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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養肌」正是時候

揮別蕭瑟的秋冬，迎來充滿活力、陽光的春夏時光。準備好展現青春靚麗的自己了嗎？在此之前，讓我們來

做個自我檢測：

常常腰痠背痛？爬樓梯感到膝蓋不適？拿重物變得很吃力？走路時一下子就累了？照照鏡子，身形是不是

有點「走樣」呢？小心，你的肌肉量正在逐漸流失 ! 

隨著年齡增長，肌肉量會逐年減少。疏忽鍛鍊，流失速度就會越快。增加肌肉量的好處多多，可以提升新陳

代謝，有效燃燒熱量，幫助身材緊實窈窕，讓身體線條更美；肌肉越多，脂肪消耗越多，讓身體成為易瘦體質，

偶爾不小心吃多了，身形也不易走樣。

  除此之外，春暖花開時也是美白好時機！春日陽光雖然和煦，但也會使得黑色素蠢蠢欲動。想美白，要先

懂得「防患未然」，最重要的就是「防曬」！此外，春夏氣溫回升，加快水分流失，肌膚容易失去彈性而老化，

如何保持水嫩，也是維持美肌力的關鍵喔！

春夏「養肌」正是時候！透過簡單運動，搭配均衡飲食 (即適當補充優質蛋白質 ) 及適當運動，雙管齊下 , 

培養良好的肌肉耐力及維持體力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不論你幾歲，都可以開始培養肌肉耐力，打造抗老人生。

另外，淨白防曬，已經成為春夏的一門必修課程。淨白防曬要找對方法，才能擁有白皙透亮、水潤光滑的膚質。

本期精心策劃淨白防曬特輯，從平日的基礎保養下功夫，透過循序漸進的保養步驟，不讓紫外線有機可乘，為

肌膚帶來惱人問題。

想要增加肌肉、培養良好的肌肉耐力、提升美肌力嗎？答案都在本期雜誌裡，精彩內容，不容錯過 !

• 春夏「養肌」正是時候 !

• 正確飲食，保持年輕

• 春夏正是嫩白淨透好時機

• 蜜兒餐全球捐贈 突破 4億

刊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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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為了不一樣，   
而是你，為什麼要一樣？

從令人頭疼的少年阿飛，變成 NU SKIN如新大中華區域總裁，

范家輝以他不一樣的成長過程和人生經歷告訴你，

年輕時不要太早設限，夢想更不要別人來替你決定！

放膽做，
 就不怕錯

更多關於本書 

團訂專線：（02）2507-8627 ext.174 
客戶服務專線：（02）2662-0332
天下直營門市（書香花園）：（02）2506-1635

天下讀者俱樂部  www.facebook.com/cwbookclub
天下網路書店  www.cwbook.com.tw
天下雜誌出版部落格  blog.xuite.net/cwbook/blog

NU SKIN
Highlight

NU SKIN 於第五屆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獲
得獎項：（上）2015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
企業組別嘉許標誌、（下）2015香港傑出
企業公民獎－義工隊組別嘉許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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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愛走出去  泡泡龍澳門圓夢
2014年 NU SKIN 攜手泡泡龍十周年，40位病友

家庭出發前往澳門，每年的出遊也成為病友與家長的

心靈支柱，澳門旅程結束後帶給泡泡龍的不僅是無價

的回憶，更是帶領他們繼續向前的動力。

NU SKIN 每年的出遊陪伴豐富了泡泡龍的

生命色彩，更為他們畫出了夢想藍圖，讓他們更有

勇氣面對一切挑戰。NU SKIN 伴泡泡龍十周年只

是一個里程碑，未來的每一年 NU SKIN更要與

泡泡龍攜手向前，一起凝聚善的力量，用愛讓希望

茁壯，放飛夢想！

再奪殊榮  NU SKIN連續五年獲香港傑出
企業公民獎

NU SKIN連續五年獲得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主辦、公民教育委員會合辦及中國銀行 (香港 )贊助

的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嘉許。一如過往，NU SKIN

於企業組別及義工隊組別均獲嘉許，可見 NU SKIN

「善的力量」的出色表現屢獲肯定。 NU SKIN善的

力量基金會於1998年在美國成立，一直與夥伴秉承

「善的力量」之理念，鼓勵每人每日都發揮善的力量

以創造更多微笑。

持續成長，邁向永續  NU SKIN 獲評為
2014中國最具成長性企業 
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和國務院

國資委宣傳局指導，中國企業十大新聞評委會和

中國企業報集團共同主辦的「第十一屆中國企業

發展論壇暨第二十屆 2014中國企業十大新聞揭曉

儀式」中， NU SKIN等 30家企業被評為 2014年

度中國最具成長性企業。

NU SKIN 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暨大中華業務

支援及法規副總裁李潮東表示，此次獲獎是政府、

社會、企業界對 NU SKIN 的肯定。NU SKIN從

2003年正式進入中國以來，在華投資規模不斷擴大、

產品不斷創新、營業額不斷增長，獲得了豐厚社會

效益和經濟效益，實現了與地方經濟共贏發展、增

加了社會就業機會。

立足專業， 引領產業發展  台灣總裁姜惠琳
連任台灣直銷協會理事長

NU SKIN 大中華區域副總裁暨台灣總裁姜惠琳

Charlene再度以其專業與熱忱，獲得全體會員的

肯定，高票連任直銷協會第十三屆理事長！繼續帶領

直銷協會優質的會員公司一同努力，推動台灣直銷

環境的健全發展、再創產業經濟高峰！

Charlene在過往對於直銷產業環境健全發展的

努力，受到產業界企業的推崇與肯定，因此於 2012

年底獲選為台灣直銷協會理事長，2年來帶領公司

同仁與直銷協會以產業共好為使命，積極促進直銷

法令的修正、提升產業正面形象，並以身作則。

在致力於產業發展之餘，更不忘關懷弱勢兒童，

連續 2年偕同 NU SKIN台灣全體員工與直銷協會會

員響應喜憨兒基金會公益活動，由受過培訓的「喜憨

兒」製作健康營養餐盒，透過 NU SKIN 的認購，贈送

給偏鄉兒童，如同「善的力量」授人以漁的精神一致。

勵志好書，感動出版  大中華區域總裁
范家輝《放膽做，就不怕錯》

NU SKIN大中華區域總裁范家輝 Andrew首本

著作《放膽做，就不怕錯》，在大

家引頸期盼下，於 2014年 12月

24日於港台各大書店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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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好書，感動出版  大中華區域總裁
范家輝《放膽做，就不怕錯》

NU SKIN大中華區域總裁范家輝 Andrew首本

著作《放膽做，就不怕錯》，在大

家引頸期盼下，於 2014年 12月

24日於港台各大書店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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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知道肥胖很可怕，甚至想要擁有健康窈窕的身型，

但節食減肥早已被證實是不可靠的減重方式。

想擁有輕盈體態，就得從正確的營養補充、飲食觀與運動觀著手，

只要吃對了、動對了，做好體型管理一點也不難。

春夏「養肌」正是時候

肌
肉與脂肪的比例，是

維持良好體態很重要的

一環。當你吃太多又

缺乏運動，身體就會將多餘的熱量

轉變為脂肪，脂肪多了，身材當

然不會好看。

此外，脂肪組織可消耗的熱量

較少，而肌肉可以消耗的熱量較

多，因此肌肉可說是新陳代謝的

引擎。當體內肌肉較多時，可以

消耗更多的熱量，減少額外熱量

囤積。所以肌肉與脂肪的比例，

可說是體型管理的重要關鍵。

不正確的節食方式，再加上

不適當的運動，會使肌肉與脂肪

同時變少。一旦恢復正常飲食，

就更容易變胖了。於是胖了又減，

又失去更多肌肉，形成所謂的

『搖搖效應』，加重身體負擔。

改變「體組成」

就能改變基礎代謝率
減肥的過程中，「體組成」

的變化是最重要的一環，如果

只是管理體重的變化，使用不對

的減肥方法，雖然體重會下降，

但是這樣的減肥模式，只會讓我

們基礎代謝越減越慢，在這樣的

身體狀況下就會很容易復胖，

而且越來越難再瘦下來。

什麼是「體組成」呢？體重的

70%是水分，其他部分則是由瘦

體組織的重量和脂肪重量所組成

的；哪一個決定了基礎代謝率呢？

在相同體重的前提下，瘦體組織

越多，基礎代謝越快；瘦體組織

越少，則基礎代謝越慢。

瘦體組織包含骨骼、器官

和肌肉三大部分。成年之後，

瘦體組織中的骨骼與器官都不會

再變重了，因此，唯一可促進

基礎代謝率的，便只有增加肌肉。

也許你也曾有這樣的感覺，明明

自己的體重和十年前一模一樣，

但衣服卻已經穿不下了，這是

為什麼呢？簡單說，就是體組成

有了變化 (肌肉少了，脂肪多了 )，

以致影響外型。

體重

瘦體組織重量

骨骼

圖說：體重 ＝ 瘦體組織重量（主要包括骨骼，器官， 肌肉）＋ 脂肪重量（脂肪）

脂肪

器官

肌肉

脂肪重量

文章摘取 : 《吃出高中生的新陳代謝》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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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 脂肪

燃燒熱量多 (消耗 50卡路里 ) 燃燒熱量少 (消耗 10卡路里 )

體積較少 體積較大

身型緊實 身型鬆垮

易瘦體質 易胖體質肌 肉 
基礎代謝的引擎

胖

60公斤體重
18公斤的體脂肪
體脂率（30%）

需要 
1500Kcal／天

瘦

60公斤體重
13.2公斤的體脂肪
體脂率（22%）

需要 
1800Kcal／天

由 於 基 礎 代 謝 的 快 慢，

取決於瘦體組織的比例。因此

提升肌肉的比例，就能幫助我們

提高基礎代謝率，而這也是做好

健康管理其中一件重要的事。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減去的是

肌肉，即使體重下降，基礎代謝

率亦會跟著降低；但如果減去的

是脂肪但卻維持適當的肌肉量，

基礎代謝率就會變快，這才是

我們要的不復胖的好方法。

許多人在做體重和體型管理

時，經常面臨多方掙扎，例如，

「我很愛吃甜食，要我不吃，

真的是不可能⋯⋯」，是個人

偏好嗎？其實並不一定。

因 為 人 體 的 體 內 平 衡，

是 由 兩 套 系 統 所 控 制 的：

一是內分泌系統，也就是荷爾蒙

系統；另一個則是神經系統。

只要這兩套系統是健康平衡的，

你就能像小時候的健康狀態一樣，

吃得下、睡得好、記得住、排得

出，而不需要刻意找方法實現。

中學時候的你，即使晚晚

吃宵夜，對體重的影響也很小，

那是因為當時的新陳代謝速度快；

現在可就不同了，很容易吃一餐胖

一餐，而且很難再瘦回去。所以，

想做好體重和體型管理，讓自己有

窈窕的曲線，就一定要讓體內的

基礎代謝重回軌道，要加速基礎

代謝的方法，就是要提升肌肉的

比例。

體組成比體重的數字更為

重要，一般想要減肥的人，只要

減掉了一公斤就開心得不得了；

可是我們真正該在意的應該是，

這一公斤裡，到底有多少是脂肪？

寧願體重掉得慢一點，也要 100%

減在脂肪的部分，這才是對提升

代謝最好的減肥結果。因為減掉

脂肪，基礎代謝率才會提升；增加

肌肉，基礎代謝率會變得更快，

這才能得到不復胖、瘦得健康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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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養成肌肉
的關鍵營養

那 什 麼 才 是 優 質 的 蛋 白 質

來源呢？優質的蛋白質 (或稱為

完全蛋白質 )能提供人體所需

胺基酸。而其他蛋白質 (或稱為

不完全蛋白質 ) 則為蛋白質中缺少

或含有少量其中 1種或以上的

必需胺基酸。而劣質蛋白質就是

其食物成分含有高量脂肪。

如果我們選擇的食物，含有

大量蛋白質，但脂肪含量是其他

食物的十幾倍甚至幾十倍，長久

下來會有可能不胖嗎？與其吃

扣肉、五花肉，不如選瘦肉來吃。

懂得選擇適當的食物對體型管理

是非常重要。

食用黃豆製品的好處，還不只是

攝取優質蛋白質一項而已。黃豆

含有多元不飽和脂肪酸，有人體

必需脂肪酸和亞麻油酸，是非常好

的選擇。葷食者每餐除了蛋、魚、

肉一項外，一定還要攝取含豐富

植物性優質蛋白質的食物，例如，

黃豆、黑豆、毛豆類製品。

補充蛋白質  4大重點 :

重點 　  蛋白質分散在三餐吃，

比集中於一餐吃好。三餐均衡攝取

蛋白質能延長熱量燃燒的時間。

重 點　　 選 擇 脂 肪 量 少 的

蛋白質。肉類蛋白質往往會含有

較高的脂肪，所以要懂得選擇脂肪

含量少的肉類蛋白質如魚、蝦、

雞胸肉。

重點　　肉類蛋白和非肉類蛋白

要平均攝取。很多都市人飲食

會偏向吃肉類蛋白，而忽略非

肉類蛋白 - 如牛奶、大豆製品，

其實兩者都含有建立肌肉的重要

營養素胺基酸，因此在每餐記得要

平均攝取肉類蛋白和非肉類蛋白。

重 點　　 運 動 後 立 刻 補 充

蛋白質效果最好。研究發現，

完成中強度的訓練後一小時內

攝取蛋白質，可以在接下來數小時

中增加肌肉合成。 

別以為蛋白質只存在雞蛋裡面，

其實很多食材裡也含有優質

蛋白質。

平時我們又該如何透過日常飲食，

把身體肌肉量維持在良好比例？

除了攝取足夠分量的蛋白質之外，

還有幾個重點需要注意：

各種蛋白質食物來源

其他蛋白質來源

劣質高脂蛋白質來源

漢堡肉、香腸、煙肉、午餐肉、臘肉、肉鬆等加工製品

優質蛋白質來源

雞蛋、魚、雞肉、蝦、芝士、黃豆、豆漿、豆乾

1

2

3

4

文章摘取 :康健網站「養成肌肉力，3大關鍵營
養素」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
article.action?nid=69787&page=2

豆腐、蠔、蝦、蟹、蜆、章魚、墨魚、牛肉、豬肉、鴨肉、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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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中強度的訓練後一小時內

攝取蛋白質，可以在接下來數小時

中增加肌肉合成。 

別以為蛋白質只存在雞蛋裡面，

其實很多食材裡也含有優質

蛋白質。

平時我們又該如何透過日常飲食，

把身體肌肉量維持在良好比例？

除了攝取足夠分量的蛋白質之外，

還有幾個重點需要注意：

各種蛋白質食物來源

其他蛋白質來源

劣質高脂蛋白質來源

漢堡肉、香腸、煙肉、午餐肉、臘肉、肉鬆等加工製品

優質蛋白質來源

雞蛋、魚、雞肉、蝦、芝士、黃豆、豆漿、豆乾

1

2

3

4

文章摘取 :康健網站「養成肌肉力，3大關鍵營
養素」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
article.action?nid=69787&page=2

豆腐、蠔、蝦、蟹、蜆、章魚、墨魚、牛肉、豬肉、鴨肉、鵝肉

12 2013  nuskin.com.tw 13 

COVERStory
封面故事

COVERStory
封面故事12 13



平板俯臥撐
訓練部位 :核心肌群
提醒 :手肘的位置在肩膀下方，
腹部要用力，不能駝背

5
強化肌肉耐力的

7種運動

弓步
訓練部位 :下肢
提醒 :背要直，膝蓋不能
超過腳尖 

6 三頭肌撐體
訓練部位 :上肢
提醒 :手臂要微微夾緊，
以免手肘不自覺向外

擴張

7

（文章摘取 : 《吃出高中生的新陳代謝》一書；以及《康健雜誌》190期「7分鐘運動，真能燃脂 72小時」、康健網站「養成肌肉力，3大關鍵營養素」）

酵素活性，讓人有更多肌肉去燃燒

卡路里，提高身體的基礎代謝率；

只是它燃脂的時間點，主要發生

在運動結束後。 

許多研究指出，從事 20分鐘的

高強度間歇訓練，結束後 24小時

內消耗的熱量比持續性運動多，

因為間歇訓練使身體達到極限，

需要更多卡路里來恢復身體機能。

這便是「後燃效應」（after-burn 

effect），指身體從呼吸急促、

體溫高，回到緩和狀態而燃燒

熱量的現象，也就是當你休息了，

身體依舊在幫你燃燒熱量。

若以減肥為運動目的，不妨

結合無氧運動和有氧運動，在

急步走、慢跑或游泳之餘，每天

再 花 20 分 鐘 做 2 至 3 次 無 氧

運動，多管齊下，助益更大。多做

這類無氧運動有助維持或增加肌

肉質量，使身材結實，避免肌肉

隨年齡增長而流失。同時，建議

採用個人能承受最大能力的七至

九成來訓練自己，並持之以恆。

每 個 動 作 運 動 時 間 維 持

30 秒， 中 間 休 息 10 秒， 再 換

下一個動作。美國運動醫學會

建議，一天可因應自己個人能力

重複幾次，以 30分鐘為限。 

這 種「 動、 停、 動、 停 」

的型態，即為高強度間歇訓練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簡稱 HIIT），可說是非器材式

的肌肉耐力循環訓練。然而肌肉

耐力運動真的能達到燃脂效果

嗎？答案是肯定的。肌肉比脂肪

燃燒的熱量為多，而肌力運動的

效益，即為增加肌肉量與肌肉中的

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於《健康與適能期刊（Health 
& Fitness Journal）》中指出，只要一張椅子和一面牆，
即可做高強度訓練動作，如仰臥起坐、引體上升、

平板俯臥撐、弓步等無氧運動，即可達到鍛鍊肌肉、

提高胰島素敏感度等功效，且宣稱每個動作都經過

科學實證。

仰臥起坐
訓練部位 :核心肌群

無氧運動示範

踏櫈
訓練部位 :全身

掌上壓
訓練部位 :上肢
提醒 :如無法完成，可改用跪姿，肩膀放鬆，不要聳肩

無影櫈
訓練部位 :下肢
提醒 :膝蓋不要超過腳尖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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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答案是肯定的。肌肉比脂肪

燃燒的熱量為多，而肌力運動的

效益，即為增加肌肉量與肌肉中的

美國運動醫學會（ACSM）於《健康與適能期刊（Health 
& Fitness Journal）》中指出，只要一張椅子和一面牆，
即可做高強度訓練動作，如仰臥起坐、引體上升、

平板俯臥撐、弓步等無氧運動，即可達到鍛鍊肌肉、

提高胰島素敏感度等功效，且宣稱每個動作都經過

科學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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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節交替，陽光也多了

起來。淨白防曬，已經

成為春夏的一門必修

課程。淨白防曬要找對方法，才能

擁有白皙、透亮、水潤的膚質。

本期精心策劃了淨白防曬特輯，

不讓紫外線有機可乘，為肌膚帶

來傷害，出現斑點、膚色不均勻

以及黯沉等惱人的問題。

膚色變黑、暗沉，除了熬夜睡眠

不足、情緒壓力大、體內自由基過

多等因素外，紫外線是主要原因。

然而很多人在努力保養的同時，卻

忽略了防曬，長期下來就會發現，

保養沒成效，斑點瑕疵逐漸產生。

所以，除了正確選擇適合自己肌膚

的保養品，還要做好完整的防曬

護理，才能擁有水潤透亮的完美

膚質。

春天正是嫩白天

想要從內到外白皙透亮，就要

從平日的基礎保養下功夫。透過

循序漸進的保養步驟，讓你徹底

變身為令人稱羨的嫩白美人。

春天來到萬物復甦，肌膚也開始換季的工作，

淨白保養任務從此時展開。春天做好淨白，夏天做好防曬，

才能盡情享受豔陽，讓自己水嫩白皙的度過春夏。

春夏正是
嫩白淨透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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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浴了一天的陽光之後，進行臉部的深層清潔
是美白的首要工作。必須先把臉上的殘妝、
髒污與老廢角質層都洗凈，再塗上嫩白保養品，
才能讓皮膚更易吸收保養成分。洗臉時先擠出
適量的潔面產品，於
手掌加水搓揉起泡
後，利用畫圈的方式，
輕柔地按摩臉部肌膚，
最後用清水沖洗乾淨，
輕鬆洗出淨白肌膚。

瀅白三效潔面乳 
100ml 
售價：265元

創造水嫩白肌，精華素一定不能少。精華素
含專利配方 Brightex™，不但具有抑制黑色素
合成的功效，還可以滋養肌膚，為了嫩白美麗
的肌膚，這個投資可是萬萬不能慳。
以適量精華素均勻塗抹於全臉與頸部肌膚，
最後利用手指指腹輕拍，幫助精華成分更快為
肌膚吸收。針對特別斑點或膚色不均勻的部位，
可以重複塗抹，以淡化斑點，創造均勻膚色。

瀅白三效精華素 
30ml 售價：495元

可作為日常淨白保養使用，能改善膚色不均及
暗沉，亦可在曬後作保養，讓曬後肌膚及時補充
保濕成分與充分的營養。使用淨白面膜，感覺
肌膚宛若進行過一場 SPA的護膚享受，強化淨
白的完美效果，給肌膚完整的嫩白修護。

瀅白三效晶潤面膜 
每盒 8片 售價：480元

回到家後，完成卸妝清潔後，可重複白天的
基礎保養步驟，不過晚上則應該使用晚霜幫助
您在睡夢中深層滋養黯況肌膚，喚醒肌膚的
光彩和活力。
以適量晚霜均勻塗抹全臉，可配搭簡單按摩
技巧，幫助滋潤度高的晚霜更快被肌膚吸收。

瀅白三效修護霜
30ml 售價：355元

STEP 1 

深層清潔
STEP 4 

加強淨白
STEP 2 

保濕調理
STEP 5STEP 3 

深度潤澤

洗臉 清除嫩白障礙物 精華素 肌膚淨白特快車 日間乳液 淨白保養同時防曬面膜 為肌膚注入滿滿亮白 夜間晚霜 睡眠黃金期修護肌膚
清潔之後使用爽膚水，有肋紓緩肌膚，幫助
促進肌膚表面的老化黯沉細胞的代謝，使肌膚
在淨白的同時更具透亮感。
洗臉後將爽膚水倒在化妝棉上，大約 5元
硬幣大小的量，輕拍於面部和頸部，可有助於
減少皮膚表面沉澱的色素，防止色斑�動，
展現明亮白皙的動人光采。

瀅白三效爽膚水 
125ml 售價：265元

爽膚水 溫和褪去暗沉

淨白防護 潤白修護
日間 晚間

春夏嫩白必勝  保養公式
瀅白三效保養系列以先進的成分與科技，保養您的皮膚。其中 含有兩種獨特天然植物複合成分—Brightex®

白特麗和 Fairtrex®白萃皙，可嫩白肌膚並保持均勻明亮的膚色， 使肌膚白皙均勻，自然綻放亮麗光彩。

或

想要鎖住剛剛擦上的精華淨白成分，千萬要
記得塗抹乳液這項步驟。以適量乳液均勻塗抹
全臉，提供肌膚充分的滋潤與保濕；含有抗 UV
防曬成分的乳液，可阻斷日間各種活化黑色素
的連鎖反應，防禦紫外線的侵害，進而提升
肌膚的明亮度。
白天完成潤膚步驟之後，取適量潤膚乳均勻
塗抹於臉部與頸部肌膚。

瀅白三效潤膚乳
75ml 售價：3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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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沉，亦可在曬後作保養，讓曬後肌膚及時補充
保濕成分與充分的營養。使用淨白面膜，感覺
肌膚宛若進行過一場 SPA的護膚享受，強化淨
白的完美效果，給肌膚完整的嫩白修護。

瀅白三效晶潤面膜 
每盒 8片 售價：480元

回到家後，完成卸妝清潔後，可重複白天的
基礎保養步驟，不過晚上則應該使用晚霜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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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天天氣陰晴不定，防曬可根據陽光強弱，選擇塗上
對嗎？  

 正解：不論四季、不分陰晴，每天都應該做好防曬工作。

2 撐傘，就不用塗抹防曬乳；塗抹了防曬乳，就不用撐傘？
  正解：塗防曬品之外，還需要採取防曬對策，才能有效
隔離紫外線。室外的紫外線非常強烈，出門時需記得

攜帶太陽傘。

3 春天太陽不猛烈，僅於出門前才塗抹防曬品便可？
  正解：早上起床，做好基礎保養的同時，就該做防曬，
要提前做，讓防曬品能被肌膚充分地吸收，而非出門

前才做。

4 只塗抹一次防曬乳，一整天都可安心？
  正解：只塗抹一次，防曬乳早就被汗水和油脂帶走了；
如能夠 2∼ 3小時補塗一次防曬乳是最好的，即使
做不到，一天之內至少也得多塗抹一次。

1、適當的系數

很多人在購買防曬產品時，總

以為防曬系數愈高愈好，其實防曬

系數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仍須依照

個人膚質、活動情況及流汗狀況

等來考量。

2、適合的膚質
選用防曬品必須小心引起

皮膚過敏現象。在使用新產品

前，最好先在手背或手臂內側或

耳根處試塗，待沒有出現過敏反應

後才使用，而敏感膚質者更應儘

量選擇溫和的成分與配方，試用

無誤後再進行全臉防曬的動作。

曬特麗抗曬系列
Sunright® 多重防護，呵護備至

保濕、修復、抗老化，三效合一

3、適合的時間

塗抹防曬品最好不要臨出門前

才塗抹，因為防曬品需要一定時間

才能被肌膚吸收。所以，出門前

10∼ 20分鐘就應塗上防曬品，於

抵達海灘前 30分鐘就應將防曬品

塗抹好。掌握適合的時間，才能

提高防曬效果。

4、足夠的塗抹量
防曬品塗抹量要足夠才可達

至防曬效果，所以塗抹的量是否

足夠十分重要。將防曬乳倒在手

上，份量約為十元硬幣的大小，

分別點於額頭、鼻翼、兩頰及下

巴五點，由內向外將防曬乳均勻

抹開，對於鼻翼、臉頰等容易出

汗的位置，可以塗上兩層防曬乳，

做最周全的保護。

全方位的防曬，可說是春夏美白

大計的基礎；防曬做得不好，再好

的美白保養品也無法發揮作用。

所以從今天起，把最基礎的防曬

工作，按步驟仔細做好，才能擁有

亮麗白皙的肌膚。

不可不知的 4大防曬須知： 

為日曬前及日曬後的肌膚

提供更好的呵護，防止肌膚

因日曬產生老化、皺紋

等不良影響。獨特成分

SeaLastin™ 海 藻 複 合

精華物能在防曬同時進行

保濕，修護肌膚。

1.曬特麗 35號抗曬露
    100g 售價 170元
2.曬特麗蘆薈啫喱
    100g 售價 130元

3.曬特麗抗曬潤唇膏
    4.2g 售價 65元

1

2

3

春夏防曬對策考考您

別讓美白做白工
春夏之際，烈日驕陽容易破壞了人們美白的努力，因此防曬是頭等大事。

此時，你需要的就是一組合適的防曬產品，並按正確步驟使用。

如何做好完整防曬工作 ?小小防曬新知，您不可不知。

豔夏要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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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夏空氣比較潮濕，皮膚

可以很容易從空氣中

獲得一些水分，但並

不能因此忽略補水。另外，轉季

時皮膚屏障容易受到細菌感染，

因此，在春夏的季節裡，適當使用

保養品是非常重要的。

冬去春來，氣溫的回升，使原本收縮的肌膚逐漸擴張。

皮膚對日漸增強的日光照射重新適應，在這天氣變化大的季節裡，

皮膚變得非常不穩定，很容易讓老化有機可乘。

春夏抗引力！
打造緊緻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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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NTI-Aging
抗衰老話題

抗老、緊緻、防禦
改寫肌膚命運
想徹底解決皮膚鬆弛和老化的現象，必須從根本

上與肌膚緊緻有關的關鍵因素著手，才能有效

改善肌膚的質素，進而恢復緊緻肌膚。

全方位抗氧化屏障，不讓老化有機可乘

最佳的肌膚抗老策略，除了增加肌膚彈力，仍須加入更完整的防禦網絡。

「ageLOC®活顏倍彈源液」以三重修護，為呵護保養肌膚重重把關，讓您時刻擁有年輕緊緻肌膚。

① Tegreen97® 茶綠精華
  能有效修護陽光對肌膚的
傷害，維護肌膚及健康。

② 無色類胡蘿蔔素
  對抗有害物質，保護肌
膚免受外界環境的侵害，

提供肌膚第一道防線的

保護，並保護 CoQ10 強
化其功效。

③ 維生素 C
  幫助肌膚修護，同時
協助膠原蛋白合成。

④ 維生素 E
  老化的天敵，發揮中
和有害物質的作用，

同時 保護 CoQ10，
防止皮膚提早老化。

⑤ CoQ10
  抗氧化的王牌 CoQ10能在
細胞內，發揮抗老化及提供

肌膚修護時所需能量。

⑥ 月見草油
  能幫助肌膚進行修護回復
健康，並維持肌膚的光澤。

徹底地改變一般人對老化的

看法。尤其針對皮膚抗老化的

問題，NU SKIN 利用其獨有的

ageLOC® 科技，同時結合幫助

拒絕春夏老化，再造緊緻飽滿

「NU SKIN 長久以來專注

於 研 發 抗 衰 老 產 品， 經 由

ageLOC® 科技研發，提供全面

及先進的抗老化方案，相信能

肌膚緊緻的有效成分 Ethocyn / 

ETHONCYN® ( 易 色 新 )， 給 您

一個抗氧化成分形成的抗氧化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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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者都表示只要使用「ageLOC®活顏倍

彈源液」1 週，就能感覺到肌膚變年輕了；
有超過 30% 的測試者表示
感覺年輕 3 歲甚至更多。

三重修護，緊緻彈力加倍擁有

26 ANTI-Aging
抗衰老話題

實際產品效果會因個人情況而有所不同。此實驗為
NU SKIN 如新集團委託美國獨立研究機構執行。

53%

3%

14%

9%
9%

12%

一歲

七歲

五歲

三歲

四歲

二歲

  抗老力

第1重：ageLOC® 組分（組成成分）

經 NU SKIN 如新全球科研

顧問團研究開發，引入獨特的

ageLOC® 抗衰老科技，直擊老

化根源，回復肌膚彈力，留住青

春容顏。另外，輔以易色新以及

抗氧化屏障，更能幫助緊緻肌膚、

強化肌膚防禦力，同時抵禦外在

老化侵害，鎖住青春活力，重現

緊緻光采。

  緊緻力

第 2重：Ethocyn 易色新 

Ethocyn 易 色 新 成 分 經 由

長時間及高科技之研究，並經

過多項複雜合成步驟製成，能

幫助緊緻肌膚，重現青春彈力，

使眼周、頸部、下巴與下顎等

每處肌膚更加精緻美麗。搭配

ageLOC® 抗衰老科技，能直擊

老化根源，展現青春容顏，幫助

改善老化痕跡。

  防禦力

第 3重：抗氧化屏障，

   強化肌膚防禦力

抗氧化屏障由 Tēgreen97® 茶綠

精華、無色類胡蘿蔔素、維生素C、

維生素 E、CoQ10 等抗老成分共同

組成，協同保護皮膚。例如， 

CoQ10和維生素 E協同作用，可使

肌膚獲得極佳呵護。

Ethocyn
易色新

使肌膚緊緻之

抗衰老成分。

抗氧化屏障，強化
肌膚防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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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要一週!
實現青春美肌

為什麼三重修護能讓臉部肌膚

看起來更緊緻、更年輕呢？

因為它們可針對皮膚緊緻及彈力

全方位守護，使肌膚免受侵害，

獲得極佳呵護，回復年輕彈性，

重拾青春活力。

抗老

緊緻 防禦

*2012/5~2012/8針對 34位測試者測試結果
Thomas J. Stephens & Associates, Inc.

* Ethocyn®易色新為 BCS之注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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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CHILDREN'S SMILES!!

用甚麼來慶祝三十歲的 NU SKIN 如新集團呢？
是累積更多善行，幫助更多受飢孩童有機會改善營養

不良的問題，有學校可上，有未來可以夢想。

「受飢兒滋養計劃」推出 12年來，
已經累積捐贈超過 4億份蜜兒餐，
這個數字代表了希望，

更是 NU SKIN 如新集團繼續成長的力量。

蜜兒餐
全球捐贈
突破  億！

在
NU SKIN如新集團成立

三十週年的歡慶時刻，

更宣布了一項好消息；

那就是創辦至今 12年的「受飢兒

滋養計劃」，截至 2014年 12月，

全球已累積捐贈超過 4億份蜜兒

餐，用以改善與緩解全世界兒童

營養不良的問題。

2002年，「受飢兒滋養計劃」

開始啟動，透過這一份創新的

社會公益活動， NU SKIN 如新

集團的事業經營夥伴以及長長

服務團隊，將富含多種營養成分

的蜜兒餐，贈與合作的慈善機構，

再透過這些機構，於全球 30多個

國家中發放給有需要的受飢孩童。

愛心滿「億」 
創造更多微笑

「『受飢兒滋養計劃』在全球

已經累積捐贈超過 4億份蜜兒餐，

這個數字，為成立三十週年的

NU SKIN如新集團豎立了新的

里程碑。」 NU SKIN 如新集團

董事會主席暨受飢兒滋養計劃

執行總監倫兆勳表示， NU SKIN 

如新集團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

在全世界凝聚一股善的力量；而

4億份蜜兒餐，這一個新里程碑，

則展現 NU SKIN 的事業經營夥伴

以及長長服務團隊的慷慨與和善。

「在此，我想向所有捐贈蜜兒餐，

幫助改善全球兒童營養不良問題

的愛心人士，表達最誠摯的

謝意。」他感激地說。

受飢兒滋養計劃，

創新的社會公益模式

2002 年，NU SKIN 如 新 集 團

推出「受飢兒滋養計劃」，主要

目的在於緩解全球日益嚴重的兒童

飢餓和營養不良問題。這項創新的

社會公益活動，採用成功的商業

模式，為全世界需要滋養的受飢

兒童，持續提供營養豐富的食物。

該專案的執行過程是，首先

研發一種富含營養的食物—

蜜兒餐，然後鼓勵 NU SKIN 如新

集團的事業經營夥伴和長長服務

團隊，購買並捐贈給專門發放物資

的非牟利慈善機構，以緩解全球

兒童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

蜜兒餐，不只是溫飽更是溫暖
不同於一般食物，蜜兒餐是一種經過專家設計，營養豐富的食物，主要

目的在於解決飢餓與營養不良兒童的身體發展所需，所以特別與第三

世界國家兒童營養專家合作，將可以幫助兒童腦部發育、皮膚健康生長

以及免疫系統所必需的營養素，如維生素、礦物質、均衡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脂肪、纖維素以及脂肪酸等等，融合在一包蜜兒餐當中。

同時，為滿足馬拉威和中國大陸對蜜兒餐的需求， NU SKIN 如新集團
分別於這兩個地區設立了蜜兒餐工廠，透過工廠提供就業機會，並在當

地採購加工所需原物料，以促進當地民生與經濟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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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小幫手 :「師傅，有甚麼我可以幫忙的嗎？」

1月 7 日，義工團隊來到

荊州市沙市區特殊教育

學校，和該校視障部與

聽障部的孩子一起玩遊戲、包蜜

兒餐餃子，一同享用以蜜兒餐

製作的美味午餐。活動開始之前

的破冰活動，拉近了愛心義工和

孩子的距離，有的孩子自始至終

都緊緊拉著身邊義工的大手，像

有說不完的話。

「包餃子」活動則掀起了整場

活動的高潮，所有人被分成 4組，

在主持人的一聲令下，開始包餃子

和創意擺盤比賽，大手攜小手，

不出 10分鐘，各具創意的蜜兒餐

餃子就端上桌了。為感謝夥伴對

蜜兒餐的慷慨捐贈，學校師生還

特別準備了自行研製的蜜兒餐粥

和蜜兒餐小肉丸，獻給愛心義工

品嚐。

鄭州的夥伴則持續接力，在 1月

就在全球蜜兒餐捐贈總數突破 4億份的此刻， 
2015年才開始，一連四場的蜜兒餐義工活動便馬不停蹄的展開了。 
來自全國各地的夥伴，來到蜜兒餐受贈學校， 
讓孩子幼小的心靈感受到來自 NU SKIN義工的融融暖意。

愛心送餐 
溫暖受飢兒的心

14日來到鄭州康園聽力言語康復

中心，陪伴正在接受言語康復訓練

的小朋友，度過一個溫馨的上午。

由於孩子都是四到六歲的幼兒，

與他們互動時，愛心義工都情不

自禁地用起了娃娃音，動作也變

得格外輕柔，一起包餃子時，更

像是一場流露著濃濃溫情的親子

互動。義工更看到自己平日裡捐贈

的蜜兒餐，被妥善地安放和保管，

每天有那麼多可愛的孩子，受到蜜

兒餐的滋養，真正體會到了參與

「受飢兒滋養計劃」的意義所在。

樂善匯義工的愛心陪伴
1月 22日，銀川的愛心義工來

到「愛佑和康兒童康復中心」，和

聽力障礙、肢體障礙與語言障礙

的孩子一起遊戲、表演節目、包

蜜兒餐餃子。

只見義工帶著孩子一起揉麵、

擀餃子皮、包餃子，短短時間，

一盤盤造型各異的餃子便大功

告成。義工也精心準備了各種節目

和遊戲，舞蹈《小蘋果》帶來全場

熱舞，孩子紛紛加入，將現場氣氛

推向了高潮；情景短劇《拔蘿蔔》，

義工扮演老爺爺、老嫲嫲，還拿起

掃帚當拐棍，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告

訴孩子「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1 月 27 日，北京的愛心義工

持續接力，來到北京漂亮媽媽康復

中心，為這些「散落在人間的

天使」獻上溫暖與陪伴。在各種

遊戲中，義工和孩子進行了非常

親密的互動，包餃子吃餃子活動

更是歡樂融融。康復中心的孩子

大都為三到六歲的聾啞兒童，雖然

無法進行正常的語言交流，但每

一個輕柔的動作都融入了孩子對

義工的信任。一個聽障小朋友吃

餃子時，甚至一直把自己盤子裡

的餃子撥給陪伴他的義工，大人

的心都被融化了。 

活動結束後，義工在工作人員的

帶領下，參觀了康復中心的蜜兒餐

儲藏室。看到自己捐贈的蜜兒餐

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更感受到

需要幫助的孩子，在蜜兒餐的滋養

下茁壯成長，愛心義工捐贈蜜兒餐

的決心更加堅定了，「受飢兒滋養

計劃」的意義，也在此刻得到最

真實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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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格外輕柔，一起包餃子時，更

像是一場流露著濃濃溫情的親子

互動。義工更看到自己平日裡捐贈

的蜜兒餐，被妥善地安放和保管，

每天有那麼多可愛的孩子，受到蜜

兒餐的滋養，真正體會到了參與

「受飢兒滋養計劃」的意義所在。

樂善匯義工的愛心陪伴
1月 22日，銀川的愛心義工來

到「愛佑和康兒童康復中心」，和

聽力障礙、肢體障礙與語言障礙

的孩子一起遊戲、表演節目、包

蜜兒餐餃子。

只見義工帶著孩子一起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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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盤造型各異的餃子便大功

告成。義工也精心準備了各種節目

和遊戲，舞蹈《小蘋果》帶來全場

熱舞，孩子紛紛加入，將現場氣氛

推向了高潮；情景短劇《拔蘿蔔》，

義工扮演老爺爺、老嫲嫲，還拿起

掃帚當拐棍，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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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北京的愛心義工

持續接力，來到北京漂亮媽媽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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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獻上溫暖與陪伴。在各種

遊戲中，義工和孩子進行了非常

親密的互動，包餃子吃餃子活動

更是歡樂融融。康復中心的孩子

大都為三到六歲的聾啞兒童，雖然

無法進行正常的語言交流，但每

一個輕柔的動作都融入了孩子對

義工的信任。一個聽障小朋友吃

餃子時，甚至一直把自己盤子裡

的餃子撥給陪伴他的義工，大人

的心都被融化了。 

活動結束後，義工在工作人員的

帶領下，參觀了康復中心的蜜兒餐

儲藏室。看到自己捐贈的蜜兒餐

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更感受到

需要幫助的孩子，在蜜兒餐的滋養

下茁壯成長，愛心義工捐贈蜜兒餐

的決心更加堅定了，「受飢兒滋養

計劃」的意義，也在此刻得到最

真實的詮釋。



FORCE FOR Good
善的力量32

▲ 蜜兒餐笑口棗出爐了！孩子吃得很開心！

樂善匯，行善者的平台
「NU SKIN 大中華樂善匯」成立於 2014年，
是為 NU SKIN 大中華義工夥伴所搭建的一個
行善平台。「樂善匯」這個名字，取自於司馬遷

《史記樂書》：「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

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樂善」二字，代表了每一位 NU SKIN事業經
營夥伴和長長服務團隊的成員，都樂於身體力行「善的力量」；因為行善

不僅能給予受助者安慰，同時也可在行善過程中，得到付出的感動與快樂。

「樂善匯」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凝聚  NU SKIN 的義工夥伴，形成一股
善的力量，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截止 2014年 12月底為止，已累計
義工16,568人次，幫助與陪伴了36,469位受助者，奉獻服務時間達到
69,215.5小時。

蜜兒餐廚神大賽 溫情滿桌

湖南平江教育局的食堂裡，一場

烹飪界「武林高手」間的比拼正在

火熱進行。而這些「大廚」，是來自

當地十所蜜兒餐供應學校的校長和

老師；手中的食材則是每天為山裡

孩子滿足溫飽、提供必需營養的

蜜兒餐。

為了參加這次比賽，有的廚師早上

不到六點就動身，趕了三個小時的

山路。 向評審介紹自己的作品時，

廚師顯得有些局促，甚至還需要工作

人員幫忙把方言翻譯成普通話，但

他們對孩子的心意，都融在這一道道

看似平常的「功夫菜」裡。

簡陋破舊的教室、坑窪不平的

操場，九眼小學的愛心食堂卻十分

明亮整潔；十來平方米的兩間小屋

內，擺放著電炒鍋、蒸飯機、冰箱等

現代化廚房用具，貨架上整整齊齊

地排列著一周食材。「有了蜜兒餐

和愛心廚房，真的幫了我們大忙」，

校長興致勃勃地介紹。100多人的

學校，以前靠土灶燒柴火，現在用電

燒水燒飯，省錢又乾淨，一學期可以

省下 8,000人民幣，平均每個孩子

節省 80人民幣的伙食費。

山區教育資源短缺，方圓數十

里只一所學校，孩子每天天沒亮就

要出發，走上一個多小時，往往來

不及吃早餐。此時一頓熱乎乎的

蜜兒粥，能讓孩子不餓肚子，專

心上午的功課；對於營養不良的

孩子，則是增加營養的重要機會。

一位名叫小苗柳的女孩，總是把

右手緊緊藏在背後，因為在她四歲

時，被精神失常的父親一口咬斷

了右手拇指，而母親也因不堪忍

受生活重負，拋下幼女離家遠去。

雖然缺乏父母關愛，幸好小苗柳

還有爺爺嫲嫲；但是就在去年，

爺爺突遭車禍去世，全家的重擔

都落在年近七旬的嫲嫲身上，除

了照顧孫女和生活不能自理的

兒子外，還要下田耕種，一家人

的口糧、小苗柳的學費和兒子的

醫藥費，全靠微薄的收入。

站在四面透風、天花板露著

房樑的堂屋內，嫲嫲含著眼淚

說，等小苗柳小學畢業，就再沒

能力供她繼續讀書了，聽到這

裡，義工忍不住內心一陣抽痛。

在中國廣大的貧困山區，有著

許多的小苗柳需要幫助，政府

援助只是杯水車薪，惟願社會

各界伸出援手，讓愛心不斷匯聚，

滴涓可以成河。

個人所能給予的有限，但如果每

一個微小的自己，都能貢獻出一份

小小的善意，就能形成扭轉命運、

改變世界的力量，而這善的力量，

如同涓涓細流，永遠也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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