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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ry Studio Shanghai – Roller Ball & Hand Cream

从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 10:00AM 起

注： • 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可从 11月25日，星期三， 10:00AM 起购买。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Artistry Studio Shanghai –充满爱的圣诞礼物！

124365 Lotus Blossom & Violet
124366 Nectar Blossom & Pomelo
124367 Plum Blossom & Vanilla
Roller Ball

AP$28.00
RP$35.00
PV 11.90
BV 26.20

124368 Lotus Blossom, Pomelo, Vanilla 
Soft As Silk Hand Cream

AP$30.00
RP$37.50
PV 12.70
BV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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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12月1日，星期二 10:00AM 起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补水 滋润 洁净 美白

Essential by 
Artistry 综合面膜组合
(单片组)
AP$19.00
RP$24.00
PV 9.10
BV 17.80

289757MY 补水
289758MY 洁净
289759MY 滋润
289760MY 美白

注： • 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可从 11月25日，星期三， 10:00AM 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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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by Artistry 综合面膜组合 (单片组)



注： •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可从 11月25日，星期三， 10:00AM 起在安利城市专卖店进行购买。 • 售货额允许下传。

2020年11月27日 – 2020年12月31日 售完为止！

免费

单张收据中购买价值 AP$350 的营养与健康产品，即可免费获得价值 $50 的
Nutrilite专属餐具套装。

303026 彩虹 303024 金 303025 玫瑰金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 3种颜色可供选择！
• 以优雅和永恒的方式品尝您的食物！
• 环保，镜面处理和不锈钢 4 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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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lite 整体促销



购买价值 AP$120 以上的 Artistry Studio 产品，即可免费获得 Artistry Studio 礼品袋。

售完为止！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2020年12月15日 – 2020年1月15日

Artistry Studio 整体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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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完为止！2020年11月27日 – 2020年12月31日

enewsgram 2020.12 6
注： •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可从 11月25日，星期三， 10:00AM 起在安利城市专卖店进行购买。 • 售货额允许下传。

100186

eSpring 滤芯匣
AP$248.00
RP$310.00
PV 108.00
BV 231.80

加购

$12.00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5L玻璃饮水机罐

材质：玻璃+玫瑰金水龙头，PP材质灰褐色+玫瑰金包+玫瑰金金属支架
带手柄

容量：5升水

尺寸：17 X 30.5厘米

购买每个 eSpring 滤芯匣即可获得 $12 eSpring 饮水机 (价值 $60.00)。

eSpring 滤芯匣加购促销



售完为止！2020年11月27日 – 2020年12月31日

Noxxa 多功能电子气压锅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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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可从 11月25日，星期三， 10:00AM 起在安利城市专卖店进行购买。 • 售货额允许下传。

*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免费292226

Noxxa 多功能电子气压锅
AP$259.00
RP$309.50
PV 63.70
BV 121.00

购买每个 Noxxa 多功能电子气气压锅，即可获得免费烤盘套装（价值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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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促销

结束日期 正在进行的促销
12月31日，星期四 Nutrilite 整体促销
12月31日，星期四 Artistry Studio 整体促销
12月31日，星期四 eSpring 滤芯匣加购促销
12月31日，星期四 Noxxa 多功能电子气压锅促销

正在进行 Artistry 配套换购美肌仪促销 (20 Oct 重启促销)
12月31日，星期四 第三瓶 Nutrilite 衡醣胶享 30％ 折扣
售完为止 BodyKey 30天启动组 – 粉红色摇摇壶
售完为止 凡购买 BodyKey 乐纤保养配套即可免费获赠 Nutrilite 环保提袋 + BodyKey 运动包
售完为止 体重管理 (基本产品组 & 以旧换新产品组)
售完为止 从这份清单里列出您自己的营养品组！
售完为止 XS 商品可在网上 Amway.sg 订购

正在进行 Nutrilite 加镁 D 钙片双罐装

正在进行 Nutrilite Bio C Plus 双配套

正在进行 给新 ABO 们的免费品牌体验 (礼品更新)

https://bit.ly/35N6mfu


Firm & Glow 挑战赛
点击查询详情!

挑战赛日期
已更新

RADIANCE HYDRATION

FIRMNESS

AP$500

Worth
$500 *$2000

*$3000

*1st, 2nd, 3rd 个别

的总值

最佳改善 大奖

挑战赛期将在
2021年1月 & 2月进行

固本

从 2021年1月4日起
开始购买以参与挑战赛

挑战准则 每一级别的大奖将有 4 位!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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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FWouJj


透过以下链接呈交
链接: https://bit.ly/bkstepschallenge❹

从 2020 年 11 月起
适用于 BodyKey社区挑战参加者

全新！每日健行 12,500 步

跟您的运动手表 (显示达标 12,500 步)
自拍一张照片，然后发布贴文到您的
Instagram。

❷
10,000 
步

❶

连续 7 天分享在您的 Instagram 贴文。
别忘了要标记我们@amway.sg 以及
hashtag #Bodykeysg & #BK12500stepschallenge

❸

范例

呈交后，我们将在 2 工作日内回复您。

奖励以送完为止为基准，Amway将保留更
换奖励的权力。

X❷各一

每 7 天

价值
$26 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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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bkstepschallenge


Nutrilite Week!

eNewsgram 2020.12

每月奖励 – 12月2日

首奖 – 12月2日

首奖 – 12月4日

首奖 & 导师 – 12月4日

各阶级优胜者 – 12月2-4日奖励 – 12月2 日

11

安利城市专卖店
2020年12月2日 – 12月4日



点击了解详情!

BodyKey 社区挑战

每月挑战，请参考个别的
挑战月份及购买期间摘要

挑战进行至2020年12月
申请 EPS！

向 sghelpdesk@amway.com
提交订单和 LOA表格

从 BYO 套件产品列表中选择，或获取
BodyKey 60天基本产品组 (Jumpstart Kit)

购买 Nutrilite 价值
AP$500 的产品

(组长必须是ABO) 
最少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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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12月

http://bit.ly/bodykeycc


带给您便利的上门配送

第1个月 第2个月 第3个月 第4个月 第5个月

原价 2.5%
折扣

(每月)

第6个月

50%
折扣

透过 Amway.sg 订阅 Nutrilite 忠实计划 (NLP) ，在第 1 个月

用原价来订购产品。成功订阅后，款项将在接下来的月份
自动扣除。

当您持续在第 2-5个月订购产品，即可享有 2.5% 的原价折扣。

持续订购到了第 6 个月（最后1个月），即可享有高达 50% 
的原价折扣。

每个月享有免费上门配送服务。成功订阅后，配送将在您线
上订购的 2 天内进行。注：配送日不包含星期天。请参阅
Amway.sg 获取最新更动上门配送时间表（例如：公共假期）。

在安利忠实计划 (ALP)下，我们带给您纽崔莱 (Nutrilite) 忠实计划 (NLP)，以提供您免费上门配送，
以及给予您喜爱的产品更多优惠 ! 现在就订阅我们的 NLP 计划，并设定您的信用卡或银行卡，
即可享有连续 6个月指定的 Nutrilite 产品线上常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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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way.sg/


新 ABO 体验计划 (NAEP)

附加条款和条件： • 点击此链接参阅NAEP 完整附加条款和条件。 • 已逾期的 e-固本将不能再启用，而此前若有任何 e-固本未被使用，随后
的 e-固本将不再发出。 • e-固本不可转让，只能用于步入式订购和网上购物。• 所有 e 固本均包含 GST 在内。

从2020年9月1日，星期二起 点击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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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hpUjI0
https://bit.ly/3hpUjI0


ABOship年度更新

附加条款和条件：• 此 SGD10 e固本只限 60 天期限。• 此 SGD10 e固本的兑换仅可用于总价至少 AP SGD10 的订单 (含 GST)。
• e-固本不可转让，只能用于步入式订购和网上购物，以及仅用于PV 物品。 • 已逾期的 e-固本将不能再启用。
• 所有购买必须于新 ABO 本人的户口，不能用于来自上线的 Volume Down (配额下传)。所有 e-固本均包含 GST 在内。

从 2020年9月1日起，ABO 更新 ABOship 的年度费只需

SGD10。

完成更新后，ABO 将可获得价值 SGD10 的 e固本，并可
在更新后的 60 天内使用该固本以购买价值 SGD10 或以上
的产品。

从2020年9月1日，星期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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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奖励计划

KELVIN TAN
创办人白金

最高保荐得主
10月份

点击了解详情！这个7 月至12月，完成挑战以赢取 AMWAY e-固本！

附加条款和条件：• 点击链接以查询保荐奖励计划的完整条款和条件。 • e-固本可用于上门订货及网上订单，并只限含 PV 的安利产品。• 已逾期的
e-固本将不能再启用。• e-固本不能用于来自上线的 Volume Down (配额下传)。• 所有 e-固本均包含 GST 在内。• e-固本必须一次性全额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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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SU PING

https://bit.ly/38kzpGO
https://bit.ly/38kzp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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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way  
Privileged  
Customers

Amway  
Business  
Owners

APC 的各项好处和条规

条规

• 有些人说 APC 会员籍和 ABO 是一样的，另一些人则说两者之间有着一些重大区别和例外。到底真
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 若您仍对 APC 到底享有什么，以及 APC 会员籍的限制感到有点混淆，就让我们来一一为您厘清吧。
以下为您列出一目了然的清单让您熟悉这一切:

好处

享受和 ABO 相同的每月促销

每个 SKU 每日可购买多达 3 份作为自用

可在网上订货，或亲临我们的安利城市专卖店
(门市店) 购货及取货

可转换成为 ABO

在品牌体验中心享受由我们的Nutrilite 和
Artistry 美容顾问提供的健康和美容咨询

丈夫和妻子两人之间只能拥有一个APC 籍

不允许购买产品意图转售

不允许签入其他APC 或 ABO

所收集的 AMPoints 积分不能转让给 ABO 保荐人
或另一位 APC，也不能用来换取现金或现金代券



新品推出 & 每月促销
附加条款和条件：
新品推出 :
• 从每月的 1日 10:00AM 起，新品推出将适用于所有安利™企业家 (ABO)，除另行通知外。
• 从每月的 23日 10:00AM 起，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将可在新品推出之前提前购买。若当日属于周末或假日，则将推后至下一个工作日。
• 新品推出的购买仅限于安利新加坡城市专卖店及线上 amway.sg 订购。
• 不包含 Amway Lifestyle Catalogue 新品推出。
• 从每月的15日 10:00AM 推出的新品，将不开放提前购买。

每月促销 :
• 从每月的 23日 10:00AM 起，白金级及以上的 ABO 们将可在每月促销之前提前购买。若该日期属于周末或假日，则将推后至下一个工作日。
• 每月促销的提前购买仅限于安利新加坡城市专卖店。因系统受限，线上 amway.sg 将不提供订购。
• 而所有 ABO 可在每月促销的 2 天前开始购买。若当日属于周末或假日，则将推后至下一个工作日。仅限于安利新加坡城市专卖店及线上

amway.sg 购买。
• 从每月的15日 10:00AM 推出的促销，将不开放提前订购。

其他 :
• 提前购买的数量将不受限制，除另行通知外。
• 所有新加坡白金级及以上提前购买的货售额允许下传。
• 跨国的货售额则不允许下传。 (例：马来西亚的白金级 ABO 不允许下传货售额至新加坡的白金级ABO，反之则也。)
• 仅限于新加坡的特定促销期间，将允许单张收据的购买。
• 所有促销活动的产品将售完/ 送完为止。
• 所有图片仅供参考用途。

注： • 若需协助，请联络客服专线 +65 6550 9911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ghelpdesk@amw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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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94
鲜橙口味

118896
樱桃口味

118895
清新柠檬口味

注：• 所有三种口味的 PhytoPOWDERTM冲调晶粉罐装仍持续供售。

Nutrilite PhytoPOWDERTM饮料晶粉 (每盒20条)

别担心！
所有三种口味的
PhytoPOWDERTM

冲调晶粉罐装仍
持续供售。

即将停止供售 (NLA) 公告

产品停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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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527, 290034 
XS 能量饮料 CITRUS BLAST

预计将在2021年1月前停止供售 由于全球停止供应，此 Nutrilite 条装清新止渴饮料预计将在截至2020年12月停止
供售(NLA)。产品目前情况为售完即止。请向相关安利专卖店查询供存详情。

https://www.amway.sg/en/Categories/Nutrition-%26-Wellness/Immunity/c/immunity
https://www.amway.sg/en/Categories/Nutrition-%26-Wellness/Immunity/c/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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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利业务范围勘探

请注意，安利企业主 (ABO) 不得接近进入安利新加坡城市商
店 (Amway SG City Shop) 或区域分销中心 (RDC)场所的顾客
(非ABO)。若 ABO 在我们的实体店内遇到任何非 ABO 想要购
买安利购买产品或表示有兴趣注册成为 ABO 时，须提醒安利
的员工们协助他们。



在互联网上和零售商店的安利™产品

点击
阅读详情！

未经授权的零售 – 商店和网购

行为准则中最佳的做法

您可能发现有人在线上商店/市场 (例如 Lazada,
Shopee 和 Carousell) 以及非安利的零售店售卖安利

产品。这些销售者和马来西亚安利、新加坡安利或
汶莱安利毫无关系。安利企业家 (ABOs) 是安利产品
的唯一授权经销商。安利是凭着我们产品与ABO的
完整性和信誉而建立这份事业的。

这类未经授权的售卖者，尤其在互联网上经营者，看
起来可能十分专业。无论如何，安利却未曾授权他们
售卖我们的产品或使用我们的商标、标志和照片。这
些销售者不像我们的 ABO 那样掌握产品知识，他们
是在非法使用安利的商标、标志和照片。

身为新加坡直销协会 (DSAS) 的成员之一，新加
坡安 利也维护新加坡多层次行销和金字塔销售(禁
止)法令 和DSAS营业守则为准则的‘消费者保护’
条文。

向这些商家购买可能使您面对风险，因为您收到的
产品可能是被人用过的、二手的、过期的、坏掉的、
破损的、被窜改过的，或是冒牌货。为了确保您买
到货 真价实的安利产品 – 请向授权的ABO购买。

请让自己掌握知识并保护自己。安利只能为那些直
接向授权 ABO 购买产品的顾客们提供支援与协助。

重要告示

100% 安利满意保证及制造商的保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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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CEDgTK
http://amwayappssg.amway2u.com/amway/customer-support/delivery/update/


送货时间
安排中的更改

受影响的安利营业时间，
送货时间以及 NLA TNA 表

加入我们 Telegram 
以获取重要信息NLA TNA 表

1 该日为公共假期 (新年)，因此城市专卖店当天将关闭。
2 该日为年度货品盘点日，因此城市专卖店当天将关闭。
3 按照最新的 COVID-19 公告。

安利新加坡将通过 Telegram 向所有 ABO 和客户提供重要信息。请通过以下链接加入并订阅： t.me/AmwayCommunity.

地点 12月9日
（星期三）

12月
其他日

2021年1月1日
（新年）

安利城市
专卖店 关闭2 照常营业 关闭1

区域分销
中心

办公室
关闭3直到另行通知。

注：因 2020年12月25日 (星期五) 为圣诞节，
该日将暂停上门配送服务

购买日期 配送日期

12:00PM 后 11:59AM 前

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2020年12月23日
星期三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2020年12月23日
星期三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2020年12月28日
星期一

2020年12月26日
星期六

2020年12月28日
星期一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注：因 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 为新年，该日将暂停
上门配送服务

购买日期 配送日期

12:00PM 后 11:59AM 前

2020年12月28日
星期一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

2020年12月29日
星期二

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

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

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2020年12月31日
星期四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2021年1月4日
星期一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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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wayappssg.amway2u.com/amway/customer-support/product-list
http://t.me/amwaycommunity
http://amwayappssg.amway2u.com/amway/customer-support/delivery/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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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mwayappssg.amway2u.com/amway/customer-support/product-list
https://t.me/amwaycommunity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SKY Atmosphere 正转换提升到性能更好的
活性炭过滤器。这款新的过滤器与当前过滤器一样能减少污染，
但性能却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一改变主要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性
能，并加强我们的降低甲醛释放量的诉求，以满足影响我们亚
洲市场的新标准。当前的过滤器的降低甲醛释放量效能 CADR 为
56 M3 /小时，而透过新的过滤器，效能却可达 185.4 M3 /小时。

新的过滤器的网筛材料，具有可将碳保持在过滤器的效能，并
有效隔离更多较体积小的灰尘颗粒。新的过滤器与当前的过滤
器完全一样，并将被 SKY 系统识别为正确的替换品。这款新的
过滤器不会影响过滤系统的寿命或整体操作。

点击此处查看这两款过滤器的差别摘要，以及常见问题。

Atmosphere SKY 活性炭过滤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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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2I9rovm


从中国制造的机组预计将在2020年5月开始销售。每个地区的具体日期将
会有所不同。

安利正在将 eSpring和 Atmosphere SKY 的生产从位于马来西亚
的合约制造商转移至我们在中国广州的自家制造设施。

将内部生产转移到安利本身的制造设施，将有助于我们维持品
管水平及提高效率，让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安利企业家及其顾客
们受惠。所有的安利制造设施皆遵循严格的品质和安全标准。

我们将持续监督我们所有的产品品质，以确保符合我们的高超
标准，以及消费人对所购买产品的品质感到满意，任何的缺陷
都是无法被接受的。

Atmosphere SKY 和 eSpring
的制造从马来西亚转移到中国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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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lite 营养罐全新包装

在无使用情况下，
保持罐子紧密。

苜蓿叶标志

光滑、倒角的边缘设计
您即将获取 Nutrilite 营养罐

全新包装!

新的简易开封贴

无修改配方！
无调整价格！

全新改良版的罐身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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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已更新 SA8 Premium 浓缩洗衣粉 (1kg & 3kg) 的配方。此更新是为了提供更有效的配方，
以及改善我们的制造过程，同时加强安利产品对于环保的意识。

我们的新配方采用了最新技术进化，将减少粉末组织的构成。此改变并不影响我们的
Bioquest 和 Safer Choice 的设计，功效依旧不变，并达到您对 Amway 居家和 SA8 产品系列
的要求。

之前的主要配方“爆破晶体” (exploding crystals) ，是以帮助将粉末从较旧的洗衣机配盘
中分散出去为目的，而现代的洗衣机则不需要此项功能。因此，“爆破晶体”的配方已
被去除，此举不只改良了产品的成效和制造过程，同时也加强了环保意识。

SA8 Premium 浓缩洗衣粉 (1kg & 3kg) 的新配方预计将在 2020年8月开始发售。

SA8 Premium 浓缩洗衣粉 –新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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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8月21日起 SA8 衣物漂洁剂 (1 kg) 将改头换面换上新形象，
从罐装过渡至新改良的全新盒装。

与罐装的前身相比全新包装的 SA8 衣物漂洁剂是更为环保的选择。
它的纸盒本身可以回收再循环而勺子也是采用可轻易回收再循环
的材料制成。

虽然我们的包装经已更新 (现为 1 公斤盒装)，但衣物漂洁剂的配
方和制作过程仍然相同。

此外，这种新包装将每件产品的塑料用量减少了 88%，同时还减
轻了包装的运输重量。

这不但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无损您期望从Amway Home 家居
护理获得的效能和品质。

SA8 衣物漂洁剂将以新SKU 编号 (124485) 和售价 (AP 18.00, RP 22.50, 
PV 9.60, BV 16.80) 推出销售。

我们通过抵消多年来材料成本的增加而成功将价格调整降至最低。上
一次的价格调整是在 2018 年。通过此项新调整，我们得以继续向所有
安利家居护理的爱好者提供这项产品。

请注意，我们将以 “先进先出”的概念同时销售旧和新的SKU 直到库存
完全清完为止。每个地区的存货分配可能有所不同，因此预计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起。

SA8 衣物漂洁剂 –全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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