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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Life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Extend Your VIVA  Touch!
擴展威望事業的最佳時機！ 
　　2020是個各方面都非比尋常的一年，身體、心理和經濟平衡都遭受巨大壓力，因此，讓人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逐漸產
生新的見解。在過去，我們都曾面對過其他流行病與經濟衰退，而威望依然堅守，並為成員及事業夥伴們提供支援及協助。

這次的情況相比之前的影響更大，且涉及全世界。威

望仍然用心給予承諾，會穩定生產線，提供每一個擁

有威望的國家完善的支援，以滿足大家對產品及事業

新成長的需求。

　　在我們一起努力為來年制定新戰略和計劃實踐的

同時，希望所有威望同伴們瞭解，有很多好的事情現

在可以加以進行，朝更大的成就邁進。現在是難得的

好時機，對於健康與財富有所需的族群大幅增加，你

可以透過威望事業，幫助他們恢復健康並提升他們的

經濟能力。甚至，以一位消費者的身份，與朋友分享

你所擁有的安定保障，鼓勵他們繼續努力邁進。將活

力、動力、歡樂及平安，帶入今年的最後一季，讓熱

忱及希望延續至即將來臨的一年，一起期待2021，威
望會帶給我們更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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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FORGET…It’s time to RENEW your VIVA membership!

4th Quarter Product Promotion
(October 1st through December 31st 2020)

October Promotion
(October 1st through October 31st 2020)

     此敘述並未經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之評估。這些產品並非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疾病之用途及目的。

優惠限制:    
贈品與您的訂購商品一起寄出                                                   
贈品不計點數(BV)   
本活動只限美國會員及美國當月點數有效
第四季優惠從202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止                  
第四季優惠只限2020年10月至12月訂單及筆數
10月份優惠只限2020年10月訂單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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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季產品促銷（202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安全性最高的有機硒,促進免疫系統健康

威望硒酵母
®  
買4瓶送1瓶

 十月產品促銷(2020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

請確認在年底前訂購產品以維護您的直銷商資格

2021年直銷商會員續約-請於2020年12月31日前辦理續約
1. 若您已在2020年中訂購任何威望產品，即自動且免費續約。
2. 未符合上述續約條件者，必須提出續約申請書和25美元續約費，以保持有效的直銷商權利。*
*經理等級(含)以上的直銷商，2020年個人點數必須達到300PV。或者，您可以依照上述第1或第2步驟以副理等級續約。
您可透過電話和信用卡續約，或是來電洽詢客服專線以取得續約申請書：1-800-243-8482(英語)或1-800-243-1688(中文)。
若未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收到您的回覆，您的直銷商權利即自動取消。然後，您仍可以再經推薦入會，即視同新會員。

會員續約提醒!

‧具強效的抗氧化能力，保護細胞免受氧化損傷 
‧高品質的硒酵母配方能有效被吸收，提高血液

    中重要礦物質-硒的濃度

威望冠軍級抗氧化劑 

威望速健片
®  
買6瓶送1瓶

‧臨床研究證實可大幅減少紅血球氧化 
‧促進免疫系統功能

威望經典綠色超級食品 

威望麥苗精
®  
買6瓶(顆粒或粉狀) 送1瓶(同品項)

‧富含植物性蛋白質、葉綠素、酵素等 
‧有助於改善腸胃功能、細胞代謝和能量產生

簡易小包裝為你提供全方位的營養

活力健康包™
 購買4罐 優惠價$250 (150 BV) 

‧威望營養科學食品和能量補充劑的完美結合身

‧強化身體各系統的調節能力，助你健康又長壽



Give Your Body an Antioxidant and Green Goodness Power Boost with

VIVA Shield® and VIVA Green Barley®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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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敘述並未經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之評估。這些產品並非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疾病之用途及目的。

今天就購買威望速健片
®

和威望麥苗精
® !

提升你的抗氧化力和綠色營養素！

威望速健片®許多研究證實，減少自由基對細胞的傷害非常重要，自由基被

認為是導致退化性疾病和加速衰老的主要原因。減少血液和脂質的自由基可緩解

人體器官和組織的氧化壓力，增強細胞免疫功能，使你的生活更健康、有活力、更長壽!    

經FDA認可的有效抗氧化劑輸送至全身細胞，以確保人體內各個器官和組織達到最佳水平，從而能夠
更有效地運作，並具有更長、更健康的細胞壽命。

• 維生素A – β-胡蘿蔔素作用於細胞膜，顯著抑制LDL脂蛋白的氧化。 
• 維生素 C – 抗壞血酸是免疫系統的主要防線，有助於合成膠原蛋白、激素和神經遞質。   
• 維生素 E – 天然d-α生育酚乙酸酯可保護柔弱的組織，與維生素C共同作用，維持健康的抗氧化力。  

• 硒 – 無毒的硒酵母是維持免疫系統和生成強效抗氧化劑-穀胱甘肽的重要礦物質。 

威望麥苗精®採用精準生產技術製成，利用低溫技術來生產優良、可摻和食用、營養保留良好的

綠色保健食品，能發揮最佳的細胞吸收和利用率。

• 威望麥苗精® 含菠菜粉、麥苗嫩葉濃縮粉、糙米粉、苜蓿濃縮粉、蘆薈汁濃縮粉、海帶、抗壞血酸和天然維

  生素E。 

• 可選擇片劑或粉狀，方便地攝取鈣、鐵、維生素B、生長因子、葉綠素、植物蛋白、胺基酸、纖維和酵素。   

●鹼化身體系統   ●促進消化和代謝   ●抵抗自由基     
●溫和有效的腸道排毒  ●促進碳水化合物的利用

賦予你身體抗氧化力和綠色力量的

威望速健片
® 

和 威望麥苗精
®

威望科學配方研發的營養保健冠軍!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sure you do not lack any vital 
vitamins, minerals or powerful antioxidant protectors.

You absolutely must ensure that you are getting adequate nutrition so 
your body can be strong and your immune system operates efficiently.

VIVA’s YES-Pak™and SelGuard® were created to help
you achieve that goal!

     此敘述並未經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之評估。這些產品並非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疾病之用途及目的。

今天就購買活力健康包™和威望硒酵母®！

這關鍵時期，要確保你不缺乏任何重要的維生素、

礦物質及有效的抗氧化營養素 
你必須讓自己攝取足夠的營養，讓免疫系統維持在最佳狀態，時刻保護身體健康。

威望活力健康包™和威望硒酵母® 的研發，都是為了助你健康無虞!  
醫學研究證實，營養補充品是理想的保健方式，可促進健康和長壽，維持身體系統

的正常功能，包括心血管和免疫系統。這意味著你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

以適當的營養補充品讓自己更健康、舒暢。  

威望公司以先進營養科學為依據，最高優良製造規範Pic/s GMP生產，研發了高效，
高安全性的營養科學食品和膳食補充劑，改善營養狀況和身體功能。選擇威望，你

可自信地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健康。

活力健康包™ 每日小包裝，讓你的日常營養保健更簡單、更優化，也提供其他優質保健功能。
•2 - 永衛錠®  均衡、完整的維生素和礦物質，抗氧化劑和植物營養素
•1 - 威望麥苗精®  含葉綠素、類黃酮、胺基酸的鹼性綠色食品營養
•2 – 威望康胞錠®  免疫促進蘑菇提取物、抗氧化草藥，植物性超級食物營養素
•1 – 威望綠藻錠™  海洋植物營養、抗氧化劑、植物營養素

威望硒酵母® 提供無毒、安全性高的硒酵母，具高效抗氧化作用，可增強免疫系統，抗衰老。 

•每顆劑錠提供200毫克的硒酵母，高吸收率和安全性。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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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系統的全方位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