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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正在努力把Excelling辦得比以前更有趣、更易懂，讓讀者能通過閱
讀更輕鬆地學習和成長。下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著一個發人深省的主
題，您可以跟自己團隊的夥伴們，就某些篇章展開討論，或者見識一些
新的觀念或想法。您或許能找到某種提升和鼓勵團隊成員的方法，亦或
能激發出一些思想的火花，還或者能找到新的途徑走近那些和您一樣的
真實的丞燕人，從他們的親身經歷中學到經驗，獲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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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元素使用心得

• 再
 度強調了心態樂觀的重要性。心
態樂觀是營養免疫學的養生基本原
則之一，樂觀的心態對您的丞燕事
業和對您的健康同樣重要。
• 討
 論一下培訓的重要性，然後為您
的團隊制定一個可以落實的聚會日
程表，通過聚會提高大家的技能。

• 最
 需要做的是通過推介丞燕和菁元
素產品，建立永久客戶群。幫助您
的團隊制定首次的推介計劃，做到
一下就抓住新客戶的心。
• 哪
 個女人不希望能更漂亮一些呢？
考慮一下，您的團隊怎樣才能提高
菁元素的銷售量。

10
珍珠經理KUN ZHAO
借助複製和團隊的力量，
實現自己的夢想

• 讓
 您的團隊夥伴懂得制定行之
有效且可重複使用的計劃的重
要性。
• 需
 要培養強大的領袖嗎？請和
您的夥伴們一起閱讀這個故
事，然後和那些具有領袖潛質
的人一起制定一個行動計劃。

欲獲取更多信息，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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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用這個工具向新人介紹營養免疫
學這門改變人生科學的基本原理。
• 以
 此簡單的故事告訴人們，大自
然、營養免疫學和丞燕是怎樣為世
人提供了擁有更健康更富足生活的
機會。

• 您
 想知道能把丞燕產品融入每日餐飲
的有趣新點子嗎？請和您的團隊分享
下面幾個簡單又美味的食譜。
• 下
 次再組織聚會的時候，可做一下這
些美味的冰沙來招待大家；或者舉辦
一個產品品嚐派對，用一種有趣的新
方法來推介丞燕產品。

22

• 學
 會以有效的方法全面介紹丞燕產品
如何幫助世人獲得健康的整個過程，
讓有意向的新客戶變成忠誠的丞燕
人，進而讓您的丞燕事業蓬勃發展。

輕鬆推薦
新經銷商

• 利
 用這個簡捷的提綱，告訴人們加入
高級俱樂部和享有丞燕提供的豐厚獎
酬有多麼容易。

24
翡翠經理CHOONG
NG & AMY CHOONG
渴望成功，才能成功

• 渴
 望成功是個巨大的動力,能幫助
怯懦的人突破自我。

我必須告訴
大家，我認
為上一期的
春季期刊是
北美丞燕所發行過的
雜誌中最好的之一。
這一期中所講述的故
事、所提供的信息和
照片，甚至還有所用
的紙質，都勝過了以
往。我們非常感激公
司有關人員的努力，
萬分感謝。
Jade Ambassador
Hugo Zhang, Toronto
多倫多翡翠大使張修國

上一期的春
季期刊是我
見過的最好
的！我特別
喜歡裡邊的產品目錄
和食譜。「1-形」塑
身優勝者的故事也特
別給力，還有那麼多
的產品信息都特別有
用。大家都在談論我
們對新一期雜誌的喜
愛！
Jade Ambassador
Ning Peng, Toronto
多倫多翡翠大使彭寧

• 通
 過Choong和Amy在喜燕之家的
帶領下取得成功的故事，強調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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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正能量
推動我的
丞燕事業
不斷成長
翡翠經理 May Chen & Guang Yu

四年半的丞燕人生讓翡翠經理
May Chen認識到，耐心和紮實的培
訓，以及積極的心態，是成功地發展
丞燕事業的關鍵。
「在推薦COE時，有些新經銷商急於
求成，卻沒能好好解釋一下從服用產
品到收穫效益需要的一個過程。通
常，使用產品要在幾個月之後才生
效，產品需要工作一段時間，才能重
建免疫系統。我們還應該讓客戶明
白，丞燕產品是食品而不是藥物。由
於人們以前可能常年攝取不健康的食
品，那要讓自己的免疫系統強健到足
以對抗疾病，當然就需要花時間用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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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喜歡跟人們
分享我參加各
次旅行的經歷，
我給團隊的夥伴
們看我旅行的照
片，這使得他們
爭先恐後地去註
冊VIP。而他們一
旦贏到了這些精
彩的旅行，他們
也就會認識到怎
樣才是更富足的
人生。

益健康的營養來滋補。而營養
免疫學教給我們的就是怎樣來
滋養自己的免疫系統。」
May接著說，「我們的客戶如
果想讓自己的免疫系統變得強
大起來，需要耐心地使用丞燕
產品；與此同理，我們也要耐
心地等待自己事業的成長，耐
心地等待同伴的進步。花時間
去參加有益的培訓，以此激
發我們做丞燕事業的熱情是非
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我們焦慮
地等待著自己的事業發展的時
候，這種時候我們就特別需要
正能量的鼓舞！」
其實，始終都保持高漲的熱情
是挺難的，所以，May通常會
尋找各種途徑來充實自己，比
如重溫營養免疫學、聆聽一些
勵志演說家的激情演講和閱讀
一些鼓舞人心的資料等。May
最喜歡的一位勵志演說家是陳
安之，她說，「我們在聚會中

擁有積極樂觀的 常 常 用 他 的 語 言 和 觀 點 來 感 染 與 會
者，通過自我肯定，我們獲得自信，
心態，不僅是營 加 深 我 們 對 丞 燕 的 熱 愛 和 熱 情 。 」
養免疫學的一項 May最喜歡這樣告誡自己和自己的團
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優秀的。
基本原則，也是 要 成 功 ， 就 要 為 自 己 熱 愛 的 事 業 瘋
我的丞燕事業走 狂，要奮不顧身地追求！」她就是這
樣不斷地提醒自己和夥伴們，要成功
向成功、走向輝 就要有自信，要勇於承擔風險。
煌、走向繁榮的
除此之外，May還從其他丞燕人那裡
基礎，更是我步 汲取力量，她說，「翡翠大使彭寧的
入更富足人生的 講演，也讓我深受鼓舞。我要像彭寧
一樣，永遠都積極進取，奮發向上！
根本保證。
因為只有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正面的心
態，才能為我的下線們做出一個表
率。我平均每天用五、六個小時來拓
展自己的丞燕事業，在這段時間內，
我必須樂觀地面對自己的新客戶和團
隊的夥伴們，他們值得我傾盡全力的
付出。」
May還認識到，全面而完善的培訓是
非常重要的。培訓，並不只是傳授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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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知識，更重要的是在團隊中營造一
種積極的氛圍。「我們經常聚會。在
聚會中我們會探討諸多不同的話題，
包括自主創業到丞燕獎金計劃等等。
在我能挑起培訓的重任後，我團隊的
夥伴們對事業增長的信心大增，他們
在我的鼓勵下，都躍躍欲試地要擔起
領袖的責任。而一個團隊中領袖人數
若不斷增加，即意味著整個組織的發
展和壯大。」

通常，May團隊中的新經銷商在自己
的親友使用了丞燕產品，見證了健康
的改善後，都會很快開始他們的丞燕
事業。而用不了多久，他們每月就能
收到幾百美元的獎金， 這樣他們自己
不用自掏腰包就能得到產品了。而隨
著恰當的培訓和鼓勵，他們的事業將
越做越好，每月的獎金平均可增長到
$2000美元，這樣，新人就真正地看到
了丞燕事業不可預估的潛力。
在今年的歐洲之心旅行大獎賽
中，May的團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她的下線中共有23人註冊為VIP！23
人啊，比任何一個小組中註冊的人都
多。積極樂觀具有鼓勵性的領導方
式，讓May見證了事業的迅速發展，
她告訴我們，「我特喜歡跟人們分享
我參加各次旅行的經歷，我給團隊的
夥伴們看我旅行的照片，這使得他們
爭先恐後地去註冊VIP。而他們一旦贏
到了這些精彩的旅行，他們也就會認
識到怎樣才是更富足的人生。」May
的小組中有一名隊員，第一年的收入

大概有幾千塊美金，而在下一年，她
的收入一下就暴漲了十倍之多！「能
看到同伴的家庭事業一年一年地發展
得如此之快，我特別激動。這樣的例
子，是真正的正能量，它會鼓舞到小
組中的每一個人，讓每個人都真切地
看到近在咫尺的同伴也能取得這樣的
成功。」
對於May來說，丞燕還給她帶來了一
個額外的益處。May和丈夫Dr. Guang
Yu移民至加拿大之前，在中國分別做
過護士和醫生，那時，他們作為醫學
領域的專業人士，以服務他人為樂，
也因此贏得了人們的尊重。而今，做
丞燕事業讓他們重建了自信，重獲了
尊重。有了丞燕事業的協助，May在
多倫多的註冊按摩師和針灸師的工作
以及Guang放射師的工作都得到了更好
的發展。
May和Guang這對俊美的夫妻，常常攜
他們的女兒Melody參加公司的活動。
他們一家人，就是身體健康、生活富
足的丞燕人的典範。May微笑著說，
「擁有積極樂觀的心態，不僅是營養
免疫學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我的
丞燕事業走向成功、走向輝煌、走向
繁榮的基礎，更是我步入更富足人生
的根本保證。」

May認為服用這些產品能迅速明顯見效:


May和她的小組會定期討論如下話題:

• 如何推動事業發展
• 如何搭配產品
• 使用產品後的
良好反應

• 創業技能和領導技能
• 丞燕獎金計劃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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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元素使用心得

五個女人，五段故事，給我們講述了她們
使用菁元素產品美化肌膚的不同經歷。讓
我們來看看她們都是怎樣知道了菁元素產
品，為何要使用菁元素，之後又是怎樣與
他人分享優異的菁元素產品的吧。

Jade Master

May Dong

我曾是一名美容師，所以我深知每
一個女孩子都想有一張光潔漂亮的臉
蛋，我自己當然也不例外。為此，我一直都在為自己
面部油膩的T區而煩惱，我的臉上因油脂分泌過剩導
致了毛孔堵塞，以至粉刺和黑頭層出不窮，尤其是在
打上粉底後，那些粉刺更是一粒一粒明顯地浮在鼻子
上，弄得我每兩個星期就要去美容院做一次清理。此
外我還用過黑頭貼、磨砂等方法，可沒有一樣好用。

我加入丞燕時，剛好參加了菁元素系列護膚品分享
會，在那裡，我學到了該如何保養自己的皮膚。配方
溫和的活氧精萃正適合我這樣的肌膚，現在我每天都
用菁元素產品認真地護膚，面部T區的油脂明顯
變少了，困擾我多年的粉刺和黑頭也逐漸
Jade Ambassador Lucy Lu
消失了，我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心願，
擁有了年輕而富有彈性的肌膚。
我做美容師已有十多年了，可是卻一直解
決不了自己皮膚敏感的問題。我用過好多品牌
的護膚品，它們無一能帶給我幫助。每到換季的時
候，我的臉部都會過敏、瘙癢，冬天的暖氣和夏天的冷
氣都會導致我的皮膚乾燥、脫水，久而久之，斑點和皺紋就都
浮現在了我的臉上。
濃妝豔抹遮不住面部的瑕疵，這些問題讓我變得很不自信。就在這種困境
中，我的一位客人把丞燕的菁元素護膚品推薦給我，我選用了適合自己過敏性
膚質的產品，並等著看季節變換時自己的皮膚會有什麼反應。事實證明，丞燕
產品經住了考驗，以往因換季而出現的皮膚問題再也沒找過我的麻煩。

Pearl Master

Mei Qin Lin

人們都說，衣服是女人的第二層皮膚。我擁有一家自己的服裝店，所以我總是
能穿上最新潮的衣服。但是，作為三個孩子的媽媽，我竟然在不經意間讓歲月在自
己的臉上悄悄地留下了一些痕跡，我發現這第二層皮膚靚過了我自己真正的皮膚，所
以，我想到要改變這種狀態，好好地保養一下自己的皮膚。
在這種境況下，有一天我的店裡迎來了一位客人，Lucy。我驚訝地看著她緊緻而光潔的皮膚，忍不住就問
到了她的保養方法，於是，Lucy向我推薦了丞燕的菁元素產品。我立即開始試用產品並很快就為其效果而
欣喜不已，我發現自己臉上的皺紋有了明顯的淡化，皮膚越來越緊緻和富有光澤，連斑點也消退了。以
前，我都是要靠化妝來給皮膚穿上一層漂亮的衣裳；而現在，我只要化個淡妝就可以出門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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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l Master Min Xia “Tiffany” He
從小到大，人們總是誇讚我的皮膚是如
何的天生麗質，我自己也一直以此為榮。
但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發現了自己的皮膚會
過敏，那時我曾背著姐姐偷用過她的護膚品，
沒想到隨即卻長出了一臉的疹子。從那以後，
我就知道再也不能往自己的臉上亂塗任何東
西了。

Pearl Master

Xiu Chai Chen

作為一個家庭主婦，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到了打理家務
和照顧孩子上。日子久了，我發現自己的臉部
逐漸變得暗淡無光，而T區油膩導致粉刺不
斷的問題更是困擾了我十多年。這些年
中，我嘗試了多種昂貴的護膚品，但
後來，我又試過在冬天用嬰兒面霜保濕
卻都不見效。漸漸我對自己的容貌失
防乾，可偶爾皮膚還是會發紅、發癢，
去了信心，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黃
這樣一來，我更不敢再用任何品牌的
臉婆。
護膚品了。直到MayDong給我介紹了
丞燕菁元素系列護膚品，我才在她
直到有一天，有一位丞燕人慷慨地
的指導下搞清了自己皮膚的特性，
與我分享了她護膚的秘密，原來她是使
並根據自己膚質的需要選擇了適
用了丞燕的菁元素產品。經過她細心的
當的產品。現在即使我的年齡
講解和推薦，我選擇了適合自己的產
在增長，皮膚也還是會過敏，
品，抱著試用的心態，我開始使用這
但因為有了菁元素產品，我
些產品。沒想到，僅過了一個月，
的皮膚被養護得好靚。正
我的肌膚就有了明顯的改善，皮
如May告訴我的那樣，菁
膚不再油膩，粉刺也少了，我的
元素的配方都溫和而安
朋友們都注意到了這些變化，
全，適合許多種類的肌
我的丈夫也開始誇讚我是滿面
膚。
容光。現在，我對自己的容
貌充滿信心，我不再是那
個黃臉婆了，而是一個美
麗自信的女人！

請登陸
www.eexcel.net/
beauty-products
您可讀到這些丞燕
人的完整故事。

借助複
製和團
隊的力
量，實現
自己的
夢想
珍珠經理 Kun “Lucy” Zhao

每 談 到 丞 燕 ， 珍 珠 經 理 K u n
“Lucy”Zhao總是神采飛揚，她的快
樂和激情也總會自然而然地傳遞並
感染到他人！現在，Lucy的付出已
初見成效，她的事業正在成長，這
些都將使她的生活變得更加富足和
收穫更多回報。所以她認識到，無
與倫比的丞燕事業良機有著無限的
潛力，這是開啟成功之門的關鍵。
Lucy告訴我們，丞燕產品的效果卓越，這
種 優 勢就 是創建事業的堅實基礎。她說，
在 剛 接觸 丞燕的時候，我先做了一系列的
調 查 ，然 後開始試用「養生計劃」和「長
新 」 。使 用後我消化系統的健康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這讓我對丞燕產品建立了信
心 。 我並 不是推銷員，我只是單純地與他
人 分 享自 己的知識和體會，就這樣啟動了
自 己 的事 業。沒用多久，我就開始邀約朋
友們參加會議，並開始推薦新經銷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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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並沒太看清這項事業的巨大
潛力。但是去年參加的丞燕拉斯維加
斯大獎旅行，和聽到的菲律賓丞燕翡
翠大使Jeruel Zalameda極具啟發力的
講演，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我於是決
定要把自己的事業提升到一個新的高
度。既然Jeruel在人口並不多營養品購
買力也不強的國家都能取得這樣的成
功，那我們在北美地區何不也努力地
爭取一下呢。
拉斯維加斯旅行結束不久，我參加了
在多倫多丞燕經銷
商中心舉辦的一場
培訓會。在那裡，
我聽到了丞燕翡翠
大使彭寧老師與我
們分享的她自己的
奮鬥故事。她跟我
們許多人一樣，以
前也沒什麼銷售經
驗，但是因為她的
努力和堅持，讓她
實現了自己的遠大
夢想，並在做丞燕事業的過程中獲得
了更大的快樂。彭寧老師的經歷，
讓我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 - 只要跟隨
丞燕，人生就一定能更加富足。

這就是網絡市場和丞燕事業的力量所
在。在銀行工作的經歷讓我清楚地懂
得這個原理，複製能夠帶來複合指數
的增長。分享營養免疫學、產品信息
和培訓的基本意圖，就是要將這些信
息反复地傳達給人們。而您的組織中
如果有更多的經銷商不斷地重複這樣
的工作，您的事業就會翻倍地增長。
這樣，只要堅持度過了最艱難的階
段，您就會不斷地收到自己之前努力
的成果了。
當我的下線發展到
多倫多之外後，我
親眼見證了複製的
力量。我其實並非
曾親自去紐約，能
在那裡發展新經銷
商，是因為我的創
業夥伴Claire Li，這
位擁有商業頭腦和
行動力的好友，她
將丞燕事業推薦給
了自己家族中另一
位極具商業頭腦的成員 - 居住在紐約
地區的Sharon Li。在上線領袖的指導
和幫助下，我們的紐約團隊成長得非
常快，這種成長讓我預見到自己的獎
金在未來也會隨之而增長，像彭寧和
Jeruel那樣的成功也不再是那麼遙不
可及，它可能會比我預想中的更早來
到。而隨著他人的成長，我會不斷地
分得獎金，特別是在領導實力基金這
一項上，可以讓我們收穫得更多。這
就是丞燕獎金計劃的巨大魅力。

隨著他人的成
長，我會不斷地
分得獎金，這就
是丞燕獎金計劃
的巨大魅力。

就是在這種時刻，我覺著自己找到
了通過丞燕取得成功的關鍵方法。
彭寧老師和Jeruel的故事給了我們極
大的啟發和鼓舞，他們共同的特點
就是他們都有效地借助了複製和團隊
的力量，壯大了自己的事業。丞燕事
業與我做的傳統的銀行工作完全不
同，銀行的工作發展機遇有限，而
丞燕是我們自己的事業，複製讓我們
可以把握自己事業的發展走向，要發
展到多大完全由我們自己決定。Jeruel
在拉斯維加斯的講演中曾提過著名企
業家John Paul Getty的名言，“100個
為我工作的人每人只需付出1%的努
力，也大大優於我一個人付出100%的
努力。”這句話告訴我們的就正是這
個道理。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掌握創業和複製
的技能，並與團隊的夥伴們共同設立
目標，一起參加培訓。我不僅自己積
極參加聚會，亦督促自己組內的朋友
們也一同前往。而為保證那些錯過會
議的夥伴也能得到這些學習的機會，
我們還專門把會議的內容錄製下來，
再與那些未能參加會議的同伴分享。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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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隨著時間的推移，您的知識
和經驗會累積得更多，事業也將
做得更好，這也就意味著您將來
可以用更少的時間工作卻獲得比
做普通工作所得到的更多的收
入！擁有自己的事業，還能讓
您的工作時間更靈活，財務更自
主，與家人友人歡聚的時間更充
足，這就是我心目中的更富足的
丞燕同伴之間的深厚情誼，是我
人生。而我的親身經歷正說明，
在銀行工作這麼多年中從未體驗
只要堅信自己，每個人都能跟著
過的。現在，丞燕事業給我創造
丞燕過上
了大量的
機 會 ， 讓 現在，我能想像出自己年老之後還熱 這 樣 的 生
活！
我得以結
識 更 多 的 衷於丞燕事業，積極從事丞燕事業的情
朋 友 ， 參 境。丞燕確實是一項能做一生的事業。 我 現 在 很
希望自己
加許多有
當初能早一點就看到丞燕事業的巨
趣的社交活動，並在幫助他人的
大潛力，當然我更需要的是放眼未
過程中獲得自我滿足。
來。我期待著能有更多的人發現丞
燕的潛力，加入我們的團隊，朝著
現在，我能想像出自己年老之後
成功的目標我們共同努力。在未
還熱衷於丞燕事業，積極從事
來，有無數的有志之士我將結識，
丞燕事業的情境。丞燕確實是一
有豐厚的酬勞和獎勵我將享有，我
項能做一生的事業。其它的工
作，如果您不及時精進自己的技
的人生將更加圓滿，我的未來有著
無限的發展空間！
術，就有可能被淘汰。而做丞
公司的大獎旅行和年會這些大型
活動也非常重要，參加這些活
動，會激發大家更大的熱情，而
我們如果能分享這些富有感召力
和激情的體驗，其意義就更加不
可估量，因為這些分享會堅定我
們整個團隊的決心。

保證您組織內信息的流通
Lucy向大家推薦的資源有：
• 網上資料庫
• YouTube視頻
• 陳昭妃博士的著作
• 微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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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您的潛在客戶開一個菁元素派對，大家一起試用一下最新的護膚產品！

讓您的皮膚
感受一下
清爽的海風
全新
上市！

菁元素新產品
菁元素煥藻精華乳液和面膜都含
有巨量的海草和褐藻萃取物，同
時配有我們獨特的活氧精萃複合
物，可幫您爽膚亮顏。浩瀚的大海
中蘊含著最為豐富的礦物質、微量
元素、氨基酸、抗氧化劑、多醣體
和酶，而默默無聞的海草和褐藻
非常均衡地蓄積了所有的這些養
分。海草和褐藻的萃取物是低分
子量的營養素，非常容易滲入基底
細胞層，可為肌膚補充礦物質和微
量元素，促進細胞和結締組織的
康復。海草和褐藻萃取物的康復效
益包括：
• 對抗自由基的損傷
• 增白皮膚
• 促進膠原蛋白再生
• 幫助皮膚抵禦紫外線的傷害
煥藻精華乳液
產品貨號： 11400
普通會員價： $105.55
COE價: $95
CV: 86
煥藻精華面膜
產品貨號： 11401
普通會員價： $63.33
COE價：$57
CV: 52

煥藻系列
讓您的肌膚更清爽、更明亮
13

丞燕•帶給您
更強健的體魄•更富足的人生

我們靠獲得而生存，我們靠付出而生活

分享營養免疫學
輕鬆分享的科學資訊，幫您開啟全新人生

。我們丞燕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付出。

自然母親不斷地付出。

自然母親賦予了植物成千
上萬被稱之為微量營養素
的植物性營養素、抗氧化
劑和多醣體，讓它們生長
出多彩多姿的顏色和結
構，讓它們能夠保護自
己，能夠頑強地生存。
攝取植物會讓我們
更加健康。營養免
疫學學者在研究植
物的微量營養素
時，發現它們也有
益於人體的健康！

科學家們正在廣泛地
研究像橙子這類完
整性植物食品中的
植物性營養素、
抗氧化劑和多醣
體，楊柏瀚大學
營養學和食品
學助理教授Tory
Parker說：“因
為某種原因使得
食用橙子要比食
用維生素C的效果
好，而我們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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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尋找這
其中的原因。
我們認為，
是 橙 子 中
各種抗氧
化劑的特
別組合使
之特別地
有益於健
康。”
“我們正在
尋找各種抗
氧化劑協調作
用的效果，探究

為何兩種或兩種以上抗氧化劑共同
作用的效果要強過它們各自產生的
效果的總和。我其實最感興趣的是
要保護人體的健康，並保持這種健
康，使之更健康。不論我們的研究
發現了什麼，有一點是非常明
確的，那就是多吃水果
絕對沒錯。”
完整性植物食品
是指植物的各
個部位，比

作為一位科學研究者，陳昭妃博士把
向世人告知微量營養素的效益當成了
自己的使命，並為此創立了丞燕。

如植物的根莖、果實、枝幹、花朵
和種籽。營養免疫學的研究顯示，
攝取豐富多樣的完整性植物食品
時，這些食品所含的豐富多樣的化
合物會在人體中協同作用，更好地
維護健康。

1987年，營養免疫學的先驅
者陳昭妃博士創立丞燕。她
在結合現代西方科技和傳統中
醫理論的基礎上，研發了一系
列的天然食品配方。
陳昭妃博士曾榮獲過許多嘉獎，
其中包括馬丁帝拉庫茲獎，這
項獎勵表彰的是她在傳統和替
代醫學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古
阿茲台克醫者馬丁帝拉庫茲
（Martinde laCruz），也是研究

植物營養的先驅者，他是
新大陸本土提供藥用植
物使用數據的第一人。
他在1522年公佈了自己
的工作成果。
仙人掌是由阿茲台克人發現
的，而在1996年，陳昭妃
博士利用仙人掌配製的
「千禧泉」，榮獲了世界傳
統醫學大會的頭等獎，所
以將馬丁帝拉庫茲獎授予
陳昭妃博士真是再合適不
過了。

丞燕產品的配方為完整性食品，
它們以非常便捷的方式為消費者
提供重要的微量營養素，進而滋
養免疫系統，維護人體的健康。

今天，丞燕站在營養領域的潮頭，
堅持以領先的生產工藝，最大限度
地保留原始材質中的微量營養素。
而最先進的包裝手段，不僅能防止
營養的流失，還能保持產品的鮮度
和品質。
丞燕「千禧泉」的發展史，
就是丞燕不斷改革創新的寫
照。1996年，以玻璃瓶包裝的
「千禧泉」首次走入市場；
七年之後，CheerPacks這種包

裝新技術的採用，摒除了原「千禧
泉」中的防腐成分；現在，「千禧
泉」又改用了被稱為EP-PAK的紙盒
包裝。這種來自日本的擁有專利的
高端技術產品，有多層的覆膜，具
有屏蔽性的保護作用。而專利
的EdgeProtect密封設計，更保
證了包裝物不會接觸到紙板
層，也不會有洩漏。新包裝
的「千禧泉」每盒中有五個
小盒，只要盒蓋未開，產品
的保鮮期就會更長。

人們都說，健康是
最好的財富。但
是，現在很多人
僅為了微薄的收
入在拼命地工
作，卻在這個過
程中損失了自己
的健康。而丞燕
事業，不僅能讓
您和您的家人變
得更加健康，同時
還能為你們創造更富
足的生活。丞燕獎金計

丞燕機遇面向全
體世人。與丞燕
結伴，不僅是為
身體能更健康，
也是為人生能更
富足！
丞燕事業的獨立合夥人都在不斷
地與世人分享自然母親和丞燕給
予大家的贈品–更強健的體魄，
更富足的人生！

希望您繼續這種付出，把我們的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

劃可讓業主的獎金
倍增，進而推動事
業的成功，最終
實現夢想。
陳昭妃博士之所
以捨棄傳統的
銷售途徑而選擇
網絡直銷，是因
為這樣可以實現
她“打造一個免除
疾病的世界”的夢
想，同時還能為那些
願意與她一起承擔這個

使命的同伴們提供優厚的回報。
不論是從事哪種行業的人，都能
通過豐厚而多重的獎勵獲得滿
足，並體會到只要願意付出，
就會有更多收穫。
丞燕堅信付出就有回報。
為了回饋社會，不論對當
地的慈善活動還是國家
機構，我們都給予了
積極的支持。我們捐
助過的機構有美國癌
症協會、美國心臟
協會、美國紅十字
會等等很多。

我們為自己的付出而
驕傲，我們要讓所
有人都擁有更強
健的體魄和
更富足的
人生！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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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冰沙
在炎熱的夏季，您可以
用自己最喜歡的丞燕產
品試做一下這幾種美味
的冰沙。這幾款冰沙都
簡單易做，它們不僅能
幫您驅熱降署，更能維
護您免疫系統的健康！
和團隊
您可以把好友
一起開
夥伴都召集在
種新穎
個派對，以這
用丞燕
的方式把這些
食都介
產品配製的美
紹給大家！

您是不是也有什麼使用丞燕產品的好辦法呢？如
果有，請將其發送到enewseditor@eexcel.net，您的配
方就可能被推薦上來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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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 - 椰奶冰沙

+
1杯冰凍菠蘿塊

+
1杯無甜味椰奶

+

=

1包「滋養包原味」

1杯冰塊

混合所有配料打碎直至
成為冰沙。

桃子 – 生薑冰沙

+

+

+

1湯匙磨碎的
新鮮生薑

2杯冰凍桃子塊

=
混合所有配料再加入1杯
水打碎直至成為冰沙。

蜂蜜或者
甜葉菊甜味劑

1包「長新」
1包「沛能原味」

黃瓜 – 酸檬冰沙

+
2個中等大小的黃瓜
（去皮去籽）

+
1個酸檬的汁

lime
flavor

+

1 – 2小杯的酸檬味
「交響樂」

=
1杯椰奶油

混合所有配料並加入1杯
冰塊打碎直至成為冰沙。

紅莓 – 橙子冰沙

+
1杯橙汁

+
1杯紅莓

1 包「長新 – 柳橙」

+

=
蜂蜜或者甜
葉菊甜味劑

混合所有配料並加入1杯
冰塊打碎直至成為冰沙。

謹記如下要點，
輕鬆推薦新經銷商！
關於健康方面的資訊
請確保與丞燕新人分享如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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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養免於學，是告訴我們如何滋養免

疫系統，維護身體健康。丞燕產品，
僅是滋補性的完整性食品，它們含有
大量的抗氧化劑、多醣體和植物性營
養素這些微量營養素。

關於富足方面的資訊
請確保讓那些有意加入丞燕的人也了解如下信息：



能明顯見效。所以，請耐心一點，等
您的身體得到了適當的營養，健康得
到了改善，您就將體會到，所有的等
待都是值得的。

**CV（ 獎金點數）：與丞燕產品
相對應的的點數，用來計算
銷售該產品的獎金數額。


每 一種產品的成分都標示在產品外包


有 時，某些人使用產品可能會出現整

健反應。* 其實，這是一個好的現象，
它說明您的身體正在排除毒素，正變
得更加健康。所以，除非您確定自己
身體的反應是過敏，否則您可繼續安
全地使用產品。

1. 通
 過購買Excelerator套盒（$330
美元，包括經銷商公文包），
加入高級俱樂部（COE）
2. 通
 過訂購價值為175CV**的產
品（$175美元的訂貨+購買一套
$25美元的經銷商公文包），
成為一名COE會員


通 常，使用丞燕產品最少需三個月才

裝的標籤上，或者登陸www.eexcel.net
也能查到這些訊息。假如您知道自己
對什麼過敏，那請您務必仔細查閱您
所使用產品的成分表。


加入丞燕，有三個便捷的途徑：

3. 購
 買價值為$25美元的經銷商公
文包，成為一名經銷商




要 在某月拿到獎金，您只需在那

個月份最少訂購價值為100CV的
產品
關於“您的事業良
機”，請詳細解釋
丞燕獎金計劃（丞燕
網上工作室也提供此
資訊）

作為一名丞燕事業的主人，你的首要目標之一就是通過推薦新
經銷商，與世人分享營養免疫學的知識和健康的資產。
這裡，我們為您準備了一份十分簡便的提綱，它包括了丞燕的
兩項宗旨，即更強健的體魄和更富足的人生。在與丞燕新人交
流的時候，您可依照這份提綱，把丞燕最重要的信息傳達給他
們。同時，也讓您組內的每位成員都掌
握這些重要的信息，這不僅能建立組
內的信任，還能幫您留住自己團隊的夥
伴，保持您組織的活躍與成長！




高級俱樂部

1. C
 OE會員必須同意在首次訂貨
之後的三個月仍繼續訂貨（總
共為四個月），每月最少訂貨
達到100CV點
2. 自
 動 送 貨 特
分享COE手冊的時候
惠 ： C O E 會 員 請著重強調它的優
福利！（丞燕網
可設立自動訂 惠
上工作室也提供此
貨 ， 以 保 障 自 資訊）
己的獎金。此
訂貨為每月最少100CV點，只
要您保持合格，丞燕就能在每
月的25日自動為您送貨，保證
您無需憂慮就能收到自己喜愛
的丞燕產品。

我們還有特選的各種自動訂貨組合套
裝。這些組合包含了最受歡迎的丞燕
產品，訂購這些組合可額外享受10%
的折扣！

整健反應
丞燕創辦人陳昭妃博士在她的著作「營
養免疫學」中對此的解釋是：“植物性
食物不僅可為身體提供豐富的維生素與
礦物質，同時也負擔身體的清潔工作，
使人體排除有害的毒素。”陳昭妃博士
接著解釋了我們的身體會利用天然植物
食品的效益清理自身系統，將體內的毒
素從多種渠道清出體外，“但是很多人
並不了解這種機制，只是（對這些反
應）一味感到緊張… , …本草植物在協
助人體清除毒素時，正如毒素的累積一
樣也需要一段時間”這個人體排毒的過
程就叫做整健反應，這種反應只是由所
攝入的天然性清理成分引起的。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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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成功，
才能成功
翡翠經理 Choong Ng & Amy Cho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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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時貧窮的出身對我性格的塑造和我早年的自我認
知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以前的我很自卑，內向，
不愛跟人打交道，甚至不願跟人交談。
說到加入丞燕，以前認識我的人根本不相信我有能
力去從事這種直銷事業；而對我自己而言，我也覺
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跟許多人一樣，我當初對直
銷事業也抱著深深的疑慮：直銷不是買東西就是賣
東西，那是給很有口才的人做的。種種的偏見讓那
時的我對直銷沒什麼好感，可萬萬沒有想到今天的
我卻愛上了丞燕事業，也從事了丞燕這份事業。
當初決定做丞燕時，論口才、背景、人際關係這些
條件，我都沒有。而那時我還有擁有自己的餐館，
有理想的收入，所以我這樣決定也不是因為走投無
路。當時的我遭到了很多人的質問，家人甚至說我
是瘋了，為什麼放著現金不賺，非要做直銷。但我
還是堅持了自己的決定，因為我不想就是為了生存
而一個人在餐館孤獨地工作40年，我想過更有意義
的生活，為此我捨得放棄這些賺取現金的機會。
能做出這個決定，也多虧了我的另一半、我可愛的
妻子Amy。是她堅決地認定丞燕能讓她身邊的人擁
有健康和財富，還能實現環遊世界的夢想。她對丞
燕的篤信、對陳昭妃博士的熱愛影響了我對丞燕的
看法，讓我看到了丞燕的巨大潛力。所以，現在我

萬萬沒有想
到今天的我
卻 愛 上 了
丞燕事業，
也 從 事 了
丞 燕 這 份
事業！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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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兩人都是懷著滿腔的熱情，在共同追隨丞燕事業，共同開拓丞燕事業。

丞燕，讓我的
一切從不可能
變為可能。

丞燕，讓我的一切從不可能變為可能，進而改寫了我的人生。為此，我要
感謝我的上線，是他們把我帶入了美好的丞燕事業，把我和Amy帶入了SS
Network組織。而SS Network組織，有著非常完善的教育模式和有效的培訓方
法，我的上線Casey、Kelvyn、Sebastian和Chong，一步一步地向我們傳授高超
的創業技巧，像變魔術般地把我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也把我原本平淡無
奇的生活，變得多姿多彩、耀眼奪目，最終讓我走上了成功的道路。
但在做丞燕事業的初期，即使有眾多領袖的輔助，我也並不順利，因為我
有一個很大的障礙，就是語言能力欠缺。我不是一個天生伶牙俐齒、能說
會道的人，但沒什麼口才的我卻很幸運，因為SS Network有一套非常簡易的
培訓模式，我可以在學習和掌握了之後再輕鬆地重複講解這套模式，久而
久之，我也熟能生巧了。這時我終於明白，原來做丞燕事業並不是靠油腔
滑調或非要口才出眾，我們更需要的是用真誠的心去分享。
組織的培訓讓我戰勝了恐懼，讓我變得開朗大方，更甘於為組織奉獻自
己，這一切都讓我成為了一名受歡迎、被信任的組員，讓我也能發自內心
地接受、歡迎和關心他人，並學會了笑臉相迎、握手寒喧等這些在原來的
我幾乎不可能運用的交際方法。而一切的改變讓我很快就體會到，付出者
其實就是受益者。
做丞燕還讓我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那就是這項事業是一個倍增的事業。只
要有一個積極的環境，有一套完整而簡單的教育體系，我就能不斷地複製
這套模式，並反复地把這種模式傳授給他人。也正是借助這種簡單易行的
授業方法，我的組織網絡變得更加強大和龐大起來。
丞燕徹底地改變了我的人生，從兼職到全職投入丞燕事業，我擁有了自己的

我 終 於 明
白，做丞燕
事業並不是
靠油腔滑調
或非要口才
出眾，我們
更需要的是
用真誠的心
去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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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房子和倍增的收入，每年還能免費參加公司的海外旅遊，讓我在短短
的幾年內實現了自己人生的目標。
為此，我特別感謝丞燕，是丞燕事業幫我克服了自卑和怯懦的心理，讓我
擁有了夢想的人生。丞燕帶給了我太多的福祉，其中最讓我感動及有成就
感的，是看見我身邊的朋友們通過丞燕尋回了健康；是擁有一群與我志同
道合的有理想有抱負的下線，這些也是我的朋友或家人，他們也在成長進
步，也在收穫回報，也在實現著自己的夢想。
很多人曾問我，“做丞燕事業難不難？”我認為他們需關注的不該是難不
難，而該是問問自己是否也想像我一樣，過上令人嚮往的生活。世上無難
事，只怕有心人。成功不是能不能，而是要不要，因為我要了，所以我得到
了，我們只需做出小小的改變，就可能會有大大的不同。現在，我已收穫了
與他人分享心得的果實，並且這種收穫還在倍增。

我的周圍都是
與我志同道合
的 夥 伴，他 們
也都在實現著
他們的夢想。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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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產品指南
「千禧泉」仙人掌甘飲
1000ml | 800010
IS

IS

「千禧金粉劑」
30•15g packets | 100190
IS

D

「長新」
30•18g packets
Original – 610090
Orange – 610092
C

DS

I

「滋養包果莓味」
30•15g packets | 610041
M

W

IS

D

C

N

R

D

DS

「健怡包」
30•15g packets | 610050

「滋養包原味」
30•15g packets | 610040
M

I

「心醇」
30•12g packets | 610021
C

M

D

W

「交響樂」
16 pk•10ml ea | 610200
IS

BS Balanced System
構建平衡的系統
IS Immune System
免疫系統
C Circulatory System
循環系統

E

「活氧精萃晶顏露」
30•15g packets | 10005
I

E Endocrine System
內分泌系統
I Integumentary System
皮膚系統

E

S

U

「多蔬彩」
30 • 4g packets | 610022
BS

DS DigestiveSystem
消化系統

W

「清神茶」
60•2g packets | 610061
DS

BS

W

「沛能」
30•15g packets
Original – 610080
Chocolate– 610081
Mixed Fruit– 610083
Strawberry– 610085
M

「沛能-D」
30•15g packets | 610096

DS

N

「長新 - D」
30•18g packets | 610094
C

D

「1–形」
30 •18g packets | 610074
W

「珍語」
30•6g packets | 10002
M

DS

「千禧泉粉劑」
30•15g packets | 100180

「歡慶」
30•18g packets | 100155
IS

「輕1–形」
30•14g packets | 610073
W

「千禧泉-紅色」
仙人掌甘飲
1000ml | 800020

新品

M Musculoskeletal System
骨肌系統

RF Fe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女性生殖系統

U Urinary System
泌尿系統

N Nervous System
神經系統
RM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男性生殖系統

R Respiratory System
呼吸系統
S Sensory System
感官系統

D Special Dietary Needs
特殊飲食需求者
W Healthy Weight
體重控制

丞燕產品指南
「愛特」
100 capsules | 30030
IS

M

S

R

「康神」
100 capsules | 20010
E

N

RM

Available
Now!

「骨愛節」
100 capsules | 30085
M

C

「補益特」
180 capsules | 2 bottles
20060
IS

「美樂怡」
100 capsules | 30095
RF

N

E

「風克」
100 capsules | 20045

「珍圓」
100 capsules | 30041
E

I

「思康」
100 capsules | 20020
M

S

I

M

N

RF

「素健」
100 capsules | 30065
M

「視景」
60 capsules | 20000
C

N

R

「晶顏露膠囊」
200 capsules | 2 bottles
30105

IS

C

「E–視」
100 capsules | 30115
S

「吉林人參」
100 capsules | 20090

S

「當歸」
100 capsules | 20080
RF

「神怡」
100 capsules | 30055
E

「心環」
100 capsules | 30020
C

「逍遙」
100 capsules | 20030

RM

「歐蜜籽」
100 capsules | 30075
N

M

DS

「樂憶」
100 capsules | 30120
N

「愛節」
100 capsules | 30010

C

「可盈」
120 capsules | 20050
E

W

「丞燕歐蜜油」
12.7 fl oz ea (375ml)
2 bottles
20012

「桂花膏」
0.19 oz (5.5g) | 50020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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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產品指南

「潔膚霜」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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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蔬液」
12 fl oz (350ml) | 60042

仙人掌精萃活膚水凝露
1.36 fl oz (39ml) | 11000

仙人掌精萃活膚修復精
華液
5.2 fl oz (150ml) | 11001

仙人掌精萃毛孔細緻霜
0.7 fl oz (20ml) | 11002

護色保濕洗髮精
10.5 fl oz (300ml) | 10500

保濕護髮素
10.5 fl oz (300ml) | 10501

漾色染髮劑
2.1 fl oz (60ml) | 10550
(deep brown)

柔光瞬效 深層護髮膜
7 fl oz (200ml) | 10506

菁元素撫紋抗痕精華
1.0 fl oz (30ml) | 10106

活氧精萃
4 fl oz (115ml) | 10200

極致緊膚面霜
1.05 fl oz (30ml) | 10104

活氧精萃珍珠精華
0.35 fl oz (10ml)
3 bottles| 10204

潔顏乳
3.5 fl oz (100ml) | 10300

保濕潔顏液
5.2 fl oz (150ml) | 10305

玫瑰精萃彈力眼霜
0.87 fl oz (25ml) | 10803

玫瑰精萃彈力精緻霜
0.87 fl oz (25ml) | 10801

玫瑰精萃彈力凝露
0.87 fl oz (25ml) | 10800

玫瑰精萃彈力緊膚護
手霜
1.75 fl oz (50ml) | 10802

煥藻精華乳液
1.4 fl oz (40ml) | 11400

煥藻精華面膜
3.5 fl oz (100ml) | 11401

8.4 fl oz (250ml) | 60052

丞燕產品和它們所滋養的系統
構建平衡的系統
「養生計劃」﹑
「禧悅計劃」﹑「多蔬彩」

感官系統
「愛特」﹑「神怡」﹑
「E - 視」﹑「清神茶」﹑
「思康」﹑「視景」﹑
「多蔬彩」

生殖系統
男性適用﹕「康神」﹑
「吉林人參」
女性適用﹕「當歸」﹑
「珍圓」﹑「美樂怡」

消化系統
「1 - 形」﹑「輕1 - 形」﹑
「逍遙」﹑「長新」﹑
「長新-柳橙」﹑「清神茶」

循環系統
「歡慶」﹑「心環」﹑
「當歸」﹑「長新」﹑
「長新 - 柳橙」﹑
「心醇」﹑「交響樂」﹑
「歐蜜籽」﹑「活氧精萃
晶顏露」﹑「晶顏露膠囊」﹑
「素健」﹑「視景」﹑
「多蔬彩」

內分泌系統
「康神」﹑「珍圓」﹑「清神茶」﹑
「思康」﹑「美樂怡」

骨肌系統
「愛特」﹑「珍語」﹑
「愛節」﹑「骨愛節」﹑「沛能」﹑
「滋養包」﹑「珍圓」﹑
「思康」

皮膚系統
「珍語」﹑「長新」﹑
「長新- 柳橙」﹑「骨愛節」﹑
「活氧精萃晶顏露」﹑
「晶顏露膠囊」﹑「珍圓」

泌尿系統
「康神」﹑「交響樂」﹑
「清神茶」

低糖飲食需求者
「長新- D」﹑「千禧泉- 紅色」﹑
「千禧泉粉劑」﹑
「千禧金粉劑」﹑「沛能 - D」﹑
「交響樂」﹑「清神茶」﹑
「心醇」

請使用這份便捷的表格記下新客戶可能感興趣的產品。

呼吸系統
「愛特」﹑「歡慶」﹑
「風克」﹑「多蔬彩」

神經系統
「歡慶」﹑「康神」﹑「健怡包」﹑
「神怡」﹑「歐蜜籽」﹑
「珍圓」﹑「思康」

免疫系統
「歡慶」﹑「千禧泉」﹑
「千禧金粉劑」﹑「交響樂」﹑
「歐蜜籽」﹑「補益特」﹑
「愛特」﹑「視景」

體重控制
「1 - 形」﹑「輕1 - 形」﹑
「滋養包」﹑「沛能」﹑
「可盈」

2015丞燕年會

更富足的人生
5 E.EXCEL CONFERENCE

A Richer Life

中文
講座

我們每個人都有夢想。 請來參加我們
的大會吧，聽聽陳昭妃博士是怎樣開創
丞燕圓其夢想的，再看看您能否能跟隨
丞燕讓自己的夢想也變為現實呢！

• 陳
 昭妃博士將為您做問
題答疑！
• 聆 聽丞燕人享受富足生
活 的 最 新 故事，激 勵自
己擁抱夢想人生!

• 表
 彰正在實現自己人生
夢想的丞燕人！
• 現 場訂購丞燕產品，享
受10%優惠！
• 領 取免費贈品等等！

2015年9月26日，星期六
AXA Event Center

787 Seven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9

鼓動起您夢想的翅膀，將您的
丞燕事業帶向更高的巔峰，將
不可能變成無限的可能！

www.eexcel.net/confer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