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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財務狀況像您 

想要的那麼健全嗎? 

1 財務 

您的身體像您想要 

的那麼健康嗎? 

2 健康 

2 



慢性退化性疾病是人們過早死亡 
的主要原因，每年死亡人數： 

•心血管疾病 (1700萬*) 

•癌症 (760萬*) ( 7 min TW 1 min US) 

•中風 (570萬*) 

•呼吸道疾病 (390萬*) 

•糖尿病 (2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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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照目前的趨勢，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在其一生中將會

罹患糖尿病；而糖尿病患者平均將減少10-15年壽命。1 

1. http://www.cdc.gov/chronicdisease/resources/publications/aag/pdf/2010/diabetes_aag.pd 

預防重於治療 (醫學趨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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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醫學界兩大發現 
 自由基 vs 抗氧化劑   by Dr.  Rober 

人體細胞在遇到游離基(自由基) 
襲擊造成疾病 

培養基中的健康人體細胞 

自由基襲擊後的細胞 

同樣的細胞在引入抗氧化劑 後 

 

我們體內的戰爭 

• 壓力 

• 不良生活習慣 

• 負向的情緒 

• 太陽輻射 

• 空氣污染 

• 水質污染 

• 運動不足或過多  

• 食物中的毒素 

• 飲食/營養不均衡 

自由基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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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保 持 健 康 (五秘訣)

飲食均衡 
 

適當運動 

良好生活習慣 

壓力過大  不好的情緒 

運動不足或過多 

營養不均衡 (water) 

喜樂的心靈 

熬夜  抽菸  喝酒  (p&p) 

營養保健品 為甚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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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飲食正常  =  健康   ??

因為食物裡面營養素嚴重的流失 !!! 

我們健康出問題的原因，不是由于食物的缺乏， 

而是這些食物裡面的營養已所存不多 。 

為何患七大疾病的人反而越來越多 , 年紀越來越輕？ 

我們今天所吃的東西不是比几十年前豐富很多嗎 ? 

蔬果中所含的營養素減少  → 土壤過份使用而劣化;                    

           過早採栽; 長途運送; 長時間儲存 

肉類所含的營養素劣化    → 生長激素濫用（shramp) 

魚類所含的營養素劣化    → 重金屬汙染 (Mercery) 

為什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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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體每天需要至少13種維生素, 22種礦物質 

2  健康與自由 

您要進食甚麼食物才可獲得人體需要的營養 ？ 
 

 要獲得每天的營養          食甚麼食物 

400  IU  維生素 E =  菠菜   33 磅 

1300 mg  維生素 C =            蘋果 

 

我們每天得到需要的營養,   您都攝取到了嗎? 

日本研究報告  
50 年前一碗菠菜所含的營養大約有 150 mg (鐵) 
今天一碗菠菜所含的營養只有 13 mg  - 剩下 10%的營養 
 
美国研究報告 
50 年前 100 g  胡萝蔔 所含的營養大約有 1350 IU (維生素A)  
今天100 g 胡萝蔔所含的營養只有 130 IU  - 減少 90%的營養 

1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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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營養學的医生的建议 

一個健康的人, 至少需要 (60f) 

综合维生素 (MultiVitamin)  

魚油 ( Fish Oil ) – 水银 Free (Cal) 

營 養 保 健 品 應 該 發 揮 的 功 效是  
預 防 疾 病 & 抗衰老  而 不 只 是 預 防 感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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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花錢所買的營養品， 值得嗎 ?

最近一項研究指出， 

在測試的營養補充品中， 

有超過一半（54%） 

的營養補充品  

未能適度分解, 被吸收。   

1. Löenberg R, Steinke W. Investigation of vitamin and mineral tablets and capsules on 

the 

    Canadian market. 2006. J Pharm Pharmaceut Sci 9(1):40-9. 

Calcium supplements:  
136 brands 67% had  
high levels of Lead 

 

—Council for Responsible Nutriti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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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Monday 

Taken 

Wednesday 

Taken 

Tuesday 



  

The test is to show how your cells (apples) get protected  

by the anti-oxidant capability of the vitamin.  

 



Comparative Guide to Nutritional Supplement

Amway 30分 

Centrum 5.2分 

GNC 46.9分 

Costco 5.2分 

Melaleuca 6.2分 

Nu Skin 52.7分 

Herbalife 14.8分 

Market America.  3.2分 

Sunrider 2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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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倫華斯博士﹐微生物學家﹐免疫學家 
榮獲猶他州2003年最傑出企業家大獎 

愛因斯坦生命科學傑出成就大獎得主 2007年 

•高露實驗室 成立於1974年 

人體細胞培養和醫療診斷技術的世界先驅 

研發第一個商用Epstein-Barr病毒測試劑 

•世界級細胞培養的專家 
瞭解人體細胞的營養需求 

•轉移研究方向 
由 疾病診斷 轉向 預防 的研究 

USANA的願景 
製造以科學為基礎、值得人們信賴的優質產品—標籤的說明和產品實際成份完全一致。為世人提
供最容易被人體吸收的產品，以改善人們的健康，讓人人都有機會享受更優質的生活。 

• 1992 年創辦 USANA Health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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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USANA 與眾不同 ?  
 

 製造優良 : 率先引用 GMP (藥物優質生產標準)     

  嚴密製造世界頂尖的營養食品 

 尖端科技 : 是由營養學的尖端科學家所組成的 

   科研團隊      

 先進配方 : 以科學根據的獨特配方, 提供 成分   

  完整  均衡  協合  純淨  有效  安全 

                  的營養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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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ANA，所有從事研究的人都堅守誠信，這是我最欣賞的…我
的朋友、病人和家人服用產品後，都有明顯改善效果。」 

—Christine Wood, M.D., 兒科醫生、作家 

Peter W. Rugg, M.D., 
FACEP 

Bart Moore, M.D., MPH, 
FAAFP 

Monica Lewis, M.D., ChB, 
家庭醫科 , 作家 

Heather Tick, M.D.,  
整合醫學/作家 

Dr. Tim Wood, Ph.D. 

USANA的產品被收錄
於Physicians’Desk 
Reference (PDR美國藥
典)及Compendium of 
Pharmaceuticals and 
Specialties (CPS加拿
大藥典)。 

USANA與Linus 
Pauling Institute合作，
提供該機構的財務支援
，大大提升了雙方的研
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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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選手指定USANA營養充品 

(百 萬 元 美金的保 證   不是藥) 





排毒瘦身

繼續纖體 

• 兩餐用營養餐™代替 

• 點心吃一條USANA®粑 

• 吃一餐健康的低升糖指數食物
和一次低升糖指數點心 

• 一餐用營養餐™代替 

• 點心吃一條USANA®粑 

• 吃兩餐健康的低升糖指數食
物和一次低升糖指數點心 

維持體重 

• 五天高纖清體套裝 

•三餐用USANA的代餐和營養
粑以及一份水果與蔬菜當做點
心，來取代您的正餐與點心 

5-天快速起步階段 

之前 之後 

Gina Hampton 瘦 22 pounds 

18 



 

Sensé ─ 無毒 護膚科學 

世界級的細胞營養學、皮膚護理學及化妝品科學家的結晶 

全球第一家成功研製『自我保質』專利的無毒配方皮肤营养素 

不加防腐劑, 在室溫下可保鮮兩年  (美國專利編號第7,214,391)  

《DNA修護良方》       ─ 保護與修護，24小時美白的技術 
《DSR活基更新技術》─ 滲入真皮層活化細胞剝落與再生，抑制老化 
《專利葡萄精華-T》   ─ 高效抗氧化劑有效消除大量自由基 
《超導體健體左旋C》 ─ 能讓左旋C直達真皮層，增生膠原、美白淡斑 

化妝保養品中都含有可致癌的物質(防腐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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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夢想一個沒有苦難的世界， 

   一個沒有疾病的世界。 

   USANA這個大家庭將是世上最健康的家庭。        

願您能認同我的信念，更願您能熱愛生命， 

健康快樂，令生命的每一刻精彩豐盛。」 
 

—麥倫華斯博士, 

 USANA Health Sciences創辦人兼主席、 

微生物物學家、免疫學家、慈善家、及作家 

请抱着造福他人的心情 20 



我們

您的財務狀況像您 

想要的那麼健全嗎? 

1 財務 

您的身體像您想要 

的那麼健康嗎? 

2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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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實存在的問題 

2  健康與自由 

Work Hard and Work Smart 

人因金錢問題而憂心忡忡  ! 

• 高學位  =  高薪水 ? 

• 有學位  =  有工作機會  ? 

• Work Hard = Have a good job ? 

為金錢賣命賣時間的結果   

失去健康 ! 失去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一個你我都需要思考的問題  

如何讓生存和生活不受金錢的威脅 ??? 

22 



你的 財務 備胎準備好了嗎 ? 



財務健 康 (三秘訣)

2  健康與自由 

24 

持續收入 

槓桿式的收入 

稅務優惠 

 



 1. 槓桿式的持續收入 

                   How do you make $ ?   
    

 

Do you own a system to work for you ? 

 



2.  槓桿式的持續收入  (Time Leverage  =  Team Work) 

40   Years Plan 

Personal Work 

     50 hours per week 

            x 50 weeks per year  

           2500 hours per year 

           x                 40 years 

                 100,000   hours 

4   Years Plan 

Team Work 

                10  hours per week 

                x      50  team of people 

                      500   hours per week 

                     x 50   weeks per year  

                     2500  hours  per year    

                          x                4 years 

                              100,000    hours 

  

America’s 1st Billionaire :   Paul Getty  

“I’d rather have 1% of 100 peoples efforts than 100% of my own.” 

  



    3.可以節稅的家居事業 

                           

                         居家生意可以幫你節稅；至少$3000-9000一年! 

                   —Sandy Botkin為前美國國稅局律師、執業會計師、 TRI 創辦人 

 

• 不用招聘員工 

• 沒有老闆 

• 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 

• 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 

• 兼差或全職 

• 具有賺取永續收入的潛力 

• 可以獲得稅務優惠 

家居事業的優點  ( Home Busi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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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全球大趨勢 :下一個兆美元產業 - 健康與保健 

—Paul Zane Pilzer為暢銷書作者、企業家，兩屆總統府幕僚經濟學家，
前National Public Radio及CNN時事評論員，NYU教育家、趨勢分析家 

超過2,000 億美金的營業額是來自於           

人們自願花錢購買 

健身產品、營養食品、維他命和礦物質 

來幫助他們身體更健康。 

是提供產品及服務,幫助人們預防疾病 

健康保健產業 



 
 

潮流大趨勢: 健康與保健 

五十多年來，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士一直領導潮流 

1945 

嬰兒食
品及尿
布 

2010 

健康與保健 

1955 

興建 

小學 

1965 

快餐 

連鎖店 

1985 

地產物
業 

1995 

平價超級
市場 

1946至1964年戰後嬰兒潮出生人士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 

健康與保健為持續的需求 

•保持青春  

•減輕體重  

•保持健康 



What Direct Sale Means To You 

75% of Cost 

is Eaten up by the Middleman 

 
  MANUFACTURING 

NATIONAL DISTRIBUTOR 

REGIONAL DISTRIBUTOR 

LOCAL DISTRIBUTOR 

RETAIL SALES 

ADVERTISING 

CUSTOMER 

Traditional Marketing Usana Marketing  

75% of Middleman Costs are 

invested i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Profit sharing with Customers 

 

 
  

USANA     Manufacturing 

Bypass  

The  

Middlemen 



如何選網路直銷公司 ?

31 五 大 黃金 法則 

   1. 公司 :  財務穩定成長 

   2. 產品 :  美加最佳營養產品 第三方验证评比 

   3. 制度 :  細胞式獎勵計畫, 最受歡迎的直銷公司 

   4. 時機 :  最佳的快速成長期 

   5. 培訓:   國際培訓和支援服務 



1. 公司:  國際性上市公司 

世界直銷協會會員 

美國全國證券商會指數 : USNA 
  

D32 



    2. 產品 :      USANA 基本營養素 NO. 1 

              獲選為美加地區最佳營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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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  最受歡迎的直銷公司 

D34 
細胞式獎勵計劃  獲評為「直銷商最佳之選」。 

USANA 自 1997-2013 連續 16 年被選為 
最受歡迎的直銷公司 

D17 



 
  4 . 最佳的快速成長期 
 

Steady growth 

Rapid growth 

Incubation period 

1 – 10 年 

 

10 -   50年 

快速成長期 

穩定成長期 

50 – N 年 

(USANA : 第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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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健康與自由 

  5. 團隊 :          國際培訓和支緩服務 
       —您經營自己的生意，但卻非單獨地經營 

 
• USANA 網頁—www.usana.com 

• 下線管理 

• 網上稅務管理工具 

• 專業刊物 

• 有效建立事業的工具 

• 設有獎勵制度—競賽或旅遊機會，
氣氛令人振奮 

• 個人網站 

• 每周視訊通話 

• 創業套裝或電子版創業套裝 

• 專業培訓 

• 大型培訓活動 

• USANA慶祝活動 

• 國際年會 

• 獨立直銷商協會(IDC)—在於連結
直銷商的意見，以促進直銷商經營
條件；同時提升及助長華斯博士，
讓世界免於病痛及苦難的願景，並
致力使USANA公司成為世界上最強
大自僱商機的直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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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ula For Success 

加盟 USANA 

USANA Worldwide Headquarters 
Salt Lake City, Utah 

投资你的健康，嬴得你的财富 

得 



USANA 全球國際事業

2  健康與自由 C38 全球接軌19個國際市場 

2003 韓國 Korea 

2004 墨西哥 Mexico 

2002 台灣 Taiwan 

1999 香港  Hong Kong 

2001 日本 Japan 

1992 美國 United States  

1996 加拿大 Canada 

1998 紐西蘭 New Zealand  

1998 荷蘭 Netherlands 

1999 英國 United Kingdom 

1998 澳洲Australia  

2003 新加坡  Singapore 

2007 馬來西亞 Malaysia 

C12 

1997 加勒比海 Caribbean 

   2008 菲律賓 Philippines  

China, France, Belgium, Thailand 





姓名：Connie Yao & Jim Barabe 

工作經驗：家庭主婦;前大學講師 

               及公務員 

居住地區：加拿大 卑詩省 

姓名：Rena Nong Ren & Perry Chong 

工作經驗：城市規劃工程師及日語  

                  翻譯;房產經紀 

居住地區：加拿大 卑詩省 

姓名：Ri Yue Liu 

工作經驗：前三家建設公司業主 

居住地區：美國 紐約 

姓名：Monica Xiu Zhen Mo 

工作經驗：中醫針灸師 

居住地區：加拿大 多倫多 

姓名：Kelly Chun Yan Li 

工作經驗：美容師 

居住地區：美國 紐約州 

姓名：Mei Huang 

工作經驗：網絡直銷 

居住地區：美國 紐約州 

姓名：Sam Wei Liang 

工作經驗 : 前旅行社銷售經理 

居住地區 : 美國 紐約 

姓名：Tina Tao Pang & Chun Yong 

Liu 

工作經驗：社區服務 

居住地區：美國 馬利蘭州 

姓名：Wei Ping Zou & Xuemei Chen 

工作經驗 : 大學經濟學教授, 博士 

              生導師; 電影導演 

居住地區 : 加拿大 卑詩省 

姓名：Lisa Liming Li & Qi Jiang 

工作經驗：醫生及醫學博士 

居住地區：加拿大 卑詩省 

姓名：Vivian Lee & Alex Tai 

工作經驗：產品經理; 業務經理 

居住地區：加拿大 卑詩省 

姓名：Peter & Bibiana Pau 

工作經驗：企業主 

居住地區：美國 華盛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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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健康與自由 

 

 
 

經濟自主能力 = 過自己所要的生活 
加入USANA  => 財務自由 

 

 

5-10年後, 您在那個位置上? 

1 
準備開始。 

2 
有興趣， 

需要更多參考資料  

3 
我要先試產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