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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Life

Fourth Quarter 2021
2021年第四季刊

What’s In Your Year-End Victory Plan?
你的年終致勝計劃是什麼？
時光飛逝，現在已正式進入2021年的最後倒數三個月，此刻試問自己
幾個重要的問題：我是否已經達到期望的健康生活和事業巔峰？對於許下
邁向卓越並努力達成目標的承諾，我是否已獲得相對的回報？如果你能回
答「是，我做到了！」，那麼你將獲得每位VIVA夥伴及公司團隊最熱烈的
掌聲與祝賀。要實現夢想，需要真正的努力與堅持，成功絕非偶然。在這
不尋常的一年，任何人能在全球面臨挑戰之下卻如期達標，都格外值得讚
許。而事實上，對多數的VIVA企業家來說，這是艱難的時刻，夥伴們甚至
會發現自己與年終目標仍有些差距，在這關鍵時刻，更別輕易放棄！
為自己打氣，注入正能量，並制定一個年終致勝計劃。付諸行動，把
握公司提供的所有機會，在最後一個季度裡，全力以赴提升業績，專注向
成功衝刺。接下來，有很多重要的聚會即將來臨，發揮創意用不同的方式
和人們交流與分享，最重要的是你隨時擁有我們作為後盾與支持。這份支
持，帶著所有夥伴的祝福，祝福每一位VIVA家人平安與豐裕。無論你在慶
祝什麼節日或身在何處，我們心裡時刻惦記著你並在此為你服務。

October Promotion

(October 1st through October 31st 2021)
10月產品促銷(2021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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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A營養科學食品和能量補充劑的完美結合
•強化身體各系統的調節能力，助您健康又長壽

眼睛健康的重要營養素

威望優適錠™ 買6瓶送1瓶
•特選眼睛照護所需關鍵營養素
•強化微血管彈性，促進微血管血液循環

威望經典綠色超級食品

宜衛錠™ 買6瓶送1瓶
•無毒鉻酵母的補充來源
•抗氧化維生素支持紅血球健康
•幫助調節血糖代謝

4th Quarter Product Promotion
(October 1st through December 31st 2021)

第4季產品促銷（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強健免疫系統的營養補給

威望益康錠

®

買6瓶送1瓶

•獨特複方集結各種蘑菇、植物和草藥萃取物，
可滋補強身、調整體質
•有助於調節和平衡免疫系統反應
•抗氧化營養素對抗自由基損傷和細胞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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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止
第四季優惠只限2021年10月至12月訂單及筆數
10月份優惠只限2021年10月訂單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 2021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DON’T FORGET…It’s time to RENEW your VIVA membership!
會員續約提醒!

請確認在年底前訂購產品以維護您的直銷商資格
2022年直銷商會員續約-請於2021年12月31日前辦理續約

1. 若您已在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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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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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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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Health and Life is in Your Blood… So keep your blood
glucose balanced and your immune cells nourished, and you have a
winning combination for health and longevity with VIVA’s

GlucoGuard and IM Guard

®

™

血液狀況決定您的健康和壽命
威望宜衛錠™ 和益康錠 能維持血糖平衡和滋養免疫細胞，讓您健康又長壽
®

宜衛錠™ 維持身體健康和血糖代謝的專屬營養素
抗氧化維生素 A、C 和 E

生物素

泛酸（維生素 B5）

鎂和錳

鉻酵母

肌醇（維生素B8）

L-牛磺酸

釩

大麥苗和菠菜粉

上述成份已被證實具有以下益處：
• 對抗自由基損傷，保護紅血球、細微血管和線粒體 DNA

• 有助於維持電解質平衡

• 激活與血糖代謝相關功能所需的葡萄糖激酶

• 幫助提升胰島素敏感性並

• 幫助釋放胰島素，刺激基因表現並維持重要的血糖控制

增強細胞胰島素受體的功能

• 提高鉻酵母活性，幫助調節碳水化合物的代謝

• 幫助胰島素功能，將血糖水平維持在健康範圍內

• 支持正常新陳代謝，幫助身體將食物轉化為血糖

• 促進適當的胰島素作用和利用，讓葡萄糖能順利進入細胞

• 促進健康的紅血球形成

• 提供葉綠素和酵素等綠色食物營養素，有利於血細胞的健康

益康錠® 強效的蘑菇和植物萃取物促進免疫系統健康
蟲草提取物

雲芝萃取物

黃芪提取物

無咖啡因綠茶提取物

β-葡聚醣（酵母形態）

靈芝提取物

香菇提取物

姬松茸提取物

韓國人參提取物

舞茸提取物

大蒜粉

貓爪藤提取物

玫瑰花子粉

上述許多成份已被使用了數個世紀，研究指出對身體的助益如下：
• 有助減輕疲勞、增強精力，提高抗氧化功能，促進腎臟和心臟功能
• 抗菌、抗病毒，富含多醣體可增強免疫功能
• 支持正常的血細胞形成和肝臟解毒功能、呼吸道保養

• 增強免疫T細胞、B細胞、巨噬細胞
和自然殺手細胞的活性

• 保護DNA，提供必需氨基酸、維生素D、礦物質和酶

• 抗氧化劑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損傷

• 提供β-葡聚醣，刺激巨噬細胞的活性

• 增強免疫細胞、干擾素的活性

血糖調節和免疫系統健康維持的重要幫手！

立即購買宜衛錠 和益康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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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 2021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Holidays are Here!
Give the Gift of Health from VIVA Life Science

This is the season full of special days when you get to remember those
you love, admire, and are thankful for, with creative gifts that will bring
joy and promote a healthy life throughout the coming year.

假期來了！健康是VIVA送您最好的禮物
這是一個充滿特殊節日的季節，您可贈送創意禮物對心愛、欽佩和感激的人表達心意，而這份充滿意義的禮物
將在新的一年帶來歡樂和健康。嘗試以不同的組合方式來促進健康。選擇搭配補充劑和飲料，或可添加護膚
品，方案如下：把握本季促銷活動，讓您送禮送到心坎裡！

◆對於眼睛
威望優適錠™ 全方位眼睛健康營養補充劑
元氣多酚™ 可口健康飲品，富含抗氧化劑和細胞營養素
恆美亮麗緊緻眼霜™ 活化眼周肌膚，減少浮腫和炎症

◆對於皮膚
威望蜂皇漿™ 親膚的天然來源胺基酸、脂肪酸和核酸等活性成分，養顏美容
威望煥采膠原飲™ 美味的美容飲品，促進膠原蛋白形成，改善膚質
恆美緊緻修護霜™ 乳霜配方讓肌膚煥發光彩與活力

◆營養均衡
活力健康包™ 簡化和優化每日的營養補充
威望高濃度魚油™ 濃縮深海魚類的 Omega-3不飽和脂肪酸 EPA 和DHA
威望麥苗精® 入口清香的綠色鹼性飲料

◆免疫系統健康
益康錠® 強效的蘑菇和植物萃取物，可調節免疫系統功能
活力蒜精® 經認證的大蒜素、番椒素和蘆丁複合物，有助於增強抵抗力
常寶寧® 易溶解混合的益生菌粉末，可促進健康的免疫功能

VIVA多樣化的系列產品，讓送禮搭配無設限！

立即設計您專屬的完美VIVA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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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來電 1-800-243-8482 或網上訂購
www.vivalife.com
© 2021 VIVA Life Science, Inc.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