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ANA
 認識

公 司  I  產 品  I  商 機



關於 USANA
USANA（NYSE: USNA）研製各種優質營養產品，均肇基於一個

簡單想法：如果正確地餵養身體細胞，您的健康就會從中受益。這

個概念激發了我們無止盡的動力，去創新和推動營養科學，為每

個人提供觸手可及的健康又快樂的生活。

我們的創辦人
USANA由麥倫華斯博士於1992年創立，他是國際知名的微生物

學家和免疫學家。由於他父親在1957年過早死於本可預防的疾

病，華斯博士在整個成年時期尋求創造能生產最先進膳食補充品

的科學，以幫助人們保持健康的生活。在USANA之前，華斯博士

於1974年創立了高露實驗室，並研製出第一個商用Epstein-Barr

病毒診斷試劑而聞名。

品質標準
USANA的生產設施遵循膳食補充品的優良製造規範（GMP）。我們的產品都經過嚴格測試，而且對其

它補充品公司未遵循的程序和建檔，我們更是完全遵守。我們在位於猶他州鹽湖城最先進的設施中研

發、測試、生產並儲存我們大部分的產品。

USANA堅持產品設計和製造的最高標準，並保證我們銷售的每一種營養品的效能。

「我夢想一個沒有痛苦與退化
性疾病的世界；請與世人分享
我的願景，更願您能熱愛生命
並享受健康快樂的人生。」
— 麥倫華斯博士，遠見者、科學家 

和慈善家

公
司



國際事業
USANA在全球24個不同的市場營運，這表示您可以拓展自己的國際事業，去影響全球各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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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Instagram @TeamUSANA @USANAathletes關注USANA運動員。

文中所述運動員是因為與USANA的合作關係而接受免費USANA產品和/或報酬的USANA產品愛用者。

USANA  
運動員
全世界有數千名菁英運動員把他們的健康託
付給USANA，人數超過其它任何補充品公
司。

主要合作夥伴包括：

• 世界女子網球協會（WTA）

• 美國滑雪及滑雪板協會

• 美國Spartan公司

• 美國摔角協會

• 哥倫比亞Atlético Nacional職業足球隊

• 韓華鷹職業棒球隊

• 伯恩茅斯足球會

• 中國體育總局（由USANA在中國的全資子
公司葆嬰公司提供贊助）

Chris Mazdzer
美國雪橇隊
2018奧運銀牌得主

閔秀拉
韓國冰舞
2018奧運選手



Sanoviv
2000年，麥倫華斯博士創辦了Sanoviv醫學中心，這所尖端醫療機構位於墨西哥的Rosarito，是在加
州聖地牙哥的南方。Sanoviv為USANA特許專營商提供最先進的技術和全面性醫療，以及價格合理的
教育計劃。詳情請參閱sanoviv.com網站。



USANA 基金會的使命是透過領導社群導
向的合作夥伴為急需的族群提供即時與長
期的食物救濟，一起在全世界滋養、配備及
杜絕飢餓。USANA負責基金會管理相關的
所有開銷，因此所收到的每一塊錢捐款都
將直接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詳情請參閱 
USANAfoundation.org 網站。

USANA 基金會 

@USANAFoundation @USANA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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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C Limited

LGC Limited是一家通過製程與品管程序來 
協助營養補充品和運動營養行業的國際性測
量及檢驗公司。

2019生物技術獎

USANA 連續兩年被全球健康與製藥雜誌  
(Global Health and Pharma Magazine)） 
評選為 2019 最佳健康營養補充品公司的殊榮。

最佳網絡行銷公司

USANA連續16年獲MLM Insider
評選為「直銷商最愛」的最佳網絡
行銷公司。

NSF International

NSF International的Sport®認證計劃是要檢 
測產品的標示是否與瓶中內容物相符，以及產 
品是否不含未標示的成分或不安全的污染物。*

第三方評定與測試

*僅適用美國配方。
†所有商標分屬其個別擁有者的財產。

美國醫師藥用指南

美國醫師藥用指南（PDR）是美國醫生和保 
健專業人士使用的一本年度彙編（內容包含 
處方藥和膳食補充品的最新資訊）。USANA
有11項產品*（包括USANA細胞基本營養
素）均被收錄在2017年版美國醫師藥用指
南及其網路資料一處方者的數位參考指南

（Prescribers' Digital Reference）中。

美國藥典（USP）測試
USANA通過可靠的USP測試方法來驗證產
品是否符合USP的溶化標準，以確保營養素
在正常消化過程中能被釋出並且易於吸收。

Consumerlab.com®†

根據ConsumerLab.com進行的2019年顧
客滿意度調查，USANA被評為直銷品牌第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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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
品

您的身體每天都會產生數十億個新細胞，它們吸收營養素、生長並複製。因此為這些細胞提供
最佳營養對您的健康至關重要。
微量營養素（維生素和礦物質）是非常重要的。維生素對於正常的新陳代謝、健康的成長和發育
極為重要，而礦物質則是酶和酶系統的組成元素，它們也能支持免疫力、調節新陳代謝和幫助
消化。*
飲食和營養是維持身體健康的重要因素。能選擇的健康飲食越來越少，身體最佳表現的天然能
力也跟著下降。
在均衡飲食和日常鍛煉中添加高品質的維生素及礦物質補充品，是支持您健康最簡單的方法。*
您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因此您的健康方案也應如此，您需要個人化的營養來滿足您對巨量營養
素和微量營養素的整體需求。如果您想擁有最佳思考和表現，USANA就是您的不二選擇。

您的身體處於不斷變化的狀態
您的身體細胞和組織不斷進行重建、更新和再生，它們需要維生素和
礦物質來支持這些過程有許多重要原因：

 · 您全身的血液每3到4個月就更新一次。

 · 您身體中的大部分蛋白質每6個月更換一次。

 · 幾乎您的整個骨架（通常我們認為它是永久性的）大約每10年更
新/改造一次。

奠定健康的基礎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獨特的創新
 · USANA InCelligence技術—提供能與細胞溝通的關鍵營養

素，活化身體應對壓力的天然能力，並支持在正常老化過程中
的健康。*

 · 營養混成技術—採用最先進的雙層錠片壓製技術，可將不同的
產品組合在單一配方中。

 · Olivol®—美國獨特的提取物，其中含有只存在橄欖中的抗氧
化多酚。

 · 礦物維生素C—獲得專利的礦物抗壞血酸混合物，能提供比抗
壞血酸單獨所提供的更好的生物利用度。

 · 我的健康套裝—讓您能夠調配自己的上午/下午補充品小包，
使個人化的營養更為方便。

研究與開發

USANA聘用了60多位科學家（包括營養生物化學家、分子和細胞生物學家、藥劑師以及體育科學專家），並依
賴他們根據營養科學的最新發現進行研究並開發產品。他們在最先進的實驗室裡工作、測試、研究，並不斷改
進我們的產品。

研究合作夥伴

每款USANA產品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為了研發尖端的營養品，我們的內部科學家與下列這些（以及其它） 
傑出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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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符號的產品為我的健康套裝專用

我的健康套裝

您最喜歡的補充品的完全客製化組合。

提供上午/下午包。

健康始於細胞
USANA提供各種營養產品來支持您的細胞健康，真正健康從細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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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 細胞基本營養素

提供先進劑量的微量營養素， 
能滋養、保護和更新細胞。*

核心礦物質和抗氧化維生素協
同作用，奠定活力健康的基礎。*

基本營養
細胞營養是健康的基礎。雖然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健康飲食，但USANA 細胞基本營養素能幫助您確保獲得身
體發揮最佳功能所需要的適量關鍵維生素、礦物質及抗氧化成分。USANA最暢銷的核心補充品採用創新的
USANA InCelligence技術製成，有助於重新調整細胞老化的過程，促進更良好的長期健康。*

健康套裝
方便的上午/下午小包，提供全日劑量的USANA 
細胞基本營養素、USANA活力鈣鎂D片和套裝專
用的細胞基本營養素強化劑。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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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物舒眠飲 
這款溫和冒泡的香橙熱飲結合生

薑及檸檬的寧神性質，富含鎂的營
養粉末能舒緩緊繃的肌肉並在休

息及修復狀態時穩定神經。試試這
款清爽鎮靜的熱飲成為您夜晚休息

的好夥伴。*

情緒舒壓產品

 舒壓緩心錠片
由經驗證的草本成分製成，這
款錠片含有促進大腦 GABA 

受體的活力配方，有助調節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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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靜氣精油膏
這款高效外用香膏由純淨的高
品質精油精製而成，包括薰衣
草、依蘭依蘭及佛手柑，平穩情
緒，使人感到沈穩安定。 

眠寧素

支持身體天然的睡眠與
清醒週期。*

利用情緒舒壓產品主動出擊，幫助您
應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心血管系統
心血管系統包括心臟和血管，負責血液循環，並將營養素、 
氧氣和血細胞帶到全身。

USANA CopaPrime+  
(銳知寶+)

支持敏銳的記憶和認知功能。*

視力寶 DS

維護長期眼睛健康。*

視力寶 DS 
專供我的健康套裝使用。

葡萄籽精華 C100 & C200

幫助支持心血管和免疫系統，以
及皮膚的健康。*

葡萄籽精華 C200 

專供我的健康套裝使用。

心臟寶 30 & 100

支持細胞能量的產生。*

心臟寶 100 
專供我的健康套裝使用。

神經系統 
神經系統從身體內外部收集並處理信息，並將相關指令傳達至肌肉和腺體。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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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功能
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分子，在身體每個部位的細胞都有其獨特的功能。 
我們的健康有賴於細胞的修復和再生，以保持其正常運作。

USANA維生素D

幫助預防維生素D缺乏，並支
持對鈣與磷的吸收。

活力奧米加

支持心血管與關節的保健。*

補適得C600

使用紫錐花、接骨木莓、鋅和
USANA獨家的礦物維生素C維
生素C混合物來支持免疫健康。

靈芝菌絲體精華

即使身體面臨偶發壓力， 
也能支持健康的免疫力。

內分泌系統
內分泌系統是一組腺體，能產生荷爾蒙（身體的化學信使）來調節身體的生理過程。 
這些荷爾蒙會影響身體的各種腺體。 

保列健

支持前列腺保健。*

USANA雌青舒

暫時緩解更年前期徵狀。

USANA 鐵質營養補充品

支持活躍的生活方式和健康
的血氧水平，並提供其它益
處。*100%純素。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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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統

USANA消化酵素

支持健康的消化作用。

USANA益生菌

支持健康的消化作用和健全的免
疫功能。*

消化系統從口腔到結腸，包括將食物分解成可供身體利用的可吸收形式以適當排除廢物和毒素的所有器官。

肝臟寶DTX

支持天然的排毒作用。*

骨骼系統

活力鈣鎂D咀嚼錠

支持骨骼保健。

活力鈣鎂D片
幫助維持強壯、骨礦質豐富
的骨骼。*

維生素K2

額外添加的鈣可支持骨骼
和心血管功能。

骨骼系統由骨骼、軟骨和結締組織構成，這個重要的身體框架提供支撐、讓我們可以做各種動作，
並保護我們的內部器官。

健骼寧

保持健康的軟骨以支持關
節健康。*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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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所有世代的USANA

兒童營養素

兒童適用的日常維生
素咀嚼錠。

兒童活力奧米加

支持健康的大腦與身體。*

青少年營養素

有助於彌補青少年不
穩定的飲食習慣。

良好營養對每個人的健康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對於孩子來說尤其重要，甚至在他們出生之前。USANA提供完
整系列的細胞基本營養素，能帶給您的家人健康的起步。

想為孩子的身體提供足夠的所有必要營養素，父母就應該實行均衡、積極主動的營養計劃，包括在健康飲食中
添加高品質的維生素及礦物質補充品。

孕期細胞基本營養素

為孕婦及其發育中胎兒提供的全面
性營養補充品。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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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活營養系列
啟動您的目標。助您養成健
康的習慣，實現您的短期和
長期目標。用USANA革新
性的多樣化暢活營養系列產
品來改善您的身體和生活，
本 產 品 線 注 重 支 持 體 重 管
理、消化健康和能量。關愛
您的身體，改變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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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體重管理
暢活營養餐代餐奶昔 
方便的簡餐不一定要在營養或口味上讓步。本產品含有20公克
蛋白質和均衡比例的碳水化合物、有益脂肪和纖維，有助於支持
您的體重管理目標，幫助您維持更長時間的飽足感，讓您隨時
隨地都能沖泡出一杯低升糖指數且口感十足的代餐或零食。 
提供扣板袋及 14 天單人份包裝。

膠原蛋白能量棒
馥郁香草膠原蛋白能量棒

由濃郁黑巧克力包覆的香
草口味蛋白能量棒

超活代謝+
在您的飲食中補充健康所需的能量。這款天然代謝優化劑
中的綠茶提取物含有支持能量水平的表沒食子兒茶素沒食
子酸酯（EGCG）荷爾蒙和我們獨特的生物類黃酮複合物，
有助於保持健康的體重和一天中穩定的能量。* 

花生醬能量棒
這款美味的低糖點心由無麩燕麥、花生醬、纖維和天然成
分製成，有助於抑制不健康的零食習慣、維持能量水平並
保持飽足感，僅含110卡路里。

濃潤椰香膠原蛋白能量棒

由濃郁黑巧克力包覆的椰
子口味蛋白能量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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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味營養餐

• 濃郁巧克力風味
• 15公克大豆蛋白質
• 不含麩質†

• 低升糖指數

營養餐
營養餐奶昔是營養均衡的代餐，提供理想比例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和有益脂肪，能支持健康的體重。

香草味營養餐

• 可口香草味
• 15公克大豆蛋白質
• 不含麩質†

• 低升糖指數

沁甜草莓營養餐

• 美味的莓果口味
• 含有15公克蛋白質
• 不含麩質†

• 低升糖指數

另有方便的28天份獨立包裝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 提醒對麩質、乳製品或大豆過敏的顧客：這些產品使用不含麩質、乳製品或大豆的原料，不過卻是在生產其
它含有麩質的食品之設備上製造的；這些產品的生產設備也加工花生、堅果、蛋類、小麥、芝麻和貝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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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舒暢蛋白素飲品 暢活纖維素 

排毒茶類飲品

這款易於消化的蛋白素飲品僅含80卡路里，有助於抑
制對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讓您在兩餐之間保持飽足感。
您可以在一天中隨時飲用，為身體提供能支持消化系統
並分解身體所需營養的有益酵素。 

提供原味和香檸鮮薑兩種口味。 

在飲食中提高纖維攝入量有助於保持腸道微生物群的
多樣性、控制食慾並抑制對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而且本
產品中含有獨特的益生元和效果顯著且富含植物營養
素的水果纖維，有助於支持您的整體健康。

本產品中淨化身體的草本成分結合了美味和具有排毒功
效的植萃素，一杯舒緩身心的薄荷味茶飲可支持您的消
化系統。在品嚐茶道的同時享受健康的消化功能。*

消化健康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USANA  
全效益生元營養棒
巧克力濃香的營養棒中含有身體微生物群所需的巨量
營養素，它由天然甜味成分和植物來源蛋白質製成，
含有益生菌和獨特的益生元混合物。

 · 營養豐富的配方讓您的飽足感更持久
 · 易於攜帶，適合當做繁忙生活節奏中的零食
 · 美味且令人滿意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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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5天健康重整™減重套裝來重整您的身體和人生；
只須用美味又營養均衡的營養餐™奶昔取代每日三餐、
服用您的USANA®營養補充品，吃天然食物、低升糖
點心，並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5天健康重整
套裝內包含：
 · 單份裝巧克力味營養餐 8包
 · 單份裝香草味營養餐 7包
 · USANA益生菌 5包
 · 健康套裝上午/下午包 各5包
 · 計劃指南和進度追蹤表

*5天健康重整計劃降低您每日攝取的熱量，並建議適度的運動，以獲致最佳效果。
任何懷孕、哺乳、過敏、服用藥物或接受醫師治療的人士，在改變飲食習慣或開始
新的運動計劃時，建議您拿這些產品向您的醫生諮詢探討並取得他/她的建議。
18歲以下未成年人須在其醫生和/或營養師的建議下，方得參加5天健康重整計劃。

另外還有原味營養餐！

Rev3機能飲料能量包
方便的條狀包。用熱水沖泡成帶有淡淡香味的檸檬茶， 
能讓您展開健康而充滿活力的一天。
 · 不含人工香料、甜味劑或色素
 · 甜味採用果糖和蜂蜜粉
 · 含有綠茶（咖啡因來源）、高麗參和紅景天
 · 每份熱量10卡路里

*這些聲明未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鑑定。本產品無法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西瓜味電解質補給飲品
補充您流失的電解質，更有效地為身體補充水分。相比喝水，這款飲品
能更快速地補充水分並平衡身體。在新的一天開始時、在運動過後需要
補充能量時，或在午後昏昏欲睡需要提神時，電解質補給飲品都是您的
絕佳選擇。*

能量

Rev3機能飲料
效果超強的機能飲料，口味純淨清爽，
能為您提供一整天所需的精神和體力。
 · 不含人工香料、甜味劑或色素
 · 甜味採用果糖和甘蔗汁蒸餾糖漿
 ·  採用獨家能量複方，含有左旋肉鹼、茶、人

參、紅景天、可可、核糖、輔酶Q10
 · 含有額外的維生素、礦物質和抗氧化成分
 · 每份熱量70卡路里，或每罐熱量105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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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燃動能套組

暢活永纖套組

纖活塑型套組

暢能纖體套組

用完美的開始踏上您的健康之旅。本計劃引領您重整
身體健康和生活方式，提供快速燃脂的超級效果，為您
的健康之旅注入極速能量。
持續時間: 7 天
套組包括:

 · 暢活營養餐代餐奶昔 
   （21包單人份包裝）
 · USANA 超活代謝+ （1瓶）
 · 健康套裝 （7袋上午包和7袋 

 下午包小包）
 · USANA 益生菌 
 (7袋單人份條狀包）

在追求健康目標的路程上，達成您的健康目標代表您完
成了最困難的部分。放遠目標，用下一款套組中的產品
維持您的良好成果。 
持續時間：28天
套組包括:

 · 暢活營養餐代餐奶昔 
 (14包巧克力口味單人份包裝 
 和一袋14份香草口味扣板袋包裝）
 · USANA 超活代謝+ （1瓶）
 · 暢活纖維素 
 （一袋28份扣板袋包裝）

支持消化和排便規律、緩解偶發的腹脹和噁心並保持
健康的腸道微生物群。您將不必再為胃腸健康而分心，
將注意力集中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上。
持續時間：28天
套組包括:

 · 消化舒暢蛋白素飲品 
 (兩袋14份香檸鮮薑口味扣板袋包裝）
 · 暢活纖維素 （一袋28份扣板袋包裝）
 · 排毒茶類飲品 
 （28 單人份條狀包裝）
 · USANA益生菌（14袋單人份條狀包）

 暢活營養計劃
我們長達 28 天的暢活營養計劃能鼓勵您的顧客專注於獲得成功的終極組合：生活方式和營養補充。每款套組針對
特定的健康目標所設計，含有精心搭配的USANA補充品和食品，並提供了一些文宣資料來幫助用戶開始並保持整
體健康習慣。

持續在四週內食用美味的代餐奶昔並補充適量水分，支持更
充沛的能量、健康的肌肉和更清晰的思維，同時獲得最佳燃
脂效果，快速轉化您的生活。
持續時間：28天
套組包括:

 · 暢活營養餐代餐奶昔 
 (14包巧克力口味單人份包裝、 
 一袋14份巧克力口味扣板袋包 
 裝和兩袋14份香草口味扣板袋包裝）
 · USANA 超活代謝+（1瓶）
 · 電解質補給飲品（28 單人份條狀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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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膠原蛋白
輕鬆喝出迷人笑容！

使用高效膠原蛋白，享受肌膚散發的
自信。

優化您的皮膚、頭髮和指甲——讓您
由內而外煥發動人光彩。每天服用清
爽的石榴香橙口味高效膠原蛋白，支
持健康的肌膚老化、保持肌膚彈性、
維持和保護您的自然美。*

高效膠原蛋白

用膠原蛋白支持健康的肌膚。



美白柔潤精華
美白柔潤精華的獨特植萃美白濃 

縮成分有助於改善整體膚質，能掃 
除暗沉並改善色素沉澱。

強化

Celavive 亮白系列的獨特配方讓您展現自然亮澤的淨白肌，還您透亮又滋潤的膚質。 
搭配您的 Celavive 護膚方案，讓您的肌膚更顯白皙光澤。

每款亮白系列產品都含有獨特植萃強效亮白配方成分，專門針對不同程度的暗沈問題， 
讓肌膚展現更柔亮光澤的膚質。

美白亮澤面膜
美白亮澤面膜的高效美白配

方能啟動肌膚深層淨白機制， 
吸收有效美白成分，享受 spa 

般的奢華護膚保養體驗。 

強化

淨白淡斑精華
淨白淡斑精華蘊含多種明星美白成 
分，能高效集中美白並均勻膚色，獨特的 
觸頭讓您能更精準淡化擾人的膚色不均。

強化

美白保濕乳霜
美白保濕乳霜可恢復您晶瑩光澤的 
亮白美肌。本產品柔潤的配方能改
善肌膚暗沉，給予肌膚深度美白、長
效保濕鎖水並柔化肌膚。

強化

CELAVIVE亮白系列



採用USANA InCelligence技術製成的Celavive護膚品，結合了植物萃取
物和強效多肽與獨特的細胞訊號傳輸複方，目的是通過針對關鍵皮膚受體
來消除細紋和皺紋等明顯老化跡象。Celavive還採用一款Olivol®植物混合
物，只需使用一次即可提供長達24小時的強效保濕效果。這些成分組合在
一起，就能獨特地反映出年輕又美麗的肌膚。

CELAVIVE
CELAVIVE.COM

/celavive

@celaviveofficial

@celavive

淨顏調理卸妝液
有效溶解最頑強的長
效型防水彩妝，讓您的
肌膚倍感柔軟。

溫和潔面乳
(乾性/敏感性皮膚）

輕鬆去除污垢和雜質， 
並鎖定肌膚的天然
水分。

泡沫潔面乳
(混合性/油性皮膚）

產生豐富的泡沫，去除污
垢和油脂，同時溫和去除
表面細胞，讓肌膚煥發年
輕光彩。

深層淨緻磨砂面膜
這款雙重去角質配方含有能對
抗污染的黑炭，溫和有效地除
去惱人的雜質，明顯改善膚質、
降低毛孔可見度及減緩明顯老
化跡象。 

爽膚
水潤調理美顏露
溫和淨化膚色，有助於
平衡皮膚的酸鹼度。

清潔 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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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潤采護膚油
舒緩並滋潤所有肌膚類型，特別是
乾性肌膚。富含索林（Soline）和苜蓿
提取物配上獨特 Celavive 技術能支
持肌膚的天然防禦功能，完整鎖住
水分。超級草本油和 Olivol 草本配
方提供極度保濕並給您前所未見的
亮采光澤。

水潤防曬日霜 SPF 30
(乾性/敏感性皮膚）

抵抗導致早期肌膚老化的有害UVA/
UVB射線，同時以高級的乳霜配方提
供豐富的水分。

極緻賦活晚霜
(乾性/敏感性皮膚）

使用天然來源植物成分和多肽的凝
膠配方，來豐潤您的肌膚，幫助肌膚
在一夜之間獲得滋潤和活化，使膚質
看起來明顯更年輕。

極緻賦活晚安凝膠
(混合性/油性皮膚）

含天然來源植物成分和多肽的豐富
奢華混合物，促進水潤、容光煥發的
肌膚，對抗皺紋的出現，並在一夜之
間使膚質恢復年輕的外觀。

水潤防曬乳液 SPF 30
(混合性/油性皮膚）

保護您的肌膚免受有害UVA/UVB射
線的損傷，避免早期肌膚老化跡象，同
時以輕質的乳液提供水分。

強化

保濕

全效活膚精華
突破性的水性配方，支持肌膚天然更
新過程，含有高濃度的活性成分，包
括植物成分和強效多肽，可顯著使肌
膚外觀更年輕。  

全效活膚精華
突破性的水性配方，支持肌膚天然更
新過程，含有高濃度的活性成分，包括
植物成分和強效多肽，可顯著使肌膚
外觀更年輕。

深層保濕緊緻面膜
通過強效保濕美容護理，讓您的肌膚
散發活力；這種美容護理富含強效多
肽和植物萃取物，能夠在短短20分
鐘內滋潤、拉提、緊緻、撫平疲憊肌
膚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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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柔緊膚露

絲柔緊膚露含有獨特的羥基
複合物，能滋潤並調理肌膚。

Sensé身體護理產品由天然的成分和外用營養複合物製成，因此您可以期待來自身體、  
頭髮和微笑的美麗效果

Sensé 身體護理

清爽深層沐浴露

不含皂基的清潔凝膠，添加
了令人精神愉悅的清淡橙
香，能使您的感覺甦醒。

修護營養洗髮露

這款溫和的洗髮露能給您的
頭髮帶來活力，它提供重要
的營養素，幫助頭髮恢復自
然柔軟、蓬鬆和光澤。

輕盈滋潤護髮素

這款護髮素添加了維生
素C和E，能滋潤和強化
頭髮，使其易於梳理並散
發光澤。

滋養潤手乳液

使用這款濃縮護手霜來
滋潤乾燥的肌膚和對抗
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性影
響。使粗糙肌膚光滑並
讓角質層保持柔軟，使
您雙手感到快樂健康。

USANA ADP-1亮白牙膏 

不含氟化物配方，可美白和
保護您的美麗笑容，並對抗
導致口臭的細菌。

USANA口腔益生菌

每晚刷牙後使用，以支持您的
口腔健康，並補充口腔中的益
菌，使您全天擁有清新的口氣
及健康的牙齒與牙齦。

USANA兩款最新的口腔護理革新產品雙管齊下，能帶給您驚人效果。USANA ADP-1亮白牙膏經科學驗證， 
讓您的笑容更亮白動人；USANA口腔益生菌可補充有益微生物群，讓您口氣更清新，牙齒更健康。

口腔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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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 清新檸檬泡沫洗手乳
來自天然植物提取成分，不含羥基苯甲 
酸酯，這款絲滑柔潤的洗手乳能溫和洗 
淨污垢與細菌，同時達到滋潤、柔化肌 
膚的效果。享受檸檬清香，為您的家庭 
帶來滿滿活力。

健康生活
潔淨簡單的產品幫助支持您活躍 
健康的生活風格。



自動訂貨讓您輕鬆購物，每四週將您最喜愛的產品送到家門口。註冊自動訂貨後，您將享有優惠價格額外 10% 的折扣，
且重新訂購消費滿 $100 的優惠顧客或消費滿 $200 的特許專營商可享有免運費服務。

註冊步驟十分簡單。只需選擇您希望自動送貨的產品，再選擇您的出貨日期和頻率。只需要簡單步驟，您就能擁有保持
健康習慣所需的所有產品！

別擔心，您可以隨時在線上更改或取消您的自動訂貨。

追蹤並儲存您最喜愛的產品
可隨調的 
自動出貨

隨時在線上 
取消或更改

優惠顧客消費超過 $100 或
特許專營商消費超過 $200 

即可享有免運費服務

享有優惠價 
格額外 10%  

的折扣



產業
在美國，直銷在零售業銷售產值高達 $4.1億。在 2020 年，美國有超過 4180 萬直銷顧客，代表著越來越
多人開始創業並計劃自己的工作及生活。

拓展您的副業
通過分享您喜愛的產品賺取額外的收入。為自己決定工作時間及工作量——您的成功掌握在自己的手
中。您將不會孤軍奮戰。USANA 大家庭為您提供即時的社群支持、創建事業所需的工具及培訓以幫助您
獲得成功。

成為群體的一份子
全球有數十萬名USANA特許專營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創造世界上最健康的大家庭。您被其他
對健康充滿熱情並致力於服務的人群所包圍，我們稱之為USANA大家庭。

要勇敢
人生就從走出您的舒適區開始。探索新的才能，挑戰自己，做點不一樣的事；決定讓自己向新的可能性和
潛力敞開。隨著您事業的發展，您將會變得更有自信，並且您將看到您在其他人的人生中所產生的影響。

創造傳承
透過USANA，您可以為更偉大的目標努力。您在改變自己、身旁的人及世界各地人們的人生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如果您的目標是成為可傳承事業的所有者，那麼USANA將為您提供機會，在您傳承成功給下一
代時，建立一個超越自我的事業。

創造商機
商

機

詳情請洽詢您的獨立特許專營商    29



透過 USANA 事業賺取收入
作為 USANA 事業主，您能透過向您的朋友、家人或社群追蹤者推薦及銷售產品賺取合理的額外收入。您的成功
完全取決於您的努力。建立您的個人目標，並用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來建立您的事業。

分享您喜愛的產品
銷售並分享產品並不是件難事。您無需購買任何庫存貨或完成任何訂單。只需要透過您的個人 USANA 網站連
結或創建客製化的產品連結，與朋友及家人、或在社群媒體上分享您最喜愛的 USANA 產品。每當有人透過您的
連結購買商品時，您將賺取佣金，且 USANA 將為您處理訂單並寄出產品。

賺取收入最好的方式
當您的顧客點擊您的連結，他們將能選擇註冊為優惠顧客（PC），或以訪客身份結帳。當他們創建免費的優惠顧
客帳號，他們將享有優惠價格——零售價的 10% 優惠。以訪客身份結帳的顧客將付全額的零售價。

零售獎金
假使您的顧客以訪客身份結帳並付全額的零售價，您將獲得零售獎金。此佣金等同於零售價及優惠價的價差——
通常是 10–20%。

優惠顧客（PC）訂單獎金
假使您的顧客註冊為優惠顧客，您將獲得優惠顧客訂單獎金——根據所購買產品的價格自動賺取 10% 的佣金。
您是否很期待發展自己的事業並建立團隊呢？請查看 USANA 的獎勵計劃。

瞭解 USANA 的獎勵計劃
作為 USANA 的特許專營商，您將根據產品銷售獲得報酬。當您建立自己的特許專營商團隊，集結像您一樣的團
隊夥伴，與他人分享 USANA 產品並發展自己，您也有機會賺取收入。您賺取的金額與您和您的團隊的產品銷售
量有直接關係。

透過 USANA 事業賺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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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計劃

專業提醒：查看含有 200 
SVP 的促銷產品體驗套
裝，讓您能更快速符合領
取佣金資 。

分數

每一項 USANA 產品都有分數額。當您銷售產品給特許專營商或顧客時，這些分數將累積至您的 

總銷量。當您創建自己的 USANA 商店時，這些分數將轉換至您的佣金。

團體銷售額(GSV) 

這是您和您的團隊一同累積的銷售額（以分數計）。您可以根據您和您的團隊在左右兩邊的 USANA 商店或商務

中心累積的 GSV 來賺取每週的佣金。每週將統計您團隊獲得的特許專營商及優惠顧客的銷售。

佣金符合資格

若要符合資格獲得獎勵計劃的佣金，您必須每四週產生至少 200 積分的

個人銷售額分數(PSV)。無論是您為個人使用，或是您親自保薦的優惠顧

客購買的產品，都將計入 PSV。透過優惠顧客的產品銷售來累積銷售額

是維持佣金符合資格的好方法。

 

以下是說明您能如何賺取收入的簡單細項。

商務中心
發展 USANA 事業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建立自己的商店。

100 PTS.

STORE 
2

STORE 
3

STORE 
1

100 PTS. 100 PTS.100 PTS. 100 PTS.

= 400 GSV+ + +

詳情請洽詢您的獨立特許專營商  |  33



您將如何獲得報酬
您將根據您的商務中心左邊和右邊相等的積分獲取 20% 的佣金。找到您的商務中心左邊和右邊相等的積分

（GSV），並加乘 20%（或 0.2），總和為您本週的佣金積分。積分將被轉換至您的國家的貨幣。在美國，一個
佣金積分等於一美金。*

*您必須擁有領取佣金資格，並遵守特許專營商協議。 

購買200分的產品�
維持三家USANA商店

商務中心1 商務中心1 商務中心2 商務中心3

商務中心2

商務中心3

平衡的總數 

1400

675

725

2800 x ==
+

+

佣金  

20%
當週佣金  

560
佣金分

右邊累積分數：  
100 分

左邊累積分數：  
50 分

右邊累積分數：  
50 分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1400  
分

1500 
分

725  
分

775  
分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

優惠
顧客鮑伯 馬特蘇

範例

優惠
顧客吉兒

675  
分

725  
分

商店2
您

商店3
您

您
商店1

*�其中所描述的收入/生活方式並非典型。收入根據向消費者銷售產品計算而得；公司不保證銷售或佣金。成功只取決於您的勤奮努力。�
欲了解典型收入，請查看平均收入表：www.usanaincome.com.





每週的收入端視您的努力 

此圖表顯示了一些範例，可幫助您直觀地了解USANA事業的增長潛力。

請記住，沒有用來兌換佣金
分數的剩餘分數將累積到下
個星期。

左邊團隊銷售額 右邊團隊銷售額 平衡的銷售額 佣金分數

透過策略放置您的銷售額來最佳化收入潛力，確保您將事業利益最大化。您可以自行決定要將產品銷售放在商務中
心的哪邊，團體銷售額兩邊相等的積分將轉換為佣金積分。
*只要您符合佣金資格並遵守您的特許專營商協議。

想要參與獎勵計畫卻不想親自管理您的銷售額定位位置？您可以選擇隨機化您的銷售額定位位置，並參與
獎勵計畫。前往�The Hub�樞紐站的團隊管理以瞭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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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佣金分數= $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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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NAinc

/USANAhealthsciences

USANAhealthsciences

USANAhealthsciences

@USANAinc

USANA.com

whatsupUSANA.com

askthescientists.com

@USANAFoundation

@USANAFoundatio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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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USANA會成為
怎樣的人呢？

有關USANA產品的進一步資訊，請聯繫您當地的USANA獨立特許專營商。

送出本小冊前，請填寫您的ID編號：

ID編號  商務中心  請圈選
左 右

3838 W. Parkway Boulevard 
Salt Lake City, UT 84120

免費客服電話：(888) 950-9595
客服電話：(801) 954-7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