便可一起踏實學習、落實

專業，為這份跨國事業奮戰到底。

該拜訪的行程、該跟進的人、該開發的方向，詳

載在行事曆上，才能精準規劃行程並管理組織。

也須學習提前審視當週行程，並提前備妥各項資

料。

USANA各項產品與事業機會，最原始的初衷是幫

助更多人美麗、健康、擁有財富自由，當然也包

括致力於各項公益活動，幫助弱勢族群、改善環

境整潔、並投入各種資源回饋社會，你的熱情參

與並發揮影響力號召更多人投入，便能有機會形

成良善循環。

提升專注力才能省下更多時間，發揮效率。運用

瑣碎時間，搭車時、等人時以及兩個行程中的空

檔，安排處理收發訊息等瑣事，極大化時間效能。

每位成功的傳銷領導人，背後都有一段令人感動

的故事，也有著刻骨銘心的奮鬥歷程，多聽多看，

能幫助你找出各項問題點，也能從中找到最適合

自己的經營方式。當你能夠開啟更多商務中心，

讓事業版圖不斷壯大，便可讓夥伴們一一實現夢

想，擁有更寬廣的人生路。

術業有專攻，關於傳銷事業的各種眉角，讓專業

人士幫助你快速瞭解、確實掌握要領。參加表揚

大會，除了聽到更多分享，同時鼓勵努力有成的

夥伴，也能讓自己沉浸在成功氛圍中，化作一股

無形的力量，繼續向前衝。

在經營過程中，除了努力學習，更要懂得積極不

心急，適度休息才能擁有充沛能量前進。只要比

別人更懂得管理時間，懂得自律作息，你就比其

他人更接近成功舞台！

善用3C

業務活動

規劃行程

各項公益發揮效率

成功分享

表揚大會

蓄積能量

5大自律力 5大跟隨力

培養專業 建立口碑

「有前景的地方，花足夠的時間，盡最大的努力！」這

就是 USANA事業機會存在的最大價值。同樣花 8小時，

別人是替老闆工作，你自身就是老闆，一切的學習努力、

拼搏的每一分一秒，都是為自己的事業扎穩根基。當你

能夠自律待己並且成為夥伴們的榜樣後，接下來是要跟

隨團隊的經營節奏，並緊緊抓住每一個公司的課程、會

議等活動，讓團隊及公司助你一臂之力，縮短摸索時間，

加速邁向成功！

1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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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社群媒體
增長您的事業

如果做得正確的話，社群媒體可說是最強而有力、效果最好

的溝通形式之一；那是每天顧客產生和分享他們對公司及產

品意見的地方。

什麼是社群銷售？

社群銷售是指通過社群網路（如臉書）發展有意義的人脈，

以作為銷售過程一種方式。社群媒體平台是尋找、連結、理

解和培養潛在顧客的好工具。不過這並不是真實的銷售行

為，而更多是關於您跟網路中的人分享和向他們推薦解決方

案。藉著創作和發布有意義的內容，以培養像您一樣對健康

和養生有興趣的顧客！

確保您的個人資料符合您希望吸引的顧客類型，創

作一個會出現在您所有貼文中的主題和個人品牌，

通過分享行業的相關內容並與您的粉絲互動，將自

己定位為專家。

配合顧客調整您的社群策略

1將下列三種方式
融入您的社群銷售

製作正確的內容2
一定要迎合您所使用各平台的內容，在一天中的高峰時間發布有

趣的圖像。您的貼文越多，就越有可能讓更多人看見。

顧客會被具有視覺效果的解決方案和產品所吸引。發布具有強烈

視覺效果的作品，將引發您的追蹤者有興趣深入瞭解。

請勿忘記
要求回應。如「告訴我您的想法」或「購買最喜愛的產品」這類

的短句，是幫助您的顧客知道接下來該採取什麼步驟的好方法。

3

您的網路越大，可以創造的人脈也越多。搜尋關鍵字或

主題標籤，來尋找正在討論健康與美麗的社團，然後開

始與他們進行互動。

擴展您的人脈

18 

行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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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銷售
的五大秘訣

1  
真誠分享您自己的故事和內容。

2 

別替產品打「廣告」，而應實際呈現您是如何使用它的。 

3 

定期發文並回覆留言，以建立穩定性。

4 

不要一直提到USANA。請謹記，您的粉絲相信您會給他們

解決方案，無論他們與您的事業是否相關。

5
請運用電子郵件或私訊等來進行大部分的對話，例如：說

明付款資訊與回答特定產品問題。

使用方法的教學

打開產品包裝的時刻

產品評論

用戶體驗

成功使用CELAVIVETM的最佳貼文

範例：

        臉書

為事業分享非常好的平台

通過評論、按讚和分享來吸引粉

絲

參與度最高的是週四和週五

發布頻率：每天一到兩次

臉書直播

讓您的網路在您談論最喜歡的產

品時，可以追蹤您

打開產品包裝盒的開箱影片是提

高與粉絲互動的絕佳方法

         INSTAGRAM

為拍攝、編輯和分享圖像內容，

簡單又有趣的方法 

通過主題標籤和具有在bio中直

接聯絡功能的「搜尋」選項輕鬆

搜尋內容

通過時尚的藝術圖片和有針對性

的行銷內容來吸引粉絲

發布頻率：每天一到兩次

Instagram貼文

展示CALAVIVE產品的各種使用方

法

在您的貼文中提供直接購買產品

的連結

            

             部落格

能藉由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資訊、

服務資訊及闡述它們如何影響您

的生活等，來吸引讀者的理想平

台

有助於建立信任感與聲譽

鼓勵打響個人品牌，同時也是共

享各種資訊的平台

發布頻率：每週一次

       
                      YOUTUBE

為影片分享的網站和應用程式，

非常適合觀看或分享一些說明影

片、商業廣告或產品廣告

製作播放清單和頻道來擴展您的

事業並可編排內容

吸收那些追蹤您頻道的訂閱者，

以及在您發布新內容時會收到通

知的人

發布頻率：每週一次

                     LINE

為傳送免費訊息、視訊通話或語

音通話的聊天應用程式

提供您一對一聊天及群組聊天功能

可以藉由「貼文串」與好友分享

您的近況或是瞭解好友的最新消

息

發布頻率：取決於用戶

LINE直播

藉由群組聊天室開Live直播，談

論您最喜歡的產品時，可以藉此

與您深入了解產品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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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三高「不傷心」

護「心」運動，從營養開始

女性      知識 • 均衡飲食 - 少油、少糖、少鹽

• 規律運動 - 每週運動5天，每次30分鐘 
• 體重控制

• 定期健檢 - 注意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

• 保持心情愉快　

女性健康「心」危機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17年女性心臟病死亡人數8,601人，

為女性的第二大死因。過更年期後，女性荷爾蒙（雌激素）分

泌缺乏，導致更年期障礙、自律神經失調，因而加速高血壓、

腦中風、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率。女性死於心臟疾

病的總數約為乳癌加子宮頸癌的4倍，是女性朋友不容忽視的

健康大敵。

飲食均衡，適量全穀類食物、天天蔬果579、適量植物性蛋白質與堅果，增加膳食纖維攝取。

• Omega-3 必需脂肪酸

魚油富含長鏈Omega-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EPA與DHA，可減少LDL（壞膽固醇）與三酸甘油酯，保護心

血管預防心臟病。

• 輔酶Q10 ( Coenzyme Q10 )
輔酶Q10是粒線體能量產生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營養素，同時也是一種強力抗氧化劑。心血管疾病與受損的

粒線體功能以及氧化壓力有關，輔酶Q10能改善心肌功能，減少氧化壓力，減少相關併發症。

• 足量維生素與礦物質

維生素C與維生素E可幫助抗氧化，補充維生素B群可降低血液中的同半胱胺酸水平，有助於預防中風。有

研究報告指出，缺乏維生素D時，會增加40％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鋅是抗氧化酵素的必要成分，硒可

以代謝脂質過氧化物，減少自由基的產生。足量鎂可預防高血壓、心血管疾病、腦中風等疾病。

• 多樣化植物營養素

研究發現綠茶多酚具有抑制血栓作用，可預防心血管疾病。植物營養素，如葡萄中的前花青素、薑黃的薑

黃素皆有抗氧化作用有助於循環代謝，減少氧化壓力；另外每天食用25公克大豆蛋白有助於降低罹患心

臟病的風險，而大豆中的異黃酮有益於血壓調節及保護更年期婦女心血管健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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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嫩保濕清爽組 

淨顏調理卸妝液 /水潤調理美顏露 /泡沫潔面乳
水潤防曬乳液 SPF 30 / PA++ /極緻賦活晚安凝膠 /全效活膚精華
緊緻亮眼精華液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2盒

產品編號：350.170310    優惠價：8,290   銷售額分數：112

清爽無負擔，適合油性或混合性肌膚

淨顏調理卸妝液 /水潤調理美顏露 /溫和潔面乳
水潤防曬日霜 SPF 30 / PA++ /極緻賦活晚霜 /全效活膚精華
緊緻亮眼精華液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2盒

產品編號：350.170301    優惠價：8,290   銷售額分數：112

滋潤不油膩，適合乾性或敏感性肌膚

極緻呵護滋潤組

全新套裝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