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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把幫助夥伴放在第一位
幫助夥伴成功是我最大的成功”

i
億嘉國際創辦人兼董事局主席 郭炳廷先生



億嘉國際創辦人兼董事局主席郭炳廷先生
出席各類活動精彩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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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嘉國際成立於2004年3月28日，在全球擁有30家子公司，產業遍佈50個國家和地區。

業務範圍涉及化妝品、農業生態與生産、電子商務、教育及高科技産品等領域。億嘉國際集團目前在亞洲和大洋洲
設有多個分公司，主要有香港、吉隆坡、新山、檳城、台北、台中、高雄、新加坡、悉尼和雅加達。

億嘉國際在加拿大和美國共有四家分公司分別是：溫哥華分公司，多倫多分公司，紐約分公司和洛杉磯分公司。億
嘉國際擁有完善的營銷體系，借助先進的電子商務平台，自成立以來吸引了越來越多熱情的億嘉事業創業者加入。

加拿大多倫多分公司加拿大溫哥華分公司 美國紐約分公司 美國洛杉磯分公司

台灣台中分公司台灣台北分公司 台灣高雄分公司

集團總部（香港）

馬來西亞吉隆坡分公司

馬來西亞南馬分公司

馬來西亞東馬分公司

印尼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 澳洲分公司



企業榮譽

2014年4月25日，億嘉國際集團被授予21世紀至尊企業大獎，MAIONE系列產品獲得21世紀至尊產品品質大獎，億嘉

國際集團創辦人兼董事局主席郭炳廷先生獲得環球企業總裁大獎。

2015年7月1日，億嘉國際集團創辦人兼董事局主席郭炳廷先生榮膺彭亨州蘇丹阿末沙殿下84嵗華誕封冊賜DIMP拿
督勳銜志慶。

2016年9月5日，在亞太直銷高峰會上，億嘉國際集團榮獲 “亞太最具成長力直銷企業獎” ，MAIONE品牌榮獲

“亞太優質名牌產品獎”。

21世紀至尊企業大獎 21世紀至尊產品品質大獎 亞洲精英企業家聯盟 亞太優質名牌產品獎 亞太最具成長力直銷企業獎Asia



億嘉國際致力於傳播美與愛，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存，並推出三大品牌產品線:MIRIKEL營養品系列、

MAIONE護膚品系列和Vii日用品系列。MIRIKEL營養品系列是以純天然植物和水果為基礎的膳食補充品，

旨在滿足人們對于健康飲食日益增長的需求。億嘉產品均採用精心工藝和純天然成分，有助於恢復肌膚

的活力和光澤。



億嘉國際生產工廠位於美國洛杉磯和馬來西亞。堅持用最好的原材料，最好的工藝，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位於美國洛杉磯聖蓋博市的生產工廠，自2006年運營至今，黃金地段擁有80,000呎GMP國際標準廠房；

同時具備GMP，HACCP，HALAL和UL資質；採用德國博世、韓國BoChang設備，共設有14條全自動生產線，

以達到真正的高標準，嚴要求生產。



可溯源：從原料開始把關

中國唯一的原始熱帶雨林，30萬棵海南黃花梨樹。

一個充滿負離子的世外桃源，每一口呼吸都是愉悅。

共享莊園集度假娛樂，禪修禮佛和生態教育為一體，絕無僅有，屬世界稀缺資源。

黃花梨共享莊園
秉持著讓每一位億嘉人都能在這裡放鬆心靈、共享企業發展成果的目

的，億嘉國際不惜花費巨資在海南尖峰嶺打造了專屬億嘉人的溫馨黃花梨
共享莊園，並且在“億嘉之林”裡培育了成千上萬棵珍貴的黃花梨樹，不
僅可以祈福，也為家族及子孫後代的未來積累了一筆可以世代傳承的財富。
尖峰嶺優越的地理環境讓“億嘉之林”的黃花梨樹的樹心長得特別快。在
黃花梨共享莊園，億嘉人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黃花梨，大家可以一起給億
嘉之樹澆水，為億嘉事業祈福，放鬆心靈，共享天倫之樂。



黃花梨木學名為降香黃檀，主要分佈在位於中國海南的尖峰嶺，

屬於熱帶雨林氣候。幾個世紀以來，這些極其稀有的黃花梨樹

木一直被用作奢華昂貴的木材産品和中醫實踐，樹葉也被製成

珍貴的茶葉。這些價值連城的樹木只生長在天然無污染的環境

中。為保證質量，黃花梨樹葉每年只有45天採摘期，提煉精油

的樹葉採摘於早上5點到10點之間，數量十分有限，使得這一

成分罕見和珍貴。憑借擁有世界上唯一的黃花梨樹木種植和生

産基地，億嘉國際集團成為第一個在護膚產品中使用此成分的

公司。黃花梨精油具有抗菌、抗氧化、抗炎等功效，能有效增

強肌膚免疫力，喚醒自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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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W為雲端平台，通過跨境電商的方式將業務覆蓋全球，應用

全球支付平台和全球物流平台實現交易，快速發展新市場業務，

避免了傳統模式中對新市場前期的時間投入。

YJW目前的主打產品為MAIONE系列護膚品，致力打造頂級的

抗衰老品牌。

YJW的物流遵從因地制宜的原則，採取不同方案，實現標準

化、模塊化和可追蹤。其中，利用香港貿易自由港的優勢，把

全球小包裹發放中心設立在香港；並根據當地的銷售訂單，及

時從當地倉庫直接分揀、包裝和配送，減少繁複的清關步驟，

大大提高物流效率。

YJW目前的重點市場有日本，歐洲，大俄區和東南亞等，在

全球各地共設立80多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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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銷商
通過網上商城購貨

購貨

經銷商

經銷商在購貨時可選擇在鄰近的服務中心取貨，
提高取貨速度

服務中心發貨

服務中心

根據服務中心的
出貨情況進行補貨

批量供貨









































































































爲

Redefine your healthy lifestyle



DRINK HEALTHIER,超級果汁      品      品



MIRIKEL QualiTen是億嘉國際公司經過數年精心調配，通

過高科技技術提煉、研發生產出的新型全素多功能保

健果汁。 QualiTen中的玫瑰提取物和葡萄提取物為高效

抗氧化成分，為您的身體補充足量的維生素 C和多酚，

有效改善體內血液循環，提高人體免疫力。這些成分

通過天然植物萃取，更為安全有效。

•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 全素

• 無麩質

• 無添加糖

• 非轉基因

億嘉國際的產品研發中心綜合了提取中心和實驗室，並由一群世界級的美容技術專家

和工程師領軍。馬來西亞作為 M I R I K E L Q u a l i T e n抗衰老植物飲品的率先銷售區域，

市場不斷開拓壯大，產品廣受好評和追捧。同時，位於美國洛杉磯和東盟地區的國際

化生產工廠，符合美國 F D A認證，彰顯 Q u a l i T e n“十全十美”的高端品質。生產過

程高標準嚴要求，生產車間全部無菌化生產包裝，給夥伴們提供最高質量的產品。



爲何選擇MIRIKEL QualiTen？

• 隨著生活節奏加快和工作壓力增大，人們常常會忽略自己的健

康飲食情況，因而需要合適的營養補充品。

• 飲食結構不合理和運動量不足是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以及

其他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明顯上升的主要原因。

• 選擇運動使自己保持活力，增強免疫力；並攝取足夠的豐富的

營養，讓身體保持健康，保持“年輕”，遠離疾病的危害。



產品主要功效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產品成分

玫瑰提取物

擁有豐富的多酚及酮類化合物，促進膠原蛋白的形成，使皮膚全面煥發青春容顏，
為細胞注入新生原動力，令肌膚保持年輕態。

葡萄提取物

增加皮膚的紫外線的耐受性，抵御年齡增長和光所引致的衰老問題；延長肌膚細
胞的活力，讓肌膚呈現更持久的青春光澤。

辅酶 Q 1 0

辅酶 Q 1 0被譽為“最珍貴的心臟保護劑”，不僅能給心臟提供動力，還具有強大
的抗氧化功能。對抗自由基，清理血管毒素，有利於保持身體精力旺盛。

多种水果萃取精華

多种水果萃取精華包括藍莓、草莓、覆盆子、石榴、百香果、紅甜菜、柳橙、
鳳梨、檸檬等。它們之間的相互協同更有效地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氧化的侵害。



綜合水果精華

水果和蔬菜可以幫助我們增強免疫力，改善血液循環，並保護我們的心血管系統。QualiTen中富含

抗氧化的藍莓、草莓、覆盆子、石榴、百香果可以抑制或消除自由基的活動，以此來增進體內運作

的營養物質，以及幫助對抗體內毒素的紅甜菜、柳橙、鳳梨和檸檬等食物。它們之間的相互協同更

有效地保護細胞免受自由基氧化的侵害。

越橘藍莓和草莓

富含花青素，可有效保護視力，提升免疫力，豐

富的膳食纖維有助於減少腹部脂肪，改善便秘。

覆盆子

幫助維持皮膚、心血管及神經系統的正常功能。

石榴

富含多種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有助於維持皮膚的

健康。

百香果
豐富膳食纖維，可促進腸道蠕動。

紅甜菜
增加體內的抗氧化酶。

柳橙
疏通毛孔和讓肌膚更白皙。

鳳梨
含有鳳梨蛋白酶和抗炎劑。

檸檬
有助於身體正常代謝,美白嫩膚。



QualiTen營養小課堂

• 100%純天然食材，高營養，低糖；

• MIRIKEL QualiTen主要成分中輔酶Q10的含量為每10g的QualiTen含有30mg的輔酶Q10；

• 輔酶Q10於1957年被發現，1958年，輔酶Q10研究之父：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的卡魯福魯卡斯博士認定了其化學結構，

並因此獲得了美國化學學會的最高榮譽。當時他提出輔酶Q10對心臟機能起著重要的作用。他40多年堅持服用，工作

時一直被公認為精力最充沛的教授之一。

適用人群

• 心血管方面疾病人士 • 有美容需求的女性

• 忙碌上班族群 • 減肥及健身人士



MIRIKEL營養廚房

QualiTen水果奶昔

1袋QualiTen

半杯椰子優酪乳
1磅草莓
1根香蕉
1杯豆奶
冰塊1杯（可選）

放入攪拌機中攪拌均勻即可享用營養豐富的水果奶昔。

※以上配方僅供參考，請隨時根據您的口味調製飲料。

QualiTen冰沙優酪乳

1袋QualiTen

1杯椰子優酪乳
1磅草莓
2勺蜂蜜

冰凍30分鐘即可享用美味冰沙優酪乳。



    



MIRIKEL Bluti 超級果汁採用高科技工藝和精選原料，天然安全研發和生產地均爲美國，

生產工廠獲得GMP認證，質量上乘。Bluti 超級果汁的主要成分，即藍莓濃縮果汁、

白葡萄濃縮果汁都是源自美國，其他原料則取自該原料品質數一數二的出產國家。

成分天然，確保產品在保質期內是安全並有益於健康的。Bluti 超級果汁中富含具有

極高抗氧化功能的藍莓成分，保護眼睛健康，改善視力，特別是針對電腦一族經常

出現的眼睛乾澀疲勞，有良好的改善效果；添加白藜蘆醇，High ORAC 水果混合物和

褐藻多醣精心配製而成。這些強大的營養成分，使Bluti 對皮膚，新陳代謝和眼部健

康等均產生積極影響。對於無法補充蔬菜水果營養的人來說，飲用Bluti 可補充蔬果

中的營養和膳食纖維，促進人體有效吸收。隨時隨地， 盡享新鮮藍莓的美味健康，

就在MIRIKEL Bluti 超級果汁。

•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 全素

• 無麩質

• 無添加糖

• 非轉基因



爲何選擇 MIRIKEL Bluti超級果汁？

• 國際認證，天然安全；

• 營養價值豐富，保健功能顯著；

• 採用美國高科技工藝和精選原料；

• 精心研發獨特配方，抗氧化和抗衰老聖品；

• 營養美味，適合全家飲用。

我們精心挑選，只為你的健康。



產品主要功效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a

藍莓

被稱為“水果皇后”和“漿果之王”，是蔬菜和水果中的“第一抗氧化成
分”，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評為“世界五大健康產品之一”。 藍莓富
含多種維生素，纖維，類黃酮，多糖以及花青素，通過臨床研究可有效改善
視力和眼部健康。*

白藜蘆醇

一種多酚類非黃酮類化合物，存在于高營養蔬菜和水果（如藍莓）中。 研
究表明，它是最有效的抗氧化成分之一。 除了對對抗皮膚衰老有積極作用
外，經臨床試驗，白藜蘆醇可有效促進新陳代謝。*

褐藻多醣

從褐藻中提取的天然藻類多醣成分。 褐藻多醣是膳食纖維的良好來源，同
時，褐藻多醣可有效促進新陳代謝。*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高ORAC水果混合物

Bluti超級果汁富含葡萄，蔓越莓，石榴，藍莓，蘋果，山竹，越橘，野櫻
莓和枸杞，這些水果具有高ORAC（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值，這意味著它們具
有很強的“綜合抗氧化能力（TAC）”。這一特性經臨床測試，可有效對抗
皮膚衰老，並為促進新陳代謝提供良好的幫助。*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MIRIKEL破壁靈芝孢子粉，採用純淨的無農藥條件下栽培的赤靈芝製成。使

用最先進的超低溫氣流破壁技術，實現高達99％的破壁率，使人體能夠有

效地吸收靈芝精華。同時，添加了紫錐菊提取物，並採用100％素食膠囊。

該產品經過科學配方，富含抗氧化成分，可有效免疫調節功能，支援免疫

系統和呼吸系統，保護您的健康。*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全素

•不含麩質

•非轉基因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

——《神農本草經》



靈芝歷史故事

古傳說食之可保長生不老，因此它被視為吉祥之物。如鹿口銜靈芝表示長壽，如意的頭部取

靈芝之、形以示吉祥︒在民間︐靈芝被稱為「長壽福祿、吉祥如意」之神。在日本，曬乾的

靈芝會被掛在家中或者大門入口處作為辟邪物。近年來，中國醫藥科學學院詳細審慎的從事

專門針對靈芝的科學研究，並將其列入中醫名貴稀有藥品名單。靈芝是在亞洲以及歐美國家

最為人熟知的功效性真菌類，擁有極高地位。靈芝被譽為“草藥之王”，中國及日本民族使

用靈芝至今已超過四千年的歷史。靈芝自古為以來還一直被作為珍貴藥材。中國現存最古老

的中藥典籍《神農本草經》裡記載了365種中藥，分為「上、中、下」三品，在上品的120種

中藥中，靈芝排位高於人參，為上上藥，並具有「益心氣、安精魂、補肝益氣、不老延年」

等功效。近代科學的進步已經發現靈芝有效的成分。已故的知名東方醫學教授 Hiroshi Hikino

將靈芝認定為「東方最重要的延年益壽草本植物」。現今中國草本領域，靈芝被界定為「營

養滋補品」，舉凡因年長而引發的種種身體狀況，都可藉由靈芝而獲得改善。



產品主要功效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產品成分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靈芝又稱林中靈，是一種真菌，被世人廣泛推崇，具有極高的營養價值。科學實

驗證明靈芝無毒副作用，富含靈芝多醣、靈芝三萜類等有效性成份。靈芝歷史悠

久，在中國已有2000多年的藥用歷史，被歷代醫藥家視為延年益壽的神奇珍品。

赤靈芝

紫錐菊提取物的原料藥紫錐菊，美國土著多年以來應用紫錐菊提取物作為增強免

疫系統和清血的替代醫藥，特別是在季節變化和感冒咳嗽多發性季節。紫錐菊提

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為多酚、菊苣酸、咖啡酸衍生物和多糖。不僅起到了抗氧化

的功效，還為免疫系統提供進一步支援。*

紫錐菊提取物

破壁靈芝孢子粉採用100％全素植物膠囊包裝。全素植物膠囊常用於草藥，維生

素及營養補品，對於因飲食或其他原因不能食用普通膠囊的人來說，全素植物膠

囊是完美的天然替代品。

全素植物膠囊



適用人群

•中老年人;

•忙碌上班族群,壓力族群;

•免疫力低下者;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支氣管炎患者、神經衰弱者;

•失眠、焦慮、記憶力下降、疲勞綜合症，色斑、老年斑增多人群;

•延緩衰老，延年益壽人群。



為何選擇MIRIKEL破壁靈芝孢子粉？

• 選用上等赤靈芝：赤靈芝，即多孔菌科真菌赤芝；作為靈芝入藥，藥用部位為子實體；赤靈芝具有增
益心氣、補充內臟、增長智慧、增強記憶力的功效，主治胸中的鬱結不舒。

• 高達99％的破壁率：據研究表明，未經破壁的靈芝孢子粉，人體吸收率僅為10%-20%；破壁後，人體

吸收率高達90%以上。靈芝的有效成分被緊緊包裹在厚厚的細胞壁內，只有破壁的靈芝孢子粉才能釋

放有效成分。

• 特別添加紫錐菊提取物：美國土著多年以來應用紫錐菊提取物，作為增強免疫系統和清血的替代醫藥，

特別是在季節變化和感冒咳嗽多發性季節。紫錐菊提取物的主要活性成分為多酚、菊苣酸、咖啡酸衍

生物和多醣。不僅起到了抗氧化的功效，還為免疫系統提供進一步支援。

• 選用全素膠囊：破壁靈芝孢子粉採用100％全素植物膠囊包裝。全素植物膠囊常用於草藥，維生素及

營養補品，對於因飲食或其他原因不能食用普通膠囊的人來說，全素植物膠囊是完美的天然替代品。

破壁後的靈芝孢子粉裝入無添加的純植物膠囊中，使靈芝孢子粉與空氣、水分、污染隔離，起到遮蔽、

保護與穩定的作用。



靈芝小課堂

•不同品種的靈芝多達62種；

•最常見的靈芝類型有六種：赤靈芝，黑靈芝，白靈芝，紫靈芝，黃靈芝，藍靈芝；

•赤靈芝是靈芝中藥效最好的種類；科學研究都是以赤靈芝為代表進行科研工作；

•服用靈芝往往需要一段時間之後才顯效果，要堅持久服。正如中國著名《本草書》

記述：久服靈芝輕身不老。因為靈芝具有提高機體的生命力、抗病力、及自癒康

復能力，故常服靈芝可以很好地適應環境，抗拒疾病，自動調節生理平衡。





新鮮，美味，200億活性益生菌讓您輕鬆愛上它。MIRIKEL DigeZ有酵益生菌中

富含的7種益生菌株，混合酶，低聚果糖及綠茶提取物。高活性益生菌與益生

元組合，科學配方有利於益生菌存活與繁殖，為您提供平衡的腸胃環境，排出

體內毒素，維持健康，活力滿滿每一天。

為消化系統和免疫系統的健康提供優質補充品，請放心將您的腸胃健康託付給

DigeZ有酵益生菌。*

•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 全素

• 無麩質

• 無添加糖

• 非轉基因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選擇 MIRIKEL DigeZ 的六大理由

1.科學搭配

採用7種菌共生發酵技術，有別於單一菌種發酵。複合菌株共

同生長，各司其職，互相幫忙，有效補充和改善腸道菌生態。

2.性能優良

高耐酸性，通過消化道進入腸道存活率高，在目標部位生存。

3.安全性高

安全性高，不變異、無副作用、無添加任何香精及防腐劑。

4.活菌數量高，質量更高

滿足人體健康，每天至少需要補充幾十億的益生菌，

DigeZ 益生菌數量高達200億。

5.五效合一

益生菌 + 益生元為普通組合。DigeZ 添加了酵素、

膳食纖維和植物精華成分，改善效果加倍。

6.活性穩定

採用冷凍乾燥、多層包埋技術；恆溫運輸處理，保

證益生菌活性。



7種益生菌

益生菌是一種活性微生物，幫助消化系統恢復自然平衡。DigeZ包括7種高活性益生菌，如嗜酸乳桿菌

和酵乳桿菌等，以緩解腹脹，改善腸道環境，促進營養吸收，維持體內菌株平衡。創造健康消化的理

想環境，減少身體不適的機會。臨床研究證明，益生菌可以有效改善消化系統和免疫系統健康。*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產品成分

混合酶

酶是蛋白質在所有健康的身體自然存在。DigeZ中富含多種優質消化酶，不僅可以幫助維持腸道健康，

還對改善胰腺疾病有很大益處。混合酶中包含木瓜蛋白酶和菠蘿蛋白酶等，木瓜蛋白酶是一種天然萃

取自木瓜果實的蛋白水解酶。因為它能加速細胞內的特定化學反應，還能分解某些類型的蛋白質，所

以被證實對健康有許多好處和作用，並且可以幫助分解食物中的複合蛋白質，將大分子結構分解為小

分子結構，從而確保腸道能夠均衡吸收營養，同時促進人體對益生菌的吸收。



低聚果糖

低聚果糖是一種存在於植物中的純天然低聚糖，是經臨床測試研究對健康有益處的甜味成分，無熱量

並不會導致齲齒問題。低聚果糖是一種水溶性膳食纖維，科學界公認最具代表的高活性益生元之一，

更有助於腸道中的益生菌生長繁殖，調節腸道菌群。*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綠茶提取物

綠茶提取物中富含豐富的茶多酚，排毒養顔，清除體內自由基，對抗甚至預防細胞損傷，幫助人體更

好的吸收維生素C。根據最新研究表明，綠茶提取物中的高抗氧化成分可以改善肝功能，幫助排出身

體各種有害毒素，在許多回顧研究中也發現，綠茶有助於預防一系列與心臟相關的問題，從高血壓到

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病症。在瑞士的一項研究中發現，核磁共振成像顯示，常喝綠茶的人在大腦的工作

記憶區域有更強的活動。所以，綠茶也被證實有助於阻止與阿爾茨海默氏症相關的斑塊的形成。保護

腸胃，還原年輕健康。*



適用人群

• 有美容需求的女性

• 減肥及排毒人士

• 腸胃疾病人士





MIRIKEL五行營養餐是億嘉國際MIRIKEL營養保健品系列推出的第一款營養代

餐產品。無論是忙碌生活,日常鍛煉,還是工作之餘,MIRIKEL五行營養餐均為

人們提供了一款均衡飲食的選擇。精心挑選配方,富含20種穀物、豆類、堅

果、水果和蔬菜,為您日常提供蛋白質、優質脂肪、高纖維、維生素和礦物

質。MIRIKEL五行營養餐運用現代萃取提煉技術,最大程度的保留植物的原有

營養；為了保證最佳口感,此款產品經過了無數次測試,營養健康又美味。

MIRIKEL五行營養餐讓您每一天充滿活力,幫助您管理體重和維持健身訓練。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全素

•無添加糖

•非轉基因



爲何選擇MIRIKEL五行營養餐？

「藥食同源」是東亞地區千百年來的智慧，通過食物來調養身體和改善健康，更是現代人

普遍認可的方式。同時，人們越來越重視食療的重要性。優質的食材是大自然的饋贈，只

要吃好吃對，健康距離我們並不遙遠。保持健康的同時，苗條有型的身材幾乎是每個人的

追求，但一部分人採取了例如節食等極端方式。短期的節食可能會使身體脫水並體重減輕，

但會傷害身體機能。究竟如何以最健康的方式來改善體型和健康呢？均衡的飲食和適量的

運動才是最好的瘦身與保持健康方式。MIRIKEL五行營養餐通過平衡日常膳食，減少肉類食

物帶給人們的高熱量、高脂肪來達到助益健康的效果；精細打磨，無菌烘焙，使穀物以粉

狀進入消化系統；相比粗糙、顆粒狀明顯的穀物更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不僅保留了穀物

中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營養成分，而且口感更好，食用更方便。每袋五行營養餐熱量低於120

大卡，含有豐富膳食纖維，讓您在減少熱量攝取的同時抵抗飢餓感。在您忙碌工作忘記吃

飯時，在您感到飢餓但控制飲食時，在您為家人準備一頓豐盛餐飲時，在您不知道如何均

衡飲食時，MIRIKEL五行營養餐是您最好的選擇。



產品主要功效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五行原理與產品成分

五行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元素，是寶貴的文化遺產。與陰陽八卦類似，目的是達到

一種「平衡」，五行平衡對人體健康會產生巨大益處。MIRIKEL五行營養餐源自中

華五千年來的古老禦醫智慧「五行食療」，在五行平衡原理的基礎上，對應五臟

的協調，引申至白、黑、綠、紅、黃即金、木、水、火、土五色食物。因選取了

五色食物的天然原材料，所以稱之為五行營養餐。



五行分類

： （代表原料：核桃、杏仁、白蘿蔔、銀杏）

黑色成份：腎（代表原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糯米）

綠色成份：肝（代表原料：葉黃素（萬壽菊提取物)、麥芽、西蘭花、綠豆）

紅色成份：心（代表原料：西紅柿、山楂、紅棗、覆盆子）

黃色成份：脾（代表原料：車前子、有機黃豆粉、有機燕麥、糙米）



成份種類

穀類

包括黑芝麻、麥芽、黑米、黑糯米、糙米和有機燕麥。這些健康穀物富

含多種營養如高纖維、維生素B和礦物質。高纖維有利於腸胃功能健康，

增強飽腹感；維生素B幫助身體從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中吸收能量。

這些穀物含有經臨床研究的天然植物成分，有益於健康和均衡飲食。*

豆類

富含多種豆類成分，如黑豆、有機大豆、綠豆、銀杏和大蕉種子，是維

生素B、鐵、鈣、磷、鋅和鎂等礦物質的重要來源。對於素食者來説，由

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組成的豆類是肉的理想替代品，為身體提供源源不

斷的能量。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水果&蔬菜

精心挑選紅棗、覆盆子、番茄、花椰菜、小蘿蔔和山楂，含有多種營養物

質包括鉀、纖維、葉酸以及維生素A、E和C，滿足您的每日健康需求。*

堅果

基於科學配方，特別添加了核桃、杏仁等堅果。杏仁富含纖維、維生素E

和鎂；核桃富含omega-3健康脂肪、抗氧化成分和植物固醇。堅果類可以

有效補充能量，控制體重。*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適用人群

• 忙碌上班族群，壓力族群；

• 減肥及健身人士；

• 需調理身體的人群；



五行營養小課堂

• 100%純天然食材;

• 低熱量、高營養；

• 配方中含有萬壽菊提取物：天然葉黃素；

• 營養學認為，最好的飲食是平衡膳食。平衡膳食的第一原則就是要求食物多樣化，

儘量吃五穀雜糧。粗雜糧的某些微量元素，如鐵、鎂、鋅、硒等含量也比細糧要多；

• 每袋MIRIKEL五行營養餐的蛋白質含量等於100毫升牛奶，膳食纖維含量相當於22

個蘋果，人體能夠最大程度的從MIRIKEL五行營養餐中攝取足夠的營養成分。



纖體減脂飲食搭配建議（僅供參考）

早餐:

1袋五行營養餐

1杯脫脂牛奶

2顆雞蛋白

1片全麥麵包

1份水果

午餐:

1袋五行營養餐

1份蔬菜

1份主食（以糙米飯為主）

1份肉類（以去皮雞胸肉、牛肉、魚肉為主）

晚餐:

1袋五行營養餐

1份蔬菜

1份肉類（以去皮雞胸肉、牛肉、魚肉為主）

1份水果

注:每天至少喝8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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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ijia.ca/zh-hant/compensation-plan/


绍

在億嘉國際會員及市場支持下，億嘉國際美國和加拿大僅用了2年

便在美國和加拿大的4大城市開設了4家分公司。 與此同時，隨著

公司迅速的擴張，億嘉國際名聲大震，口碑優質，當地報紙，電視

等重要媒體紛紛尋求合作來報導公司的大事記。



DSN

https://yijia.ca/yijia-in-the-media/


https://yijia.ca/yijia-in-the-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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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郭主席和主席夫人在億嘉加拿大參與[億嘉慈善基金]揭牌成立儀式











參加精英特訓營是一門突破自我，挖掘潛能的訓練。有助於
團隊協作、提升自我、融洽人际关系、开发领导力及影響力。

幫助克服恐懼舞台演講，用語言拉近主持與觀眾的距離，從
談吐間的涵養，台風，音調，眼神以及手勢等全方位巡禮讓
你成為一名合格、優秀和自信的主持人。

九型人格培訓是一個性格分析工具課程，有助提升个人修养，
对自己的认知，以及了解不同人的個性類型，從而懂得如何
與不同的人交往溝通及融洽相處，在不同場合活現不同的型
格，與他人建立真摯和諧的合作夥伴關係。

學習網絡營銷,讓你快速掌握社交網絡平台的運用以及製造
營銷工具，建立你的品牌形象,挖掘潛在客戶.讓你在經營

事業的過程中少走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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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 馬來西亞吉隆玻雙威金字塔會議中心

•  自20多個 家的2000多名代表和300多名獲獎者

• 現場恢弘，星光燦爛。2014年，億嘉 際在海外市場從零起步，在不到一年時間，

打造出237戶收入過5千 金的水晶、94戶收入過2萬 金的珍珠、42戶收入過5

萬 金的藍寶石、5戶收入過30萬 金的紅寶石、和2戶收入過百萬 金的翡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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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8日, 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 兩千多位 自20多個 家和地區的夥伴

• 耗資千萬打造莊嚴隆重的盛典。

• 2015年，在企業的傾力栽培下，共打造了800多戶收入5千 金的水晶經銷商；

312戶收入2萬 金的珍珠經銷商；120戶收入5萬的藍寶石經銷商；12戶收

入30萬 金的紅寶石經銷商，5戶收入150萬 金的翡翠經銷商和2戶收入

500萬 金的鑽石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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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日, 台灣高雄巨蛋體育館

•  自世界各地的一萬多名夥伴與數百位獲獎者

• 2016年，億嘉 際共打造了150戶收入5萬 金的藍寶石經銷商；35戶收入30萬 金

的紅寶石經銷商；16戶收入150----500萬 金的翡翠 鑽石經銷商；以及16戶享有全

球分紅的億嘉 際皇冠 使。

• 39 的代表們舉著 旗，邁著沉穩的步伐走進會場。那一面面迎風招展的旗幟，是億

嘉事業版圖上璀璨的光芒，見證著億嘉人遍佈世界各地傳播 與愛的足跡。

• 皇冠 使們乘坐專屬的豪車巡場，接受全場夥伴的祝福與嘉許，榮耀備至。

• 全場傳送億嘉 旗，傳承億嘉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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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0日，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

• 本次盛會全球直播，讓全球億嘉人共同見證從平凡走向傳奇的無上榮耀，而且本次

盛會還受到社會各 媒體的持續關注和到場採訪，對億嘉 際這場盛會進行報導。

• 2017年度，共打造了36戶享有全球分紅的億嘉 際皇冠 使，其中14戶雙皇冠 使，

11戶站在榮耀巔峰的三皇冠 使。

• 禦林軍精彩表演和儀式，尊享榮耀和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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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美國拉斯維加斯百樂宮酒店

•  自世界50多個 家和地區的上千位夥伴參與

• 億嘉 際耗資900萬 金打造的頒獎盛典創下多個紀錄：第一次是全場都是達標

獲獎者、都是團隊骨幹和領袖，史上參加者最 際化和多元化的一次，史上第一

次億嘉博覽會，億嘉 際第一個體驗企業文化的主題曲和MV發布等。

• 本次盛會官方網站全球直播，讓全球億嘉人共同見證從平凡走向傳奇的無上榮耀。

• 藍寶石領袖，紅寶石領袖，皇冠 使，雙皇冠 使，三皇冠 使全場巡禮，盡享

榮耀；拉斯維加斯特色歌舞表演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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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之旅



海南三 之旅



拉斯維加斯之旅



品
牌
周
邊

億嘉 際一向鼓勵全民運動，生命在於運動，而高效健康的運動離不開優質的裝備，億

嘉 際全球首發億嘉百寶箱，為你提供多種多樣的運動裝備。除了運動，億嘉百寶箱將

會出現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YiJia Gear包括生活類用品如背包，杯子，瑜伽墊，環

保袋，衝鋒衣，運動綁帶等，還有市場行銷材料如手冊，橫幅，定制LOGO筆和名片等。

www.yijiagear.com

尋找各種需要的市場工具。這樣，當您在咖啡廳或家裡與夥伴分享產品和商機時，不僅

可以表現出專業的態度，還能為您的團隊夥伴提供支援和幫助。

http://www.yijiage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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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海報下載鏈接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
olders/1GXcAqhyQPfuw6JocfD
QE_66UndH_h4AR?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GXcAqhyQPfuw6JocfDQE_66UndH_h4AR?usp=shar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j_yCx5q7vSY&list=PLDyeh3_
y0rB19eULFgo2f5uDE6ow9i7JH

產品視頻播放列表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yCx5q7vSY&list=PLDyeh3_y0rB19eULFgo2f5uDE6ow9i7JH


皇冠 使的成功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j0kpQWOdsPc&list=PLDyeh3
_y0rB1NTkDG1ZKfHU-_f1shaAd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kpQWOdsPc&list=PLDyeh3_y0rB1NTkDG1ZKfHU-_f1sha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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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ijia.us

https://yijiacn.podbean.com/

www.yijia.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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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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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ijia.support

+1 888 991 0924

info@yjmaio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