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荟萃优质
纯然无瑕

如新善的力量基金会致力于改善数以千
计，甚至数百万儿童的生命，为他们打
造更美好的未来！如新公司全球各地销
售领袖、顾客及职员的慷慨奉献和善
心，完美体现并落实了这份伟大使命！

4

一般上，当一家公司欢庆15周年纪念之际，
也意味着它已踏入成熟发展的稳定期。
然而，今年15岁的抗老化先锋 －
如新马来西亚分公司，
则选择透过此欢庆其创新的里程碑！

自此，如新透过创新概念，以最纯然的
成份，生产优质的个人护理产品，开拓
出独树一帜、卓越超群的事业方向！
持续创新并非容易。因此，如新因为其
坚持，达成该公司成为球顶尖直销公司
之愿景，更是无可厚非的！
回顾到1984年，一个革新的概念渐渐萌
芽！一个简单的创新念头，催促了如新
公司的诞生，以它伟大的使命，触动全
世界。
秉持着一股为人们提供改善生命创新产
品及优渥事业机会的热诚，如新创办人
罗百礼、伦兆勋、戴纯娣坚守“荟萃优
质、纯然无暇”的商业理念，致力于创
立一家承诺以科学为本，研发不含有害
成份的优质产品之公司。

与华茂生技结合后，如新继续坚守6S品
质措施，研发生产及推出最高品质的营
养补充品及抗老化产品，让华茂生技产
品成为天然成份及创新科技的完美结晶
品！
如果说创新等同于如新公司的身体肌
肉，我们所秉持的优良文化 － 在世界
各地成为一股善的力量，则是该公司的
心脏及循环系统！

许多优秀领袖往往因为缺乏资金而搁置
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很多顾客在使用个
人护理产品和保健品时则需要专业资
讯。随此理解，如新公司创办人认为直
销模式极为合适，因为它是一个能同时
帮助企业家和消费者的理想完美平台！
时至今日，如新公司的优异，你我都看
得见！如新公司确实在直销业界、护肤
及保健行业中奠定超然地位，拥有超越
群伦的最卓越人才、产品、文化和事
业！在如新成功将公司发展成市值超过
10亿美元的伟大企业的同时，它仍不忘
初衷，坚守创业时的核心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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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现今直销事业般的运作模式，当
年“口耳相传”的事业模式开始一传
十、十传百，各人纷纷以身作则为销售
基础，引领更多人发现如新产品的独特
优势，以及与众不同的事业机会！
如同目前在各地市场举办的 LTO 般，如
新的首创产品同样深受欢迎，在短短数
小时内就已全数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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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实在太喜欢这些产品，因此
有人甚至愿意亲自携带瓶子和容器，以
一根普通汤匙将这独特配方的产品装入
容器中。
自此，这根汤匙就成为了如新企业的创
业标志，时时提醒人们改变生命的强大
力量，往往始于简单的一小步！

成功方程式

秉持着要在世界传承一股善的力量之伟大梦想，
以及能改善人们生活的坚持信念，
如新创办人致力于创建一家凭借酬报优渥的事业
机会、不断创新的优质产品，以及充实积极的优
良文化，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力量的公司。
而这个伟大使命如今已成如新的事业版图及基础，
并成功引领如新拓展至54个国际市场！

今天作为国际顶尖直销公司之一的如新
集团有着卑微的前史。时间追溯到1984
年，创办人之一罗百礼才刚从杨百翰大
学毕业，在姐姐的说服下，他决定寻找
方法颠覆并改变当时传统护肤品惯于添
加粗糙有害成份的景况，同时更设定目
标研制出不含有害成份的独特个人护理
产品系列。
罗百礼与另外一个年轻毕业生戴纯娣，
以及拥有个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伦兆
勋携手合作，促成三人组积极行动创建
了一家个人护理产品公司，生产出符合
“荟萃优质，纯然无瑕”理念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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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单纯的概念，却拥有着改变全球各地
生命的强大力量。抱着这概念，创办人
承诺创立一家以科学为本，研发不含有
害成份的优质产品之公司。
如新的第一批成品是被装在十加仑容器
里，运送到创办人家中。没有工厂的设
备，他们只能在家中，将产品小心翼翼
地灌入瓶中，并贴上标签。

我们的人才是善的力量的一份子。他
们透过各自的天赋及无限的能量，建立
和经营这事业，为自己及家人提供更好
的生活品质。这足以实践公司赋予他人
改善生活力量的使命，以自己的人生成
为他人的实证。
- 戴纯娣
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吸引到一群
积极于创造有价值的事情，达成梦想的领
袖们！我们在每个市场都见证到有许多人
勇于参与并成为一股善的力量！
- 罗百礼

如新家族汇聚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
这些人才拥有正面积极的价值观、非凡
杰出的能力，以及承诺帮助他人的信
念。这证实了人才是如新公司最强大的
优势！
- 伦兆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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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也需要
营养吗？

遵循日常护肤程序的建议–洁肤、爽
肤、滋养、修护和保湿，荟萃善秀系列
能有效地让肌肤吸取保养效益，为细胞
层提供防护作用，帮助修复及预防肌肤
损伤。荟萃善秀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性
质，包含适合普通至干性肌肤，以及混
合性至油性肌肤。选择荟萃善秀系列产
品的青春一族，可轻松自在地维持年轻
肌肤！

我们往往会选择正确饮食来照顾健康，我们遵循
多元均衡饮食方式，其中包括富含抗氧化剂和多
种维生素的食物和保健品，确保自己容光焕发、
健康红润。然而，您是否知道肌肤也同样需要从
日常个人护理产品中摄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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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年龄渐长，他/她会开始寻找
消除老化痕迹的方法。专家建议，我们
在30岁前，就该开始寻找合适的抗老化
产品系列。

虽然我们时刻警惕自己关于身体所需要
的营养，但却因为经常专注在个人护理
产品所提供的其他效益，而忽略了肌肤
也需要补充营养的事实。

如新180°焕彩再生系列蕴含经由临床
验证的营养成份，可以让肌肤变得更细
致柔和、淡化脸部细纹和皱纹及均化肤
色，打造出更年轻亮丽的外表！有了如
新抗老化系列产品，年龄不过只是一个
数字！

肌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需要我们给予
特别的关注与呵护，因为我们的肌肤经
常饱受恶劣外在环境及气候的催残。致
力于结合创新概念及符合“荟萃优质、
纯然无暇”理念，如新坚持研发出不含
有害成份的优质护肤产品。
如新首创产品之一的荟萃善秀系列，有
助于确保肌肤在逐渐迈向成熟阶段过程
中获取足够的营养，保持容光焕发的健
康容颜。荟萃善秀系列产品成份萃取天
然果酸及其它食物来源，以最纯然无暇
的方式提升肌肤的健康光泽。

蕴含最健康、最纯正及浓缩营养成份
的萃善秀系列产品，有助于让肌肤神
采飞扬、光泽明亮！
• 草莓萃取物：含有丰富的茶多酚，
而且也是如新pH平衡爽肤水的主要
成份之一，这种强效抗氧化剂能帮
助镇静皮肤、减少毛孔粗大现象。
• 专利大豆卵磷脂：一种能促进肌肤
细胞膜恢复水嫩弹性及弹力的独特
大豆精华成份。
• 木瓜酵素：萃取自木瓜的酵素精华
溶解毛孔中堆积的皮脂及杂质。
• 艾草、甘草及藻类精华萃取物：镇
静及舒缓肌肤。

温和强效的如新180°焕彩再生系列蕴含多种重要的营养成
份，是您保持年轻肌肤的常春系列！
• 维生素C：促进胶原蛋白产生的重要元素，有助于减少脸
部细纹和皱纹，让肌肤变得更紧实，同时也能减少肤色不
均匀现象，让肌肤光泽水嫩。
• 芝麻籽和大豆油：蕴含丰富油脂的润肤剂，能够预防水份
流失及维持肌肤保湿屏障。
• 葡萄籽、银杏叶及人参萃取精华：减少损害肌肤的自由基。

虽然基因和生活习惯在保持肌肤健康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蕴含营养效益的正确产品将能够帮助您提升肌肤的自然美！
选择荟萃善秀系列及如新180°焕彩再生系列产品，可从外到
内地为肌肤提供全方位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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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沛补充营养素及g3活能饮品蕴含强效的抗氧化剂
不同食物中蕴含着 维生素C、维生素E及β-胡萝卜素等的强效抗氧化剂。

基础营养 抗“坏基”的“好
法”

• 维生素C: 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富含此类维生素的食物为柑橘类水果/蔬菜如
青椒、高丽菜、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菜、哈密瓜、奇异果和草莓等。
• 维生素E: 一种脂溶性维生素，通常可以在坚果类、种籽、蔬菜、鱼油、全谷类、
强化谷类和杏桃等食物找到。
•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A前驱物，也称为视黄醇。肝脏、蛋黄、牛奶、牛油、菠菜、
红萝卜、南瓜、西兰花、芋头、蕃茄、哈密瓜、桃子和谷类等均蕴含此营养元素。
根据建议，我们每天应该摄取大约12 - 15IU的维生素E和60毫克维生素C。如沛补
充营养素和g3活能饮品能有助确保您摄取每日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足够抗氧化剂！

老化是无可避免的。当您年轻时，往往会把迈向
人生另一阶段称作“成长”。然而，一旦步入 30
岁，您可能会发现周遭人们开始用“老化”这个字
眼来取代“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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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如阳光、污染和恶劣环境都会
导致提早老化，尤其是在肌肤老化上。
当然，问题不仅于此！我们身体老化的
速度也取决于内在因素的影响，例如：
胶原蛋白分泌及其它遗传因素。
在保健和科学成为日常生活重要课题的
现今社会，您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
听到“自由基”这个名词。简单而言，
自由基其实就是不稳定的有害分子，它
会抢夺其他分子的电子，损害身体的健
康细胞。
如果您的身体有大量的自由基，就会形
造成氧化压力，损坏细胞，加速老化过
程！然而，您不必过于担心！只要补充
足够的抗氧化剂，您就可建立强健的防
御系统，预防自由基的侵害！

每日服用如沛补充营养素！
抗氧化剂是体内自然的合成物群组。很
多食物也蕴含了同类的天然成份。抗氧
化剂可以捐献电子给自由基，让自由基
变得稳定并减少氧化压力的侵害。氧化
压力会损害健康的细胞和组织1。

如新的优质产品：如沛补充营养素，是一种蕴含40多种不同
抗氧化剂的基础营养产品，可提供最佳保健效益*。此产品富
含大量抗氧化剂、维生素、矿物质辅因子、多元广泛类胡萝
卜素混合成份、超过20种黄酮类化合物，以及备受科研验证
的先进抗氧化剂成份－硫辛酸！
清爽美味g3活能饮品!
如新g3活能饮品蕴含四大超级果实的营养成份，其中一种称为
木鳖果的超级果实富含大量的抗氧化剂、维生素及多种类胡萝
卜素！此产品是比一般蔬果蕴含更多类胡萝卜素的100%纯正
果汁，而鲜明橙红色的果汁外观也意味着它含大量脂类胡萝卜
素。脂类胡萝卜素能促进类胡萝卜素有效地被吸收和输送、强
化抗氧化剂、保护身体细胞并御防自由基的侵害！
抗氧化剂之父雷派克曾说过：“大量科学研究验证，饮食中富
含抗氧化剂及服用抗氧化剂保健品的人士将会活得更长久、更
健康！”
所以，为了拥有更健康的人生以活出青春，今天就开始补充身
体所需要的抗氧化剂，帮助身体抵御自由基侵害！

参考：
1.
Packer, L., & Colman, C. (1999). The antioxidant miracle: your complete plan for total health and healing. Wiley. p256
2.
FOOD, F., & Board, N. (1989).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s 10th ed.
3.
Packer, L., & Colman, C. (1999). The antioxidant miracle: your complete plan for total health and healing. Wiley. P8
4.
Antioxidants and Free radicals. (n.d.). Retrieved March 21, 2016, from http://www.rice.edu/~jenky/sports/antio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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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都地区的儿童并不如其他儿童般幸运
有机会进入幼稚园享受基础教育。由
于父母的能力有限，教育往往被排在其
他生活基本需求之外，而“交通不便”
更成为了不让孩子上学最常用借口。因
此，如新及其直销商们捐赠了一辆可载
人的货车，让该中心以它为交通工具，
接送这些孩子往返住家和学校。

善的力量

如新公司以四大核心价值为企业基础：人才、产
品、文化、事业！多年来，我们见证了如新人才
的诞生与蜕变，为他们及社会带来生活上的改善
健康，建立美好人生的机会。如新产品的创新研
发更让人们活出青春；而如新事业则帮助渴望拥
有更优质生活的人达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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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让如新事业展现与众不同风
范的，其实是公司始终坚持的独特优良
文化，即成为一股善的力量，帮助他人
创造更美满的人生。如新全球54个市场
上的职工和直销商均秉持着这伟大的使
命！
如新集团早期在马来西亚开拓市场之
际，曾与保护及拯救儿童协会（P. S. The
Children)携手合作，为儿童提供援助。
该协会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及非宗教
性组织，致力于推行保护儿童权益及推
广儿童保护意识的相关计划与服务，避
免儿童受到虐待及不道德操纵。
后来，如新公司延续善的力量精神，
与冼都新约社区教会(New Covenant
Community)合作消除文盲社会、改善孩
童的生活并赋予他们希望。这项计划帮
助提升当地蒙特利梭教育发展中心设备
并为社区的贫困儿童提供学前教育。

除此之外，如新公司也在这所教育中心
设立了图书馆，为这里的儿童和青少年
提供舒适的阅读及温习环境，帮助他们
提高学习能力及创造更优越的学业表
现。为了感谢如新公司的贡献，新约社
区教会把图书馆取名为“新域青年资讯
中心”，借此纪念如新及其直销商的支
持及援助。
时至今日，这个教育中心已经发展成为
完善的资讯中心，帮助提升孩童的能
力及带来希望，为他们创造更美好的未
来。正式易名为儿童尊严基金会(Dignity
for Children Foundation)的这家中心，坚
信优质及全方位的教育，是打破贫困恶
性循环的关键！

13

优异人生 二零一六年第一期  |  商机
二零一六年第一期 | 商机

优异人生 二零一六年第一期 | 商机

q新星学营

精彩回顾

2016年3月10日至11日
苏邦帝国酒店

q2016如新ageLOC®展销会
2016年2月19日至20日
新山直销商服务中心
槟城直销商服务中心

q2015 如新爱心圆愿派对

2016年2月26日至27日
吉隆坡PNB Darby Park Retail Lobby

2015年12月3日、10日、17日及19日
如新槟城、新山、古晋直销商服务中心
及吉隆坡国家心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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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6创历史成功表扬大会

2016年3月26日
雪兰莪马来西亚绿野国际会展中心

www.nuskin.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