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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预见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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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手中

未来掌握在

充满自信、冲劲十足、斗志高昂！新年伊始，这也是人们开始
寻找方式改善健康和外表的关键时期。为了以正确方式迎接新
的一年，很多人会决定开始前往健身中心，或展开假期后的节
食计划。然而，人们往往会发现，设定新年目标并坚持一整
年，其实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

迎接新年，全新的您开始想要以崭新方式
坚持新年目标–减轻体重、提升健康及打
造亮丽肌肤。但是，生活在现今世代，您
的注意力往往离不开社交媒体平台各种陌
生人的“焦点资讯”。日复一日，每个人看
起来都在购买昂贵及新颖商品、大家都在
环游世界、而且看起来活得非常精彩…然
后您开始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糟糕，失去了
完成目标的专注力。
将自己与别人做比较，其实是人类与生俱
来的天性。因此，停止比较是您的首要任
务！其次，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非常特别
吗？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您！您不仅值
得被身边的人疼爱，更应该被生命中最重
要的人好好珍惜，而那个人就是您自己！
对于很多人来说，学习自爱也许是一种挑
战，尤其在面对逆境的时刻。自爱并不等
同于自私自利或孤芳自赏，而是认识并珍
惜自己，创造自己的健康与快乐。

新的一年，其实如同一本书的新篇章。所
以，您应该让自己重新开始，翻开人生的
新篇章。现在，让自己深呼吸并坐下来,
列出重要的人生改变清单。从疼爱自己开
始，正视及关爱自己的需求和梦想，满
足身体、心灵与精神层面的渴望！忙碌一
整天后，不妨抽出时间让自己好好休息。
进行一些活动来宠爱自己，量身定制出让
自己感觉更幸福快乐及放松身心的活动方
程式。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健康与整体状
态，让2017年变成人生中最健康的年份！
迈向新的一年，总会激发出展开新生活的
愿望与渴求。所以，今天就下定决心全力
以赴展开新生活，好好对待自己。毕竟，
人生只有一次不能重来。抛开所有的负面
影响，尽情享受美好精彩人生！迈开脚步
向前走，完成能点燃您生命热情的事情，
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享受活出自己
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享受精彩无比的人
生！未来，掌握在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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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妮与梁俭成

EDDIE &
MARGARET POON

MONICA LAM &
AMBASSADOR HARON

莫于耀与陈莱梅

张森豪与许婷婷

“时光飞逝，拥有目标的人永远都在和时
间赛跑。我们透过帮助别人成功来提升
自己。 2017 年，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双倍
成长的直销主任数量，进而增加捐出每
月业绩奖金 1 %以资助如新东南亚儿童心
脏基金会(简称SEACHF)的人数！每天拯
救 4条性命的目标让我们非常震撼感动。
我们非常感谢如新让我们成为基金会的
一份子。感谢如新，让我们的生命充满
意义！”

“人生的矛盾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了解过
去才能展望未来往前迈进。回顾过去，
如新无论在我的个人健康或改善他人生
活方面，都为我带来巨大改变并为我的
人生创造了无限可能！如新善的力量使
命丰富了我的生命，而我从未想象过人
生还有这种可能。展望 2017 年，我的目
标是更专注于完成公司的使命，继续透
过如新事业推动更多人自助助人！”

王明胜与胡安妮

百万美元名人暨三届寰宇领袖

百万美元名人暨一届寰宇领袖

2017年

预见最好的自己
迈入新的一年，彷佛像是昨天的事情。经营如新
事业，时间飞逝是不争的事实，原因在于我们坚
持活出最丰盛灿烂的生命，完成我们的梦想与目
标，并且每天都在帮助别人改善生活！
2017年，您有什么梦想？2017年，您有什么规
划以发掘生命潜能并预见最好的自己？

“ 2016 年 ， 我 们 开 启 了 崭 新 的 网 络 新 境
界 。 身 为 X世 代 人 群 ， 我 们 难 免 对 于 千
禧年世代科技心存害怕和疑虑，然而，
作为一股善的力量，我们的使命是影响
更多人，无论是年轻或老年人。经营如
新事业的旅程，我们摒弃己学并重新学
习，重新发掘及预见最好的自己！迈入
2017 年，我们将延续领导他人的愿景，
更深入了解及应用网络世界。我们非常
期待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希望将自
己打造成为电子商务世界的主流力量，
帮助人们活出更精彩非凡的生命！”

Monica Lam & Ambassador Haron

“最初从事如新，只是为了赚钱，享有时
间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及到处旅游。而
如今发现成功并不只是拥有财富，成为
百万名人也只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
您想成为怎样的人。 2017 年起，一切重
新开始。目标设定在帮助更多的人，透
过成就他人，成就自己。是否能达到目
标，深信做对的事就会有对的结果，一
切以感恩心看待。感恩所有的人、事、
物。感恩！”

莫于耀与陈莱梅

百万美元名人暨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陈雪妮与梁俭成

百万美元名人暨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2017年对我们而言将会非常精彩丰富！
我们的目标是配合公司发展方向与策
略，持续专注于影响更多人并拓展我们
的销售平台。我们将会专注于引导及帮
助拥有正确企业家思想和符合全球标准
道德伦理的年轻领袖。公司品牌标语“
预见最好的自己”启发并激励我们前进，
确保自己成为更优秀的领袖、更好的父
母，以及拥有更健康的身体，同时也继
续成为一股善的力量，贡献一己之力与
公司共同前进，共创双倍成长辉煌佳
绩！”

Eddie & Margaret Poon

百万美元名人暨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在我们欢庆事业不断拓展之际，很多人
的生命却因为经济衰退而受到冲击和影
响。今年是最好的时机，让更多人了解
如新改变生命的事业机会。如新公司“预
见最好的自己”品牌标语启发了我们，所
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继续发掘、提升
及改善我们的领导才能，让我们能继续
拓展团队，帮助团队成员发掘并展现隐
藏的潜能，让他们预见最好的自己！”

张森豪与许婷婷

百万美元名人、一届白金寰宇领袖暨
一届寰宇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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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LOC® 纤体
紧致凝胶

3

ageLOC® 美体精华液

展现您的魅力神采！
别让橘皮组织、毛孔堵塞和粗糙黯淡肌肤拖累您。选择如新全面
完善的护肤方案，解开年轻肌肤密码展现魅力神采，其实就如同
数1、2、3般简单！

提升亮丽神采 展现个人魅力
您是否曾经忘了照顾自己?最近，您有没有告诉自己，您爱你自
己?抽出时间好好疼爱自己也许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您不这么
做，您很快就会陷入疲惫不堪、精神萎靡的境况，甚至很难再
去关注任何人与事。
每天站在镜子前，您第一眼看到就是自己
的容貌，您会想尽各种方法留住年轻容颜
并悉心呵护您的外表。您在脸上涂抹大量
滋润产品、抗老化精华液和每星期磨砂，
但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肤却似乎完全被您忽
略了。皮肤是人类身体最大的防御外层，
您的肌肤护理不应该停止在下巴部位，而
是从头到脚都需要完善呵护!

如同您的脸部肌肤，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肤
也会成为出卖年龄的凶手！生理时钟老化
会降低肌肤细胞更新修复过程的效率，进
而造成过量死皮细胞囤积，导致各种肌肤
问题出现，例如：毛孔堵塞、粗糙及黯淡
无光的肌肤。随着您的年龄逐渐老化，您
的脂肪新陈代谢率会下降、脂肪细胞开始
囤积及挤压周遭的结缔组织纤维，进而压
缩了淋巴排毒系统空间，让毒素和体液囤
积在体内，最终产生的结果是 – 橘皮组
织！

1. 散发您的完美光泽

如同您的脸部，身体肌肤也会因日常生活
的各种影响而饱受摧残。优质的清洁和磨
砂产品是保持肌肤健康，让肌肤充满光泽
的必备品！不妨先从使用如新的磨砂浴露
II开始，这款 100%无️皂配方的沐浴露能发
挥卓越磨砂效果，温和轻柔地清除皮肤表
面的污垢和死皮。幼磨核桃壳成份能有效
清除全身各个部位的粗糙死皮以改善肌肤
质地，重现细致柔嫩、充满光泽的肌肤！

2. 享受居家塑身乐趣 轻松打造窈窕曲线
您知道吗？纤瘦的人也会产生橘皮组织。
幸运的是，如新强效SPA护理系列产品 ageLOC®纤体紧致凝胶能有效减少脂肪和
橘皮组织产生，发挥平滑及紧致肌肤的功
效！此产品配方适合搭配如新专利微电流
美颜Spa系统使用，让身体获得ageLOC®
抗老化效益。现在，您可以在家享受奢华
SPA护理体验，轻松平滑橘皮组织和凹凸
波纹部位!

3. 每天为肌肤注入抗老化效益

想要打造更柔嫩光滑、窈窕紧实的身型曲
线，您可以在日常护肤程序中添加可每日
使用的塑身滋润精华- ageLOC®美体精华
液。这款优质产品蕴含可直击老化根源的
成份，能有效稳定自由基、减少橘皮组织
产生，以及发挥瞬间平滑肌肤的功效。每
天为您的肌肤注入抗老化效益，让肌肤恢
复天然光泽与神采！

呵护自己是打造快乐心情与健康身体的关
键！看起来更年轻的肌肤不仅展现在脸
部，而是从头到脚都会散发出青春气息。
悉心疼爱及呵护自己，选择如新产品方案
来护理自己，轻松打造出一个更充满魅
力、神采飞扬的您！2017年，您绝对可以
光彩四射、散发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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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砂浴露II

9

均衡-适量-多元（B-M-V）饮食模式，能
够通过以正确分量摄取所有食物组别的不
同食物，达到均衡营养的目标，但并不会
让一个人进食过量。
然而，现今社会想要达到对食物品质的要
求并不容易，因为食物品质已经大不如
前。现代化生活方式，也让目前的食物选
项无法提供维持最佳健康所需的足够营养
元素。食物的储存、处理及防腐过程，往
往会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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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赋活鱼油

聪明择食
打造更健康的自己
人们总是无时无刻热爱美食，而且我们往往毫不察觉。吃喜欢的
食物会让人感觉开心愉悦，让自己沉浸在真正的快乐境界！然
而，您是否发现自己往往会在沉闷无聊时咀嚼食物，或每次看到
一大包薯片就情不自禁伸手取出进食？无论食物以什么理由召唤
您，我们都可以肯定一件事：每个人都曾经在不饥饿时吃东西，
这个过程确实让我们感到快乐，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抗拒呢？

往往很多人都忘了食物不过是人类生存的
燃料,而您只需要特定份量就能生存。在
无意识情况下进食太多(或太少)会改变您
的腰围尺寸，甚至影响您的健康。虽然抗
拒这些“捣蛋”零食的诱惑并不容易，但您
可以学习改善您与食物的关系。

建立理想的饮食关系并不意味著您必需停
止摄取让自己感觉快乐的食物。食物好吃
必然有其一定的原因，因为，品尝食物是
一种享受，人生也是如此！所以，精明择
食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关键在于：均衡、
适量和多元化（Balanced, Moderation and
Variety，简称B-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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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您高忱无忧享受人生，华茂生技为
您提供更简易的日常饮食保健方案！选择
完整均衡的日常营养配套- g3活能饮品和
深海赋活鱼油，让自己充满活力、冲劲十
足展开新的一年！

11

1. 美味营养的g3活能饮品
萃取超级果实木鳖果成份研制而成，g3活
能饮品蕴含大量脂类胡萝卜素和多种维他
命，是需要增加水果摄取量的成年人与小
孩的最佳选择。美味可口的g3活能饮品不
仅适合作为各年龄层人士每天饮用的营养
饮料，也是一种帮助促进细胞生长及修
复，甚至可以提升皮肤类胡萝卜指数的清
爽果汁。

2. 海洋的珍贵献礼
深海赋活鱼油是一种含有磷虾油混合成份
的营养保健品，磷虾油富含独特磷脂状的
EPA和DHA成份，适合脑部及全身细胞膜
使用。每星期鱼类摄取量无法达到 5 至 6
次，或希望避免鱼类毒素和重金属污染的
人士，都非常适合服用深海赋活鱼油。另
外，此产品也含天然柠檬油，以减少鱼腥
味及散发让人愉悦的味道。

人生总是知易行难，了解爱惜自己的方式
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
新的一年，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开始，遵循
均衡-适量-多元饮食方案，搭配合适的
营养补充品，在2017年为自己打造健康身
体，创造美好人生！

让爱

传出去

我们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每天都关爱及珍惜自
己。您希望及对待别人的方式，往往就是您对待自己的方式。所
以，选择对别人友善及付出关爱，久而久之，您也会越来越了解
自己，同时更善待自己。

新的一年再次到来之际，多为其他不幸人
士设想是一件好事。为他人付出是团结众
人力量的方式之一，而且也会让自己感觉
更美好。有时候，这更是生命中弥足珍贵
的重要提醒，让您了解自己的善心原来如
此无远弗届，可以让大爱、幸福与快乐无
限延伸，贡献力量帮助改善别人的生活。

秉持奉献与分享的崇高精神，如新马来西
亚分公司再次推行年度“许愿卡活动”(Wish
List)派对，圆满超过500名贫困儿童的心
愿，让他们的脸上展露快乐欢颜。这个善
举活动的受惠对象包括了我国四大州属(
吉隆坡、槟城、柔佛新山和古晋)的部分
孤儿院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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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新许愿卡活动
如新公司的许愿卡活动是如新马来西亚分
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之一，也是东南亚
儿童心脏基金会（简称SEA CHF）的延伸
活动。新东南亚儿童心脏基金会主要宗旨
是为贫困家庭的不幸儿童提供资助及支付
心脏手术医疗费用。许愿卡活动是由如新
马来西亚分公司与国家心脏中心基金会携
手合作推动的年度计划，透过如新销售领
袖们资助礼物的形式，圆满及达成这些贫
困儿童的梦想。
“如新公司的使命，是透过不断创新的优
质产品丶酬报优渥的事业机会，以及充实
积极的优良文化，赋予人们提高生活品质
的力量。”如新马来西亚及汶莱分公司总
经理张佛护表示：“许愿卡活动让我们每
个人，尤其是如新事业销售领袖能够充分
实践这个使命，贡献力量回馈社会！”他
补充说明。

每年 11 月，如新销售领袖们将会从挂在如
新展销中心陈设的圣诞树上选择儿童们的
许愿卡，然后圆满许愿卡上写下的心愿，
其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心愿，例如：玩
具、衣服到运动设备等等!
2016 年璀璨圆满落幕，我们创造了令人
震撼的辉煌年份！迈入 2017 年，让我们
以美好姿态展开全新的一年，为更多孩童
创造欢笑及带来快乐！

精彩回顾
ageLOC ME®推介研讨会
2017年3月25日
The Westin Kuala Lumpur

2017成功表扬大会

优异人生 二零一七年第一期 • 商机

优异人生 二零一七年第一期 • 商机

2017年3月18日
Resort World Ballroom,
Resort World Convention
Centre Basement 2,
Sentosa,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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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如新
ageLOC®展销会

2017年2月11日
新山直销商服务中心
槟城直销商服务中心
2017年2月17日至18日
吉隆坡PNB Darby Park
Retail Lob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