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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今日·

超越时空的爱！

5

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午后，奶奶坐在梳妆台
前拿出了装着白色粉末的四方盒子，盒子
上印着白皙漂亮的女孩图案。

盒子装着传统白色粉底，这是奶奶每天
洗澡后的指定护肤补妆程序。这款白色
粉底很可能是奶奶这辈子使用过的唯一
一种护肤产品。

如新公司的尖端创新产品，让我们能够
轻松方便地享有这些卓越优质个人护肤
品和营养保健品，而且获得更多效益！
当中包括有助于修复更新肌肤的抗老化
护肤程序ageLOC®焕新配套，以及恢复
年轻活力和提升能量水平的ageLOC® R2
配套和如沛补充营养素。

为了维持家人的健康状态，母亲经常忙
着在厨房准备各种传统中草药食疗(例
如：燕窝、人参或药草茶)，确保她的家
人获得滋润及保持健康。

除了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外，也应该给予
社区适当的关怀。还记得父母给予您
如：施比受更有富、回馈社会才能得到
更大的快乐等的人生教诲吗？

无论是个人护理产品或营养保健品，现
今时代的科学与科技都让我们拥有超越
了父母和祖辈们的更好选择！

多年以后的今天，您终于可以把这些充
满智慧的至理名言付诸行动！如新公司
为您提供了回馈社会的最完美平台。您
对于如新受饥儿滋养计划和东南亚儿童
心脏基金会的贡献，绝对能够为很多人
带来希望，让他们的人生重展欢颜！
这些年来，父母对您的付出数之不
尽的心血，趁着双亲节来临，您应该
想办法帮助他们延年益寿，活得更年
轻。好好把握这个完美机会，为父母
准备意义重大的惊喜，送给他们创造
健康与快乐的珍贵礼物，表达您对他
们的爱意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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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行动
无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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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亲节是个深受世界各地喜爱、集体欢庆的重
大日子。许多人藉此机会感激父母长久以来的
养育之恩，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贴心关
爱及循循善诱的无私奉献。

神采飞扬、充满年轻活力的Monica是如
新“优异，您看得见”的最佳典范。对
于她而言，为人父母不仅仅是透过行动
来付出爱心，更是一场尽心尽力培育子
女、塑造他们成为独当一面成功领袖的
旅程。
Monica从小就明白教育的重要性，一直
严谨律己并遵循良好教养。与担任香港
小学校长的祖父一起生活，她从小就必
须遵守家中的各种限制。这位亲切和蔼
的71岁领袖进一步解释：“在用餐时，我
们是不可以聊天说话。”
获得著名香烟独家代理权，同时在中
国拥有米粮店铺的父亲是一名成功商
人。Monica从小深受父亲启发，拥有着
成为企业家的潜能。同时，因母亲在她
成长期间的长期陪伴下，她也继承了母
亲的温柔与慈悲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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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俗话说：“男人日出而作，日落而休；
但是身为一位母亲，她的工作毫无止境
的！”当她必须独当一面地担当起父母
双责，养育四名年幼孩子之时，她就面
临了生活带来的种种挑战。这位新晋
百万美元名人坦言道：“当您必须兼顾
事业与家庭，生活是根本没有平衡可言
的。传统生意需要付出许多的时间和
精力，我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来陪伴孩
子。”
然而，这位睿智的母亲确保孩子们获得
良好的个性培训，因而将他们托交到一
位朋友的机械维修工厂里成为学徒，接
受磨炼。“经此，他们学习到更加珍惜
母亲以努力赚回来的优质回报。”这位
女性企业家自信满满地解
说着她所观察到的事
实。

今天，透过成功的企业发展，她过着舒
适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三位
儿子都投身商界，最小的儿子则是香港
著名国际投资银行的高层；其中两个孩
子的妻子更跟随她的脚步加入了如新事
业：“人人都能经营如新事业，而且这
门事业也能够为人们创造财务自主和时
间自由的人生。我希望给予孩子们最好
的一切，所以，我说服他们探索如新事
业机会。随着80年中期的经济、社会及
科技的进步，也为他们开启了一个非常
好的商业时机。

法给予孩子足够关怀的时间，她把双倍
的爱给予了自己的两个孙子 - 14岁的
Abigail和7岁的Rayaan，以协助他们俩面
对新世纪的复杂生活挑战。
询问有关Monica的双亲节愿望，她无私
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希望自己能持
续成为一股善的力量，帮助别人改变他
们的生活，活得更美好！”事实上，她
就是如新善的力量基金会大使，更是活
生生的最佳典范！常言道，当一个人付
出爱，她/他就会获得十倍的回馈，这
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拥有时间自由的她经常往返香港，与深
受 如 新 保 健 品 辅 助 的 94岁 母 亲 同 欢 庆
所有节日与家庭活动。为了弥补当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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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抹SPF防晒产品

彻底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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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起航! 焕新神采！

干燥肌肤是最常见的护肤挑战之一，原
因在于人们的肌肤油脂腺分泌会随着年
龄老化而逐渐减少，进而让肌肤变得更
干燥。选择具有双重功效的洁面产品，
温和地清洗、洁净、保湿及修复更新您
父母的肌肤。ageLOC®洁面调理慕丝是
一款结合洁净和爽肤功效的特级泡沫洁
面乳，只需一个简单步骤就能完成洁净
爽肤程序！

宝塔状复古镜旁边的奶奶梳妆台前，放置着各式各样的五彩粉
盒、精油及香水瓶罐。其中，有一个印着白皙漂亮的女孩图案
标额彩色四方粉盒，是所有物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装着传统白
色粉底的粉盒，很可能是您母亲或奶奶过去使用过的唯一一种
美肌产品。

事实上，无论生活在哪个年代，谁不希
望自己看起来更年轻？很多人甚至愿意
花费时间和金钱，殷勤地每天遵循护肤
程序，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打造出白皙
透亮、年轻润泽肌肤！
但是，随着父母年龄渐老，他们的肌肤
开始出现各种明显的老化痕迹。任何白
色粉底都无法遮盖皮肤上的雀斑、老人
斑、皱纹、细纹痕迹，更无法掩饰松弛
下垂的肌肤！

采用如新独家专利ageLOC®科研配方研
制而成的ageLOC®焕新配套是一种强效
卓越的抗老化护肤系统。此产品配套不
仅能让您恢复年轻肌肤结构，也有助于
提高肌肤的柔滑细致度，减少细纹、皱
纹和改善暗淡肌肤。同时，此配套也能
提升肌肤光泽和水嫩保湿状态，让肤色
更均匀亮丽，以及减少毛孔粗大现象。

阳光侵害是一种日积月累的伤害，因
此，很多人往往长期在阳光下忙碌奔波
却完全没有察觉阳光所造成的伤害！选
择ageLOC®焕新日间防护SPF22作为您
父母抗老化护肤程序的最后一个步骤。
这是一款轻盈、具有防晒作用的滋润乳
液，能显著地亮化及滋润肌肤，让您每
天都能展现出更年轻、完美无瑕的亮丽
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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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神采、光泽水嫩的
完美肌肤！

每日两次! 每次两挤 !
只需每天早晚两次、每次使用两挤的
ageLOC®焕新精华液，这款先进创新的
抗老化配方产品就能将浓缩抗老精华导
入您父母的肌肤。此强效产品配方经由
临床试验证实，能改善八大老化肌肤问
题，完美结合多种抗老化产品效益，让
肌肤显得更年轻亮丽、容光焕发！

ageLOC®焕新晚霜是一款丰润轻盈、完
全不黏腻的滋润乳霜，能明显淡除细
纹、皱纹及细化毛孔。这款优质晚霜蕴
含超级温和的成份配方，可模仿肌肤自
身的结构并促进肌肤晚间的自然更新功
能，让您的父母每天早上一觉醒来，都
能拥有光泽亮丽、紧致饱满及年轻嫩滑
的肌肤。
既然ageLOC®焕新配套能够帮助父母展
现最完美健康的容颜，为什么还要使用
传统的白色粉底来遮掩？有了直击老化
根源的抗老化护肤系统，他们可以彻底
净化及修复更新肌肤，减少各种明显老
化痕迹，展现焕然一新的清爽亮丽肌
肤！另外，您知道最棒的结果是什么
吗？他们可以自信地展现“自然美肌”，
让年龄永远成为别人解不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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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新生

重拾活力

为了保护家人，让他们保持健康状态，母亲们一般都会躲藏
在厨房，忙碌地为家人准备各种格式的传统中草药食疗(例
如：燕窝、人参或药草茶)，以确保家中的每位成员都能健康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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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一般的家庭中都会储存了各式
各样装有中草药与香料的瓶瓶罐罐。
妈妈总是忙于清洗及配制中草药，以
大瓦煲将成份煮沸，再加入有益的材
料，加以烹煮。这一切，都需要长时
间的准备。之后，她更将草药的渣去
掉，将凉茶置旁待凉，方便家人饮
用。这一切的一切，也都只是为家人
保健，预防疾病的侵袭。
今日，在科学与科技的进展下，我们
拥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们不但能够轻
松方便、毫不费力地维持健康 ，同时
也能让父母获得滋养及保持最佳健康
状态! 现在，您可以轻易拥有各种 保健
品与便携式包装产品，再也无需在厨
房中团团转！

净化修复细胞
夜间胶囊能
透过清除细胞毒素发挥作
用，进而优化细胞本身的
自然净化过程，令您感
觉精神饱满，每天都
活力充沛！
ageLOC® R 2

提升细胞能量
日间胶囊可
重设与年轻健康相关的
青春基因群组基因表达模
式，从三大层面提升细胞
能量 - 促进身体机能、
脑力敏锐度和健康
活力。
ageLOC® R 2

展现青春容颜、
活得更年轻、感觉更美好!
常言道:”心老，人就老！”父母的身体
机能与新陈代谢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
退化减缓。传统居家食疗对他们的帮助
非常有限。然而，如新先进创新科技 ageLOC®科研是一项经由科学验证的有
效方案，能够帮助他们减少或减缓这些
老化症状！

现在，有了提供年轻活力与充沛能量
的珍贵赠礼，您的父母可透过结合两
种膳食营养补充品系统–发挥双重
功 效 的 a g e LO C ® R 2 配 套 直 击 老 化 源
头 。 ageLOC® R 2 配 套 采 用 独 特 产 品 配
方，能够优化日间细胞能量产生(保持精
神敏锐及身体活力)，同时在夜间睡眠时
净化及促进细胞修复过程，帮助他们重
获健康新生，重拾活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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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包如沛补充营养素采用七种产品配
方，蕴含超过四十多种强效抗氧化成
份，能够全面提升整体健康！透过摄取
足够的维他命、矿物质、抗氧化剂和植
物营养素，您的父母将能够获得最完整
的营养，这将帮助他们维持健康的身体
机能状态。

每日服用如沛补充营养素！
除了赠送抗老化及优化基因表达的礼
物，确保父母获得每日所需的足够营
养也非常重要。如沛补充营养素是
ageLOC® R2配套的最佳搭配，能够提供
身体细胞净化系统及细胞能量产生所需
的重要营养素，同时也有助于强化细胞
功能。

现在，有了这些效果卓越的优质营养补
充品，您的父母可以更轻松、更容易地
留住青春，展现年轻活力！赋予他们抵
御老化、展现年轻潜能的力量，让他们
在任何天气或情况都能感觉活力充沛，
重获健康新生，再次展现年轻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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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群

父母之傲！
还记得父母给予您的人生教诲
- 施比受更有福、回馈社会以
换取更大的快乐吗？
创造微笑，开创希望！

多年后的今天，您终于可以把这些智慧
名言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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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为您提供了促进
个人成长、拥有财务及时间自由的完美
平台，更为您创建了回馈社会的绝佳机
会！您的慷概解囊及伟大奉献，绝对会
成为父母引以为荣的骄傲，他们将为您
能成为一股善的力量而倍感自豪！

创始于 1984 年的如新公司一路走来始
终坚守使命，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凝聚
一股善的力量，同时赋予人们提高生
活品质的力量。除了透过各项计划与
努力帮助贫困儿童，给予他们所需要
的爱心与照顾，公司也推动了一项企
业社会责任计划，拯救罹患先天性心
脏病的不幸儿童。
自2008年与国家心脏中心基金会建
立合作关系至今，如新马来西亚分公
司已通过东南亚儿童心脏基金会帮
助了无数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先天性心
脏病儿童，为他们支付心脏修复手术
的费用，同时也资助这些儿童进行
拯救生命的相关治疗。如果缺少了
资助，他们将无法获得这些治疗。
截至目前，在如新马来西亚分公司
与马来西亚国家心脏中心基金会(IJN
FOUNDATION) 的 携 手 合 作 下 ， 我 们
已经成功拯救了超过 90 名儿童的宝贵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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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心脏中心农历新年
探访活动
农历新年是温馨团聚的美好时刻。然
而，住在医院则另当别论，尤其在佳
节期间住院更令人沮丧！因此，如新
公司为饱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儿童
们献上爱心与关怀，让他们也能感受
佳节的欢乐气氛。
2015 年 3 月 3 日，在如新马来西亚及汶
莱分公司销售及营运副总裁张佛护的
率领下，如新职工联同东南亚儿童心
脏基金会理事会成员们一起探访了国
家心脏中心，与儿童病房的患者分享
农历新年的欢乐心情。

当理事会成员送出装满了佳节饼干和
玩具的礼品包时，这些儿童们的脸上
都展露出童稚的微笑欢颜。东南亚儿
童心脏基金会理事和奉献出 1 %奖金的
伟大捐献者，都为这些儿童付出了无
私爱心与宝贵时间，他们绝对是社会
上值得钦佩的真正天使！
如新家庭的慷慨付出为无数家庭创造
了希望，为他们带来了欢笑。未来，
公司希望能够拯救更多儿童的生命。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继续展现大爱精
神，为世界开创希望及创造欢笑，同
时成为一股善的力量，让您的家人也
能倍感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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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蜕变讲座

2015年4月4日
如新吉隆坡培训中心

新星学营

2015年3月13日至14日
梳邦假日别墅酒店
及套房

创历史成功
表扬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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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 回顾
保养美容讲座

2015年3月28日
怡保丽晶塔公寓式酒店

2015年3月21日
新加坡博览中心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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