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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佳节·欢乐盈盈

来到年终时段，12月是万众期待，充满期望和欢
乐的佳节。我们总会在这个时候，总结起一年的
收成，并为来年设下更多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
圣诞佳节总是那么的特别、神秘及从满喜乐的原
因之一。

随着一群群的圣诞歌演绎团正忙着为他
们的演唱进行排练为众人带来喜乐，购
物商场也纷纷地将闪耀绚丽的圣诞树布
置好以迎接佳节的到了，朋友和家人忙
碌地为他们的挚爱准备圣诞礼物之时，
许多的人可能会忽略了圣诞节的真正喜
悦。
对于如新百万美元名人暨蓝钻石级直销
主任Eddie与Margaret Poon而言，真正
的喜悦是能拥有时间自由，与孩子们作
伴。“如新事业赋予了我们许多的欢乐，
其中，能在忙碌中抽出时间与我们的女
儿们欢聚，促进了我们家人间的亲密关
系，更是最令我们欣慰的事之一。”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与家人相聚，促进彼
此间的关系更为美好！因此，您更加
应该在这些家庭聚会上，展现出完美无
瑕、最漂亮的一面！蕴含独特抗老化成
分配方的升级版防晒液体粉底及升级版
护肤妆前修饰乳液是两款功效卓越的粉
底液，有助淡化细纹，为您在这个欢乐
佳节里，营造出完美无瑕的魅力神采！
在您的聚餐和派对上，您可能也会想在
美味的圣诞餐单中增添多一些健康的创
意，确保您的挚爱亲友能健康地享受着
节日的喜悦。如新g3活能饮品是一种营
养丰富的美味果汁，它能助您完成此任
务！在本期的杂志里，您将会获取到
由g3活能饮品创意配制出的美味独特食
谱，在派对上让您的嘉宾们赞叹不已！

除了自己享乐，我们也应该在这举国同
庆的喜悦佳节里，与有需要帮助的人分
享这份幸福。如圣诞歌中所提及：“圣
诞节是表达爱的时刻”。让我们趁着这
佳节，将爱传送出去、给予社会不幸的
一群一个欢愉的祝福。如新将如常地继
续秉持公司的充实积极文化及使命，在
这个充满爱的季节里，赋予人们改变生
活的力量，拯救生命，温暖人心！
尽情享受本期杂志的精彩内容，发掘您
一直汲汲追寻的真正幸福，同时也学
习如何透过如新产品改善您的外表和健
康。有了这些建议与秘诀，您将能绪尽
情投入2015年年终的盛大庆典，同时也
能积极地迎向全新的2016年，大力地冲
刺！
祝愿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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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 佳礼

伴他们，也从未想过自己有能力达成。
这是如新事业给予我的人生幸福之一，
与三位女儿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这位自豪的父亲表示:“身为父亲，我想
要的很简单，就是把重要的人生课程与
学习传承给他们。透过不同方法支持我
的三个女儿，看着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
年轻人。我觉得这就是人们能够给予孩
子的最好礼物！”

一首古老圣诞颂歌歌词内容是这样的：“圣诞节是一年中最美
好的时光”。当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满怀期待等着圣诞老人送来
礼物，品尝着姜饼人以及其他美味佳节曲奇饼；成熟及目标清
晰的成人则追求更多满足感，以实现他们的自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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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潘氏家族而言，圣诞节一直都是全
年最重大的活动，全家人一起聚餐团
圆，无论大人或小孩都沉浸在欢乐中。
然而，对于当时在国际公司任职及各自
拥有生意的Eddie和Margaret而言，虽然
身体与家人同在，思绪却未必常在。这
对勤奋的父母回想过去：“虽然我们与
家人聚餐及花时间陪伴女儿，但我们的
思绪却常常飘到其他地方，担心假期结
束后，等待着我们的繁琐事务、截止日
期和堆积如山的工作。”
2001年圣诞节是这家人的重大转捩点，
因 为 Eddie和 Margaret决 定 加 入 如 新 事
业。这门事业让他们的勤奋和决心得到
了真正的回报，赋予他们时间自由的人
生，可以毫无顾虑安心地陪伴三个漂亮
的女儿。

Eddie大声欢呼着说：“我们现在的生活
方式与加入如新之前截然不同。在这个
年龄，我非常喜欢自己所做的一切，更
重要的是，我乐在其中！这是我从来没
有想象过的人生。”Margaret进一步解
释：“我人生最真实的快乐，就是拥有
自由的时间享受家庭活动，例如：陪伴
女儿们用餐或外出闲逛。”
除了赋予他们时间自由、财富自主的生
活，如新也为Eddie和Margaret提供了理
想平台，让他们培育子女成为更好的
人，正如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以身作则的Eddie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
资助孩子教育费和生活费的好父亲，这
位谦虚的领袖表示：“我一直希望能陪

最终的结果？两位漂亮的女儿Nicole和
Rachel跟随他们的步伐，成为一股善的
力量每天帮助他人改善生活，帮助更多
人改变人生。这对姐妹花表示：“当我们
年轻时，圣诞节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从父
母手中收到礼物！但是，当我们逐渐长
大，我们发现真正的快乐是透过我们的
分享，帮助人们改变人生！”
圣诞节一直都是分享欢乐、关怀和善心
的美好佳节。人生中真正的快乐并不是
汲汲营营完成更多事情，也无法从收到
礼物中获得。当我们勇敢迈步抽离忙
碌的生活，专注于经营生命中的重要事
务，我们就会找到真正的快乐。所以，
趁着这个圣诞佳节，不妨静下心来反
思，您能够给予他们的最棒礼物究竟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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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防晒液体粉底蕴含莓果根部萃取
物，能均化及美白肤色。它配合另一
项的抗老化成分，让您的肌肤看来更健
康、更亮丽。它也能有助收缩毛孔，为
您营造柔滑剔透、完美无瑕的妆容。配
合多个粉底颜色的选择，您随时随地都
能带着最佳的妆容出席派对！

盛装打 扮 ，

欢庆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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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米白

选择正确持久的粉底液看似一项艰巨任
务。幸运的话，我们可能会在误打误撞
下选对，但更多的可能会选错产品。如
果选对产品，它能为您省下许多功夫，
因为它可有助遮瑕，让您的容颜变得柔
滑无暇。但是，您可否知道，在选择粉
底液时，不可以只根据自己脸部的肤色
配粉？这样做，您只会妄顾自己的容
颜，不但无法闪耀全场，还可能会让自
己失色无颜！

蕴含独特抗老化成分配方的如新升级版
防晒液体粉底及升级版护肤妆前修饰乳
液是两款效果卓越的粉底液，能有助淡
化细纹和皱纹，并在使用后使松弛的肌
肤看来更紧致。此外，它含SPF15的配
方，还能提供优异的广泛紫外线防护功
效。这轻盈柔滑的混合粉底液可为您在
这个欢乐佳节，营造出完美无瑕的魅力
神采，让您光芒闪烁！

夕阳米白

莫开浅棕

升级版护肤妆前修饰乳液除了提供一般
粉底的功效外，更能使容颜轻盈剔透、
亮丽光泽。它蕴含已基癸抗壞血酸成分
的脂溶性维他命C。特别配制以提供轻
盈透亮的完美覆盖效果，此升级版护肤
妆前修饰乳液可展现肌肤原有的色泽。
因此，这系列的粉底可用于一系列同色
泽的肤色，以让您的容颜在这佳节中，
更年轻、更完美！

欢乐喜悦季节即将到来！又到了那令人蠢蠢欲动，欲尽情沉醉
于灯光闪烁的舞池，忘情狂妄的时节了!圣诞节可说是派对季
节的代名词。无论是弃下桌面的繁忙工作，沉醉在舞池中，还
是乘机休假，出游渡假，您也必定要盛装打扮，闪耀全场！
配合接踵而来的圣诞盛会，完美的化妆
技巧和产品是不可少得的派对配件。在
您从化妆盒内掏出了您最喜爱的防水眼
线笔和让您双目闪烁的眼影前，切勿忘
了那能让您的妆容不容易溶化的持久粉
底液。

杏仁淡白

淡白

浅棕

蜜糖

黄棕

护肤小贴士

我们建议最好在脸部测试粉底液的色泽，而不要在手部
或手臂试色。这是因为我们的脸部肤色与身体肤色未必相
同。欲测试粉底色泽，取出少量的产品，涂搽到下巴部位
并涂匀。当粉底能完全融合于肤色间，就证明您已找到最
合适的理想的粉底液。

即将来临的月份绝对是年度最忙碌的时光。有了完美无瑕、修复肤色的粉底乳
液，您将可减少化妆的时间，将更多的时间投入于与亲友欢聚中。既然如此，您
还在等什么呢？穿上您的高跟鞋，涂上升级版防晒液体粉底及升级版护肤妆前修
饰乳液，以最佳状态迎接圣诞佳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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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活力庆圣诞 健康人生享佳节
假期来咯！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佳节派对！每个人都尽情享受
欢乐气氛、开怀品尝美食及畅饮美酒，愉悦地沉浸在圣诞颂歌
的律动中。从早晨的第一杯鸡尾酒到全情投入的盛大宴会，夜
幕落下入眠之前，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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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总有无数的办公室派对，以及亲
朋好友的聚餐，您的生活堆满了曲奇
饼、水果蛋糕、美味蛋酒和手杖糖！这
些我们在佳节期间放纵自己吃进身体的
食物，往往会让我们感觉肚子胀气、疲
惫、偶尔甚至感觉不舒服。
除此之外，我们趁着年终假期到处出
游的紧凑行程，往往会让身体变得更
疲惫，其他外在因素(例如：污染、阳
光曝晒和炎热天气)也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您也许不知道，简单果汁其实是为
身体提供所需维他命和营养素的最快速
方法！

饮用果汁能给予我什么好处？
果汁是摄取所有身体所需重要营养素的
最简单方法，饮用果汁也可促进健康身
体及打造良好免疫系统。但是，如何可
以每天都找到新鲜现榨的果汁？所以，
富含营养元素的如新g3活能饮品，是您
迎接圣诞节的最佳救星！

如新g3活能饮品是采用含有大量抗氧化
剂和维他命成分的“超级果实” -- 木鳖
果制成的营养丰富健康果汁。为了提供
更多浓缩精华效益，此健康果汁完美结
合了木鳖果天然成分和其他三种超级水
果，其中包括中国枸杞、沙棘和刺梨，
让健康好处倍增!
超级果汁g3活能饮品是100%纯正果汁，
与众不同的橙红色泽代表它蕴含脂类胡
萝卜素成分，能有效地促进重要养分的
吸收和输送。事实上，g3活能饮品不仅
能帮助维持细胞修复更新及保持肌肤抗
老化指数，更是一种适合任何年龄层人
士每天享用的美味清爽果汁!
人人都可以在佳节假期快乐吃喝！然
而，何不以g3活能饮品来取代雪梨酒
呢？您甚至可以调制g3活力杂果宾治，
让派对美食变得更缤纷多彩！或者，您
也可以使用g3活能饮品制作沙拉酱料，
为美食添加维他命和抗氧化剂效益！至
于甜点，何不考虑制作g3雪酪冰？尽情
运用您的想象力，发挥无限创意！有了
这些g3活能饮品食谱，您绝对能成为所
有圣诞派对的聚焦点！

参考这些g3活能饮品食谱让亲朋好友为之惊叹，在这个圣诞佳节散播欢乐与喜悦!

g3香橙雪酪冰

g3沙拉酱

亲自制作雪酪冰作为圣诞晚餐过后的
美味甜点！

富含维他命和抗氧化剂的沙拉酱!

份量:
12人份(1/2杯)
材料:
1. 10粒中等大小香橙
2. 2 1/2杯水
3. 1杯黄糖
4. 1/3杯g3活能饮品
5. 磨碎橙皮(可省略)
做法:
1. 2粒香橙皮磨碎备用。香橙切半后
使用橘子类榨汁器砸榨出果汁。10
粒香橙均重复同样动作直至盛满2
2/3杯果汁。
2. 在小型酱汁锅中混合2 1/2杯水和糖
并搅煮至沸腾。接着倒入磨碎橙
皮。关小火并慢慢炖煮5分钟。
3. 将混合糖浆过滤至碗中，保留糖浆
溶液并过滤渣质。放置至完全冷
却。
4. 加 入 橙 汁 和 g 3 活 能 饮 品 ， 搅 拌
至均匀混合。把混合材料倒入雪糕
冰冻器的冰格部分。
5. 将雪酪并舀出放入可冷冻容器。关
紧 容 器 并 冷 冻 至 1个 小 时 至 半 凝
固。自由选择添加喜爱的水果，
装饰后即可上桌。

材料:
1. 莴苣 (沙拉菜)
2. 蕃茄

3. 灯笼椒
4. 黄瓜

做法:
蔬菜盛入碗中并清洗干净。在小碗中加入2汤匙g3活能饮
品、1汤匙水和少许盐。将将酱料倒入蔬菜沙拉混合并搅拌
均匀。

g3杂果宾治
为每个人制造惊喜！精心准备人人都能在佳节期间尽情享
用、富含营养元素的杂果宾治!
份量:
1 壶 (1000ml) g3杂果宾治
材料:
1. 300ml软性气泡饮料/
青柠口味气泡饮料
2. 250ml g3活能饮品
3. 3杯冰块
4. 150ml黄梨果汁

5. 150ml橙汁
6. 150ml低热量蔓越莓汁
7. 1粒青柠/切片
8. 1粒香橙/切片

做法:
在壶中放入切片青柠、切片香橙和冰块。在调酒摇杯中倒
入g3活能饮品、黄梨果汁、橙汁、低热量蔓越莓汁和气泡
饮料。摇晃以均匀混合所有材料并倒入壶中。冷冻时饮用
风味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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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真谛·

满爱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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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帮助有需要的人，是人生最幸福喜悦 拯救生命的喜悦
的事情！撇开各种佳节和庆典，如新一路走来
始终坚守信念，透过善的力量基金会推行受饥 于1999年在泰国发起，其后拓展成区域
性计划，“东南亚儿童心脏病基金”在
儿滋养计划及东南亚儿童心脏基金会，致力于 2003年正式创立，基金会的愿景是帮
延续如新伟大的使命，在世界各地凝聚一股善 助饱受先天性心脏病折磨的贫困儿童接
受治疗及改善生活，让他们活出自在人
的力量，凭借酬报优渥的事业机会、不断创新 生！
的优质产品和充实积极的优良文化，赋予人们
如新马来西亚和汶莱分自2008年开始
提高生活品质的力量。
与国家心脏中心基金会建立合作关系，
帮助罹患先天性心脏疾病的贫困儿童，
提供心脏手术的援助金。截至2015年11
月，东南亚儿童心脏基金会已经成功拯
救了109名儿童。2015年9月，马来西亚
和汶莱地区成功创下了多达300万零吉
捐献的崭新里程碑！

另一项好消息是，如新马来西亚也找到
了一位额外合作伙伴，以在未来拯救更
多的宝贵性命。如新马来西亚在2015年
10月与吉隆坡鹰阁医疗中心(心连心慈
善计划)签署合作协议，目标是在2015
年之前拯救至少120名儿童！

受饥儿滋养计划达成重大里
程碑，创下4.5亿份蜜儿餐捐
赠爱心纪录！
除了区域性的善心活动，如新也通过受
饥儿滋养计划在全球各地捐赠蜜儿餐。
如新正式宣布截至2015年9月为止，如
新已经创造了蜜儿餐捐赠的全新记录！
这项改变生命的活动已经在世界各地捐
赠超过了4.5亿份蜜儿餐，帮助解决饥饿
问题及滋养贫困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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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饥儿滋养计划让我们能够帮助滋养
营养不良的儿童，多年来已成功捐赠出
超过4.5亿份蜜儿餐！”如新集团董事会
主席暨受饥儿滋养计划执行总监伦兆勋
(Steven J. Lund)表示：“只要彼此同心
协力，我们就能每天为有需要的儿童带
来一丝希望！我们非常感谢如新直销领
袖、顾客及职员们的慷慨善心，感谢他
们持续购买及捐赠蜜儿餐，在世界各地
汇聚一股善的力量。”
2015年是积极充实的丰收年！善的力量
基金会活动创造多项辉煌卓越里程碑，
如新直销领袖的慷慨善心为许多家庭带
来了欢乐与希望。感谢如新天使们愿意
成为一股善的力量，带着感恩的心以创
造微笑，为社会带来无限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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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

生命脱变商机

2015年11月13日
马华大厦三楼Auditorium厅

新星学营

2015年11月20日至21日
Holiday Villa Hotel &
Resort Suites, Subang

如新ageLOC® 展销会

2015年11月6日至7日
PNB Darby Park Retail Lobby
Kuala Lumpur,
Johor Bahru Distributor Center &
Penang Distributor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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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普吉岛新星学院
2015年9月21日至23日
泰国普吉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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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uskin.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