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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家庭知識、技能和希望
2017年6月15日，三十多個家庭穿
過走廊，慶祝獲得家庭自立農業學
校（SAFI）授予的學歷證書。畢業
生、孩子和賓客們共同起舞，以祝
賀畢業以及他們擁有光明的未來。
參與活動的人們說，最令人開心的
便是，看著這些畢業生就能從他們
的眼睛裡看見希望。Paige Riffle,
一位來自美國的團隊精英說：“聽
著他們去上家庭自立農業學校之前的故事，再看著他們畢業後的樣子，非常鼓舞人心。
他們中的許多人，過去沒有足夠的食物來餵養孩子。現在，卻知道了怎麼增加收成，前
途一片光明。”
兩年來在課程中所學習的技能，對畢業生和村裡人的生活產生了立竿見影的影響。在過
去的十年間，家庭自立農業學校這一項目一直在幫助家庭學習重要的農業技術，幫助提
高年作物產量。許多家庭在食物富餘時，將食物與鄰居分享，或者出售以賺取孩子上學
的學費。

善的力量日
每年6月，如新為慶祝善的力量日，在全世界超過20個國家的社區完成慈善項
目，以幫助有需要的兒童。如新始終堅持成為一支善的力量，為被疾病、失學、
貧困困擾的生活帶來一份希望。該項目的詳細內容請閱讀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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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要點
2017年4月至6月
「 NU SKIN 如新中華兒童心臟
病基金」和東南亞兒童心臟病基
金會，為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
提供了超過400次心臟病手術。

韓國 NU SKIN 如新於韓國慶尚
道怡高小學建立了第19個如新希

為家庭挖井
根據2015年的馬拉威人口和健康調查，將近 50% 的馬拉威的

望圖書館。新圖書館藏有超過
1000本書籍以鼓勵學生們閱讀學
習。

家庭需要走超過30分鐘的路程才能到達最近的水源，往往還必
須排隊等待。如新的韓國事業經營夥伴發現了這一問題，迅速

挖井（取水口），並配有手動操作泵。
最近，日本 NU SKIN 如新微笑
圖書館向岩手縣的陸前高田和大
在過去12月中，如新已安裝了11個裝有水泵的鑽井，使超過

船渡市額外捐贈了25,000本書，

5000人獲得改善的水源和衛生設施。同時還改善了兒童的健

通過教育給孩子們帶來希望。在

康狀況，減少了學齡兒童的缺勤。

過去的五年間，已有超過1,300
萬本書籍以及書架、文具捐贈給
了需要幫助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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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加拿大 — 加拿大 NU SKIN 如新的
員工們提高了對於遺傳性表皮分解
性水皰症（EB）的關注，於劍橋蝴

美國

為殘疾兒童募捐玩具、食物、禮物及愛心
捐款。

蝶保護館開展了一年一度的善之蝴

荷蘭 — 荷蘭 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募

蝶日，關懷病友家庭。

集了玩具，並寄送給東歐的孤兒們。

美國—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與

俄羅斯 — 俄羅斯 NU SKIN 如新的員工

猶他州聯合勸募協會以及當地學校

們花了一整天時間，在霍季科沃寄宿學校

進行合作，為兒童暑期項目捐贈了

除草、種樹和粉刷路沿。

10,000套返校包和超過200套學習
套裝。員工還在附近的街道種植灌
木並粉刷了電話亭，美化了周邊環
境。

歐洲、中東及非洲
俄羅斯

匈牙利 — 匈牙利 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

比利時—比利時 NU SKIN 如新的
員工們向一個專注於幫助需照顧的

南非 — 南非 NU SKIN 如新為 Kids
Haven 孤兒院裡超過 150 個孤兒舉辦了
一場慈善活動—— Kids Haven 達人秀。
門票銷售所得全部捐予孤兒院。此項活動
包括孤兒院的孩子們的表演, 曾經在Kids
Haven生活的一名孤兒帶來的勵志成功故
事和一場藝術拍賣。

兒童的非牟利組織 Moeders voor

此外，歐洲、中東及非洲地區的所有 NU

Moeders，捐贈了嬰兒推車、幼兒

SKIN 如新的員工都聯合起來，通過每一

椅、床單、枕頭、毯子、衛生用品、 公里的跑步、步行或騎行，為非牟利組織
毛巾和學校用品等物品。

進行募捐。

丹麥 — 丹麥 NU SKIN 如新的員工
們為孩子們提供了繪畫課程和運動
會，還協助了醫院的快樂小丑項目，
給孩子們帶來了輕鬆愉快的氣氛。
泰國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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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地區
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 — 六月，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參加了瓶罐回收活
動。收集來的瓶子將被回收環保再利用
重新。

臺灣

日本

學校用具，還與慈善組織Aksi Cepat
Tanggap (ACT)合作，向博愛餐車項
目提供了1250份套餐。食物分給了孤
兒及貧困家庭的孩子們。

臺灣 — 在伊甸基金會，超過100名如

馬來西亞 — 馬來西亞 NU SKIN 如新

新員工、事業經營夥伴和其他志願者，

的員工們將帶領IJNF 和港怡醫院的孩

與智力障礙兒童一起閱讀，度過了美好

子們參觀國家汽油科研中心，通過互動

的時光。

式方法學習科學和技術。

北亞

菲律賓 — 菲律賓 NU SKIN 如新的員工

日本 — 日本 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

助貧困兒童。員工們陪孩子玩了一整天

為Kits for Kids項目提供了超過2000套

遊戲，給孩子們帶來了歡樂並一起享用

文具，並將它們送到受日本東部大地震

了午餐。

影響的小學。雇員還打包了基本的食品

新加坡 — 新加坡 NU SKIN 如新的事

包，向100多個寄養家庭和兒童福利機

業經營夥伴和員工們向竹腳婦幼醫院的

構中的大約7000名兒童提供援助。

患病兒童捐贈了500份文具、玩具、食

們向兒童基金會捐贈了學校用品，以幫

物和飲水套裝。
韓國 — 韓國 NU SKIN 如新的40位員
工們為貧困少女提供了將近2000份女
印尼

用衛生箱。

東南亞/太平洋

泰國 — 泰國 NU SKIN 如新的事業經營
夥伴和員工們連續五年來，為50多名患
有心臟病的兒童提供手偶等手工製品，
開展藝術治療項目。
越南 — 越南 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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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 印尼 NU SKIN 如新的員工們

向100名患有心臟病或其他疾病住院病

為幼稚園需要幫助的兒童捐贈了250套

童送去了禮物。

受飢兒滋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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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偉大的夢想
Emma今年8歲，和她的父母、兩個兄弟姐妹和祖母一同居住
在薩爾瓦多的一間小房子裡。最近，生活過得挺不容易。她
的父親在努力尋找一份固定工作，有時不能賺取足夠的食物，
因此Emma和家裡人常常挨餓。

受飢兒滋養計劃
2017年4月至6月/分配總量：
目的地

份數

馬拉威
中國
索馬里
肯亞
尚比亞
海地
秘魯

累計數量：
最近，艾瑪加入了兒童餵養計劃。此計劃由受飢兒滋養計劃
的慈善合作夥伴希望護航 （Convoy of Hope）提供。艾瑪
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她現在在學校可以享用蜜兒餐
（VitalMeal）。蜜兒餐不僅能使她吃飽，還減輕了她家庭的
一些經濟壓力。
艾瑪未來有個偉大的夢想。她說：“我想成為一名護士，這
樣我就可以幫助其他人。”由於蜜兒餐捐助者的這一份善意，
艾瑪可以對未來懷揣夢想，並相信她能實現。
請繼續購買蜜兒餐並捐贈，以幫助更多像艾瑪一樣的孩子。

NU SKIN 如新是一家經營個人保養品和營養補充品的企業，並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US）上市。受飢兒滋養計劃是由如新集團發起並在美國一些州以合資企
業的形式進行登記的計劃。在該計劃中，NU SKIN 如新的事業經營夥伴、員工和顧客從 NU SKIN 如新購買蜜兒餐並將所購買的蜜兒餐捐贈給慈善機構，從
而幫助解決滋養營養不良兒童的世界難題。NU SKIN 如新的蜜兒餐價格包含生產成本、一般間接費用、分銷成本及銷售成本。與 NU SKIN 如新其他產品一
樣，每售出一包蜜兒餐，NU SKIN 如新的事業經營夥伴會因此獲得獎金，NU SKIN 如新則會從中獲得利潤，但此利潤幾乎低於如新任何其他產品的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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