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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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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认证

Kosher
犹太洁食认证

犹太洁食
乳制品

Halal

正教联盟

不含麸质

素食

不含乳制品

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测试实验室 NSF International 对 Nutrilite™ 的核心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进行测试。
NSF 认证确保
Nutrilite™ 补充品仅含标签标明成分，不含有害污染物。
事实上，业内专家建议通过NSF认证来选择您的补充品。
该认证表明了我们的强大承
诺，我们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值得他们信赖的安全、高质量产品。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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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您设计，让您成
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了解您。
我们随时为您效劳。
在重要的
日子中，在努力工作的夜晚后，当需要安静
下的时候，我们为您的身心提供帮助。
我们
了解您的需求。

您最喜爱哪款产品，它如何
让您成为更好的自己？

#nbynutri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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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这个视频，

拥有专属太阳

了解有关 Nutrilite™ 产品

的更多信息

n* by Nutrilite™ Rays for Days –
Sunny Vitamin D Gummies Dietary Supplement
（阳光维生素 D 膳食补充软胶糖）
采用维生素 D（阳光维生素）和有助于提升
†
情绪的古老香料藏红花制成。

124504 30 份

l $16.50

您是否知道？

所有 n* by Nutrilite™
软胶糖均采用有机蔗
糖增甜，而有些竞争对
手却使用葡萄糖浆。

n* 是为您带来
活力的品牌。

n* by Nutrilite™ Rays for Days –
Sunny Topical Essential Oil Blend
（阳光外用精油混合）

佛手柑、橙子和柠檬精油专属混合配方带给您充
满愉悦的美好体验，帮助您度过幸福平和的一天。

有助于弥补由于缺乏

阳光照拂而给身心
†
带来的负面影响。

124561 10 mL

l $20.00

请访问 Amway.com/nbynutrilite，了解更多美好的 n* by Nutrilite™ 体验

有助于提升专注力†

启动您的睡眠

n* by Nutrilite™ Sweet Dreams –
Sleep Gummies Dietary Supplement
（助眠膳食补充软胶糖）

†
采用褪黑素和西番莲制成，可促进您酣然入睡。

124506 30 份

l

$16.50

n* by Nutrilite Sweet Dreams –
Sleep Topical Essential Oil Blend
（助眠外用精油混合）
™

薰衣草、依兰树和橙子精油打造独特配方组合，
有助于平静心神，放松身心。

124562 10mL

l

$20.00

n* by Nutrilite™ Slay the Day –
Focus Gummies Dietary Supplement
（完胜每一天增强专注力膳食补充软胶糖）

带您轻松

入眠 。
†

由维生素 B6、B12 和人参提供动力，人参是一种有助
†
于维持大脑健康的草本植物。
橘子柠檬口味。

124556 30 份

n* by Nutrilite™ Slay the Day –
Focus Shot Dietary Supplement
（完胜每一天增强专注力膳食补充饮品）

草莓柠檬汁口味饮品，人参、维生素 B6 和 B12 及专
‡
注力混合成分为您带来能量和动力。
非转基因。

124557 9 瓶装，每瓶 3 fl.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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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7.00

n* by Nutrilite™ Focus! – Topical
Essential Oil Blend（增强专注力外用精油混合）
薄荷、桉树和迷迭香的独特混合配方，
有效提升专注力。

124560 10 mL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l $16.50

l $20.00

‡不含转基因成分。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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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y Nutrilite™
产品，为您
缔造惊喜。

爱惜您的身体，照顾您的身体

n* by Nutrilite™ Go Shield –
Immunity Gummies Dietary Supplement
（免疫力防护膳食补充软胶糖）

含有接骨木果、维生素 C 和锌的混合物，有助于
†
支持免疫系统。

124555 30 份装

l $16.50

帮助您找到心灵平静

n* by Nutrilite™ Less Stress, More Yes –
Relax Gummies Dietary Supplement
（减压舒心膳食补充软胶糖）

音乐让您
成为更好的自己

†
茶氨酸是一种天然氨基酸，有助于减轻偶发的压力，
†
而香蜂草是一种有镇静功效的草本植物，
帮助您有
效地集中注意力。

音乐带来愉快的思维、沉静
和专注力，完全符合 n* by
Nutrilite™ 产品的理念。
扫描
每个产品背面的 Spotify ® 代
码，收听更多美妙音乐。

124505 10 mL

l $16.50

静心宁神，舒缓身心

n* by Nutrilite™ Take a Sec –
Stress + Sleep Tea（减压舒眠茶）

采用木槿、薰衣草和洋甘菊混合配制而成，
拥有静心舒缓功效。

124559 25 袋装

您是否知道？

有些菌类实际上对您
有好处。
KombuchYeah! 提供的好菌让
您感觉身心舒畅。

l $11.50

健康肠道，身心舒畅

n* by Nutrilite™ Kombuch-Yeah! –
Kombucha-style Drink Mix
（康普茶混合饮料粉）

为您的肠道提供 500M CFU 的好菌，
†
‡
让您感觉身心舒畅。
非转基因。
7 条百香果椰子味，7 条菠萝姜味

124558 14 条状包

l $20.00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不含转基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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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探险前、探险时
和探险后给予您的身
体所需要的一切。
在每次探索旅途上，XS™ 产品都能从开始到
终点为您提供动力，让您保持能量、补充水
分、加强体能和恢复体力。

增加能量
补充水分
什么会让您继续
下一次探险？
#体验更多

10

访问 AMWAY.COM 参阅更多产品信息 | 100% 客户满意保证支持来自

增强体能
恢复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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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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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您

全神贯注地锻炼

XS Energy + Focus Dietary Supplement
（能量+注意力膳食补充品）
™

了解 XS™ Intense
Pre-Workout Boost
（运动前强效能量提升饮料）
的更多信息

提供挑战过程中
所需动力的能量。

†
帮助在锻炼时最充分发挥身体耐力和精神集中力。
†
支持身体的压力反应以缩短恢复时间。

107846 30 片装

三个10片装吸塑包装

l $18.00

101593 60片装

全尺寸瓶子

持续动力

XS™ Energy Bars（能量棒）

简单、非转基因‡成分有助于维持能量，
†
提升运动表现和恢复体力。
采用 9–12 克蛋白质制成。

110845 Blueberry Crunch（蓝莓脆饼口味）
110378 Chocolate Chip（巧克力片口味）

110379 Peanut Butter Crunch（花生酱脆饼口味）
12根

l

$28.00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非基因改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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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1.00

增强能量

XS™ Intense Pre-Workout Boost
（运动前强效能量提升饮料）膳食补充品

3.2 克 CarnoSyn®†† 丙胺酸和红景天混合物，
有助于增强能量，提升专注力。

110371 Citrus Burst Stick Pack
（柑橘宾治口味条状包装）
12 份装

l $27.00

30 份装

l $46.00

110372 Citrus Burst Tub
（柑橘宾治口味桶装）

††CarnoSyn® 是 Natural Alternatives
International, Inc. 的注册商标。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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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饮料提供您
继续前进的能量。

™
激发能量且不含糖！

观看视频

XS™ Energy Drinks（能量饮料）

了解 XS™ 产品
的更多信息

充沛能量为您的下一次探险提供动力。
每罐含 80 mg 咖啡因、
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 1–2 g 碳水化合物，仅含 10 卡路里**。

284735 Black Cherry Cola（黑樱桃可乐口味）

284733 Caffeine-Free Cranberry-Grape（无咖啡因曼越橘葡萄口味）
284729 Citrus（柑橘口味）
，284738 Classic（经典口味）
284728 Cranberry-Grape（曼越橘葡萄口味）
，

提供

12 种很棒的
口味选项

284731 Lemon（柠檬口味）

284740 Naranja（甜橙口味）
，284734 Root Beer（根汁汽水口味）
284737 Wild Berry（野莓口味）
，284739 Summit（极致口味）

293052 Tamarindo（罗望子口味）
，284730 Tropical（热带口味）
124652 混合箱‡

12 罐装，每罐 8.4 fl. oz

l $24.00*
为您的一天增加一点能量！

XS™ Sparkling Juiced Energy（气泡果汁能量饮料）
所有能量元素加上 25% 纯果汁
和 200% 日常维生素 C，无添加糖。

293053 Caffeine-Free Mango Pineapple Guava
（无咖啡因芒果菠萝番石榴口味）
293054 Dragon Fruit（火龙果口味）
284742 Mango Pineapple Guava
（芒果菠萝番石榴口味）
284741 Pink Grapefruit（粉红葡萄柚口味）

不同于您平日饮用的咖啡

12 罐装，每罐 8.4 fl. oz.

XS™ Energy Cafe Mocha
（摩卡咖啡口味能量饮料）

XS™ Juiced and Burn Variety Case
（燃卡果汁能量饮料混合箱）

阿拉比卡咖啡和罗布斯塔咖啡混合而成的美味饮
品，含有80 mg 天然咖啡因和 B 族维生素，提供您
征服一天所需的活力。

286159 12罐装，每罐 8 fl. oz.

XS™ Energy Cafe Mocha
（摩卡咖啡口味能量饮料）
采用纯咖啡、牛奶和可可制
成，同时添加了7克蛋白质。

*如果是在实施瓶罐押金法律的州中购买本产品，您购买时还需支付押
金。
有关押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Am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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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51 12 罐装，每罐 8.4 fl. oz.

l $33.00*

您是否知道？

l $24.00*

l $26.00*

点燃能量

XS™ Energy + Burn（能量+燃烧饮料）

高表现力能量饮料，每罐含 80 mg 咖啡因、丰富的 B
族维生素、100 mg 藤黄果提取物和 125 mg 南非醉
茄提取物。

293055 Blood Orange（血橙口味）
284736 Strawberry（草莓口味）

12 罐装，每罐 8.4 fl. oz.

10卡路里

不含糖

l $28.00*

*如果是在实施瓶罐押金法律的州中购买本产品，您购买时还需支付押金。
有关押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Amway.com。
**数额因口味而异。
请访问Amway.com获取完整的营养信息。
8 oz.的XS™ Black Cherry Cola（黑樱桃可乐口味）和 Wild Berry（野莓口味）仅含10卡路里且不含
碳水化合物。
‡口味和套装可能有变化。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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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面市
为您的冒险之旅提供气泡补水饮品

XS Sparkling + Electrolytes Sparkling Water
（电解质气泡水）
™

零卡路里且无糖的饮品，口感清爽宜人，
可以为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300548

索
.com 上搜 水）
”
在 Amway ate（
r 气泡
gw
“sparklin

300549
300550

12 罐装，每罐 12 fl. oz

l $18.00

益处

新 XS™ Sparkling + Electrolytes
Sparkling Water（电解质气泡
水）提供5% 每日建议量的镁和
钾，为您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在探险之前、
过程和之后，
轻松补充水份。

‡

随时随地补充电解质

XS Sports Twist Tubes（运动拧管）
™

这款美味清爽的补水补充品含有B 族维生素、硒和仅5克的糖，
旨在帮助您的身体为任何探险之旅做好准备。

110389 Lemon Lime（青柠口味）

110390 Fruit Punch（混合果汁口味）
20 管装

l $16.00

您是否知道？

在运动过程中，身体
会流失多达 47.3 oz.
的水分。
因此在锻炼
时补充水分很重要。

与其他领先品牌相比，
含糖量减少 10%*

帮助您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XS™ CocoWater Hydration Drink Mix
（椰子水补水饮料混合）

含有 12% 椰子水、增加能量的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如维生素 A、C 及 E）
，帮助您保持充沛活力。

110601 Strawberry Watermelon（草莓西瓜口味）
110631 Pineapple Coconut（菠萝椰子口味）
12 包装

l $23.00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如果是在实施瓶罐押金法律的州中购买本产品，您购买时还需支付押金。
有关押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Amway.com。
*资料来源：BodyArmor SuperDrink®** – drinkbodyarmor.com – 2018 年 11 月。
**BodyArmor SuperDrink® 是 JPMorgan Chase Bank, N.A.（摩根大通银行）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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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您的力量。
您是否知道？

XS™ Protein Pods（蛋白
粉胶囊）便于携带，放入摇
杯中与液体混合即可轻易
溶解，不会造成任何脏乱。

可随身携带的蛋白粉！

不含糖

XS™ Protein Pods（蛋白粉胶囊）

包含 20 克乳清蛋白分离物和 4.4 克 BCAA（支链
†
氨基酸）**，有助于增强肌肉量。
这种适用于生酮
饮食的配方还含有 90 卡路里的热量，且不含麸
质、乳糖和大豆。

不含脂肪

300855 Vanilla（香草口味）

300856 Chocolate（巧克力口味）
16 份胶囊

l $32.00

即将面市
建立瘦肌肉量的出色方式 *,†

XS™ Sparkling + Muscle Multiplier*,†
Sparkling Water（增强肌肉气泡水）

益处

简化的增肌蛋白粉胶囊配方不含
乳糖和麸质，适用于生酮饮食。

包含一份 XS™ Muscle Multiplier*,†
（增强肌肉补充品）
，
提供 3.6 克的九种必需氨基酸，获得专利的混合物
有助于建立瘦肌肉*,†，另外仅含 25 卡路里，
不含糖，您可以随时随地轻松享用。

300551
300552

索
.com 上搜 水）
”
在 Amway ate（
泡
气
r
w
g
n
li
rk
“spa

12 罐装，每罐 12 oz.‡

*结合常规的重量/阻力训练和健康均衡的饮食。
**支链氨基酸。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如果是在实施瓶罐押金法律的州中购买本产品，您购买时还需支付押金。
有关押金的详细信息，请访问Am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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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和修复瘦肌肉†

XS™ Sports Protein Bar（运动蛋白棒）

这些蛋白棒含有20克乳清蛋白和酪蛋白，且不含
麸质、人工色素、香料或防腐剂，为您提供所需的
能量。
在锻炼或冒险之前、过程和之后的任何时
候都是您的理想选择。

110385 Chocolate Peanut Butter
（巧克力花生酱）

益处

这款获得专利的混合物提
供所有9 种必需氨基酸的
含量达到 3.6 克，有助于
*,†
建立瘦肌肉。

建立和增
强肌肉。

110386 Chocolate Berry Blast
（巧克力莓果宾治口味）
12 根装

l $30.00

有益于肌肉的蛋白质

XS™ Protein Crisps（蛋白薄脆酥）

将真正成分与 12 克优质豌豆蛋白结合，制成简
单、美味且无罪恶感的零食。

帮助建立瘦肌肉量*,†

XS™ Muscle Multiplier*,† Essential Amino Acid
Supplement（增强肌肉必需氨基酸补充品）

110628 Sriracha Lime
（莱姆是拉差辣酱口味）

新一代先进技术，有助于在运动前、运动时和运动后补
充提升运动表现的营养。
不含麸质，非转基因‡；无糖；
不含乳糖/乳制品。

110627 Barbeque（烧烤口味）

l $31.00

12 份（每袋 1.5 oz.）

110862 Dragon Fruit Tub（火龙果口味桶装）
110847 Wild Berry Tub（野莓口味桶装）
30 份装，6.8 oz./192 g

随时随地建立 瘦肌肉量

XS ™ Sports Protein Shakes
（运动蛋白奶昔）

美味方便，含有25克乳清蛋白和酪蛋白，
含糖量只有 1 克。

110370 Vanilla Crème（香草奶油口味）

110369 Rich Chocolate（浓郁巧克力口味）
12 份装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不含转基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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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45.00

观看视频

了解 XS™ Muscle Multiplier
（增强肌肉补充品）*,†
的更多信息

l $40.00

*结合常规的重量/阻力训练和健康均衡的饮食。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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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从活跃
的生活方式中
获得恢复。

您是否知道？

XS™ CBD 产品包含全谱
大麻提取物，同时注入山
金车、薄荷醇和芦荟成分。

凉爽舒缓

XS™ CBD Cool Spray
（大麻二酚外用冷却喷雾剂）

速效喷雾可以冷却和舒缓肌肤。
250 mg CBD。

296498 2 fl. oz.

效果长达

2 小时

l $55.00

观看视频

了解 XS™ CBD 产品
的更多信息

帮助您从活动中获得恢复

XS™ CBD Cream（大麻二酚乳霜）

舒缓和滋养疲劳肌肤。
300 mg CBD。

296753 2 oz.

l $55.00

：
提示烈活动之。
业
剧
专
用
使
炼或
在锻 间和之后
期
、
前

温暖舒缓

XS CBD Pro Cream（大麻二酚强效乳霜）
™

擦上后使肌肤感觉温暖舒缓。
400 mg CBD。

300323 2 oz.

l $65.00

事实

所有 XS™ CBD 产品均经过
皮肤科医生和过敏原测试。
同时接受第三方测试，确保
符合安全和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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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活力，准
备好参与更多。

即将面市
为活跃的生活方式提供有力支持

XS™ Sparkling + Magnesium Sparkling Water（加镁气泡水）
含有氨基葡萄糖和 10% 日常所需的镁，
不含卡路里和糖，帮助您活力满满地重返“战场”。

300553
300554

12 罐装，每罐 12 fl. oz.

益处

镁有助于维持
†
肌肉健康。

l $22.00

索
.com 上搜 水）
”
在 Amway ate（
泡
气
r
w
g
n
li
rk
a
“sp

支持肌肉恢复†

XS™ Post-Workout Recovery（锻炼后恢复体力）
†
补充肌肉糖原，帮助支持肌肉恢复。
采用 Nutrilite™核准的姜黄和葡萄糖胺混
†
合制成，有助于维护关节健康。

110374 Cherry Lemonade（樱桃柠檬口味）
20 份装

l $46.00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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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知道？

XS™ Post-Workout
Recovery（运动后恢复体
力）补充品采用酸樱桃和
针叶樱桃提取物制成。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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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程的每一阶段
为您提供支持。
有时候管理体重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
BodyKey by Nutrilite™ 产品美味营养、
份量适合，帮助您坚持体重管理计划。

是什么帮助您达到
体重管理目标？

#mybod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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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足可制作16份营养餐。

美味可口，有饱腹感

BodyKey by Nutrilite™
Meal Replacement Shake（代餐奶昔）

浓郁风味满足饥饿感。
每天代替一餐到两餐。
20 克蛋白质和 25 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无麸质，不含大豆。

下载

BodyKey™ SmartLoss™
应用程序，获得个性化
的数字指导建议

美味可口，忙碌生
活的代餐选择。

122276 Chocolate（巧克力口味）

122277 French Vanilla（法式香草口味）
122278 Strawberry（草莓口味）
16 份桶装

l $50.00

122949 Chocolate（巧克力口味）

122950 French Vanilla（法式香草口味）
122951 Strawberry（草莓口味）
14 份单份包装

l $52.00

道？ 纳™入 划。
否知品都可以
s 计
是
食
您
tLos
携带方便，口感美味，
可帮助您按计划前进

ar
这些
所有 Key™ Sm
y
Bod

BodyKey by Nutrilite™ Meal Bars（主餐棒）

采用健康美味的成分制成，可满足各种食欲。
营养均
衡的零食或代餐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
不含麸质。

110274 Caramel Cookie Dough
（焦糖曲奇饼口味）
110275 Mixed Berry Crisp
（混合莓果脆饼口味）

110276 Chocolate Brownie
（巧克力布朗尼蛋糕口味）

110277 Caramel Peanut Butter
（焦糖花生酱口味）
110828 Blueberries & Yogurt
（蓝莓酸奶口味）
110835 Cookies & Cream
（奶油饼干口味）
14 根装

l

$42.00

低净碳水化合物*膳食选项

BodyKey by Nutrilite™ Low Net Carb* Meal Bars

（低净碳水化合物*主餐棒）

这些营养均衡的主餐棒提供美味的非转基因‡成分。
不含麸质。

290761 Cinnamon Swirl（肉桂卷口味）
290762 Savory Almonds & Seeds
（美味杏仁和种子口味）
14 根装

l $42.00

*净碳水化合物 = 总碳水化合物 – 膳食纤维 – 糖醇
‡不含转基因成分。
要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Amway.com/Bod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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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您坚持体重
管理的零食和茶。

22 克全麦物质

BodyKey by Nutrilite™
Whole Grain Tortilla Chips（全麦玉米片）

含有1650 MG
的欧米加 3
和欧米加 6

由稻谷与芝麻、亚麻籽和芡欧鼠尾草籽
混合制成美味方便的零食。

相结合。

l $36.00

110339 18 份（每袋 1.5 oz.）

有机替代饮料

BodyKey by Nutrilite™ Oolong Green Tea
（乌龙绿茶）
含有适量咖啡因的完美混合饮品，
足以让您整天充满干劲。
零卡路里。

110341 每盒 100 个茶包

l $25.00

重

是体
：
事实和热量控制

满足食欲的轻便零食

BodyKey by Nutrilite™ Slim Popcorn（瘦身爆米花）

分量 关键。
的
管理

美味的咸味零食，带有淡淡的绿茶味。
不含麸质。
3克纤维。
每袋 0.7 oz.，热量为 110 卡路里。

285369 24 袋单份包装

l $45.00

观看视频,了解

BodyKey™SmartLoss™
计划的信息

一种令人愉快的有机草药混合物

BodyKey by Nutrilite™ Tulsi & Chamomile Tea
（图尔西洋甘菊茶）

不含咖啡因且零卡路里的茶，由多种以其舒缓益处而闻
名的植物草药配制而成。

282063 每盒 25 个茶包

l

$9.00

7 克蛋白质

BodyKey by Nutrilite™
Zesty Protein Snack
（提升能量的蛋白质零食）

美味可口的零食。
无麸质，不含大豆。
每份 1 oz.，热量为 120 卡路里。

l $30.00

282064 14 份（每袋 1 oz.）

请访问 Amway.com/bodykey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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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陈代谢支持†

有助于加强减重效果†

Nutrilite™ Slimmetry™ Dietary Supplement
（纤盈膳食补充品）

配合低热量饮食与体育锻炼，可帮助加强减重效果，
†
并且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腰围。
GreenSelect®**
磷脂复合物不含咖啡因的绿茶提取物旨在帮助您
†
的身体减重，需搭配饮食和锻炼。

117085 60 片装

l

Nutrilite™ Glucose Health Supplement
（葡萄糖保健补充品）

：
，
提示 维粉感。
腹
专业食中加入纤
生饱

为您的减重效果
提供更多支持。

在饮 助您产
帮
可以

帮助维持健康的葡萄糖水平，有效促进您的身体
†
代谢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
能降低人体对
†,††
胰岛素的抵抗力，因此可降低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

A8600 120 粒装

$31.00

l $33.00

††一项小型研究表明，甲基吡啶铬能降低人体对胰岛素的抵抗力，因此可
降低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定，吡啶甲酸铬与胰
岛素抵抗或2型糖尿病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支持肠道微生物菌群健康†

Nutrilite™ Fiber Powder（纤维粉）

一种添加膳食纤维的简便方式，这有助于通
过三种天然益生元纤维来增加肠道内的有
†
益细菌，同时带给您饱腹感。
本品为无味的
易混合干燥粉末，可撒在食物上，或添加到
各种饮料中。

102736 30 条状包

l $28.00

寻找

适合自己的补充品
帮助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

CLA有助于减少脂肪含量，而不是肌肉†

在不失去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的基础上阻
滞碳水化合物。
该产品旨在抑制简单糖类和复
†
合碳水化合物的消化。

提供共轭亚油酸 (CLA)，这是一种脂肪酸，
配合低热量饮食和适度运动，可以帮助减
†,‡
少身体脂肪和维持瘦肌肉含量。

Nutrilite Carb Blocker（阻碳纤体片）
™

100193 90 片装

l $33.00

Nutrilite™ Lean Muscle（强健肌肉软胶囊）

100280 180 粒装

l $49.00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GreenSelect® 是 Idena S.p.A.的注册商标。
‡任何有糖尿病和低血糖等病症的人，服用本产品前必须先向医生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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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精华。
科学精粹。
Nutrilite™ 品牌制造品质出众的补充品，充分
利用植物营养素的力量，填补人们饮食中的营
养缺口，从而帮助人们过上更健康的生活。

我们拥有近 6,000 英亩有机农场
Nutrilite™ 是唯一一家在经认证的自有有机
农场中种植、收获和加工植物的全球性维生
素和膳食补充品品牌。
*
我们拥有超过 190 项全球授权和未决专利
我们的科学家专注于精密工程配方，不断研
发新途径以提供最好的补充品。
Nutrilite™ 补充品利用
植物营养素的力量。
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致力于积极投入社区服务
为了解决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我们研发了
首款微量营养素补充品，并在其中添加了植
物营养素。
Nutrilite™ Power of 5 Campaign
（为 5 加油计划）以 Nutrilite™ Little Bits™ 的
形式为 15 个国家/地区成千上万的儿童提供
每日所需的基础营养。

*欧睿国际有限公司，www.euromonitor.com/amway-claims。
产品和成分非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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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要得到安心

因此，您应该了解这些产品的来源，因为
您和家人的健康是最为重要的关切。

观看

此视频，了解 Nutrilite™
跟踪流程的更多信息

Nutrilite™ 品牌跟踪产品中的每一种成分，
确保这些成分纯净、安全且有效。
可跟踪性 – 我们恪守追求的品质。

您是否知道？

我们的证据会
让您充满信心。

只有 Nutrilite™ 品牌使
用了极为详细的 9 步流
程，从种子到补充品对每
种植物进行全面跟踪。

纯净

我们的农场是经过认证的有机农场†，
这意味着我们摒弃了合成化学物质的
使用，致力于打造健康的土壤。

成分证明

我们为每种植物提供“出生证明”
，
严苛地维护每种营养素的品质水
平，以此确保我们的成分纯净、安全
且有效。

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说的

大部分 Nutrilite™ 产品都经过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
全组织）测试，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独立测试实验室，通过严格的流程
测试产品的安全性。

安全

每年我们会进行 50 多万次质量检测，
并且会对每款产品分析至少 200 次，
以确保安全性和品质。

*

高效

我们选用合适的植物，理想的采收时间，
并选取适量的营养素添加到补充品中。

†产品和成分非有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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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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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品简单化。
方便性产品

有了 MyPacks（我的保健包）
，我们
无需再通过猜测来选择补充品，您
可以尝试一种或多种。
饮料冲剂和
美味的保健棒随时随地为我们补充
维生素。
MyPacks
（我的保健包）

38

通过营养推荐系统

查找适合您的补充品

基础营养

选择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和
植物营养素，以及益生菌和纤维
产品来开始您的补充品常规，以
获得理想健康。

多维素

维生素饮料冲剂

植物营养素

保健棒

全植物蛋白粉

访问 AMWAY.COM 参阅更多产品信息 | 100% 客户满意保证支持来自

益生菌和纤维

欧米加

功能保健

添加任何能满足您特定需求的功
能保健产品。

视力

大脑

能量

免疫力

消化系统

肝脏

骨骼和关节健康

睡眠

男士

女士

心脏

细胞

儿童产品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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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您的肌肤光彩莹然

Artistry Studio™ Glow Boss
Cleanser + Exfoliator（焕彩去角质洁面乳）

帮助去除角质和

提亮肌肤

网上有更多令人
喜爱的产品。
这只是一个开始。请访问 Amway.com
查看更多出色的产品。

清洁时去除角质、清除杂质和沉积物。

124812 125 mL

l $16.00

提供

更服帖的

彩妆效果

滋润

眼周柔嫩的肌肤

扫描此处！

邂逅绝妙的彩妆拍档

Artistry Studio™ Hydro-Prime
Light Hydrator + Primer
（轻盈保湿妆前凝胶）

冰淇淋质感凝胶清爽水润，可瞬间为肌
肤补水并去除油光。

查找您最爱的新产品
让眼袋消失无踪

124814 50 mL

l $25.00

Artistry Studio™ Eye Look Rested
De-Puffer + Brightener（消除眼袋亮泽舒缓迷你眼贴）
含有精华液的眼贴，可有效减少眼部浮肿，
使眼部肌肤重新焕发光彩。

124818 30 片迷你眼贴

l $30.00

采用

300 MG
CBD制成
成为送礼

佳品

幸福的手感觉丝般柔软

Artistry Studio™ Soft as Silk
Hand Cream Trio（城市彩妆丝滑护手霜三件组）
三种提供全天滋润的轻盈香味。

124368 3 支 x 30 g 条装

l $22.50

上海香氛带着走

Artistry Studio™ Eau de Toilette Rollerballs
（城市彩妆清甜滚珠香氛笔）

清新甜美的果香和花香，为您的下一次探险做好准备。

124365 Lotus Blossom & Violet（莲花紫罗兰）

124366 Nectar Blossom & Pomelo（花蜜柚香）

124367 Plum Blossom & Vanilla Musk（梅花香草麝香）
0.34 fl. oz. 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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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受刺激的肌肤

Artistry Studio™ Zen Daze Ahead
Facial Oil + 300 mg CBD
（面部舒缓油 + 300 mg 大麻二酚）
让肌肤感觉滋养、补水、
镇静而且光彩焕发。

124815 30 mL

l $38.00

l $22.00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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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们最优质的产品
继续过上美好的生活。
喜欢您在这里看到的产品吗？请访问 Amway.com,
探索我们提供的所有产品。

不会使

您的手
干燥

1公升 =

节省 28%

消毒保护

G&H Protect+™ Advanced Hand
Sanitizer with Pro-Vitamin B5
（维生素原 B5 高级洁肤干洗手液）

一瓶250mL 可洗450次

G&H Protect+™ Concentrated Hand Soap
（洁肤浓缩洗手乳）

杀死皮肤表面99.99%的细菌。

125056 13.5 fl. oz.

清洁和滋润双手，同时中和异味。

l $10.00

l $8.00
123398 1 L补充装 l $23.00
118117 250 mL

洁净的家，幸福的家

Pursue Disinfectant Cleaner Concentrate
（浓缩消毒清洁剂）
™

安全地清洁和消毒居家环境的各种表面。
E3878 1 L/33.8 fl. oz.

l $10.75

杀灭 99.9% 的

22种病毒、
真菌和细菌

非常适合清洁

随身携带

便携式清洁效力

Amway Home™ L.O.C.™ Multi-Purpose Wipes
（多用途湿纸巾）
随时随地清洁生活中的任何轻微脏污。

110485 4包装，每包24张

42

访问 AMWAY.COM 参阅更多产品信息 | 100% 客户满意保证支持来自

l $11.25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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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便捷，配合
您的生活方式。

努力应对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已经不再是奢望。
Nutrilite™ 方便性产品可以帮助
您随时随地轻松获得所需的补充品。

在那些忙乱的日子里，
您如何坚持自己的
每日补充品习惯？

#NutriliteMyPacks

44

访问 AMWAY.COM 参阅更多产品信息 | 100% 客户满意保证支持来自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45

针对女性的方便营养包

找到适合您的
NUTRILITE™ MYPACKS
（我的保健包）

Nutrilite™ Women’
s Pack（女士保健包）

†
有益于体内骨骼补充钙质。
促进皮肤、头发和指甲
†
健康，提升外在美丽。
每包含有以下补充品：
• Daily Multivitamin and Multimineral
（得力多种营养片）
• Concentr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果蔬浓缩片）
• Cal Mag D（钙镁 D 片）
• Hair, Skin & Nail Health
（头发、皮肤和指甲保健补充品）

123372 30包

步骤 1：
选择一个合适的基础保健包。

步骤 2：
添加一种或多种个性化保健包，
满足特定需求。

$37.00

l

*

针对男性的方便营养包

Nutrilite™ Men’
s Pack（男士保健包）

†
保持心脏强健、头脑清晰和免疫系统健康。
每包含有以下补充品：
• Daily Multivitamin and Multimineral
（得力多种营养片）
• Concentr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果蔬浓缩片）
• Balanced Health Omega
（平衡保健鱼油）
•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
（维生素 C 缓释片）

123365 30包

l $37.00
*

终极个性化保健包

Nutrilite™ Perfect Pack（理想保健包）

此产品完美组合了多种补充品，有助于建立强健的营养基础
和维持理想健康。
每日份量包含以下补充品：

• Double X™ Vitamin/Mineral/Phytonutrient Supplement
（维生素/矿物质/植物营养素补充品）
• Concentr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果蔬浓缩片）
• Balanced Health Omega（平衡保健鱼油）
• Vitamin D（维生素 D ）

123377 30 份上午包和 30 份下午包

基础保健包
让一切变得简单。

扫描此处

如果您不能决定，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就这么简单，也很聪明

每个 MyPacks（我的保健包）包含针
对个人需求的理想补充品组合。
• 不含人工色素
• 不含人造香料
• 不含人工防腐剂
支持
**
180 天客户满意保证。
AmwayPromise™

l $133.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utrilite MyPacks（我的保健包）中的补充品可单独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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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可能有其他限制和费用要求。
有关退换货的完整详情，请访问 Amway.com。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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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保健包
满足特定需求。

积极保持心脏健康†

Nutrilite™ Heart Health Pack（心脏保健包）
保护心脏，充满自信。
每日服用量含：
• Heart Health Omega（心脏保健鱼油）
• Heart Health CoQ10（心脏保健 CoQ10）
• Cholesterol Health（茶族胆固醇保健胶囊）

123367 30 份上午包和 30 份下午包

全年帮助支持免疫系统†

l $125.00

*

Nutrilite™ Immunity Pack（免疫包）

每包含有以下补充品：
•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维生素 C 缓释片）
• Immunity Echinacea（松果菊免疫健体片）

123843 20包

l $27.00

*

观看

这个视频，了解有关
MyPacks 产品的更多信息

强健、支持和保持健康骨骼†

Nutrilite ™ Bone Health Pack（骨骼保健包）

集中注意力，战胜疲劳

Nutrilite™ Ultra Focus + Energy Pack
（终极注意力 + 能量包）

†
支持长期和短期记忆力。
每包含有以下补充品：
• Vitamin B Dual-Action（双效维生素 B）
™
• Memory Builder Supplement（健忆片）
• XS™ Energy + Focus（能量 + 注意力膳食补充品）

Nutrilite™ MyPacks（我的保健包）
中的补充品可单独出售。
Bone Guard™ 补充品不单独销售。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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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42 20 包

l $37.00

利用天然钙和维生素 D 以及 Bone Guard™ 补充品，
†
保护并强健骨骼。
可帮助骨骼吸收钙质，保持骨骼密度，
†
并帮助对抗随着年龄不断增加的骨骼变化。
每日服用量
含以下补充品：
• Cal Mag D（钙镁 D 片）
• Vitamin D（维生素 D）
• Bone Guard™ 补充品

123362 30 份上午包和 30 份下午包

l $109.00

*

Nutrilite™ MyPacks（我的保健包）中的补充品可单独出售。
Bone Guard™ 补充品不单独销售。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除 Ultra Focus + Energy Pack（终极注意力+能量包）外，
这两页上的所有其他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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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摄取维
生素的更多方式。
维生素 A&C 的优质来源

Nutrilite Twist Tubes 2GO
Antioxidant Health（抗氧化保健拧管）
™

™

†
有助于保护免疫系统、眼睛和皮肤健康。
Mango Citrus flavored（芒果柑橘口味）。

110538 20 管装

l $23.00
*

保护免疫系统†

Nutrilite Twist Tubes 2GO
†
Immunity Health（免疫保健拧管）
™

™

†
提供抗氧化保护。
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B2、B3 和 B6。
Strawberry-kiwi
（草莓-猕猴桃口味）。

110855 20 管装

l $23.00

保护灵活性和机动性†

Nutrilite™ Twist Tubes 2GO™
Joint Health（关节保健拧管）

包含有助于保护关节软骨的葡萄糖胺†
以及维生素 C。
覆盆子口味。

110857 20 管装

l $23.00
*

*

满满的全是美味、健康、自然成分
Nutrilite™ Wellness Bars（保健棒）
适合全家人随身携带的美味选项。
不含人造香料、色素或防腐剂。
非转基因‡，不含麸质。

111045 Nutty Dark Chocolate
（坚果黑巧克力口味）
111044 Coconut Almond
（椰子杏仁口味）

12 根装

l $26.00

尝试所有选择的理想方式

Nutrilite™ Twist Tubes 2GO™
Variety Pack（多种拧管组合）

包含 10 支抗氧化保健拧管，5 支关节保健
拧管和 5 支免疫保健拧管。

110922 20 管装

l $23.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不含转基因成分。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拧管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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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基础补充品帮助
填补营养缺口。
虽然我们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基础营养需求保持一
致。
Nutrilite™ 基础补充品可以让我们都从中受益。

您每一天如何保
持最佳状态？

#NutriliteUS

52

访问 AMWAY.COM 参阅更多产品信息 | 100% 客户满意保证支持来自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53

观看视频

终极多种维生素

Nutrilite™ Double X™
Vitamin/Mineral/Phytonutrient Supplement
（维生素/矿物质/植物营养素补充品）

了解为何需要植物营养素
的更多信息

富含 12 种基本维生素、10 种矿物质和 22 种植物浓
缩素，可促进心脏、大脑、眼睛、皮肤、骨骼和免疫系
†
统健康。
包含植物营养素色谱上各种颜色的天然植
物成分。

A4300

我们的优质综合
维生素可以为您
注入源源动力。

l $61.00

*

31天用量

（带盒）

请访问 Amway.com/Traceability，了解 Nutrilite™ 补充品的来源

您是否知道？

Nutrilite™ Double X™
补充品包含 12 种维生素、
10 种矿物质以及 22 种浓
缩植物营养素，涵盖植物营
养素色谱上的各种颜色。

Nutrilite™ Double X™
Vitamin/Mineral/Phytonutrient Supplement
（维生素/矿物质/植物营养素补充品）

l $59.00
123364 10天份量 l $23.00

A0244 31天补充装

*

还提供理想保健包。
请参阅第 46 页。

31 天补充
包装
20 包

单份包装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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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基本营养帮
助填补维生素和
矿物质缺口。

每日一次的植物性多维素

Nutrilite™ Daily（得力综合营养片）

独有的植物浓

缩物含有24

种必需维生
素和矿物质

您是否知道？

我们的身体需要“自由基”
，
但太多自由基会导致细胞损
伤。
抗氧化剂有助于平衡自
由基，防止部分类型的细胞
损伤，使其保持在对我们健
康有益的理想含量。

方便地补充日常饮食中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的
不足。
包含 75 mg 全植物浓缩素。
提供抵抗自
†
由基的抗氧化保护。
还提供女士和男士我的保
健包。
请参阅第 46 页。

l $15.00
A4230 180片装 l $40.00
124484 60片装

*

抗氧化保护†

Nutrilite™ Concentr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果蔬浓缩片）

植物营养素等同

于 5+ 份水果

和蔬菜的摄取量**

†
包含促进前列腺健康的番茄红素，
促进眼部
†
健康的叶黄素，
促进循环系统和心脏健康的
†
EGCG1 和槲皮素，
促进循环系统健康的
†
†
橙皮素，
以及促进肠道健康的鞣花酸。
还提供女士和男士我的保健包请参阅第 46 页。

100648 60 片装

l $42.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本页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Amway 相信以食为先的健康保健方法蕴藏的力量。
我们的Nutrilite™ 补充品能够帮助您弥补摄取水果和蔬菜的不足，提供身体所需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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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免疫力和消化健康†

冷藏

，无需
甜味

：
事实方便，天然
携带

Nutrilite™ Balance Within™ Probiotic
（益生菌）

帮助身体内部的肠道菌群保持自然良好的平
衡状态，同时实现消化系统的舒适感和规律
†,‡
性。
包含来自 5 株菌的 63 亿活性益生菌微
生物。
不含麸质、乳制品和乳糖。

120571 30条状包

益处

l $41.00

Nutrilite™ 纤维粉和
Nutrilite™ Balance Within™
益生菌一起服用，为肠
道内的好菌提供营养。

*

搭配使用效果更
佳，有效维持健
康的肠道状态。

支持
**
180 天客户满意保证。
AmwayPromise™

您是否知道？

这种每日一次的基础营
养补充品口感美味，携带
方便。
可以直接洒到舌
头上、冷食或冷饮中。

支持肠道微生物菌群健康†

Nutrilite™ Fiber Powder（纤维粉）

提供添加膳食纤维的简便方式，这有助
于通过三种天然益生元纤维来增加肠道内的
†
有益细菌，同时带给您饱腹感。
本品为无味的
易混合干燥粉末，可撒在食物上，或添加到各
种饮料中。

102736 30条状包

l $28.00

：
提示 可以轻！
活
专业条状包装，
忙生
便携 您的繁
入
松融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持续使用。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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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其他限制和费用要求。
有关退换货的完整详情，请访问
Am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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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营养满足
您的日常需求。

您是否知道？

一份 12.5 克可提
供 10 克精益蛋白
质和 50 卡路里。

保护大脑和眼睛健康†

Nutrilite™ Balanced Health Omega
（平衡保健鱼油）

含量相当于三份深海鱼中所含的 DHA 和 EPA 欧
†
米加 3。
有益于记忆、学习与集中注意力。

A8914 90 粒装

l $20.00

*

Wellsona™ 500 mg
DHA Brain Health Omega（健脑鱼油胶囊）
†
支持健康血流和关节活动功能。

110101 90 粒装

有助于维持瘦肉组织†

Nutrilite™ All Plant Protein Powder
（全植物蛋白粉）

在饮料、食物或面糊中添加此精细无味
的蛋白粉，帮助您获取身体所需的营养。
来自大豆、
小麦和黄豌豆的全植物基础蛋白粉，提供了含量均
衡的九种必需氨基酸。
不含乳制品，不含乳糖，不含
胆固醇且低脂肪。

110415 15.87 oz.
*

l $45.00

DHA 有助于
保持大脑和
眼睛健康

l $38.00

促进心脏和血流健康†

Nutrilite™Heart Health Omega
（心脏保健鱼油）

这种采用纯天然原料制成的膳食补充
品含有更多的 EPA 欧米加 3，帮助促
†
进理想心脏健康。
有助于降低患冠心病
†,1
的风险。
利用来自多脂鱼类的脂肪酸
†
让血脂始终处于正常水平。

A8919 90 粒装

l $35.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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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1
服用欧米加-3 脂肪酸能降低患冠心病的风险。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分析大量数据后判定，尽管存在支持上述论断的科学证
据，但该证据并不具有决定性。
一份Nutrilite™心脏保健鱼油可提供1.8克的EPA 和DHA 欧米加-3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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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您的独特需求。
没有万全的方法，也没有一种能够填补您所有
独特营养缺口的补充品。
Nutrilite™ 功能保健补
充品可以填补这些营养缺口。

您最主要的营养素
顾虑是什么？

#Nutrilit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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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注意力，
保持专注。

保护健康的夜间视力†

Nutrilite™ Multi Carotene（多种胡萝卜素胶囊）

†
帮助您的眼睛适应光线。
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
†
素可以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伤害。
包含源自藻类、
棕榈果油和金盏花的天然类胡萝卜素，它们与水果和
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相似。

109536 90 粒装

供

放提

释
：
事实 和延时 。
支持
释放
即刻 的能量
候
全天

l $15.00

*

支持视觉敏锐度†

Nutrilite Vision Health with Lutein（叶黄素益视片）
™

†
抗氧化复合物有助于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损害。
†
保护健康视网膜、黄斑和血管的完整性。
含有越橘和黑醋
栗提取物，维生素A和菠菜。

104144 62 片装
*

l $33.00

富含所有 8 种必需的 B 族维生素，
帮助您有效抵抗疲劳†

Nutrilite™ Vitamin B Dual-Action（双效维生素B）
选用天然螺旋藻制成，富含 8 种必需 B 族维生素，帮
†
助您抵抗疲劳，且不含咖啡因。
只需一粒易于吞咽的
†
片剂，即可提供 8 小时的能量支持。

122971 30 片装吸塑包装
110171 120 片装

l $11.25

l $35.00

*

增强记忆力，保持智力敏捷†,‡

Nutrilite Memory Builder™ Supplement（健忆片）
™

†,‡
†
有益于短期和长期记忆力。
银杏有利于增强短期记忆力。
†
它还有助于支持最佳血流量，保护和滋养大脑。

111106 60 片装

l $51.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初步临床研究表明，连续六周每天服用 Nutrilite™ 独家肉苁蓉提取物后，可以帮助改善记忆力、注意力和回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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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此

视频，了解双效维生素 B
九步跟踪流程的更多信息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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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性
免疫力支持。

了解更多信息

Nutrilite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维生素
C 缓释片）可以提供全天免
†
疫支持。
™

的维

提取

中
：
证的
事实 叶樱桃 们经认

支持身体免疫系统†

我
从针
包含 ，种植于
C
*
*
生素 场。
农
有机

Nutrilite™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
（维生素C缓释片）

包含 500 mg 维生素 C，可为免疫系统提供全天候
†
的支持。
包含柠檬、柑橘和葡萄柚中的抗坏血酸和
†
植物营养素，它们能提供对抗自由基的抗氧化剂。
持续8小时缓慢、稳定地释放。

l $24.00
109747 180 片装 l $68.00
109745 60 片装

*

您是否知道？

我们的 Immunity Pack
（免疫包）中提供
Nutrilite™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维生
素 C 缓释片）和 Nutrilite™
Immunity Echinacea（松
果菊免疫健体片）。
Men’
s
Pack（男士保健包）中也提
供 Nutrilite™ Vitamin C
Extended Release
（维生素 C 缓释片）。

请访问 Amway.com/Traceability，了解 Nutrilite™ 维生素 C 的来源

鼻腔畅通†

Nutrilite™ ClearGuard™ 补充品

†
此独有的天然配方有助于使鼻道在三天内畅通。
包含针叶樱桃、肉桂和鬼针草的独特混合物。

102735 180 片装

l $21.00

*

支持身体的防御系统†

Nutrilite Immunity Echinacea（松果菊免疫健体片）
™

：
的
事实保护身体
†
强力 抗力。
抵
天然

我们的混合物采用的松果菊种植于我们经认证的自有有机农场，
**
在纯度和植物品质方面有可靠保证。
三种提取物制成的专有混
†
和物，经临床测试，该混和物能够保护免疫功能。

A5986 120 片装

l $33.00

*

请访问 Amway.com，查看更
多 Nutrilite™ 免疫产品。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审评。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本页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产品和成分非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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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h Pack rfect
a
事实
e
供。
和P
e He
Bon 保健包） 包）均提
健
骼
（骨 理想保
k（
Pac

观看这个

支持强健骨骼†

35 岁以下的女性需要钙强
健骨骼，以应对老年生活

Nutrilite™ Vitamin D（维生素D片）

由维生素 D3 和 D2 组合而成，使用大自然浓
缩度最高的一种植物来源：菇类。
通过
50 mcg 维生素 D 和 20 mcg 维生素 K2，
†
帮助骨骼吸收钙。

119346 90 片装

支持强健骨骼，
维护关节健康。

l $29.00

*

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有助于
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活动力†

Nutrilite™ Joint Health（关节保健补充品）

富含包括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在内的七种关节保护成分的混合
†
物，临床证明可帮助增强关节软骨和结缔组织。

l $32.00
106964 240 片装 l $58.00
104664 120 片装

打造强健骨骼†

Nutrilite™ Cal Mag D（钙镁D片）

由石灰质海藻制成。
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D 含量比 5 杯强化牛奶还多，有助于促进
†
†
钙的吸收。
锌元素有助于促进骨骼增长。

110610 180 片装

l $39.00

*

请访问 Amway.com/Traceability，了解
Nutrilite™ Cal Mag D（钙镁 D 片）的来源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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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除 Joint Health（关节保健补充品）外，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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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心脏健
康的营养素。

含有绿茶

Nutrilite™ Cholesterol Health
（茶族胆固醇保健胶囊）

†
帮助维持正常胆固醇水平。
天然绿茶提取
物提供的植物营养素，有助于抵抗损坏细
†
胞的自由基。

有助于让心脏保持年轻状态†

Nutrilite™ Heart Health CoQ10（心脏保健CoQ10）

100070 60 粒装

l $31.00

含 395 MG
NUTRICERT ™ 农场种
植的绿茶提取物

*

CoQ10 这种营养素可以帮助细胞产生保护心脏健康
的能量。
该配方能有助于让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维持必
†
†
需的 CoQ10 水平。
提供抵抗自由基的抗氧化保护。
每
†
天服用可保护肝、肾和所有细胞。

A8601 60 粒装

l $28.00
*

保护您的心血管系统†

您是否知道？

欧米加-3 脂肪酸、CoQ10 和
大蒜中的蒜素相互作用，有助
于防止细胞受损，并支持已处
于健康状态的血流和血压。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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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lite™ Garlic Heart Care
（大蒜浓缩片）

搭配脂肪和胆固醇含量较低的饮食，有助于维持已处
†
于正常水平的血压和胆固醇水平。
片剂外层覆以特
殊膜衣和舒缓薄荷油，能够将“蒜味”最小化。

A5923 120 片装

l $34.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71

为细胞提供抗氧化保护†

Nutrilite™ Chewable Vitamin E（维生素E嚼片）
含卵磷脂，可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吸收维生素 E。
咀嚼片具有天然的枫糖核桃口味，以蜂蜜增甜，
口感怡人。
†

A4042 270 片装

了解更多信息
帮助您获得更
好的睡眠质量

l $43.00

为您的幸福康
乐助一臂之力。

*

促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
脂肪和乳制品的正常消化†

Nutrilite™ Digestive Enzyme（消化酵素）

促进人体内分解碳水化合物、淀粉、脂肪和乳制
†
†
品的22种酶。
优化营养吸收力。

A8903 90 粒装

帮助您放松入眠†

l $48.00

Nutrilite™ Sleep Health（睡眠保健补充品）

含有缬草，可提高睡眠质量†包括可发挥镇静功效的
†
专利混合物。

*

A8992 90 片装

l $25.00

*

支持体内自然排毒系统†

Nutrilite™ Liver Support（护肝片）

奶蓟、蒲公英根和姜黄形成的独特草本混合物，
†
促进正常的肝脏代谢活动和功能。
提供抗氧化剂保护，
†
抵抗自由基。

A8084 60 片装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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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33.00

您是否知道？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减
少患高血压等其他严
重健康问题的机会。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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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男性和女
性的植物性解
决方案。

，
：
们
事实年龄的增长
对他

随着 前列腺 要。
重
的
男性 言十分
而
健康

含有生物素和胶原蛋白

针对处于生育阶段的女性

Nutrilite™ Hair, Skin & Nail Health
（头发、肌肤和指甲保健补充品）

Nutrilite™ Iron Folic（铁质叶酸片）

含有采用三种铁源和叶酸的独特混合物。
铁有助于体
†
内的氧气运输。
叶酸能够降低患有大脑或脊髓出生
1,†
缺陷的风险。

†
含经研究证明的营养素。
使指甲强健有韧性。
†
†
支持头发健康。
缔造富有弹性的光滑美肌。
†
抵抗自由基。

A7553 60 片装

l

102046 90 片装

$25.00

l $15.75

*

*

前列腺天然保护

Nutrilite Prostate Health（前列腺保健胶囊）
™

包含锯棕榈和荨麻根。
35 岁及以上且需要专注于前列腺
†
†
健康的男性的理想选择。
帮助他们保持正常的尿流状态。
含有Nutrilite™ β-胡萝卜素浓缩素。

A8004 100 粒装

用

选
品仅
：
事实ilite™ 补充营养素。
r
Nut 的植物
净
纯
最

l $41.00

*

缓解潮热及夜间盗汗†

Nutrilite Menopause Ease Dietary Supplement
（更年安缓膳食补充品）
™

您是否知道？

锯棕榈是棕榈属，
富含抗氧化剂。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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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护更年期的整体健康，还具有抗氧化保护功效。
缓解情绪波
†
†
动。
含大豆蛋白，有助于保持正常的心脏健康和骨质。

A8085 90 片装

l $32.00

舒缓经前症状†

Nutrilite™ PMS Women’
s Health
（经前综合症女性保健胶囊）

†
旨在保护女性经期的健康。
含有独特的月见草油和琉
†
璃苣油混合物，可以有效缓和经前压力。

A8006 120 粒装

*

l $33.00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1
富含足量叶酸的健康饮食可降低怀孕妇女所怀宝宝患大脑或脊髓神经缺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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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会喜爱
的咀嚼补充品。
保护大脑健康的欧米加 3†

全年支持免疫系统†

Nutrilite™ Kids Brainiums DHA™ Supplement
（儿童脑力营养补充品）

这个首款的 DHA 软胶糖含 DHA 和 EPA，二者是对促进大脑健康
†
‡
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适合全家使用。
非转基因。

112513 Strawberry flavor（草莓口味）

104282 Fruit Punch flavor（混合果汁口味）
约 112 粒装

l

Nutrilite™ Kids Chewable Vitamin C
（儿童维生素C嚼片）

该补充品富含 Nutrilite™ 针叶樱桃浓缩素，
每三片补充品可提供 100% 的日常所需维生素 C 摄入量。
†
保护健康骨骼、牙齿和牙龈。

A5353 180 片装

$33.00

l $33.00

*

*

促进儿童身体成长的多种维生素
Nutrilite™ Kids Chewable Daily
（儿童得力多种营养咀嚼片）

提供理想营养对成长中的儿童非常重要。
富含
19 种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含有钙和维生
†
素 D，可强健骨骼。
帮助支持免疫系统健康和促
†
进眼部健康。

104276 60 片装

l $15.75

*

供

提
：
摄入 有产
事实子的营养式
。所
为孩 有趣方 认证*！
的
支持 过 NSF
经
品均

实现理想健康的植物营养素

Nutrilite™ Kids Chewable Concentr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儿童果蔬浓缩咀嚼片）

儿童获取有益植物营养素的一种美味方式，促进其整体健康。
含有相当于 5 份以上水果和蔬菜所含的植物营养素。
†
独家浓缩素源自天然食品。
含有保护眼部健康的叶黄素。

100346 60 片装

l $25.00

*

促进健康消化，提升免疫力

†

Nutrilite™ Kids Chewable Probiotic
（儿童益生菌咀嚼片）

一种自然、安全的方式，以支持其消化和免
†
疫系统。
含专门针对儿童需求的益生菌。
含有针叶樱桃浓缩物，它是自然界维生素
C浓缩物含量最高的来源之一。

115409 30 片装

l $24.00

您是否知道？

该补充品包含四种水果
混合物（番石榴、木瓜、百
香果和菠萝）
，以及至少
100% 日常所需的12 种
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

*

†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不含转基因成分。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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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陈述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评审。
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NSF 图标是 NSF International（国际公共卫生和安全组织）的注册商标。
这两页上的所有产品均获得 NSF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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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更美好、
更健康的解决方案。

对自己和周围环境感到满意，一定会让生活更美好。Artistry™ 产品富

含 Nutrilite™ 植物成分，是改善您的肌肤的个性化解决方案，让您的肌
肤看上去更健康美丽。Amway Home™ 产品就是更好的清洁方法。
它
们使用有效的天然提取成分，确保能提供一个洁净安全的居家环境。
请访问 Amway.com 查看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

ARTISTRY™ | AMWA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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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又有奖励。
现在，您最喜爱的饮料可以获得积分！即刻注册加入
AmPerks™ 并购买 Amway 产品，回馈奖励等您来拿。

您对健康生活的热情可以为
您带来利润。
您很喜欢 Amway™ 健康营养产品带给您的美好感受，以及它们能
帮助您达到并维持您的健康目标。
将这种喜爱转化为您的个性化
业务，销售那些高质量的产品。
让我们一起从某个产品开始吧！

扫描此处

了解如何开始销售

犒赏自己！请由此处注册。
Amway.com/AmPe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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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way 的成功取决于 Amway 独立企业主（IBO）的成功，以及人们对我们产品的信心。
这就是我们提
†
供 AmwayPromise™的原因。
“活跃”IBO 的平均月总收入是 USD $207（美国）/CAD $186（加拿大）美国有大约
48%的IBO是“活跃”的，加拿大大约有52%的IBO是“活跃”的。

†存在例外情形。
有关退换货的详细内容，请访问 Amway.com 并搜索：AMWAYPROMISE 。
通过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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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订购
Amway 产品。
™

180天

联系 Amway 独立企业主

要获得个性化服务，请参阅本目录背面查找您的独立企
业主的（IBO）电话号码和/或电子邮件。

在线

为了您的方便，您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随时访问 Amway.com 购买产品。
您也可
以使用方便的电子版目录。
只需简单地要求您的IBO与您分享。

在线获取更多详情。

100%
客户满意保证*

*部分产品为120天满意保证。
可能有其他限制和
费用。
有关完整信息，请访问Amway.com并搜
索：AMWAYPROMISE 。

DITTO™ 预定订单：
快速轻松地安心购物。

设置您想要的 Amway™ 产品预定订单，系统会在您所选月份的特
定日期或星期自动为您订购。

AmCart 智能包装

查找带有此智能图标的产品，轻松再次订购。
只需简单用手机点一
下或扫描，即可再次订购。

价格：

在产品目录期内我们会尽力保持价格一致。

我们致力于为我们的Amway独立企业主及客户提供最佳体验。
然
而，我们保留以任何理由更改商品价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请
访问 Amway.com 了解最新信息。

运费：

请访问 AmwayGlobal.com 查询当前的运送费率。
运送费率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轻松退货：

退货单将附在您的订单中所含的发票上。

更多详情

社交媒体

• 网站针对手机、平板电脑或笔记电脑使用进
行了优化。

Facebook.com/NutriliteUS

了解更多关于 AMWAY 和我们的产品：
Amway.com 网站为您提供所需的一切信息。
您可以使用简单导航或缜密搜索功能。

• 了解有关实用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例如
BodyKey™ SmartLoss™ 应用程序、Artistry™
Virtual Beauty app（虚拟美容应用程序）和
Atmosphere™ Connect app（互联应用程序）。
• 一站式查找产品信息、视频、产品推荐系统
并订购。

如果没有包括在内，请访问Amway.com获取退货表格和其他详细信
息。
对于所有退货，Amway独立企业主需支付每张收据的处理费。
由
于错误或交付时损坏而导致的退货将不征收处理费。

客户服务：

请致电 800-253-6500，服务时间：美国东部时间周一
至周五 9 a.m. 至 11 p.m；周六 10 a.m. 至 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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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mway.com/Catalogs
翻阅最新目录和特别优惠

参加AMWAY论坛：

及时了解产品发布、提示和技巧以及有关
Amway的最新动态。
Twitter.com/NutriliteUS

AmwayConnections.com

Instagram.com/NutriliteUS
YouTube.com/AmwayUS

精品总汇
2020 | 2021

理想健康

真实之美

健康居家解决方案

健康营养解决方案

健康美容解决方案

EXCLUSIVELY FROM

EXCLUSIVELY FROM

EXCLUSIVELY FROM

2020 | 2021

2020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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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且经过改善

CBD 系列

Cool Spray（大麻二酚外用冷却喷雾剂）250 mg

Cream（大麻二酚乳霜）300 mg

Pro Cream（大麻二酚强效乳霜）400 mg

帮助您在活跃的生活方式中获得恢复
经过安全、质量和过敏原测试。
不含防腐剂，没有进行动物实验。

冒险 ▶ 涂抹 ▶ 恢复 ▶ 重复

来聊聊吧！
准备订购产品？对产品有
疑问？请立即联系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

您的 Amway 独立企业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再生纸

我们回收所有印刷废纸。

定价自 2020 年 9月9日起生效。
价格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2020 Altico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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