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天內就有
令人驚奇的改變

在餘生感覺

更年輕、更長壽

35 專利/待定

全世界裡最好,最全面性

的營養系統



100 年的 
製作精華
100 年前，Forrest C. Shaklee 博士創造了
美國第一個多種維生素之一。從那時起， 
Shaklee 一直在健康營養的領導者，通過

科學創新，在大自然裏尋找更健康的生活

的答案。

Shaklee Life Plan 是幾十年的研究和臨床研

究的結果，旨在為您帶來最佳的營養健康

生活。 結合Shaklee Life Energizing Shake(活
力奶昔) 和 Shaklee Life-Strip(生命條), 該計劃

旨在促進您個個方面的健康與營養成分—以臨

床證明的營養成分幫助提供更長，更健康的生

活的基礎.*

“我們的科學家團隊 已經工作了

幾十年來設計的營養物質的完美結

合，以幫助創造一個更長，更健康生

活的基礎。”

Dr. Bruce Daggy, Ph.D. 
高級副總裁

研發和科學首席管

s h a k l e e  l i f e  p l  a n

全世界最好的, 最全面性的

營養系統

臨床證明的營養成分幫助
提供更長，更健康生活

的基礎.**

30 天內經歷驚奇的改變

在餘生感覺
更年輕、更長壽

我們保證

35 專利/待定

科學證實的 
眾人證實的 
百分之百的保證

* 这些声明未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评估。这些产品不以诊断、
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为目的。



科學證實
新 Shaklee Life Plan 
生命計劃背後的研究

擔保在 30 天內有令人驚奇的感覺. 
在餘生感覺更年輕、更長壽

在 Life Plan (生命計劃)產品的獨立室內使用測試＊

中，94%的參與者在三週的使用後報告了肯定的效果。

肯定的效果包括：

• 感覺更好

• 感覺更活躍

• 感覺更有活力

• 感覺沒那麼飢餓

里程碑性的研究
里程碑性研究是做過的最大的長期補充使用研究之

一。與非補充使用者相比，對心臟、大腦和認知健康

的益處，具有兩位數的更佳健康生物標記

物。Shaklee 有2X的人數人比自己的健康標準為"好",
到"非常好”†

端粒科學研究
伊麗莎白·布萊克本博士,Shaklee科學委員會顧

問，被授予2009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延長端粒和染

色體的保護酶的發現。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們的

端粒逐漸縮短，而且端粒長度被認為是整體健康

的一個標誌。

Shaklee 進行了初步的端粒研究比較使用Shaklee 

補充品有至少五年與住在舊金山灣區健康的非吸煙
的人，並表明Shaklee用戶有顯著端粒較長。

統計分析預測，80歲的
Shaklee 使用者會與 41 歲的人
具有相似的端粒. ∞

在初步臨床研究中，在個個成年年齡範圍內，

Shaklee 用戶中的端粒縮短率比健康對照組低
40％ 

11%
更低

 膽固醇比率
認為是 
心血管

健康的指標

33%
更低

甘油三酯
水平是, 

心臟健康
關鍵指標 

36%
更低

同型半胱氨酸
是大腦以及
認知健康
關鍵指標

59%
更低

C-反應蛋白 
水平是 

長期生物壓力
關鍵指標

∞在33-80歲的人中，端粒長度的橫斷面分析：膳食補充劑的影響。Harley CB 等。
（2014）第55屆年度大會，JACN，第33（5）卷，第414頁。

*由Stamford Marketing Field research, Inc. 所進行的測試有美國四個地區的220個成人參與
參加者被指示每天服用一份Shaklee Life Shake (生命奶昔)和一份Life-Strip(生命條)

†Gladys Block, Christopher D Jensen, edward P Norkus, Tapashi B Dalvi, les G wong, Jamie F 
McManus and Mark l Hudes. Nutrition Journal 2007, 6:30doi:10.1186/1475-2891-6-30. 發布時間
2007年10月24號

s  h  a  k  l  e  e  :  端粒縮短率比

是4  0 %更低 

年歲

對照組



由眾人證明
Shaklee 在美國有成千上萬的人使用Shaklee 
f改善他們的健康。許多 Shaklee 用戶已經使
用了幾十年，他們講述了關於他們自己生活

變化的鼓舞人心的故事。

我们Shaklee的运动员，已经获得了金、银、
铜牌共121枚，使用 Shaklee 不單是因為他們
獲得了性能和功效幫助他們競爭，而且我們的

產品是有保證安全的純度和質量。

純度效應
“在我的赛艇队上，我是個子最小的人， 

也是面向前面唯一的一个人。 
作为船长，我的工作是 
保持同步，并激励团队。 
我们的团队已经參與过 
五个世界冠军、世界杯，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我们赢得了金牌。

作为一名运动员，我的健康 
对我是很重要。但是，对于 
吃到身体里面的东西，

我必须小心，因为我随时 
可能要进行药物测试。 
使用 Shaklee 让我觉得从没有过

那么健康。但最重要的是，
它让我安心地知道，他们的产品 

是天然的，可以安全使用。”

Mary Whipple 
金牌得勝者 2008 和 2012 
Shaklee 純性能運動家

轉變的效應
“在我媽媽去世之前，我答應她我會更好地照
顧自己，而且我會照顧我的爸爸。我希望盡

我所能來保持這些承諾。但因為有三個孩

子，生活很忙碌，我一直覺得筋疲力盡。

然後，我被介紹給Shaklee，並在一個星期
內，我覺得更健康了，感覺Shaklee太神奇
了。我決定和我爸分享Shaklee，他開始使用
它後，他的身體發生了完全改變。 Shaklee
幫助我們倆改變我們的生活，我想我的媽媽

如果知道我在做正確的事情，她會因此自
豪。 ”

Jeanine and Tony, Shaklee 經銷商



Shaklee Life 
Energizing Shake
我们可口的Shaklee Life Shake (生命奶昔) 富含

多種營養素，經臨床證明，可助力更加長壽的健
康生活。 

一份奶昔可提供一切

• 24g†蛋白質，包括16g 專有超純度的植物提

取，非轉基因蛋白質和9種人體基本氨基酸，

滿足人體高蛋白質質量要求

• 添加亮氨酸，有效保持肌肉苗条，实现健
康体重

•功能強大專利待批的益生元和10亿CFU专利
益生菌有效组合，支持消化和免疫系统健康

•  含有人体心脑健康必需的脂肪酸欧米
茄-3（ALA）

•在奶昔裡的益生菌比酸奶中找到的益生菌780
倍更可行

•無麩質，不含乳糖，低血糖，潔淨，
無人工，香精，甜味劑，

或防腐劑

†使用时按规定配1杯无脂牛奶。

幫助你持久感覺更健康

含有:

• 提高活力

• 幫助你達到更健康的體重

• 提供消化和免疫支持

•

同時有
大豆與
非大豆
的配方

Shaklee Life 
EnergizingShake 
非大豆

特有非轉基因印加果、
土豆、大米和豆子提取非
大豆蛋白及亮氨酸
複合原料

9 種基本氨基酸，滿足
人體高蛋白質量要求



Shaklee Life-Strip
Shaklee Life-Strip
全世界最全面性的
營養系統
每一份Shaklee Life 是多年的研究和質量檢測

的高潮，以保證每一個Life 條提供純淨和有
效的維生素，礦物質，ω-3脂肪酸，多酚，抗

氧化劑最全面的水平，和植物營養素來幫助
創建基礎更長，更健康的生活。*

Life-Strip includes Vivix®

Shaklee Life-Strip (生命條)包括新 Vivix® 
Liquigels(軟膠囊), 中包含了三專利的，純
天然的融合，旨在幫助保護和修復 DNA 
在細胞層面延緩衰老.* 廣譜性的混合多酚
已經在實驗室研究中所示，激活的細胞防

禦，消除自由基，並延緩破壞AGE的蛋白

質的發展可能累加，並導致細胞衰老.*

vivix® liquigels 在細胞層面延緩衰

老* 包含三專利廣譜性的混合多酚,關鍵

成分,實驗室研究表明，保護和修復

DNA和對抗自由基

omegaguard® plus (甲魚油)建立心

臟健康;腦健康* 1000 毫克源自阿拉斯加
鳕鱼的高纯度超浓缩DHA/EPA欧米茄-3
脂肪酸，配合有利于心脏健康的COQ10
及维生素E，制成肠溶膜软胶囊，可消
除服用后的鱼腥味。

先進多種維生素: 為齊全營養;骨與關

節健康*  胃內30分鐘以內溶解，利用專

利微塗層技術，專為增強葉酸吸收設

計。

b+c 複合物免疫健康系統; 體能*  臨床研

究所示，以提供B族維生素的吸收率更大

高達198% 在12小時內。
* 这些声明未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评估。这些产品不以诊断、
治疗、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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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Shaklee 為未來享受

 15% to 25% 折扣
使用自動出貨, 再省10% 折扣

Shaklee Life Plan 

請聯絡您個人的Shaklee獨立經銷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