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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Paularino Ave,
Costa Mesa, CA 92626

YOU+VIVA=The Best Formula for Success in 2018
你 + 威望 = 2018年成功的最佳方程式

過去，儼然已成為歷史！從這一刻起，請重新設定目標，勇往直前、跨步前進，用心、用智慧、用行
動，讓美妙的2018年夢想成真！

當你開始使用威望高品質、高安全性、高效的營
養輔助品及個人護理產品時，你將感受到無與倫比的
健康與活力。在未來的12個月內，請充份運用威望
的優勢獎勵計劃提升你現有的生活品質，輕鬆享受財
務自由。透過威望，將幫助你快速掌握啟動夢想的原
動力。不要猶豫，將你的名字列入成功方程式裡，與
威望同行，讓2018成為“富足成功”的一年！

January Promotion

(January 1st through January 31st 2018)
一月產品促銷 (2018年1月1日至1月31日)
®

永衛錠

國際醫學期刊肯定的頂級綜合維他命

買6瓶送1瓶

．經臨床研究證實可幫助抗氧化的專利配方。
．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及植化素，確保最佳營養補充。
．促進紅血球生長。
．維持健康的膽固醇水平。
™

威望有機鍺

營養補充品中的稀世珍寶

購買3瓶威望有機鍺 -免費贈送1瓶 威望硒酵母
™

®

．幫助維持人體自然生產的γ干擾素。
．促進自然殺手細胞的製造，維持免疫系統健康。
．促進細胞的氧氣攝取。
．有助於抵抗自由基損傷，減少細胞氧化。
™

™

恆美系列 緊緻修護霜

美麗的永恆之鑰

買3瓶送1瓶

．促進肌膚細胞再生有效延緩肌膚老化。
．提供深層修護，為肌膚注入純淨的賦活能量。
．補充肌膚所需營養、軟化和滋潤，使肌膚容光煥發。
．保護皮膚蛋白質，抵抗自由基損傷。

1th Quarter Product Promotion
(January 1st through March 31st 2018)
第1季產品促銷（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
™

威望優化錠

整腸健胃好幫手

買6瓶送1瓶

．高科技萃取配方，有助於吸收食物和保健品的營養。
．含各種有效酵素，維持良好的消化道機能。
．純素來源，素食可用。
．改善飲食過量或辛辣食物後的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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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優惠從20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止
第一季優惠只限2018年1月至3月訂單及筆數
1月份優惠只限2018年1月訂單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 2018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It is said that “You become
what you absorb”…
Make sure your body gets the advantage for optimum
supplemental nutrition and the ability to absorb it with
VIVA’s DailyGuard® and NutraZyme Plus™…
so you can become the best you can be!

有句俗話說，"你所吸收的營養造就了現在的你"…
威望永衛錠®和威望優化錠™確保你的身體獲得最佳營養補充和
吸收能力的優勢，讓你保持最佳狀態!
®

永衛錠
®

永衛錠 是以科學配方的多元化營養科學食物，提供足量所需的全部營養素以確保紅血
球的健康和人體每一個系統的細胞功能健全。
必需維生素和礦物質-維護每個細胞的複雜功能。
抗氧化劑A、C和E及礦物質硒-對抗細胞氧化和改善免疫系統功能。
全系列維生素B群-補充重要的活力營養，以幫助減輕壓力和支持酵素活性。
豐富的礦物質-確保最佳的細胞液平衡和功能。
專有的全食物濃縮物-為飲食增添天然營養精華的攝取。
™

威望優化錠

威望優化錠™是先進的全素消化配方，提供以下有益的酵素：
乳糖酵素：
脂肪分解酵素：
澱粉分解酵素：
蛋白質分解酵素：
木瓜酵素：
鳳梨酵素：
纖維分解酵素：
聚木醣分解酵素：
蔗糖分解酵素：
半乳糖分解酵素：

水解食品中的乳糖，如霜淇淋、牛奶和乳酪。
有助於分解脂肪，對營養的吸收至關重要。
分解可讓血糖提升和儲存脂肪的澱粉和碳水化合物。
有助於將各種蛋白質分解成肽和氨基酸。
有助於分解肉類等食品中的蛋白質纖維，具有抗氧化能力。
可在酸性和堿性的環境下分解多種蛋白質。
分解植物由碳水化合物構成的細胞壁。
幫助分解半纖維素以釋放植物營養素。
消化碳水化合物，將糖份分解為葡萄糖和果糖。
有助於減少消化過程中產生的氣體和腹脹。

提升營養狀態，打造順暢無阻的消化道！
®

™

今天就開始擁有威望永衛錠 和威望優化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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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購請撥 1-800-243-8482 或瀏覽 www.vivalife.com 網上訂購!
© 2018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f

Has winter stress robbed your complexion of its precious
moisture and youthful glow?
d

VIVA is here to save your skin!
冬天肌膚乾燥黯沉，怎麼辦？

威望是您皮膚的救星！

d

d

™
™
恆美系列
-緊緻修護霜
f

f

d

高效、滋潤又天然，鎖住美麗與青春！
萃取多種天然抗氧化植物精華，利用旋光科技強化營養素的吸收利用，健康您的肌膚，
讓您的肌膚呈現年輕的彈性緊繃與粉嫩。
• 高科技萃取配方，補充肌膚所需營養，深層修護、撫平細紋。
• 幫助皮膚修復及細胞再生，減緩歲月留下的痕跡。

• 天然植物精華提供多種維生素、礦物質、蛋白質和植化素，幫助肌膚煥發青春光彩。
植物性脂肪 - 向日葵，紅花幫助軟化和調理，減少細紋和皺紋產生。
蛋白質 - 肌膚生長因數有助於修復皮膚，促進細胞更新。
蘆薈凝膠 - 保濕、軟化及鎮定合皮膚，紓緩肌膚不適症狀
杏仁油萃取 - 舒緩和柔化皮膚，氣味芳香令人愉悅。
L-Alpha卵磷脂 - 皮膚蛋白質的保護成份。
南瓜油 - 促進皮膚更新，深層滋潤及補充維生素和礦物質。
維生素A和E - 抗氧化劑抵抗自由基的傷害，減輕壓力對皮膚的影響。
葡萄種子萃取物 - 天然抗老化配方，含抗氧化劑促進細胞健康。

恆美系列護膚產品，重建健康自然的好氣色！
™

今天就擁有恆美系列 緊緻修護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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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購請撥 1-800-243-8482 或瀏覽 www.vivalife.com 網上訂購!
© 2018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