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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我們的使命

我們會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
讓每個人都可以有尊嚴地成為自己理想的模樣，
並以正直、具同理心，以及富樂趣的態度為指引。
我們會培養大家對公司、產品以及行業的熱愛及信任。

我們不但會尋求知識和平衡來管理，
更重要是具勇氣去帶領公司及廣大的 FBO。

JourneyTakea 

投入 Forever 旅程
永恆生活產品 Forever Living Products於 1978年成立，

總部位於美國亞里桑那州史葛斯特，
是全球最大的蘆薈種植商、蘆薈產品生產及分銷商。
40多年來，我們致力尋找世上最優質的成分製成產品，

讓你和家人變得更美麗、更健康。
一起投入 Forever的旅程，

了解我們的蘆薈、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公司。

INTRODUCTION

4 5



把蘆薈製成產品呈獻給你
從種植蘆薈在泥土那一刻開始，
直至送到你手上，
每一個步驟，都在我們的監察之下。
「把蘆薈製成產品呈獻給你」這個經營哲學，代表我們不
單止擁有蘆薈田，我們還監察如何收割、生產、包裝、運
送等，確保你得到最優質及價錢合理的蘆薈產品。

Forever 與別不同
	+ 我們的蘆薈產品因品質純淨，而成為首個獲得
	 國際蘆薈科學協會 (IASC) 頒發認可圖章的產品。

	+ 我們的蘆薈均由人手收割及去皮，並直接在蘆薈種植
場進行無菌處理。這些工序會在收割後數小時內完
成，以萃取出最純淨新鮮的蘆薈凝膠。

	+ 在整個生產過程，我們每年會進行超過 140 萬個品質
測試，務求讓你體驗到從大自然而來，營養和功效最
原汁原味的蘆薈產品。

Forever 全程監察
蘆薈種植和生產

收割後數小時內無菌
處理蘆薈以保新鮮

JourneyTakea 

Introduction

Aloe
Nature Intended

as

蘆薈•源自天然
Forever 40多年來致力尋找大自然中
對健康和美容有益的瑰寶帶給全世界。

在 Forever，
我們採用天然和經科研證實有效的成分和蘆薈搭配，

藉此讓蘆薈的功效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們以成為全球最大的蘆薈種植商、蘆薈產品製造商及分銷商為傲。
因為熱愛蘆薈，所以我們栽培蘆薈田上 5千萬棵蘆薈的方法與別不同。

OUR A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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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淨
想像割開一塊新鮮蘆薈葉片，
然後直接從葉片中攝取蘆薈凝膠。
Forever 的皇牌產品 – 
蘆薈汁，就像新鮮蘆薈葉片一
樣，為你帶來各種益處！

Forever 為你提供 3 種方式去體驗
營養豐富且味道天然的蘆薈汁。

力求純淨的純粹主義者必定會愛上蘆薈
凝膠含量高達 99.7%的 Forever蘆薈汁
（純味）。蘆薈葉被收割後數小時內，便會
經人手小心翼翼把蘆薈凝膠萃取出來，
務求所有營養、功效都完整無缺，
把最新鮮的蘆薈送到你手上。
蘆薈汁（莓子味）結合營養豐富的莓子和
蘋果口味，成為你愛不釋手的日常健康
飲品。蘆薈汁（蜜桃味）加入天然日曬成熟
的蜜桃甜味，飲用時就像沐浴在陽光之下。
這兩款美味的蘆薈汁均蘊含豐富抗氧化物
及維他命。

高達

蘆薈凝膠

	+ 豐富維他命C

	+ 無添加防腐劑

	+ 不經動物測試

喝得到的健康
數千年來，蘆薈的舒緩、
鎮靜和滋潤功效被世人傳頌。
很多人會使用蘆薈來舒緩輕微皮膚燙傷和
不適，以及滋潤繃緊的肌膚，但其實蘆薈
還有很多超卓的功效，從內至外促進你的
健康！	

為何使用蘆薈？
促進消化系統健康
蘆薈有天然的腸道淨化能力，
除有助消化系統吸收食物中
的營養素，並帶到血液外，
還可促進益菌生長。

增強免疫系統
蘆薈蘊含獨特的多醣及多種
營養成分，有助調節及支援
免疫系統。

維持能量
蘆薈蘊含豐富維他命C，
有助身體維持能量。

保持牙齒健康
蘆薈對維持口腔及牙齦健康
特別有效。每天飲用 1 - 2杯
蘆薈汁可保持口腔清潔衛生。

OUR AL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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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P 認證
Forever旗下的永恆營養食品公司 (Forever Nutraceutical)榮獲良好生產規範
GMP認證，表示其生產程序符合國際質量管理法規，生產保健食品的嚴謹
程度媲美藥物。

ISO 認證
永恆營養食品公司的生產規格嚴謹，故獲頒 ISO 17025實驗室品質管理系統
證書。

國際蘆薈科學協會認可圖章 (IASC)
IASC擬定一套專業守則、審查和化驗程序以監察蘆薈生產過程，並委派一所獨立
化驗室檢定蘆薈品質，與及肩負起教育大眾和消費者的責任。Forever超過 50款
產品獲得 IASC的認可圖章，證明產品品質優良。

素食 / 純素食
我們明白素食 (Vegetarian)及純素 (Vegan)的飲食對全球 FBO及顧客有多重要，
因此 Forever多款產品均不含動物副產品，適合素食及純素人士選用。

不含麩質
麩質是小麥、黑麥、大麥中蘊含的一種蛋白質。由於具有黏附性，因此製作食物
時也會加入麩質以維持形狀。現時有許多人被診斷出對小麥和麩質過敏，因此
Forever現提供多款已被確認為無麩質的產品。

伊斯蘭清真食品證書
伊斯蘭清真食品證書 (Halal)是由美國伊斯蘭食品和營養協會 (IFANCA)頒發。
Halal在阿拉伯文中，是「合法」及「獲許可」的意思，代表獲得此標誌的食品
絕不含酒精或源自不潔的動物。

猶太教 K 級標籤
L就是 Lemehadrin，意指比 K級標籤保證更高一層的認證標準，代表 Forever
在產品原料、運作、加工和處理上，通過更為嚴格且精細的化驗而獲得的猶太教
認證。除了猶太教外，還有很多宗教團體以 K級作為安全及優質產品的指標。
再者《綜合市場傳訊報告》曾指出，K級標籤商品的銷量比同類的非 K級標籤
商品高出 20%，可見該指標受到消費者的高度重視。

不經動物測試
經過美國消費者化妝品信息聯盟 (Coalition for Consumer Information on 
Cosmetics, CCIC)認證，個人及家居護理產品的原料、製作過程及成品各方面
均不會採用動物測試（cruelty-free：免於殘酷）。

優質產品  信心保證
Forever的產品多元化且內外兼備，並榮獲多項國際認證和獎項。Honest

Practices

良心產業
用正確的方法做事，

是 Forever 40多年來秉持的宗旨。
我們一直追求達到高超標準，

並不是為了符合潮流或迎合別人的要求，
而是我們深信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

OUR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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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踞熱賣產品排名榜
據日本《Network	Business 情報誌》
200 大熱賣商品排名 *：
蘆薈汁（純味）名列第 1	
蜜蜂花粉名列第 8	
蜂膠名列第 19
* 健康食品類

生技醫療品質獎
蘆薈汁（純味）勇奪台灣生技醫療
策進會頒發「生技醫療品質獎」。

Look

betterFeel better.
®

最受歡迎牙膏
蘆薈永潔牙膏曾獲《讀者文摘》
選為「香港最受歡迎牙膏」季軍。

更美麗，更健康

13

OUR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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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薈汁（蜜桃味）
由原塊蘆薈肉和日曬成熟的蜜桃汁精製而成，
蘊含天然抗氧化物。蜜桃味蘆薈汁適合全家大
小飲用，並滿足兒童成長的需要。

 077 HK$269  
1公升裝						

FOREVER 
FAVORITE

最受歡迎及
暢銷產品
均有這個標誌。本指南中的內容並不是為了要對某種或是任何疾病和癥狀作診斷、紓解、減輕、治療、痊癒或預防。

如果你患有疾病，建議諮詢你的醫生。

the
of aloe vera

蘆薈力量蘆薈汁（純味）
每片蘆薈葉蘊含超過 200種營養複合物，其中
包括20種礦物質、18種氨基酸和12種維他命。
每天服用本產品能幫助維持消化系統的健康、
增強體能和駐顏護膚。純味蘆薈汁是
現今市面上最具營養價值的飲品之一。

 015 HK$269    
1公升裝

蘆薈汁（莓子味）
包含純味蘆薈汁的所有營養素，並添加甜美的
蘋果汁和小紅莓汁	─	富含維他命 C（抗氧化
物），能幫助潔淨消化系統、促進皮膚排毒，
以及維持女士特別部位健康。

 034 HK$269  
1公升裝

本指南中的內容並不是為了要對某種或是任何疾病和癥狀作診斷、紓解、減輕、治療、痊癒或預防。
如果你患有疾病，建議諮詢你的醫生。

最受歡迎及
暢銷產品
均有這個標誌。

蘆薈汁（香橙味）
Forever結合有助維持關節活動和骨骼健康的
氨基葡萄糖硫酸鹽 (Glucosamine Sulfate)、
硫酸軟骨素 (Chondroitin Sulfate)，以及營養
豐富的穩定蘆薈凝膠，精心研製出香橙味
蘆薈汁。此外，配方中還加入維他命 C和促進
結締組織及關節正常運作的甲基硫酰基甲烷
(MSM)。

 196 HK$325 
1公升裝

你知道嗎 ?
Forever 每一片蘆薈葉均由人手悉心收割，
以保護蘆薈葉的完整及確保只有最優質的蘆薈
會用來製成產品。	

結合 3 大
保護關節成分，

促進關節靈活度。

15

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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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薈花茶 
份量適中的蘆薈花茶結合肉桂、橘皮、丁香、
生薑、茴香、甘椒、洋甘菊、黑草莓葉、匙羹藤、
豆蔻以及蘆薈花，製成一款無咖啡因和卡路里
的清香花茶。研究表示茶葉中的抗氧化成分可
媲美一些水果。所有茶包用錫箔紙獨立包裝
以保持新鮮及香味。

 200 HK$197  
25茶包裝

解渴
Q10強心美肌輔酶素 
獨特配方蘊含具強效抗氧化功效的輔酶 Q10，
有助維持心血管及皮膚健康；維他命 B群
（包括維他命 B6、B12、葉酸）幫助維持體內
高半胱氨酸在健康水平，使血液暢通流動；
維他命 C、E及草本精華：葡萄籽、薑黃、
橄欖葉及乳香幫助肌膚免受自由基破壞、保持
彈性；鎂、	鉻及大豆卵磷脂有助維持血管健康。
可加入你喜愛的 Forever飲品中飲用。

 312 HK$365 
30包裝

thirst
Quench your

蘆薈汁330（純味）
便攜裝蘆薈汁 330（純味），
蘊含 99.7%蘆薈凝膠，仿如
將新鮮蘆薈葉送到你手上，讓
你隨時隨地體驗蘆薈的益處。
不但有助促進消化及免疫系統
功能，而且還可增強營養吸
收。

 71612 HK$1,076  
12枝裝

蘆薈汁330（莓子味）
蘊含 91%蘆薈凝膠，天然莓
子及蘋果味道，鮮甜可口。除
豐富維他命 C外，還蘊含花
青素，有助促進女士泌尿系統
健康。和另外兩款便攜裝蘆薈
汁 330一樣，包裝 100%可
循環再造。

 73512 HK$1,076  
12枝裝

蘆薈汁330（蜜桃味）
蘊含 84.5%蘆薈凝膠，再加
上日曬成熟的蜜桃汁及其營
養，蘆薈汁 330（蜜桃味）成
為一家大小均喜愛的健康飲
品。

 77812 HK$1,076  
12枝裝

蘆薈汁（芒果味）
蘊含 86%蘆薈凝膠，不但包含純味蘆薈汁的所
有營養素，日曬成熟的芒果汁還蘊含豐富的營
養素及多種維他命，兩者結合有助支援消化及
免疫系統健康、增強營養吸收。配方無添加防
腐劑，是一家大小均喜愛的健康美味飲品。

 736 HK$269  
1公升裝

DR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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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黃美味

蜂皇漿
蜂皇漿是蜂后的御膳，蜂后的
壽命比工蜂長 50倍也是因為
它。蜂皇漿有助舒緩壓力、提
升精力、促進新陳代謝、維持
皮膚、頭髮，以及免疫系統的
健康。本產品蘊含多種礦物
質、維他命 A、C、D、E和
B群。

 036 HK$363  
60粒裝

1 湯匙蜂蜜
只含 70 卡路里，
而且不含脂肪
及防腐劑。

18

Delicious 
Gold 

and

蜂蜜
含有豐富的醣類和礦物質，能迅速補充體力；天然純正，加上
味道甜美和容易消化，非常適合大人和小孩食用。可和蘆薈花茶
一同飲用或直接食用。每次份量約含 70個卡路里，能為身體
提供充份的維他命、礦物質和酵素。

 207 HK$236 
淨重 500克裝

蜜蜂花粉
是大自然中營養最完備的食
物，能增強體力、幫助維持血
液循環、消化、免疫和神經系
統的健康。含有容易被人體
吸收的維他命、礦物質、酵
素、輔酶、植物脂肪酸、醣類、
蛋白質和 22種氨基酸（包括 8
種必要的氨基酸）。本產品不
含防腐劑及人造味道，是最貼
近大自然的蜜蜂花粉。

 026 HK$226 
100粒裝

蜂膠
由蜜蜂採集得來的一種物質，
用作保護蜂巢，使其不受細菌
感染。由於蜂膠的抗菌能力
強，所以蜂巢比一般的手術室
還要無菌潔淨。蜂膠含有 22
種氨基酸和維他命 B群，並
添加蜂蜜和蜂皇漿，不但可增
強抵抗力，還可擊退自由基的
侵害。

 027 HK$363  
60粒裝

你知道嗎 ?
1 磅蜂蜜需要採集 2百萬朵花
的花蜜才能製成。每個蜂巢一
年生產出 30 - 100磅蜂蜜。大
家要好好感謝勤勞的蜜峰，讓
我們可以享用美味而營養豐富
的蜜蜂產品！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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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益生菌（鋅升級配方）
蘊含 80億，共 6種通過臨床驗證的益生菌，
有助促進消化系統健康，增強營養吸收及支援
免疫功能。這 6個菌種經過精心挑選，確保能
順利到達腸道。加入礦物質鋅，提升身體防禦
力及新陳代謝。設計獨特的小瓶子能控制濕度，
保護益生菌免受破壞，讓你得到最大益處。

 610 HK$350 
30粒裝

益菌有助促進人體內
微生物的生態平衡

Protectyour

Eyes
北極海超級奧米加 3
專利配方含有由鯷魚、鮭魚及鱈魚提煉而來的
天然魚油、烏賊油及橄欖油，為身體提供完美
平衡的奧米加 3脂肪酸以助腦、眼及心血管
系統維持健康，同時支援消化及免疫系統功能。
本產品 DHA及 EPA的調配比例為 1：1，發揮
更大功效。

 376 HK$331 
120粒裝

DHA 是自然存在於
人體的物質，
有助維持腦部、
眼睛及心臟健康。

天然礦物片
由天然海床沉積礦物所製成，
補充人體的維他命及礦物質
缺口，為人體提供每日所需的
10種礦物質和微量元素；
份量平衡和生物利用率高，
以促進充份的吸收，有助強化
骨骼與細胞結構及功能。

 037 HK$253 
180粒裝

葉酸維他命 B12
維他命 B12和葉酸，有助細
胞分裂、DNA的合成和紅血
球的製造、幫助神經功能的正
常運作，以及降低高半胱氨酸
水平，增強鐵質在身體內的效
用，支援免疫系統。身體缺乏
維他命 B12表示體內的葉酸
不足。
在懷孕的首三個月，葉酸是
胎兒發育成長的最重要營養
成分之一。由於維他命 B12
通常來自肉類，所以攝取足夠
的維他命 B12對素食人士
甚為重要。

 188 HK$137  
60粒裝

保護眼睛
抗藍光視力寶
採用經臨床研究的 Lutemax® 
2020專利配方，並結合葉黃
素、歐洲藍莓、玉米黃素等
強效抗氧化物、多種維他命
和礦物質，有效過濾電子產
品產生的有害藍光，支援視
覺系統處理速度，促進眼部
健康。

 624 HK$381 
60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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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tional 

Boost 

水溶性纖維粉
專利配方結合 4大獨特纖維
種類：阿拉伯樹膠、可溶性
玉米纖維、可溶性玉米糊精及
果寡糖。每包蘊含 5克的
纖維，相等於 2片全麥麵包。
把纖維粉灑落食物上、加入蘆
薈汁或其他飲品，方便隨時攝
取額外纖維。本產品有助支援
心血管和消化系統，以及體重
控制。 

 464 HK$300  
30包裝

促進營養

DAILY AOS複方營養素
蘊含 5大專利配方、55種
比例均衡的營養成分，當中
包括符合每日所需建議攝取量
的維他命、礦物質，以及蔬果
配方，多種營養成分結合所發
揮的協同作用，有助強健體
魄，讓你時刻保持精力充沛。

 439 HK$211  
60粒裝

鈣鎂健
提供臨床認可份量的鈣、鎂、
鋅、錳、銅、維他命 C及 D；
生物利用率及吸收率均高。
專利配方採用蘋果酸雙鈣，
能促進身體對鈣的吸收，
並鞏固骨骼結構及功能。補充
適量鈣及維他命D，可減低
骨質疏鬆的風險。

 206 HK$226  
90粒裝

能量精氨酸特飲
每食用份量能提供 5克的左旋精氨酸、多種
維他命及專利水果配方，助你全天候提升體能。
作為氨基酸，左旋精氨酸在身體中擔任重要的
工作，如促進細胞分裂，蛋白質合成、
一氧化氮產生及有助血液流向人體重要器官。
建議將能量精氨酸特飲加入蘆薈汁中，調製成
可口宜人的飲品。

 473 HK$829 
30包裝

超級蔬果營養特飲
每食用份量都蘊含 20多種水果、蔬菜等超級
食物的營養素外，還蘊含抗氧化物維他命 C及
E，有助維持身體自然防禦能力；菠菜、羽衣
甘藍等蔬菜，幫助維持身體酸鹼值平衡，提升
免疫力，促進新陳代謝，助你對抗自由基。
口感極佳，可加入水或喜愛的飲料中，調製成
可口的飲品。

 621 HK$425  
30包裝

兒童營養片
配方蘊含多種維他命、
礦物質，以及提煉自西蘭花、
菠菜、紅菜頭、甘筍等 20種
蔬果的植物營養素，切合兒童
發育和成長所需。而且不含
白糖、果糖、阿斯巴代糖、
人造色素和防腐劑；提供葡萄
口味，適合一歲以上小孩及大
人服用。

 354 HK$168  
120粒裝

你知道嗎 ?
把能量精氨酸特飲加入蘆薈汁飲用，效果相得
益彰。要在繁忙急速的生活中保持最佳狀態，
便要每天飲用能量精氨酸特飲及蘆薈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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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維他命 C
維他命 C乃強力抗氧化物，
有助維持人體結締組織、皮
膚、關節和呼吸系統的健康。
缺乏維他命 C會導致微絲血
管破裂和牙齦出血。為確保每
錠所含的 60毫克維他命 C能
被人體完全吸收，配方中加入
了 500毫克的高纖維水溶性
燕麥麩，不但增強效能，其獨
有的抗氧化燕麥醯胺還能對抗
自由基。	

 048 HK$226  
100粒裝

乳鐵蛋白茸菇免疫配方
蘊含果寡糖、乳鐵蛋白、舞
茸、椎茸、維他命C、D及鋅，
成分之間產生的協同作用，
全方位支持免疫系統於最佳
水平。舞茸是日本很常見的
菌類，有效促進免疫細胞
功能和反應。

 355 HK$255 
60粒裝

杞子甘草營養素
多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已懂得
使用杞子以達駐顏、滋養
肝腎、維持體能旺盛和視力
良好之功效。含有豐富抗氧化
物、生物類黃酮和植物營養素
的杞子廣為中醫和草本學家作
處方之用。將杞子和具有強力
抗氧化作用的甘草類黃酮結合
在一起，能為人體的五臟六腑
提供各種必要的養份，改善
面色、保持活力及支援眼部
健康。

 072 HK$276 
100粒裝

青草源
提供日常飲食欠缺的維他命、
礦物質、抗氧化物和葉綠素。
本產品結合大麥青苗（含有
鉀、鈣、鎂、鐵、鈉、銅、磷、
鋅和錳）、小麥草（含有維他
命、礦物質和微量元素）和紫
花苜蓿（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維他命 A、B6、E和 K），並
添加辣椒（有助維持循環和
消化系統的健康）和蜂蜜（有
助增加能量）。

 068 HK$226 
80粒裝

安第斯人參精華
結合歷史悠久的安第斯人參，
以及其他功效顯著的草本
成分刺蒺藜、巴西榥榥木、
非洲刺李等；蘊含豐富
蛋白質、纖維、左旋精氨酸，
定期服用能增強男士及女士的
活力。

 215 HK$251 
60粒裝

女士活力營養素
專為女性健康和營養研製
而成，獨家配方蘊含高抗氧化
效能的草本專利混合物
（小紅莓粉、蘋果粉、
番西蓮粉、五味子粉）、多種
維他命（維他命 B6、B9、
B12、C、D、E）及礦物質
（鈣、鐵、鎂），補充女性因
生理週期及年紀增長而特別
需要的營養素，有助維持
整體身心健康。

 375 HK$348 
120粒裝

男士活力營養素
蘊含鋸棕櫚、橄欖油、
南瓜籽油、非洲刺李、
石榴精華、茄紅素、多種
維他命及礦物質。專利配方中
的營養素比例平衡、生物
利用率高，並產生協同效應；
只要配合均衡飲食和足夠
運動，便能促進男士健康，
遠離都市病。

 374 HK$329 
60粒裝

健骼潤膚透明質酸
採用低分子量透明質酸 (HA)、
薑油及薑黃，有助滋潤皮膚、
潤滑關節。隨年齡增長，身體
產生 HA的能力下降，但 HA
是關節液及膠原蛋白的主要
成分，因此為保護關節及皮膚
健康，應額外補充。	

 264 HK$371 
60粒裝

透明質酸
有助肌膚
緊緻健康。

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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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關活肌營養素
Forever最新研製的保護關節和肌肉產品，
研究顯示可有效舒緩關節和肌肉不適及增強
靈活度。本產品的獨家專利配方蘊含兩大
從未被一併使用的強效成分：*NEM®及
**BioCurc®。

服用舒關活肌營養素能在 7 - 10日內，促進
關節和肌肉的靈活度、舒緩不適、增加軟骨
合成、減少僵硬、加快運動後復原。

*		NEM®是 ESM Technologies, LLC的註冊商標。
** BioCurc®	是 Boston BioPharm, Inc.的註冊商標。

 551 HK$661 
90粒裝

27

健智活腦寶
採用經臨床研究的Cognizin®專利配方，並結合銀杏葉精華、
紅景天及維他命B6、B12 等，有效支援清𥇦思維，提升集中力
及協助組織思維。為運動員、學生、專業人士和活躍人士支援
整體認知健康，舒壓醒腦，保持專注。

 622 HK$795 
120粒裝

26

Stayfocused
百里香蒜片
結合香蒜和百里香兩種有效的抗氧化物，以
維持良好的健康。大蒜被切開或壓碎時，當中
的蒜素會產生強力的殺菌效能，保護身體抵抗
自由基。Forever把香蒜和百里香製成無味的
軟膠囊，方便大家改善消化不良、消除體內
毒素及提升免疫力。

 065 HK$236 
100粒裝 保持專注

你知道嗎 ?
NEM®是一種源自食物的成分，
可在蛋殼中找到，蘊含軟骨素、
糖胺聚糖、透明質酸、膠原蛋白等，
有助促進關節活動及靈活度。
BioCurc®這種薑黃的生物利用率，
比一般薑黃高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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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讓你更美麗更健康的
元素，也可在這裡找到。
3款套裝助你控制體重、
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C9™

9 天清腸套裝

容易實行的 9天清腸套裝，助你展開健康
的排毒修身旅程。

產品包括：
蘆薈汁（純味）	 x 2 / 1公升裝

超級營養蛋白粉
（香草味）或（朱古力味）	 x 1 / 375克裝

藤黃果精華	 x 54粒裝

水溶性纖維粉	 x 9包裝

綠茶燒脂片	 x 18粒裝

 547 HK$1,177 
超級營養蛋白粉（香草味）
組合裝

 548 HK$1,177 
超級營養蛋白粉（朱古力味）
組合裝

strength
Build your

強健體魄

F15™

15 天健肌套裝

完成 9天清腸排毒的過程後，可進一步展
開修身健肌的旅程。在運動和營養產品的
配合下，你將更輕易塑造出理想體型。

產品包括：
蘆薈汁（純味）	 x 2 / 1公升裝

超級營養蛋白粉
（香草味）或（朱古力味）	 x 1 / 375克裝

藤黃果精華	 x 90粒裝

水溶性纖維粉	 x 15包裝

綠茶燒脂片	 x 30粒裝

 528 HK$1,475 
超級營養蛋白粉（香草味）
組合裝

 529 HK$1,475 
超級營養蛋白粉（朱古力味）
組合裝

VITAL5®

維健 5 寶套裝

綜合 5款 Forever暢銷產品，產品之間產生的協同作用可連接
營養缺口，為身體補充所需營養，讓你更美麗、更健康。

產品包括：
蘆薈汁	 x 4 
Daily AOS複方營養素	 x 1
永恆益生菌	 x 1
北極海超級奧米加 3  x 1
能量精氨酸特飲	 x 1	

456 | 蘆薈汁（純味） 

457 | 蘆薈汁（莓子味）
458 | 蘆薈汁（蜜桃味）

 456-458  HK$2,683 
組合裝

459 | 蘆薈汁（香橙味）

 459 HK$2,898 
組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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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茶燒脂片
結合專利草本混合物：綠茶、
青咖啡豆、瓜拉拿籽、
紅樹莓酮以及多種營養成分：
維他命 B群、維他命 C等，
全面提升新陳代謝與及身體
燃燒脂肪的能力。

 463 HK$276 
60粒裝

藤黃果精華
從藤黃果實提取的羥基檸檬酸
(HCA)能幫助人體控制食慾，
阻止酵素把卡路里轉化成
脂肪。中鎖鏈三酸甘油酯和
紅花油這兩種成分能促進新陳
代謝。本產品還含有鉻，
如缺乏鉻會令身體疲倦及產生
更多脂肪。

 071 HK$265 
70粒裝

永恆纖瘦膠囊
為一革命性營養補充品，蘊含
3大瘦身成分：仙人掌果、
白腰豆及三氯化鉻，有助抑制
身體吸收脂肪及碳水化合物，
以減低卡路里的攝取，與及
維持正常新陳代謝。

 289 HK$439 
120粒裝

超級營養蛋白粉
富含大豆蛋白、永恆氨基酸蛋白消化酵素、18種維他命及礦物
質，是既飽肚又營養豐富且卡路里低的代餐，助你維持健康的
飲食習慣及生活方式。

 470 HK$321 
香草味 | 375克裝

 471 HK$321 
朱古力味 | 375克裝

每食用份量
蘊含 17 克
蛋白質。

Achieve
your 

personal be
st

取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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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無限抗衰老護膚系列
雖然你可能已經很了解蘆薈，但相信你從未試過如此的蘆薈體驗!
革命性的美麗無限抗衰老護膚系列，由內而外助你延緩衰老，
提升肌膚潤澤度、撫平幼紋及皺紋、促進膠原蛋白再生，
讓你更美麗、更健康。

美麗無限抗衰老護膚系列包括：

• 554	蘆薈保濕潔面乳	 • 556	膠原緊緻美肌片
• 555蘆薈緊緻精華素	 • 558	蘆薈抗衰老修護霜

 553 HK$1,707 
組合裝

553

554

556

555

558

蘆薈保濕潔面乳
具潔膚和卸妝功能的潔面乳。
蘊含豐富強效且天然的成分：
蘋果萃取物、蘋果氨基酸、椰
子脂肪酸，有助增強肌膚水
潤度之餘，也可溫和潔淨污垢
而不會令肌膚變乾。蘆薈保濕
潔面乳性質溫和，讓肌膚保持
潔淨柔潤，是延緩衰老的第一
步。

 554 HK$298 
118毫升裝

蘆薈緊緻精華素
榮獲	Pure Beauty Awards
「最佳高級抗衰老產品」銀獎

蘆薈緊緻精華素
蘊含臨床證實有效的 3大胜
肽，能模仿肌膚天然提升緊緻
度的過程。強效成分再配合
Forever 專利蘆薈，蘆薈緊緻
精華素在滋潤肌膚之餘，還能
提升肌膚的柔潤度，煥發年輕
神采。

 555 HK$474 
30毫升裝

膠原緊緻美肌片
美肌由內而發，需要充足營養
來維持。Forever首個美肌營
養補充品，助你掌控衰老過
程。

膠原緊緻美肌片蘊含獨家專利
配方：法國蜜瓜精華、小麥磷
脂質精華及海洋水解膠原蛋
白，添加維他命C和生物素，
讓肌膚滋潤水嫩、減淡皺紋、
增加肌膚彈性。

 556 HK$472 
60粒裝

蘆薈抗衰老修護霜
揉合超過 15種護膚成分，能
迅速被肌膚吸收，讓肌膚重拾
水嫰柔滑。蘆薈抗衰老修護霜
將尖端護膚技術、蘆薈、極高
抗氧化效能的巴西莓、石榴、
抗衰老精油結合，讓乾枯肌膚
回復年輕。

 558 HK$530 
48.2克裝

膠原緊緻美肌片
榮獲英國 The Green Parent

天然美容大獎
「最佳美容保健品」銅獎

32 33

SKINCARE



Sonya™ 基礎護膚系列
混合性肌膚終於找到理想對象。這系列以高濃度的蘆薈和其他保濕草本為主要成分，針對膚質不
穩定的混合性肌膚而設。天然成分結合嶄新的啫喱導入技術，讓護膚品的質地保持輕盈之餘，有
效把蘆薈的好處注入肌膚。

605
609

607

606

608

清爽潔面凝膠
本產品以蘆薈為基礎，配合冷榨木棉油等保濕
成分，有助鎮靜及滋潤肌膚。配方還蘊含強力
抗氧物蘋果氨基酸及羥苯乙酮劑；金合歡果
精華是天然的清潔成分，能去除老死細胞、
污垢、彩妝。

 605 HK$244 
118毫升裝

亮采保濕凝膠
本產品讓肌膚散發自然光澤。凝膠蘊含的
密封式胜肽技術不但快速被肌膚吸收，還能
改善肌膚狀態。5 大亞洲草本包括甘草根有效
均勻及提亮膚色。

 606 HK$234 
淨重 28.3克裝

晚安修護面膜
為「美容覺」寫上新定義。本產品有控油及
提亮效果之餘，還能提升肌膚在晚間的修復
能力；配合豐富的草本、水果精華及保濕
成分，一覺醒來肌膚綻放年輕光彩。	

 607 HK$244 
59毫升裝

保濕舒緩水凝霜
蘊含超過 10種天然植物精華、精華油、
β葡聚糖、水解膠原蛋白、蘋果萃取物，
混合性肌膚在使用這產品後會有明顯的
舒服和滋潤感覺。

 608 HK$255 
59毫升裝

daily skincare
Sonya™基礎護膚系列包括：

• 605 清爽潔面凝膠
• 606 亮采保濕凝膠
• 607 晚安修護面膜
• 608 保濕舒緩水凝霜

 609 HK$891 
組合裝

平衡肌膚
yourBalance skin

你知道嗎 ?
如果你的肌膚有時泛油、有時乾燥脫皮，代表
你屬於混合性肌膚。Sonya基礎護膚系列助你
的肌膚全天候保持柔滑、水潤、舒適，是混合
性肌膚的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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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修護緊緻眼霜
蘆薈結合胜肽技術，海洋膠原
蛋白、專利成分、天然植物，
有助改善及撫平眼部敏感的肌
膚，減淡眼紋、皺紋及黑眼
圈。本產品還蘊含丁二醇，可
有效改善眼部浮腫和黑眼圈。

 561 HK$174 
21克裝

特效護膚系列的每款產品針對
特定的肌膚問題研製而成，在
日常的護膚程序中按需要加入，
打造個人專屬的護膚方案。

特效水漾精華乳
特效補濕配方，可在接觸皮膚表層時被迅速吸
收，把 4種透明質酸和穩定蘆薈凝膠的益處注
入不同肌膚層。提升肌膚補濕度，為肌膚提供
對抗環境壓力的屏障，減淡幼紋及皺紋。

 618 HK$334 
50毫升裝

特效深層去角質霜
質地細緻，能均勻膚色及
平滑肌膚。竹子精華、荷荷巴
柔珠粒子、木瓜酵素及
鳳梨酵素，有助去除老死
細胞，更新煥發肌膚。

 559 HK$174 
60毫升裝

特效平衡調膚水
保濕及平衡肌膚酸鹼值之餘，
能收斂毛孔。本產品揉合蘆
薈、海草萃取、透明質酸，能
滋潤及柔軟肌膚。青瓜精華能
改善膚質及膚色，白茶精華則
有助肌膚對抗自由基的侵害。

 560 HK$207 
130毫升裝

特效深層去角質霜
榮獲	Pure Beauty Awards
「極力推介產品」

特效水漾精華乳
榮獲 Pure Beauty Awards
「最佳高級抗衰老產品」銀獎

Targeted 
results

蘆薈保濕生物纖維面膜
生物纖維面膜比頭髮還要幼細 1,000倍，因而
能緊貼面部每一寸肌膚，不會留有任何空隙，
讓精華液能滲透到細紋和皺紋之中，用後不用
沖洗，即時呈現飽滿彈性。

 616 HK$501 
1盒 5片

特效活化劑
蘊含超過 98%蘆薈，性質溫和，可用於面部及
眼部肌膚。在使用護膚品前塗抹，有助肌膚吸
收護膚成分；在使用護膚品後塗抹，則有鎖住
護膚成分的功效。

 612 HK$168 
130毫升裝

616

612

560

561

559

618

特效保養

蘆薈保濕生物纖維面膜
榮獲美國環球化妝品大獎
「最佳面膜」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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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粉
蘊含蛋白清、白陶土及洋甘菊精華等成分；
將面膜粉和蘆薈活化劑混和一起敷面，能清潔
毛孔，並收緊和滋潤皮膚。

 341 HK$226 
淨重 29克裝

蘆薈果酸防皺霜
結合穩定蘆薈凝膠、膠原蛋白、維他命 A和 E，
以及果酸精華等護膚成分；具保濕、活膚及
更新肌膚效能，助你抗衰老和減少皺紋，
讓肌膚散發出健康青春的光彩。	

 069 HK$396 
淨重 56.7克裝	

蘆薈抗氧化修護液
蘊含穩定蘆薈凝膠、維他命 A、C、E、卵磷脂、
琉璃苣籽油、紅沒藥醇和其他謢膚成分，提供
最有效的抗氧化功效以保護皮膚抵抗環境和
自由基的侵害、增進肌膚的彈性、減少皮膚
乾燥脫皮的現象，具滋潤及延緩老化作用。

 187 HK$298 
30毫升裝

for your sk
in

呵護肌膚

蘆薈深層保濕霜
蘊含蘆薈、透明質酸鈉、
細胞間脂質及松樹皮精華，
能長效超強保濕，令肌膚
緊緻富彈性。澳洲堅果籽油及
葵花籽油可滋潤乾燥皮膚。

 311 HK$358 
淨重 71克裝

精選科研和大自然中
最優質的成分
回復肌膚水分平衡，
刺激膠原再生，減淡幼紋及皺紋。

38 39

SKINCARE



蘆薈熱力露
酸鹼度平衡，並蘊含滋潤的蘆薈、具有發熱和
舒緩作用的草本成分；容易被肌肉吸收，有助
消除疲勞、減輕壓力。	既能被快速吸收，又能
長效發熱，舒緩肌膚。

 064 HK$166 
118毫升裝

功效卓越的運動按摩膏
發熱因子具強效滲透作用，
有助鎮靜肌肉，舒緩疲勞。	

蘆薈草本瞬效潤膚乳
蘊含蘆薈凝膠、摩洛哥
堅果油、荷荷巴酯和澳洲堅果
籽油，質地輕盈，能快速被
皮膚吸收，讓你的皮膚柔潤、
滋潤、健康。

 647 HK$253 
236毫升裝

蘆薈關節按摩露
結合了MSM、穩定蘆薈凝膠、
維他命E和其他草本精華，
用後有助維持關節健康和增強
骨骼活動能力。MSM即甲基
硫酰基甲烷，是一種普遍存在
於大部份生物的有機硫磺，並
且是人體內第 3大主要物質。
穩定蘆薈凝膠所含的木質素滲
透力特強，能直接將MSM滲
入患處，以發揮其舒緩功效。

 205 HK$213 
118毫升裝

蘆薈蜂膠膏
以穩定蘆薈凝膠和蜂膠所製
成。蜂膠是蜜蜂用來防止蜂巢
受到細菌侵害和感染的一種物
質。此外，配方中更添加洋甘
菊這種最佳的天然護膚草本植
物，以及維他命A和 E，能
幫助皮膚維持健康的膚質和膚
色、減輕皮膚不適和舒緩輕微
的創傷。 

 051 HK$213 
淨重 113克裝

蘆薈滋潤露
結合穩定蘆薈凝膠、
尿囊素、杏核油、荷荷巴油、
彈性蛋白和膠原蛋白，能有效
滋潤乾燥、脫皮和受創的
皮膚，幫助肌膚抵抗老化
現象。添加維他命E，幫助
皮膚維持酸鹼度平衡，使肌膚
光滑細緻。

 063 HK$166 
118毫升裝

蘆薈膠乳
精選蘆薈凝膠，安全地滋潤敏
感皮膚，適合用在曬傷、割
傷、刮傷和其他輕微皮膚損傷
上；滋潤保濕，容易被吸收，
並具抗炎和保養肌膚功效。 

 061 HK$166 
118毫升裝

蘆薈磨砂膏
蘆薈磨砂膏蘊含荷荷巴柔珠
粒子和穩定蘆薈凝膠，能去除
老死的角質層和清潔毛孔，
讓你擁有幼滑清爽、健康亮澤
的肌膚。性質溫和，
可每天使用。

 238 HK$213 
淨重 99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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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Pure
蘆薈潤唇膏
結合蘆薈、荷荷巴油和蜂蠟等成分，能舒緩爆
拆嘴唇、保持雙唇濕潤、光滑、柔軟、清潔和
健康。

 022 HK$56 
淨重 4.25克裝

蘆薈香體露
只要把蘆薈香體露塗在身上，
無論走到哪裡或在甚麼場合，
你都會感到清爽自在，信心十
足。在清除腋下毛髮後，即可
塗抹使用。配方中不含酒精、
鋁鹽和鋯，不會沾污衣服，
使用起來更健康安心。

 067 HK$87 
淨重 92.1克裝

蘆薈草本滋潤沐浴露
蘊含蘆薈凝膠、摩洛哥堅果
油、山金車萃取和荷荷巴酯，
讓你從頭到腳的皮膚得到潔淨
滋潤的呵護。

 646 HK$261 
236毫升裝 蘆薈防曬乳液

防曬系數 (SPF) 為 30的強效廣譜防曬，能徹底
阻隔 UVA及 UVB，而且 80分鐘高度防水。
運用突破性天然非納米氧化鋅和先進的塗層
技術，提供全方位卓越保護，清潔時不會感到
油膩或留下任何殘留物。蘆薈成分滋養肌膚，
鎖住水分，舒緩肌膚；維他命 E進一步提高
皮膚屏蔽能力，抵抗自由基的傷害外，還能
軟化並滲透到更深層，以獲得更好的保濕效果，
適合全家使用。

 617 HK$197 
118毫升裝

阻隔 UVA 及 UVB。

保護

蘆薈沐浴液
無論你喜歡淋浴或是愛享受泡
泡浴，蘊含穩定蘆薈凝膠及
5種草本精華、性質滋潤溫和
的蘆薈沐浴液能舒解乾燥的
皮膚，促進血液循環。配合
絲瓜絡一起使用，能幫助去除
角質層，使皮膚光滑細緻。

 014 HK$186 
251毫升裝

你知道嗎 ?
蘆薈防曬乳液採用天然非納米氧化鋅，不會
破壞海洋的珊瑚礁。現在你可以享受到全面的
防曬保護之餘，也不會危害生態環境。

蘆薈防曬乳液
榮獲英國 The Green Parent

天然美容大獎
「最佳防曬」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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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薈荷荷巴護髮素 
輕盈質地配方蘊含荷荷巴油、
摩洛哥堅果油和玫瑰果油，滋
養頭髮、令秀髮回復自然光澤
和柔韌度。不添加硫酸鹽，天
然草本精華有助改善髮質、柔
順髮絲。滋潤配方，令秀髮更
易打理，所有髮質適用。

 641 HK$284 
296毫升裝

蘆薈堅果油滋潤梘液
深層清潔滋潤配方，溫和泡沫
潔淨肌膚。以穩定蘆薈凝膠為
基礎，荷荷巴油揉合摩洛哥堅
果油，為肌膚注入滋潤保濕成
分，由頭到腳為你提供天然潔
淨的呵護，適合全家人使用。

 633 HK$273 
473毫升裝

Freshness
Natural

蘆薈永潔牙膏
蘊含穩定蘆薈凝膠和蜂膠，不含氟，以及不會
磨損牙齒；具有抗菌、潔白、保護牙齒和牙齦
的配方；薄荷及綠薄荷成分保持口氣清新。
適合兒童、素食者等各種人士使用。

 028 HK$70 
淨重 130克裝

天然清新

蘆薈荷荷巴洗髮水
蘆薈及荷荷巴油可強健髮絲、
增加頭髮柔韌度，同時性質溫
和、質地輕盈，能有效滋養和
舒緩頭皮。配方還選用了摩洛
哥堅果油、維他命B5和玫瑰
果油，深層清潔的同時讓頭髮
散發健康光澤和熱帶水果香
味，所有髮質適用。

 640 HK$284 
296毫升裝

蘆薈堅果油滋潤梘液
榮獲環球綠色美容大獎
「最佳天然梘液」金獎

蘆薈荷荷巴護髮素
榮獲環球綠色美容大獎
「最佳天然護髮素」金獎

633 640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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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薈蜂蜜潔手液
含 62%酒精，有效殺滅
99.99%細菌，但不會令皮膚
變乾。蘆薈、蜂蜜及維他命E，
能滋潤呵護雙手肌膚。樽身輕
巧，方便攜帶。

 318 HK$58 
59毫升裝

蘆薈外用噴劑
以穩定蘆薈凝膠為基本原料，
並加入具有抗菌功效的蜂膠和
能保護皮膚的尿囊素，以及
11種具有滋潤效能的植物
精華。本產品酸鹼度平衡，
性質溫和；使用後能舒緩
敏感不適的皮膚。

 040 HK$249 
473毫升裝

蘆薈環保全能清潔劑
雙倍超濃縮、具天然清潔
效能、可被生物分解、能清除
各種油垢髒污、不具磨損性、
不含磷，適合用作清潔家居，
並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307 HK$253 
946毫升裝

優惠晉升套裝
集合 Forever 皇牌優質產品，照顧你的健康需要，助你由內而外
變得更美麗、更健康。同時讓你更快速晉升成為助理主管，立即
開展屬於你的永恆事業。

產品包括：
蘆薈汁（純味）	 x 8 
北極海超級奧米加 3  x 3

 634  HK$3,145 
組合裝

事業機會Opportunit
y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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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生活產品亞洲有限公司
FOREVER LIVING PRODUCTS ASIA LTD.
顧客服務熱線：(852) 2369 9638
WhatsApp / 微信：(852) 5374 9638
電郵：enquiry@foreverliving.com.hk
網址：www.foreverliving.com

直銷協會會員

2209

	Forever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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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a Hahn, FBO 
mobile / WA: +39 340 701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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