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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棒球史上的傳奇人物貝比·魯斯（Babe Ruth）曾說，“你無
法打敗永不放棄的人”。您，也可以成為這樣的人–一個永遠不
言放棄的人。做這樣的人，可能並不容易，但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拼搏一下，是完全值得的！當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換個角度
看看，把困難當成一種挑戰；而克服困難的關鍵，是您必須要行
動。永不放棄的人總是不屈不撓地朝前奮進，他們永遠都不會停
下自己前進的腳步。請記住，永遠不要停止分享丞燕，永不放棄
追逐您更富足的人生，未來屬於那些立即開始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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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
領導者

的優秀

品質

翡翠經理
Lixian H
uang

因為翡翠經理Lixian Huang是一位素
食者，所以當2013年
她 的 朋 友 向 她 介 紹
丞燕時，她立刻就認識到
了營養免疫學和丞燕產品
的可貴之處。但是，她積
極地開始創建事業，卻是
在2014年她出席了在多倫
多舉辦的Better Health•A
Richer Life大會之後，是
陳昭妃博士的那次講演給
了她力量，讓她真正地找
到了創業的信心。

“

陳昭妃博士已經完
成了最難的部分，
而我們要做的只是
與世人去分享她的
工作成果。

”

Lixian做事業不做則已，
一做驚人。她僅用了一年
半的時間，就晉升為翡翠
經理，成了一名傑出的領
袖！在這個過程中，Lixian感悟到作為一名領袖，
一定要具備以下這些優秀
的品質，她熱心地把自己
的感悟分享給下線的夥伴
們，以幫助她團隊的領袖
們也養成這些領袖該具備
的優秀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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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樂觀
Lixian心裡很明白，要領導好自己這個不
斷發展壯大的團隊，這第一種品質非常重
要。她知道，在自己的隊友面前，她必須
時刻展現積極樂觀的風貌，所以即使是心
情沉重或不快的時候，她也總是以快樂的
面目示人，要讓夥伴們知道自己永遠也不
會放棄，永遠都是他們的後盾。雖然，創
業遇到的困難會影響她的情緒，但她卻能
從獨特的視角來看待這些問題。「我記得
陳昭妃博士曾說過，我們永遠都不要害怕
失敗，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如果陳昭妃
博士能克服困難，不畏挫折，我為什麼就
不能呢？畢竟，陳昭妃博士已經完成了最
難的部分，而我們要做的只是與世人去分
享她的工作成果。」
耐心傾聽
做一名優秀的領袖緊接著就需要有第二種
品質。Lixian說：「這另一種品質是要耐
心地傾聽。聽聽別人有什麼需要，有什麼
訴求，然後想方設法幫他們滿足需求，達
成心願。」與新人分享丞燕並能幫他們享
受到更加健康、更加富足的生活，是Lixian最樂於做的事。儘管有時跟進新人的
工作比較麻煩，但「如果人們向我提問，
或至少跟我交談時，都等於是給了我一個
幫他們更多了解丞燕的機會。而那些從不
提問也從不願交談的人反倒是一種挑戰，
如何才能摸透這些人的需求呢？在這種時
候，就要採取一種積極而主動的態度。」
鼓舞和鞭策
Lixian接著說：「人們的需求雖然因人而
異，各有特色，但這都不要緊；而不論您
是上線、旁線或者下線，也都不要緊。重
要的是，我們都應該相互鼓勵和鞭策，這
樣我們才都能實現各自的夢想。如果我們
願意努力地工作，願意幫助別人，並願意
與大家一起工作，我們就能成功。讓世人
都懂得預防的重要性，能讓所有人都擁有
更強健的體魄和更富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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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的力量
「聚會和各種活動，給人們提供了一個相
互交流和學習的平台。我總是去參加各種
聚會，有時還在自己的家裡舉辦派對或組
織各種活動。通過大型活動和聚會來增進
各個圈子朋友的友情，為他們提供交流和
互助的機會，進而幫助大家建立密切的關
係，這些都非常重要。」只要萬眾一心，
必將眾志成城。
構建關係
Lixian認為，能與事業夥伴建立良好的關
係十分重要，尤其是當一個團隊發展得較
大的時候，人際關係更是至關緊要。她常
常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您願意為別人做
些什麼，還是您在等著別人來做什麼呢？
千萬不要害怕自己先去邁出第一步。」
隨著組織的拓展，您建立的人際關
係就成了一種黏合劑，它能把這
個組織中的成員緊緊地連結在
一起，並促動大家朝著共同設
定的目標奮進。

“

讓世人都懂得預防的
重要性，能讓所有人
都擁有更強健的體魄
和更富足的人生。

”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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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ian和她的團隊當前
的目標是贏取本年度的
“全丞總動員”大獎，
到時結伴去暢遊瑪雅海
濱。為此，Lixian以及她
團隊中的九位夥伴都註冊
了本次競賽的VIP，她們
正朝著這個目標共同努
力。Lixian堅信，「只要
我們堅持不懈地攜手合
作，相互扶持，我們就一
定會贏。」
2000年，Lixian帶著她的
美國夢，從中國移民來到
紐約。雖然在中國她曾
是一位教師，但到了美國
後，由於缺少西方的學業
背景和特別的技能，她只
能到餐館去打工。日復一
日的體力勞動，慢慢地消
磨了她的夢想，每天的工
作結束後，她已是身心疲
憊，再無精力去追尋自己
的夢想。而遇到丞燕，不
僅重新點燃了她的激情，
也讓她找到了實現夢想的
方向。「丞燕給我提供了
完成夢想所需要的一切。
每個人都有目標，都有夢
想，但僅敢於夢想還不
夠，還要敢於以實際行動
去實現夢想！」Lixian就
是這樣做的，她正在分享
這些優秀領袖應具備的重
要品質，踏踏實實地實現
著自己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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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營 養 免疫 學

「1–形」，從三個方面幫您控制體重！
大豆：蛋白質的極佳食源：
如果選擇低熱量的飲食，那就很有必要攝取適量的蛋白質來防止肌肉的萎縮。與脂肪細胞
相比，肌肉細胞會消耗更多的卡路里。所以，您的肌肉與脂肪之比越高，您新陳代謝的速
度就越快。攝取低熱量的飲食，如果攝入的蛋白質不夠，就難以生成新的肌肉也難以維
持原有的肌肉，這樣就不會有足夠的肌肉來消耗卡路里。
洋車前子殼：纖維素的寶庫：
如果我們攝取的飲食中缺少纖維，就可能引起便秘。當然，纖維的功能不僅僅是防止便
秘。纖維還能在胃中吸收水分後膨脹形成濃稠的膠狀物，進而幫助控制體重。纖維除了能
佔居更多的空間外，還能延緩食物離開胃部的速率，讓人產生更長久的飽足感，從而控
制食慾。
西洋參：來自自然的能量：
通常，在攝取低熱量飲食或將普通飲食調整為低熱量飲食的轉型過程中，免疫系統會變得
疲憊和虛弱。西洋參是一種極佳的適應原，能為人體提供能量並且平復身體所承受的壓
力。西洋參中含有多種植物性營養素，其中最重要的人參皂甙Rb1，對減輕身體的壓力
有著特別的助益。

跟丞燕旅行
體驗精彩 • 領略神奇 • 感受激情 • 珍藏回憶
每一個參加過丞燕大獎旅行的人都會
告訴您，旅行真是太神奇了，太美妙
了，太精彩了，也有太多的驚喜了。
他們的用詞雖然千差萬別，但他們的
心聲卻總是相同的：我們太愛旅行
了！在這裡，不要只聽我們的說法，
來聽聽這些丞燕人的心聲吧！

“贏取旅行大獎賽是我始終如一
的目標。公司組織競賽是為了促
進我們丞燕事業的擴展與成長，
而我們能得到的最大嘉獎就是贏
得競賽！”
— 紐約翡翠經理Emily Hsu
“感謝丞燕精心安排的這次新加坡
旅行，對我們來說，這是一次極
其完美的體驗，也是一次與各位
領袖聯誼和向他們學習的大好機
會。能夠加入丞燕這樣的大家庭，
能夠分享陳昭妃博士的願景和使命，是我
們的福氣。”
— 紐約鑽石經大使Carmen Xie

阿拉斯加

“在此，我想表達自己對丞燕最深
切的謝意。感謝丞燕給了我這麼寶
貴的機會，不僅讓我們得以遊訪歷
史悠久、美麗迷人的新加坡，還能
讓我們認識和結交來自四面八方的丞
燕人。而尤為珍貴的是，我們能夠當面聆
聽丞燕創辦人陳昭妃博士和許多頂級丞燕
領袖所做的專業培訓演講。”
— 紐約翡翠經理Amy Choong

新加坡

“公 司組織競賽是為了

促進我們丞燕事業的
擴展與成長，而我們
能得到的最大嘉獎就
是贏得競賽！ ”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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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事業與傳統生意完全不同。通過學
習、分享、複製和團隊合作，我不僅成
了一名珍珠經理，還贏得了“歐洲之心”
旅行大獎賽的特等獎。我曾做傳統生意十
餘年，但從來也沒參加過免費的旅行！而這
次，我竟然可以帶著丈夫跟丞燕一起去享一次難
忘的旅行！我太激動了！”
— 紐約珍珠經理Yi Li
“香港、澳門行真是太棒了！通過這樣的
活動才讓我們能夠聽到同伴們的心得，學
到同伴的經驗，並且還能開懷大笑。所有
參遊的丞燕人都非常可愛，在大家一起參
加歡慶丞燕25週年旅行的過程中，我們都清
楚地預見到了公司在未來將歡度更多的週年慶。
帶著甜蜜的記憶，我們雖然回到了家裡，但大家
都期盼著能贏得下一次的競賽，然後在下一次的
旅行中再度相聚。”
— 加利福尼亞鑽石經理Jennie Kuo
“公司如此精心地為我們安排了這次旅
行，讓我深受感動。在旅行中，我們除了
能享受五星級的服務外，更能在這個溫暖
的丞燕大家庭中相互幫助，共同進步和成
長。在那裡，我們彷彿是生活在童話的世界
中，特別是當我們走上舞台接受公司的表彰時，
這種感覺更加強烈！美好的感受永遠難忘！我太
高興了！非常感謝公司組織的這次旅行！”
— 紐約鑽石經理Anna An
“這次的旅行是迄今為止最為精彩的一
次！旅行中的每個方面都安排得盡善盡
美，每個人的收穫都大大地超出了預
期。太多的驚喜讓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的格
外不同，這是對每一位努力參賽的贏家的最
大獎勵。”
— 安大略翡翠大使張修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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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布達佩斯

香港/澳門

太多的驚喜讓每個人都
感到自己的格外不同，
這是對每一位努力參賽
的贏家的最大獎勵。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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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項事業我既
能幫助別人，又能
收穫健康和財富。

拉斯維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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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

“上次，我有幸受到上線的邀請去了台灣，
那次的旅行對我的影響巨大，我隨後就註冊
參加了拉斯維加斯的旅行大獎賽。在這場競
賽中，我特別想贏取的是特等獎，因為我丈
夫的生日剛好是在旅行的日子中，我特別想
帶著他一道去旅行！”
— 安大略珍珠經理Min Min Peng
“因為有上線的大力支持，我決定把握這個
期待已久的機會，奮力一試，爭奪這個超值
的大獎。我之所以選擇丞燕，是因為我知道
這是一項有益的事業。通過這項事業我既能
幫助別人，又能收穫健康和財富。”
— 紐約金級經理Qin Lin
“夏威夷之旅可用一個字描述，棒！丞燕
精心安排的這次旅行是我們全家人的最
愛。我衷心地感謝公司為我們安排的這次
精彩旅行！”
— 安大略翡翠大使牛建華
“有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輩子，他們
最後卻只是被拍拍肩膀，再也沒有金表這
樣的獎品了。而跟隨丞燕，同樣是努力工
作，您卻可每年都得到相當於金表一般的
獎勵–去遊覽您或許從未去過的地方。這有
多棒啊！”
— 安大略鑽石經理Roy Tighe Parker
“能參加這次的旅行讓我激動萬分。這次的
旅行，不僅樂趣橫生，我還學到了怎樣去經
營自己的丞燕事業！”
— 安大略鑽石經理Lily Shen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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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台灣一直是我心中憧憬的神秘之地，
能隨丞燕去一睹她的風采終於了了我的心
願。此次行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
好的回憶，公司為我們安排的一個又一個驚
喜，把我們的情緒推向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而其中最大的驚喜莫過於參觀台灣丞燕總部時，陳
昭妃博士在百忙中抽空與我們北美丞燕人的見面留
影，而最勁的情緒高潮莫過於參加丞燕台灣年會時
萬人會場給我們帶來的震撼。”
— BC翡翠經理Kit Mason
“台灣是這世上最神奇的一個地方，它美麗
而富饒，文化多元，人民安居樂業，而台灣
丞燕人正體現了這塊土地上的人文風貌。台
灣丞燕的同仁們組織了一場完美而盛情的大
會。這次的台灣之旅，將永遠保留在我的心中。”
— 安大略銀級經理Sam Tran
“我看到很多贏得了競賽的丞燕夥伴參加了
剛過去的這場旅行，我特別高興，因為這說
明我們大家都在成長。我們需要有更多的人
參與，需要一起發掘更多的下線，讓我們的
丞燕事業發展得壯大、更壯大。我們都贏得競
賽，那將是多麼喜人的事啊。我愛競賽，愛跟丞燕
去旅行。”
— 安大略鑽石經理Priscilla Chen
“跟公司去旅行和自己出門去旅行是完全不
同的。跟著丞燕出行，公司員工會為我們安
排好一切，讓我們優勝者享受好似超級巨星
般的待遇。而2014年的台灣丞燕年會，是我見
過的最激動人心的一次大會。試想一下，沸騰著上
萬人的會議大廳中會爆發出多少的能量和激情？我
們堅信，在北美地區，我們擁有巨大的潛力去開闢
市場，分享丞燕營養免疫學。台灣同仁能做到的，
我們北美丞燕人也一定能做到！台灣之旅給我們留
下了美好的回憶、難忘的體驗和無窮的力量。”
— 安大略鑽石經理Zhuo Chen
“我非常感激公司能組織這樣的大獎旅行，
因為我不僅能跟隨公司環遊世界，同時還讓
我的自信心大增。而能與其他丞燕人歡聚，
也使我興奮不已。每一次贏到旅行的大獎，
我都能看到自己和自己事業的成長。對於每一
次的旅行大獎賽，我不僅都抱著必贏的決心，同時
還要帶動自己團隊中更多的夥伴一起去旅行！”
— 紐約鑽石經理May De Mi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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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台 灣之旅給我們留下了
美好的回憶、難忘的體
驗和無窮的力量。”

航遊加勒比海

邁阿密半月灣

大特克島

聖·托馬斯

波多黎各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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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蜜籽

分享營養 免疫學

告訴人們omega-3對於健康的重
要性，同時分享「歐蜜籽」，
推動您丞燕事業的成長！

為您提供植物性omega-3
脂肪酸的最佳食源

鼠尾草籽

您的身體既需要omega-3脂肪酸，
也需要omega-6脂肪酸。但是，
現代飲食中omega-6的含量比
omega-3高出了太多。所以，我們
需在飲食中增加富含omega-3脂肪
酸的食品，並降低omega-6脂肪
酸的攝入量，才能使二者更好地平衡。鼠尾草
籽和奇異果籽中都含有極豐富的omega-3，
所以我們才把它們配製在「歐蜜籽」中！

奇異果籽

• 可將體內的omega-3維持在健康的水平
•有
 助於促進血液循環和血管功能，維護
靜脈的健康
• 有助於調節血壓
• 維護骨骼、大腦和眼睛的健康*

* 本文所刊載內容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之審定﹐這些產品不作為醫療﹑診斷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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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丞燕「歐蜜油」
會進一步增加您omega-3的攝取量!

這款由澳洲堅果油和紫蘇籽油調配的食用
油，與很多omega-6含量過高的食用油
完全不同，它含有巨量的omega-3脂肪
酸。「歐蜜油」中omega-3和omega-6
的比率近乎於完美的1：1。

紫蘇籽

澳洲堅果

來源

OMEGA-3

OMEGA-6

「歐蜜油」

1

1

菜籽油

1

2

核桃油

1

5

豆油

1

7.4

橄欖油

1

12.8

花生油

1

33

玉米油

1

58

紅花油

1

365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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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去 年齡 的菁 元素
在尋找新丞燕夥伴的道路上，您可能遇到不同年齡段的人。尤
其是您在用菁元素作媒介時，情況更是如此。因為菁元素產品
的效益，老幼皆愛，所以您可借助這個優勢建立新的銷售網。

極致緊膚面霜

在當今這個社會，相機隨手可得，因為像智能手機和平板電
腦這種帶相機的電子產品幾乎是人手一件。雖然年輕的一代
是使用這些電子產品的領潮者，但不太年輕的人們也常會用
這些工具隨時隨地紀錄自己的生活，比如拍下自己的朋友或
自己的餐飲，甚至還會用自拍桿自拍。
不論是什麼年齡的人，都希望在鏡頭前能展現自己最佳的形
象。所以，您向人們推介丞燕護膚品的好機會就來了，使用
菁元素產品不是正可以讓他們在鏡頭中看起來更美一些嗎？
或許，您正在開拓千禧代這個群體的市場。這時，您可以先
從稱讚開始，讚美一下年輕人的外貌有多青春亮麗，再表示
一下您有多希望他們能保養好自己的肌膚，永葆美麗；然
後，您再告訴他們您自己正使用的這些植物性的優質護膚產
品，您有多遺憾自己在他們這個年齡的時候沒能用上這些產
品！或者您自己跟他們的年齡相仿，那您就告訴他們您願意
分享自己正在使用的美容養顏新產品，讓他們也和您一樣，
能擁有光彩照人的容貌。

Youth Rejuvenator Facial Moisturizer
撫紋抗痕精華

菁元素 - 品質和安全的保障
§ 使用的是有益肌膚的原料。安全、純淨、無毒，不傷肌膚。
§ 使用的是發酵的穀物和酵母製成的酒精，不含有毒的苯和甲醇。
§ 使 用的是日本原料。這些原料經過了世上最嚴格的安全檢測和監製。
§ 嚴格的檢查。


對多種成分組合的反應。

 對多種產品組合的反應。
 對空氣和水的反應。
 從未做過動物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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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一個攝影派對！
把朋友們都請來，跟他們
一起試用菁元素產品，然
後拿出你們的手機拍些
自拍照，讓他們看看自己
可以多漂亮！

推介菁元素時的關鍵，是您要談他們感興趣
的、需要經常使用的產品。對年輕人來說，
僅推介丞燕健康食品可能較難引起他們太多
的關注，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健康的日子還長
著呢。但若談論怎麼照出漂亮的照片卻可能
抓住他們興奮的焦點。而額外的創收，更是
對任何年齡的人都具有永恆吸引力的話題！
您在尋找丞燕新夥伴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
了這些隨心所欲地享受生活的二三十歲的年
輕人。嘗試一下吧，菁元素護膚品說不定就
是那激起他們的興趣、開啟他們和您的事業
新天地的鑰匙啊！

菁元素：值得您信賴的護膚品！

仙人掌精萃活膚水凝露
仙人掌精萃活膚修復精華液
仙人掌精萃毛孔細緻霜

煥藻精華乳液
煥藻精華面膜

「 交響樂 」
「交響樂」中所含的兩種強效成份，可助您健康長壽
山白竹：具有清理功能的竹子
山白竹是一種竹子，日語叫做kuma zasa，意思為“熊笹葉”。日本人是因為看到熊從冬眠中醒
來後，總是先食取山白竹的葉子，來達到清理血液，排除毒素的目的。就這樣，日本人發現了山
白竹的效益。
明日葉：全面維護健康的長壽草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罪犯都被流放到八丈島。這些犯人在島上做的雖然是繁重的體力勞動，吃的
是粗糙的食物，但他們的壽命卻很長。學者認為，這些罪犯之所以能意外地長壽，是因為他們經
常地食用島上的特產 — 明日葉。明日葉，日語的意思為“明天的葉子”，據說，您今天摘了明
日葉的葉子，明天它就會發出新芽。

「交響樂」，濃縮的能量

服用「交響樂」，您的飲食中就可增加這兩種植物食品所提供的濃縮能量。

八種口味

分享營養免疫學
分享營養免疫學和「交響樂」，讓希
望身心更加年輕的人們如願以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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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希望的
富足人生
珍珠經理 Li Qiong Lei
在過去的很多年中，呼吸道
的問題長期地困擾著Li Qiong
Lei，對普通人來說最簡單的
呼吸，對她來講卻是艱難萬
分。那些年裡，Li Qiong看
了一個又一個的醫生，中藥
西藥和各種偏方土法用了個
遍，但卻還是無濟於事。
過敏症和環境的污染加劇
了Li Qiong的呼吸道疾病，
造成她的氣管狹窄，呼吸
困難，甚至要用力咳嗽才能
暫時緩解一下阻塞感。這種
病症即使手術也不一定能根
治，所以這個難題幾乎把她
推到了絕望的境地。但即使
是在這麼艱難的狀況下，Li
Qiong也依然十分堅強，因為她
的家人需要她，所以她必須一邊跟
自己的病痛抗爭，一邊照顧自己
的家人。

www.eexcel.net

21

找到希望
2013年的一天，Li Qiong遇到了
一位朋友。那位朋友曾患有嚴重
的過敏症，但因為使用了某種新
產品而大見好轉。當時，朋友並
沒有告訴Li Qiong具體的詳情，因
為那朋友猜想並不是每個人都愿
意負擔那額
外的花費。
Li Qiong給丞燕夥伴的建議
但Li Qiong
卻說，“當
永遠不要怕去分享。“每個人都希望身體
我時刻都在
能更健康，生活能更富足，所以我告訴他
忍受病痛的
折磨時，錢
們‘我期盼著這樣的日子已經十多年了，
還算個什麼
你們不想聽聽我的故事嗎？’”
呢”，於是
她從朋友那
兒尋到了關於丞燕產品和如何能
參加丞燕的培訓課，去更多了解
丞燕產品的信息。
Li Qiong在參加培訓課時，除了
更多地了解了營養免疫學，更是
強烈地感覺到“我終於找到了我
的希望！”所以，在聽了陳昭妃
博士和其他一些丞燕人的講話，
以及更進一步地了解了丞燕之
後，Li Qiong於2013年8月加入了
丞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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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健康而選擇了丞燕，卻同時還變得更加
富裕了！通過做丞燕，我學到了知識、取得
了成就、收穫了快樂！

新的開始
2014年1月，Li Qiong的氣管雖然還
是狹窄，但曾困擾她呼吸的堵塞感
卻消失了。“我終於有救了！”這
種穩定和安全的感覺讓Li Qiong對
未來充滿了希望，她明白自己將會
進入一種全新的生活。
“今天不養生，明天養醫生。免疫
系統是我們與生俱帶的最好的醫
生，而陳昭妃博又為我們寫出了養
身保健的說明，我們只要照著做就
好了。”
在學習養生的過程中，Li Qiong也
懂得了怎樣做才更加明智，正如她
所說，“選擇是非常重要的，我們
可以選擇放棄，但我們絕不應該放
棄自己的選擇。我為健康而選擇了
丞燕，卻同時還變得更加富裕了！
通過做丞燕，我學到了知識、取得
了成就、收穫了快樂！”現在，Li
Qiong享受著丞燕帶來的許多福
利，比如寶貴的友情、公司的嘉
獎、還有環球的旅行等等。

www.eexce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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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維護呼吸系統的丞燕產品有：
•風克
•愛特

•補益特
•千禧泉

Li Qiong長期堅持服用這些產品，大大改善了她的健康。

自己的事業
Li Qiong一直都在夢想著
能擁有自己的事業。原先
她計劃著等孩子大一點就
去做點什麼，但在身體出
了問題之後，她就不敢相
信自己還能有這樣的機會
了。如今，Li Qiong的丞燕
事業在不斷地增長，而她
一邊在家裡工作的同時，
還能照顧到家庭。“做
丞燕事業，只要您有決
心，有理想，您的背景、
年齡、學業水平這些，就
都不是問題。您可以靈活
地利用時間，獲得額外的
收入，還能免費享受五星
級的旅行，去周遊世界。
而這些福利，即使是薪水
付得極高的大公司，也是
不會有的！”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能 阻 擋
Li Qiong前進的腳步，她
的下一個目標非常明確，
就是先晉升為翡翠經理。
因為她是這樣說的，“奇
蹟已經降臨在我的身上
了！”

“

做 丞燕事業，只要您
有決心，有理想，您
的背景、年齡、學業
水平這些，就都不是
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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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營養 免疫學
每個人都有一顆心臟！與人們分享「心環」的
效益，讓每個人都保持心臟的健康！

「心環」
儘管人們已證實了飲食和運動是
維護心臟和循環系統健康的最重
要因素，但基因仍可能顛覆我們
的一切努力，引發心臟病、循環
不暢、高血壓和高膽固醇，以及
缺氧造成的組織損傷等問題。「心
環」恰如其分地融合了山楂、決明
子、菊花、柑橘皮、桃仁、紅棗和
生薑等傳統的健康食品，對維護循
環系統的健康很有助益。

維持血粘度的正常
清血
保持心臟及冠狀動脈血液的流暢
維持血壓的正常*
本文所刊載內容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之審定﹐這些產品不作為醫療﹑
診斷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途。

「長新 - D」
什錦水果杯
• 1包「長新 - D」
• 3個橙子
• 1/2個蘋果
• 1/2個番石榴
• 1/2個奇異果
• 1杯橙汁
從每個橙子上邊約1/3處切
斷，然後掏出兩半橙子中
的果肉，但千萬不要弄破較
大那一部分的橙子皮。
將蘋果、番石榴、奇異果和掏
出的橙肉切成方便入口的小塊。
將「長新 - D」和橙汁調和好，再
加入水果塊。然後把混合了「長新 D」的水果塊裝入掏空的橙皮中。
您選用的水果可隨季節的不同或您個人
的喜好而更換。「長新 - D」水果杯其實
是一份不錯的早餐配餐哦。

芒果 - 「沛能」冰沙
• 1杯（250克）新鮮芒果
• 1包「沛能綜合水果」
• 1杯冰塊
將芒果去皮切成小塊，然後將切
碎的芒果、「沛能」和一半的冰
塊放入攪拌機中打碎，接著再加
入剩下的冰塊繼續攪拌打碎。
做好後請立即食用，如需要可用
一小片新鮮薄荷做裝飾。
您還可用草莓跟「沛能草莓」混
合，或選擇其它各種水果與「沛
能」混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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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不單只
可作飲品！

您可用許多方式將
丞燕的「長新」和
「沛能」這些產品製
成有益健康的食品，
供您的家人享用。在
這裡，我們拋磚引
玉，給您推薦幾款
用這些產品製成的美
食。同時，也希望您
發揮一下自己的想像
力，把您想出的好點
子告訴我們！

「長新」 - 「沛能」蔬菜捲
• 豆芽
• 胡蘿蔔
• 蘋果
• 黃瓜
• 紅椒
• 紫包心菜
• 綠包心菜
• 萵苣（任何種類）
• 2包「沛能」
• 2包「長新」
• 1杯熟米飯（非必須）
• 春捲皮
將所有蔬菜用「潔蔬液」沖洗乾淨後控乾。將胡蘿
蔔、黃瓜、蘋果、紅椒切成細長條，綠包菜和紫包菜
切成細絲。將所有切好的蔬菜放置一旁。
將1包「沛能」和1包「長新」與1/2杯涼水攪拌融合，
做成粘稠的醬料，如需要，可再加入少量水使醬料不
要過稠。然後，把醬料裝入密封的塑料袋。
將剩下的1包「沛能」和1包「長新」攪拌混合好，放
置待用。
將一張春捲皮放置在平坦的案面，然後鋪上一層米飯
（非必須）和蔬菜，但不要鋪得過多。將裝了「沛
能」、「長新」醬料的塑料袋剪去一角，然後把醬料
擠到鋪好的蔬菜上，再把另外的「沛能」、「長新」
粉撒在上邊。
捲起包了蔬菜的春捲皮，用剩下的醬料封口，隨後即
可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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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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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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丞燕旅行，會讓您驚喜連連。請您全力以赴，投
入“全丞總動員”大獎賽，然後在今年跟丞燕一起
去風光旖旎的瑪雅海岸，享受陽光、沙灘、海浪和
各種娛樂活動！如果您以前有過隨丞燕旅行的經
歷，那您對我們介紹的一切定會胸有成竹；而如果
這是您第一次參賽，那請您務必全力以赴，然後好
好去感受一下與丞燕出行的美好時光！
www.eexcel.net/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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