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U SKIN 如新2019年度

可持續發展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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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執行長寄語
在 Nu Skin，我們的使命是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善的力量。一直以來，我們都在
這個使命驅動下積極回饋社會、幫助人們提高生活品質。我們為付出的努力感到
驕傲，將持續並竭盡所能地做得更多更好。

2019年，我們宣佈了更積極的可持續發展新承諾，希望能再邁進一步。我們幫助
成立了猶他州可持續發展聯盟，讓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團隊和舉措也提升到了一個
新的高度。在可持續包裝、原料透明化和變廢為寶方面不斷進步，將可持續發展
納入核心流程。透過對人才、產品、地球三大重點領域的關注，我們希望能積極
開發創新方案，持續改善對環境的影響。非常驕傲地告訴大家，因為這一年的卓
越表現，Nu Skin 榮獲《猶他州商業雜誌》評選的“2019綠色環保企業獎”，以及表
彰倫理及環境責任和環保行動的“2019國際社群奉獻獎”。

從提出創新的6S品質措施以保護我們脆弱的環境，到投資節水減碳的先進科技
和綠色建築，可持續發展一直是我們致力推動的方向。

希望您加入我們，將想法付諸行動，一起發揮善的力量，為地球美好的明天盡一
份力。

謹啟

伍瑞德
Nu Skin 如新集團
首席執行長

3



引言

認識 NU SKIN 

每個於 Nu Skin 的人都明白，我們的決定所帶來
的影響已經遠超過業務層面，因此我們需要認真
看待每一次的選擇。以下是我們近期為可持續發
展所做的努力，加入我們，一起改善未來。

Nu Skin 創立於1984年，是一家深耕於個人保養品和營養補充品領域的跨國性直銷企業，
擁有超過200種高品質的抗衰老產品。Nu Skin 業務遍及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及太平
洋等地區。2019年，Nu Skin 全球營收24.2億美元。

Nu Skin 總部位於美國猶他州普羅沃市，員工超過1500名，在全球擁有超過100萬名顧
客。2019年，美國 Nu Skin 如新善的力量基金會與慈善合作夥伴攜手，共捐款1030萬美
元，用以幫助全世界的兒童提高生活品質。自2002年起，Nu Skin 及其事業經營夥伴、顧
客及員工透過受飢兒滋養計劃，累計購買並捐贈超過6.5億份蜜兒餐，援助世界各地遭受
飢餓及營養不良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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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2019
建立一套產品對環境
影響的評分系統

2030
更換所有產品包裝，
實現可回收、可循
環、可重複利用、可
精簡、可再生

2020
提高熱銷前20名產品對
環境影響的評分 

2023
提高所有產品對環境影響
的評分

全產品100%獲棕櫚油可
持續發展圓桌會議(RSPO)
的質量平衡認證

可持續發展承諾總覽 
地球
建立零廢棄物場所全球網絡。

2019年普羅沃全球總部垃圾減少30%，回收利用率提升12%。

人才

將半數美國 Nu Skin 如新善的力量基金會款項投資在為地球環境提供重要資源的
組織和個人 。



產品

產品品質、安全和可持續性 

確保產品安全、優質、符合道德準則，是 Nu Skin 企業責任的核心並貫穿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
我們深知成功的產品不僅影響公司的長遠發展，而良心且負責任的生產過程，將對更廣大的權
益關係者產生積極影響。

看看我們是怎麼做的：

6*圖片只供參考



6S 品質措施

為了最大程度地保證產品的安全和品質，我們不斷提升產品開發和製造過程的標準，對每個
步驟進行品質、效果和安全性的嚴格監控，確保最終的成品在任何時候都能達到最高標準並
符合法規要求。確保產品品質始終如一的關鍵就是我們的6S品質措施。整個品質管理流程包
含一系列嚴謹且高度整合的環節，需要進行多層級科學驗證，並對每個細節嚴密把關。Nu 
Skin 各部門通力合作，堅守對 Nu Skin 品質始終如一的承諾。

選題 

• 只選擇功效性、實驗性和安全性均符合標準的原料
• 與全球專家及原料供應商合作，考量原料的歷史性和創新性
• 找出產品所需的獨特成分

來源

• 從產量、品質和關鍵成分的濃度等方面對原料來源進行科學評估
• 確保產品品質以及原料在配方中的實用性，即時監控原料在實際使用中的穩定

性

規格

• 挑選安全的成分和高品質的原料加入產品配方
• 設定產品規格，以此作為原料、活性成分以及成品的審核基準
• 即時分析確保產品所含活性成分、生產過程和產品品質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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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 

• 原料滿足穩定性規格後才能投入生產
• 專家團隊透過不懈努力使產品標準化，保證產品中有效成分達到足夠濃度
• 成品經過嚴格的檢測，符合產品規格要求，才能對外銷售

安全

• 堅持對產品安全的高標準要求，潛心研究現有科學文獻資料，嚴格遵守相關
產品安全標準

• 對個人保養品和營養補充品分別進行專門檢驗，如微生物實驗、重金屬分
析，以及刺激性和過敏反應等，將“安全”滲透落實到6S品質措施的每個步驟

• 請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產品安全標準實驗，以確認結論的有效性

實證

• 嚴格依據實驗研究結果和科學文獻資料確保產品和成分安全有效
• 針對其中關鍵產品進行臨床實驗以確定產品和成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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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安全 

為符合內部安全標準和法規要求，我們設定了產品和原材料中有關危險化學品的規格限
制，並進行實驗驗證以符合標準。我們即時瞭解相關行業資訊、政府法規和消費者關心的
化學製品訊息。我們訂定了限制成分表，作為現有和未來產品配方的指引標準。同時，在
產品生產週期評估中，我們計畫仔細檢查每個步驟對環境的影響並記錄結果。

Nu Skin 品質標準要求所有人員——包括正式或派遣員工，學習並嚴格遵守質控流程，以確
保產品安全並營造更加健康的工作環境。Nu Skin 是美國個人保養產品協會（PCPC）會
員。Nu Skin 分析實驗室通過ISO 17025認證，部分生產設施具備ISO 9001和ISO 22000認
證。我們的生產過程遵守GMP標準。



原料透明化

遵循“薈萃優質，純然無瑕”的產品理念，Nu Skin 始終堅持為產品找到更好的原料，
這就是我們與眾不同的優異之處。自1984年起，Nu Skin 便使用天然成分並運用創新
科技，生產出非常優質的個人保養品。

Nu Skin 產品創新的核心之一是致力於找到擁有獨特的抗衰老、個人保養和營養效果
的天然成分。包括由皮膚科醫生和各專業領域傑出科學家組成的 Nu Skin 抗衰老科
研顧問團，以及我們的科研機構合作夥伴，共同支持實現我們的產品理念。

我們的產品專家透過公開發佈產品資訊單頁（PIPs），提供真實準確的產品描述，
清晰指導消費者正確使用。確保所有市場宣稱都與產品相關、有實證並有經驗證的
效果和科研資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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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實驗

Nu Skin 主張以道德和人道方式對待動物，並保護人類健康和安全。除法律和監管機構
要求外，Nu Skin 不會自行或請他方在動物身上進行化妝品實驗。我們透過志願者小組
臨床試驗做產品評測，確保有效性和安全性。Nu Skin 營養補充品需食用到體內，因此
有些政府監管機構可能會要求動物實驗，以保證人體安全和產品功效。當必須進行動物
實驗時，我們會盡一切努力，兼顧人道主義和政府規定。

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2019年，建立一套產品對環境影響的評分系統。每件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內
對環境的影響都將接受分析和評估。

現在我們熱銷的前20名產品中，95%已經應用了這套評分系統，提前達成了
2020年目標。

今後所有通過環境影響評分系統評估的產品都會加上可持續發展標誌，敬請
留意。

可持續包裝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所有產品的生命週期評估，涵蓋從開始到結束的每個階段。生命
週期評估將幫助我們做出重大且可持續的變革，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的目標
是透過創新包裝來減少對環境的影響，這也是產品生命週期評估的重要一環。

事實上，我們已經承諾，在2030年之前更換所有產品包裝，實現可回收、可循環、
可重複利用、可精簡、可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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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建立一套我們的產品對環

境影響的評分系統

2020
改善熱銷前20名產品對

環境影響的評分

2023 2030
更換所有產品包裝，實現
可回收、可循環、可重複
利用、可精簡、可再生 

改善所有產品對環境影響的評分
全產品100%獲棕櫚油可持續發展

圓桌會議 (RSPO) 的質量平衡認證



供應商關係

作為 Nu Skin 品質承諾的一部分，我們優先選擇與在可持續發展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供應商
合作，堅決反對和禁止販賣人口、使用童工、奴役苦力，也希望合作夥伴和供應商同樣做
到。Nu Skin 承諾遵守所有適用的勞動法，包括英國現代奴隸法。

我們進行了可持續發展調研，對原料和包材供應商進行廢品管理、健康和安全培訓、認
證、可持續業務實踐、供應鏈政策等各項資料獲取。截至目前，已完成250多個供應商的資
料收集。

Nu Skin 的多家棕櫚油供應商均持有或正在申領棕櫚油可持續發展圓桌會議（RSPO）認
證。 Nu Skin 正積極評估棕櫚油的採購，計畫更換非RSPO認證原料，並在所有新產品中只
採用經RSPO認證的原料。

供應商Elevate和 Wasatch Labs在整個運營過程中實踐創新的可持續發展方法。Elevate的回
收計劃和電子用水監測，以及Wasatch的屋頂太陽能農場和首創無紙化製造計劃，都體現出 
Nu Skin 的供應商以“可持續發展”為優先的理念。我們也在努力確保所有紙板的來源符合可
持續發展理念，並獲得森林管理評價委員會（FSC）認證。FSC旨在提倡以友善環境、有利
社會和經濟可行的方式管理全世界的森林資源。如果您看到FSC標誌，就說明該包裝沒有
對森林資源造成破壞。

12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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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Skin 責任感文化
要成為一家可持續發展的公司，最重要的是珍惜我們最寶貴的資源之一 ——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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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健康文化

Nu Skin 建立起專屬的企業文化“如新之道”。這一全球性的架構定義了我們對所有員工行為的期
望，描述了塑造企業文化的理想行為，是我們在 Nu Skin 一切行動的基礎。

Nu You 全球績效發展項目和Best You健康項目是 Nu Skin 重視員工的體現。這些專案鼓勵員工
學習應對安全問題、參加軟體運用輔導課程、接受領導力培訓，同時開展年度體檢，接受個人
健康指導，參加健身課程，定期參與健康挑戰賽。Nu Skin 希望員工在數位化時代中能夠與時俱
進，並學習如何改善自己對環境的影響。

Nu Skin 重視員工在工作中的感受，建立系統化的流程提升員工體驗。我們邀請員工參與季度調
研，收集體驗回饋。之後員工可與主管面談，討論調研情況，選定一個有改進空間的領域，共
同努力完善。這一流程會在每季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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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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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Skin 致力於營造一個開放、坦誠溝通的工作環境，這是我們的期望。

我們努力為所有員工提供安全且受尊重的工作環境，嚴禁騷擾、霸淩、偏見、種族主義、性別
歧視和不專業的行為。在全球人力資源團隊的領導下，Nu Skin 訂定新的長期評估指標，並正
式執行季度員工回饋機制。此外，我們也會定期舉行主管和員工的一對一會談，以闡明優先事
項，聆聽員工意見，辨識並解決工作中的障礙，討論員工發展。這些定期討論和年度績效談話
將有助於營造開放和持續回饋的文化。

2020年，全球多元化及包容性負責人上任，建立了跨職能的多元化及包容性團隊。其戰略包括
領導力發展、健康的工作環境和無意識偏見培訓、人才招募、薪酬福利、社區服務、業務發
展、公司文化及安全的數位化環境。

Nu Skin 嚴禁一切對個人種族、膚色、年齡、性別、性別認同、宗教、民族、種族或國籍、血
統、婚姻狀況、退役及被解除兵役、性取向、身心障礙等應被合理接受的情形或其它由法律定
義的歧視。如果發現某人行為違反該政策，我們將採取行動確保問題妥善處理。2019年，我們
採取額外措施，收集少數群體資訊、增加領導力機遇、改善溝通方式，確保所有人的權益得到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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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調對責任和道德文化的重視，我們採取了以下措施：

o 行為準則
- 行為準則在財務、人際關係和社區事務上都設立了嚴格的道德行為標準，所
有員工必須接受行為準則培訓並簽字。公司定期舉辦全球性的培訓，並持續
跟進員工參與情況。

o 健康職場和培訓制度

o Best You 健康項目
- 目的在透過健康檢查和預防專案、積極的教育和健康指導，及有意義的激勵
機制，提升員工身體、情緒、智力和財務健康。

o 舉報制度

o 現代奴隸法
- Nu Skin 合規辦公室提供反貪腐指引和定期培訓

o 多元化及包容性戰略
- 包括全球多元化及包容性負責人，及跨職能的多元化及包容性團隊。



榮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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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群奉獻獎（倫理及環境責任和環保行動）
該獎項在全球評選，頒發給無私奉獻、透過改變商
業模式惠及所在社區的傑出企業。Nu Skin 在過去
一年中全面開展可持續發展行動，包括在全球大會
中的多個場館實行能源平衡，宣佈多項新承諾並追
蹤進展，在全球總部採取特別舉措減少浪費。

2019 年度綠色環保企業獎
該獎項表彰在猶他州付出巨大努力保護環境的本土
企業及個人。Nu Skin 榮獲社會責任類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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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社區關懷計劃
以人為本是 Nu Skin 事業的核心，也是善的力量的根基。我們一直在探索回饋社會和協助
全球社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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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基金會

面對貧困與環保的雙重難題，美國 Nu Skin 善的力量基金會與海洋基金會聯手，提
出獨特的解決之道。透過與當地島民合作，海洋基金會幫助他們學習保護海洋棲息
地的方法，同時興建學校、社區中心、供水系統和保健診所，改善島上孩子們的生
活。25年來，海洋基金會保護了134萬英畝海洋棲息地。僅在2019年，在美國 Nu Skin 
善的力量基金會的資助下，海洋基金會保護了10,252英畝的棲息地，提供了一套淨水
供應系統，籌款興建魚類補給區，並幫助建立社區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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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希望”專案

希望之井

2019年，在馬拉威的小村莊，美國 Nu Skin 善的力量基金會
出資開鑿29口水井，為周圍社區提供清潔用水。

果樹為體質虛弱的兒童提供營養所需，增加家庭收入，
從而改善他們的人生。2019年，“播種希望”項目種植超
過46,104棵果樹，影響了馬拉威4個區、11,526戶家
庭、57,630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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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自立農業學校

家庭自立農業學校拓展專案

家庭自立農業學校拓展專案與美國 Nu Skin 善的力
量基金會合作，透過培訓政府農業工作者，以便
今後更好地指導當地家庭和社區。2019年，家庭

自立農業學校拓展項目培訓了超過1,813位
學員，傳授他們實現自給自足的方法。專案成立

至今，總共培訓7,598人。

在美國 Nu Skin 善的力量基金會的資助下，
馬拉威的農民家庭獲得了在家庭自立
農業學校（SAFI）學習農業和營養相關知
識的最佳實踐機會。自2007年至今，已有
337戶馬拉威家庭通過 SAFI 實現自給自
足。2019年，又有34戶家庭從 SAFI 學校畢
業。

23



地球
Nu Skin 正在改善世界
我們堅信無論身在何處，減少我們的碳足跡都至關重要。每天有無數噸廢棄物進入垃
圾掩埋場，導致碳排放持續增加，解決這個問題已刻不容緩。在不斷提供您愛用產品
的同時，我們也盡力對環境產生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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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廢棄物場所 
我們致力於建立零廢棄物場所全球網絡。無論身在何處，我們都透過企劃合作、謹慎
的廢棄物管理和創新技術，努力減少廢物丟棄。以下為2019年行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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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2019年，Nu Skin 全球總部垃圾減少30%，資源回收提高12%，這將幫助我們實現建
立零廢棄物*場所全球網絡的終極目標。我們已經和猶他州唯一一家回收所有類型
塑膠的公司達成合作意向，進一步提升循環利用率。Nu Skin 發起玻璃回收計劃，
鼓勵事業經營夥伴將產品玻璃空瓶交回總部園區回收，並可兌換產品積分。全球許
多地區市場的體驗中心已將所有一次性紙袋替換成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

紙張使用
2019年，我們的辦公紙張消耗減少15%。這是透過減少會議用紙、選擇安全列印選
項、減少印表機數量等措施實現的。我們已和Les Olsen公司合作，回收所有廢棄油
墨和墨盒。

湯匙餐廳
現在，Nu Skin 全球總部“湯匙”餐廳（The Spoon）所用材料，超過90%都是可重複
使用或可回收的。餐廳工作人員會將所有外賣紙盒洗淨回收，餐廳也為用餐員工設
置了回收點。

*零廢棄物的定義由零廢棄國際聯盟制定



可持續活動
在兩年一次的全球盛會 Nu Skin L!VE期間，我們設定了兩
項大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現在非常激動地告訴大家，
目標已經達成！

1. 承諾活動實現100%能源平衡：我們率先在猶他州使
用太陽能可再生能源信用額度，抵銷主場館以外的
碳排放共計153噸；

2. 承諾從垃圾掩埋場轉化75%的活動廢棄物，我們也做
到了！

來看看我們的成果吧！

我們還邀請活動參加者一起
創作象徵可持續發展的彩色
玻璃樹，代表我們承諾成為
負責任的地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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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碳足跡

LEED 認證
Nu Skin全球總部和大中華創新總部園區，及其它6個全球分公司建築均榮獲LEED
金獎認證。

LED 照明
我們在普羅沃物流中心安裝了帶有自動感測器的LED照明，並持續改善機械系統效
率，以節省能耗。2019年全球創新中心電力用量減少3.15%，辦公樓電力用量減少
5.65%。

物流
Nu Skin的物流合作夥伴也同樣重視可持續發展，並勇於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從二氧化碳
排放量看，海運是最清潔的運輸方式。Nu Skin 美國市場至少90%出口貿易都用海運。

如果不使用船運，我們就選擇清潔貨車運輸。美國加州空氣資源委員會（CARB）柴油發
動機要求中規定：在2023年前，重型卡車和汽車均需使用至少2010年後生產的新款發動
機。Nu Skin 美國市場99%貨運都嚴格遵守這一規定。

Nu Skin 持續跟進物流合作夥伴通過ISO 14001的認證情況，同時也對參與美國國家環保局
（EPA）智慧交通專案（SmartWay program），幫助公司提升運力的運輸合作夥伴，以及
符合加州碳排放規定的所有美國貨車公司保持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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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u Skin，我們始終以良好的全球公民標準來要求自己，我們深知長遠的發展離不
開每一天、每一個業務環節的可持續發展決策和行動。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我們必
須從現在開始，實踐承諾、守護地球，採取更多可持續發展舉措。透過強化我們的策
略、遵循我們的承諾及目標，我們正在持續宣揚責任感文化，深化我們對人們和地球
環境的承諾。

您願意加入我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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