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主题故事
我会一直陪伴您

人才
奠基于友情的伟大事业

产品
肌肤保养
美丽密友
活出健康
人生中最珍贵的资产

文化
患难之交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会一直陪伴您

请回到现实！我们也许不见得如
同电视 剧《六人行》般 拥有一群
好闺蜜，但我们都拥有友情，坦白
说，少了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朋友
关心、教导 我 们，让 我 们 能 够真
实地做自己，他们会借出耳朵聆
听我们的心事，甚至让我们在肩
膀上 哭泣。最棒 的是，当我们有
需要的时候，朋友永远会陪伴在
左右、给予我们关怀！
近年来，日历上出现了太多随 意
及莫名其妙的“节日”（我们说的
是全球击掌日）。然而，如果要选

一个我们认可、老少都能同欢共庆
的独特节日，国际友情节绝对是首
选！每年8月份的国际友情节，是一
个好朋友们共同欢庆友爱的节日，
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任何更好的日
子！
人类永远都需要依靠友情。您能想
象回到没有陪伴与合作伙伴的石器
时代 ？虽然 每个人都 不尽相同，但
友情可以跨越文化、年龄与种族藩
篱。朋友，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珍
贵、最伟大的礼物。随着友情节近
在眉稍，缜密挑选能够展现心意的

好朋友就像四叶草般难以寻觅，
一旦 拥 有 就 非常 幸 运。这也 意
味着您的友情之礼应该 发自内
心。礼 物 的 选 项 有 很 多，从花
束、贺卡、食物礼篮、书籍等等，
这些都是人们一般会选择的礼
物。无论如何，这是欢庆友情关
系的重要日子，朋友是您分享人
生与付出关 爱 的 对 象。您 可以
送给他们最昂贵的礼物，但为什
么不送 给他们美丽和健 康呢？
这才是真正的友情！
为朋友 选 择 最棒的礼 物是一项
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好消息是，
如新 公司可以为您搞定一切！
选 择荟萃善秀脸部保养系列或
a g e LO C ® 焕 新 配 套，帮助 您
的朋 友们 展 现 最 完 美 容 颜。无
论任 何年 龄层 或 肌 肤 性 质，这

是让肌肤容光焕发、散发神采的
最简单方法！生活忙碌或工作繁
重？赠送华茂生技基础营养保健
品g3活能饮品和深海复活鱼油，
帮助朋友们提升整体健康状态。
现今社会，我们不需要像石器时
代般需要帮助寻找食物或抵挡敌
人的直 系 生 活圈。然而，我们必
需承认朋友仍然是伟大救星！朋
友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即
使全世界都背弃了您，朋友永远
都会陪伴左右并帮助您！
生活未必永远一帆风顺，但拥有
真心朋友就不会太艰难。友情节
一年只有一次，请尽情 享受 这个
特 别日子！告 诉 您 的朋 友们，舍
弃物质礼品赠送独特珍贵健康好
礼，对您而言具有多么重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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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dler、Ross、Rachel、Phoebe、Joey和Monica – 电视
剧《六人行》(Friends)感情深厚、亲密无间的虚构闺蜜群，是每
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友情关系。如果能拥有从内到外都深入了解您
的朋友群，生活该有多么美好？

合适礼物，充分展示您对朋友的
温暖情谊、爱心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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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于友情的
顶尖抗老化公司如新集团的诞生，起源于犹他州普罗沃市。当
年，创办人罗百礼与他的朋友们决定创办一家为顾客提供“荟萃
优质，纯然无瑕”产品的事业。一路走来，三位好朋友罗百礼、戴
纯娣和伦兆勋始终坚守理念与愿景，开启与家人朋友们分享最优
质产品的创业旅程，相互扶持共同发掘自己生命的热诚。时至今
日，他们将仅有5千美元创业资金的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价值超过
十亿美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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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人们经常会误以为一旦投身直销职
业，您就会失去朋友。事实并非如此！
如新事业让我们跳脱狭小的朋友圈，
建立起想法与理念相同的团队，而团
队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勇敢做梦的强大
自信！这些友情为我们的生命注入了
新元素，启发我们用不同的视野看世
界，为我们提供可以依靠的肩膀，共
同携手互相扶持，以及为彼此加油打
气。我们相信引导团队新成员创造成
功非常重要，这样一来，他们也能达
到财务自主、时间自由的美满人生！

我 相信，所有永 续 经营的事业都 奠
基于友情，如新事业是一门“以人为
本”的伟大事业，让您帮助别人成功，
也同时创造自己的成功。

我们的成功，奠基于坚持及耐心帮助
别人改变生命，无论是陌生人、相识
的熟人、朋友或珍贵事业伙伴！友情
是长久的承诺，如新事业亦然！未来，
我们希望能结交更多高素质的朋友，
让他们也能从如新产品和事业模式中
受惠！

我非常感谢推荐人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Jasmine Teh让我认识如新事业，虽
然我跟她原本只是泛泛之交。现在，
我的目标是继续散播上线传承给我
的积极心态与正面能量，帮助别人创
造成功。生命中最美好的事，莫过于
我们因助人而成长，通过照亮别人而
创造自己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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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LOH & JASON LAI

SAMUEL LAI & CONNIE LAI

PENNY LIM & CHUAH SENG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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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如新事业至今，我非常感恩自己
的朋友圈不断拓展。事实上，我的团
队有95%成员都是陌生人，但现在都
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共同分
享好的事物，而且每天都为别人带来
改变。如新事业也让我与老朋友们重
新建立感情，他们非常惊讶于我的转
变，以及我在创业过程中所散发的积
极心态与正能量！

百万美元名人暨蓝钻石级直销主任

4 届寰宇领袖

初衷决定了未来！如新公司以正确事
业理念及“荟萃善秀、纯然无瑕”文
化起家，这也是如新公司不断延续及
传承积极正面力量的理由！

伟大事业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完成的，
而是 依 靠团队的力量！如新 事业也
是如此，我们的成功并非仅靠个人打
拼，而是拥有相同愿景与梦想的热情
团队。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找到如新事
业平台，让我们勇敢做梦并启发他人
生活得更美好，活得更长久！

如新产品和事业机会，是吸引大部分
如新事业销售领袖的重要元 素。然
而，让这些领袖们长久经营如新事业
的真正理由是善的力量文化，这个精
神推动他们致力于为他人的生活带
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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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ON LIM SIEW IMM

我们非常感恩能成为如新大家庭的
一份子，持续为别人带来欢乐与积极
力量，提升他人的生活水平。经营如
新事业，也让我们成为对家人和朋友
而言，都更具有价值的人！感谢如新
公司！

我们大部分的团队成员都是陌生人，
通过分享如新报酬优渥的事业机会、
卓越创新产品和善的力量文化，我们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珍贵的朋友与事
业伙伴，共同携手前进分享优质产品
及文化，改善他人的生活，帮助别人
成功并创造自己的成功！感谢如新公
司，让我们告别过去的自己，成为一
个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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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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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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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
“好朋友犹如天上星星，您
也许不常见到他们，但您知道他们一直都在”。
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除了
家人之外)包括健康、生活稳定，
以及能够彼此扶持共同探索世界
的朋友们。一群朋友能够相知相
惜并非毫不费力就能获得，您往往
需要经历许多争吵、欢笑与哭泣
的过程，在时光中淬炼出珍贵的美
好回忆。朋友确实会让您展现最
好的一面，这也是朋友真正的定
义！

从内到外全面保养！

人们常说您应该全力以赴留下良
好印象，这句话的英语说法为(Put
Your Best Foot Forward)。然
而，这句话 很容易令人误会不是
吗？大部人的第一印象怎么会是留
意足部呢？脸部才是代表一个人的
重要身体部位！欢庆友情节之际，
赠送包含您关爱之心的礼品给好
朋友，是您能给予他们最棒的惊
喜好礼！帮助他们获得蕴含有效成
分的最佳护肤程序，确保他们在
任何年龄阶段都能拥有梦寐以求
的完美肌肤！

选择如新公司荟萃善秀系列产品，
对您的朋友而言，包含洁净、爽肤、
保湿、滋润和防护等作用的日常护
肤程序将会变得截然不同。此系列
产品蕴含最纯净及高浓度的滋养成
分，这些成分都萃取自水果及其他
食物来源。

每个人都知道抗氧化剂和综合维他
命是亮丽肌肤的关键元素。虽然您
可以从市场购买水果蔬菜自己制作
面膜与好朋友们共度美肤之夜，但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既然
可以轻松拥有如新公司世界顶尖的
优质护肤品，为什么还要如此麻烦
呢？

草莓萃取精华、独创专利卵磷脂、木
瓜酵素、艾蒿、甘草和海藻萃取精
华等等，都是荟萃善秀系列产品的
重要营养精华。持续使用将能够从
细胞层面为肌肤提供长期性的防护
效果，修复及预防肌肤损伤。最重要
的是，您完全无需担心肌肤性质是
否适合，荟萃善秀产品是为普通、干
性、混合性和油性肌肤而特别研制
的理想产品。现在，您可以为好朋友
们定制专属护肤系列，满足他们的个
人肌肤需求。帮助他们展现最完美
的容颜变得更简单，而且绝对能够
达成目标！

四大神奇美肤产品！
现在，您已拥有能够打造健康亮
丽肌肤的产品。然而，您该如何
预防历经时间摧残的老化迹 象
呢？随着时间推移，胶原蛋白和
肌肤弹力流失将会影响肌肤紧
实水平，进而导致细纹和皱纹产
生。
ageLOC®焕新配套是专为逆转
老化痕 迹而特别研 制的产品系
列，为您的朋友带来焕新肌肤的
完美体验。此护肤系列包括了四
种强效产品，这些独特护肤产品
蕴含卓越滋养成分并采用创新先
进抗老化系统，为使用者带来其
他产品无法比拟的抗老化效益。
这套护肤 系列能够直击老化 根
源，发挥清洁、净化、滋润的护
肤作用，焕新肌肤并营造出更年
轻亮丽的容颜！

ageLOC®焕新配套能具有明显改
善肌肤状态的独特优势。采用如
新专利ageLOC® 科研独特配方
的产品，能够从基因层面直击老化
根源，同时也经由科学试验证实
能在短短7天内，明显改善8大肌
肤老化现象！
朋友圈总会有人特别热爱护肤美
颜。随着友情节的来临，不妨送给
他们这些别具意义的护肤产品，让
他们的日常护肤程序变得更简单，
也为他们增添更多欢乐！也许，如
同“好朋友”这个名词般，您也可
以按照期望与好友们共同达成优
雅老去的目标，将“优雅变老”变
成朋友圈的另一个激励性名词。

人生中最珍贵的

2. 健身搭档 - 一起运动，友谊长
存！邀约朋友会让运动不再令人
生畏，而且也能增加更多乐趣。
还有什么比好朋友们一起运动流
汗更美好的事？
3. 户外爬山 - 穿上您的爬山靴
与朋 友们 一 起 爬 山。攀上山 坡
时，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走出
户外面向大自然也能帮助您减少
压力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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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友情犹如健康，唯有失去时才会意识到它的价值！”Charles Caleb Colton
8月5日是国际友情节，这是一个为了欢庆及认可好朋友重要性而特别
创建的节日，朋友是我们拥有幸福与健康人生的重要关键。事实上，
与朋友们同欢共庆绝对不仅一天！6月也有一个国际好朋友日，甚至连
2月也是国际友情月。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有那么多庆祝友情的日期？
无论您用什么心态看待，我们同在一起将会变得更强大！从细微小事
到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身为朋友，我们永远都会陪伴彼此。我们互相
鼓励彼此扶持、共同作出艰难决定，甚至帮对方灌溉植物！
友情节是为朋友制造惊喜的最佳日子。您正在烦恼如何为亲爱的朋友
选购最佳礼物？不妨跳脱框架思考，舍弃常见的贺卡、巧克力或友情手
链。如果您与朋友们都想要一起活得更健康，不如现在就开始行动！友
情节是改变的最佳时机，与好朋友们一起策划有趣健康的活动，别再
拘泥于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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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1. 厨神时光 - 筹办烹饪派对并
准备健康美食。您可以尝试各种
健康食谱或烘培健康甜点。与好
朋友们共同下厨将会创造更多乐
趣。

有些活动是 欢庆 友情节的有趣
方法，想要变得更健康更是全球
人士的共同愿望。您将会逐渐注
意饮食及进行一些运动！然而，
这些真的足够吗？遵循健康饮食
方法，您的身体是否获得足够的
重要营养素以保持最佳状态？选
择华茂生技g3活能饮品和深海
复活鱼油，这两大强效产品将为
您和朋友们提供大量重要维他
命、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畅饮美味G3活能饮品!
g3活能饮品萃取蕴含大量脂类胡
萝卜素和维他命元素的超级果实
木鳖果，有助于提升您的蔬菜与
水果摄取量。美味g3活能饮品不
仅是任何年龄人士都能享用的营
养饮品，更是一款有助于维持细
胞防护功能、修复更新细胞及提
高身体类胡萝卜素指数的清爽果
汁！

来自海洋的赠礼
蕴含磷虾油成分的Omega-3保
健 品可 提 供 更 高浓 度 的 EPA 和
DHA，这些都是脑部和细胞膜需
要的独特磷脂类。对于每星期无
法摄取5-6份鱼类的人，或是想要
避免摄入鱼类常见毒素和重金属
污染物的人士，深海复活鱼油是
理想的替代选择！
友情与健康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
产，绝对不该视为理所当然而掉以
轻心！别再拘泥于赠送传统礼物，
推动健康活跃生活方式是您能给
予朋友的最好礼物。今天就选择华
茂生技产品，开始散播正能量及
推广健康活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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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难之交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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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朋友

在生活节奏快速，有时候甚至有些疯狂混杂，甚至偶尔会失控的
现今世界，能够拥有好朋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无论什么情况，
好朋友总会陪伴在您身边，共同度过生命的高低起伏，给予您无
条件的关爱。
试着想象这个画面，如果您的朋友
有难，您愿意帮助他们吗？也许是
高跟鞋坏掉或汽车抛锚这样的小
事，甚至也可能是比较严重的性命
攸关情况，然而，我们总会放下手
中的一切赶到他们身边，竭尽所能
帮助他们。因为，这就是朋友存在
的价值，更是友情的意义所在。但
是，假如是陌生人呢？您是否愿意
帮助一个陌生人？

您最后一次帮助陌生人是什么时候？
每次踏出家门您都可能会遇到陌生
人。回馈社会能令人感觉更美好。无
论是让位给正在排队的陌生人，或
在咖啡厅提前付账，您可以付出的事
情数之不尽！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友
情节，不如邀请您的好朋友们成为义
工，共同参与您喜欢的慈善活动。您
不仅能享受大家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也能创造美好的回忆，为他人的生命
点燃希望！

创始于1984年的如新公司始终
坚守使命，在全世界各地凝聚一
股善的力量并赋予人们改善生活
的能力。在最近举办的善的力量
文化日活动上，超过50名销售领
袖、直销商和员工聚集一堂，邀请
20位接受赞助以进行拯救性命心
脏手术的儿童前往吉隆坡飞禽公
园，大家共同参与充满欢乐的教
育学习活动，度过美好的一天。

孩子们与大人都被飞禽公园各种鸟
类所吸引。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
接触公园中最漂亮、最罕见的大自
然飞禽类朋友。他们学习认识各种
不同的鸟类并体验喂养鸵鸟的乐
趣。此次鸟类天堂的探访活动让每
个人都激动不已，留下了难忘的美
好回忆！
回馈社会可以从非常细微的小事开
始做起，例如：免费分享知识或抽
出时间参与社区计划。这些都是您
和朋友们可以一起进行的活动，共
同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如同电
影《机器人历险记》中Bigweld的
名言：
“看见需要、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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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比帮助有需要的人更快乐的
事情！多年来，如新公司参与各种
慈善活动，为他人的生命带来持
久性的正面积极影响。今年，如新
公司举办了“一袋血”捐血运动！
捐血助人的英雄们包括了如新销
售领袖、直销商和员工，大家都通
过参与如新捐血运动展现善的力
量文化。在所有人的鼎力支持下，
如新公司成功收集能够用于拯救
243条宝贵性命、超过80品脱的
珍贵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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