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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0 年代的中国，有一个人把生锈的铁钉和动物的碎骨加

入羹汤里，分别为他的饮食补充铁质和钙质，让自己活得健

康。由于当时的食物资源匮乏，他察觉到除了日常饮食之外，

还必须摄取各种维他命和营养辅助品才能活出健康人生。

因此，当他重返美国时，心里已订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创制人

人能买到的各种维他命和营养辅助品，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他

变成一位疯狂的种籽科学家，取用大量的植物和矿物质来做实

验。最终在 1934 年，他推介自己首创的产品，即含有 12 种维

他命、9 种矿物质和 17 种植物浓缩素的综合维他命丸，售价

是每罐 20 美元。该产品的罗马数字名称 – DOUBLE X ，就是

由此而来。

这个品牌就是凭着 DOUBLE X 这种招牌营养辅助品声名鹊

起，直到今日备受人们喜爱与推崇。那个人的名字叫 Carl 
Rehnborg。他创建的家喻户晓品牌正是 Nutrilite。 

最佳天然养分，卓越科学工艺。

从我们在农场里播种的种籽，到阻止害禽偷吃我们农作物的猎

鹰；从我们在研究实验室里综合各种植物营养素，到严谨地搜

寻下一种营养保健品，我们都匪夷所思地讲究每一个细节，因

为 Carl Rehnborg 从一开始就知道，一流的营养辅助品意味着 
– “最佳天然养分，卓越科学工艺”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

年轻时的 Carl Rehnborg

品牌

32

Nutrilite 创办人 Carl Rehnborg

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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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

最佳

唯一

我们是:

我们发明了第一种综合维他命 (DOUBLE X) 并在北美洲发售。我们也早在近 90 年
前就率先采用植物基的植物营养素成分 – 至今犹是 – 世界上胜人一筹的营养辅助

品制造商。

全世界销量第一的维他命与膳食营养

辅助品品牌。

我们是全球唯一在本身的合格有机

农场里栽种、收割及为植物加工的

维他命与矿物质品牌。

资料来源: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

的真凭实据
我们希望您一起来发掘 Nutrilite 标签背后的真凭实
据。为什么? 这正是我们确保 Nutrilite 产品的可追
溯性的方法。可追溯性对于食物固然重要，它对膳
食营养辅助品也非常关键。从一开始， Nutrilite 就
一直把追踪成分与产品的来龙去脉视为基本原则。 
其实，它能帮助我们保证我们的产品纯正、安全又
有效。

今时今日，在 Nutrilite 本身拥有的近 6,000 英亩合
格有机农场地和近 100 个伙伴农场里，我们采取每
一个步骤实践植物成分的可追溯性。而且，我们并
没停滞下来。

我们在农场里落实的一丝不苟的措施，也同样运
用在从 Nutrilite 播种到制成营养辅助品过程里
的每一个领域。 发掘标签背后的真凭实据不但有
助于保证成分的纯度，以及将过程中采取的所有
步骤记录在案，它还意味着我们持之以恒在改善
我们的作业素质。

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人像我们那么关怀备至或耗
费巨资确保我们拥有最纯正的成分，以最安全的
方法制造，以便人们对我们的产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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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标签背后的真凭实据，步步跟踪我们一丝

不苟的详细可追溯性过程 9 部曲，了解我

们如何把最纯正、最安全及最有效的 Nutrilite 
营养辅助品带给您。

1. 选择植物成分 

2. 种籽的遴选

3. 挑选农场

从我们的功能性目标资料库里采集

种植物营养素的指纹图谱，以确知哪些是最佳成

分和成分组合。

每年栽种             颗种籽，并非每一种都能过关！

我们针对多方面测试种籽，例如有机性质、纯净度和发

芽率等。

我们将近             英亩的有机农场地仅仅是个起

点。若我们无法自行栽种，就会物色最佳的伙伴农场。

5. 收割

6. 萃取

4. 栽种 

我们在短短        分钟之内把植物从

农田移往在场的干燥机，以确保最高水

平的营养素。

我们把植物的各部位如外皮、种

籽、根部和叶子等浓缩或烘干，

以获取最高水平的营养素。

每种植物都拥有出生证书，而且每一种

都是在         不含杂草及无化学

杀虫剂情况下栽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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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造

9. 您

8. 包装

我们每年针对各种成分进行了逾

       项品质检验。

我们的可追溯性过程由您开始

并以您为结束。

*可追溯性过程 9 部曲反映  Nutrilite™ 拥有的农场之实况。

摇晃、挤压、扭拧、照X光。

我们每年测试我们的包装逾   

         次。

我们追溯 Nutrilite 产品里的每一种成分，以确保为您

制造的营养辅助品是纯正、安全又有效的。我们对可

追溯性的承诺，是由这 3 大支柱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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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我们的成分在哪里栽种，我们都能够追

溯 Nutrilite 营养辅助品里含有哪些成分 – 以
及不含哪些成分。*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 2016 年全球维他
命与膳食营养辅助品制造商的审查结果为准，除了产品的有机认证之
外，还包括他们对从农场到制造这整个生产过程的拥有权。

•	 在美国、墨西哥和巴西拥有 
6,000 英亩的合格有机农场地。

•	 全部农场皆经过严格的品质控

制，以确保采用最纯正的成分。

•	 我们是全球唯一在本身的合格有

机农场里栽种、收割及为植物加

工的维他命与矿物质品牌。

我们的 NutriCert 认证规定各供应商的

农场必须是可追溯的、具有生态永续

性以及对社会负责。通过 NutriCert 
计划，我们牢控从种籽到营养辅助

品的整个过程，确保 Nutrilite 产品

只采用最优质的成分。

我们的农场 伙伴农场

如果您知道所买的营养辅助品都经过现有最严格的安全性测试，

比业界标准有过之而无不及，就会对它有信心。安全性来自：

Nutrilite 每年进行逾 500,000 
项品质检验。

每一种产品都针对安全性与品质

接受至少 200 次分析。

Nutrilite 聘用一支全球团队在公

司内服务，而全体人员均为考核

合格的专业科学家 – 他们在终端

对终端的产品研发期间审查各种

成分与配方多达 5-6 次。

程序 测试测试再测试人才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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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rilite 比任何同行都更花心思，它尽量确保我们

的顾客获得最有效的营养辅助品。有效性是来自：

每一种产品和包装都要经过

营养辅助品的稳定度测试，

通过包装上列明的保质期保

证它们的有效性及锭片的货

架寿命。

每一种成分皆经过标准化，确保

每颗锭片里的重要营养成分均达

到某个百分比(%)。至于含有植物

成分的营养辅助品，我们就进行

植物化学成分指纹图谱采集。每

一种植物都有它本身的植物化学

成分指纹图谱，如果我们不留意

的话，就可能无法准确选出我们

所要的植物。

我们采用效能水平一致的同

样成分，以便每次都制造出

同样高品质的营养辅助品。

稳定度 标准化 一致性

知悉您的营养辅助品来

自何处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每年大约每 

10 人当中就有 1 人食物中毒)。

帮助填补您饮食中难免

缺失的营养。

针对顾客感兴趣的可追

溯性课题，例如合格有

机务农和安全性测试作

出回应。

回答关于 Nutrilite 营
养辅助品是否“价有所

值”的问题。

建立对您、您的事业和

您的产品的信任。

让 Nutrilite 从其他竞争

者产品中脱颖而出。

如何对您的安利事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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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发掘标签背后及以外的真凭实据是我们一路来秉承的传

统。1942 年，Nutrilite 创办人 Carl Rehnborg 在南加利福

尼亚州 San Fernando 河谷购买了一座农场，以便在不使

用化学杀虫剂或除草剂的情况下，具体栽种紫花苜蓿和其

他植物。

他研发了自己的务农原则与技巧，我们如今称之为 
Nutrilite 务农实践，它包括把植物追溯到种籽的阶段，这

是个具有前瞻性的过程 - 它是我们从种籽到营养辅助品理

念的开始，也是 Nutrilite 可追溯性过程的起源。

今时今日，发掘标签背后及以外的真凭实据已成为一项重

要课题，但对我们来说，它一直以来都是那么至关重要。

选择

选择

健康
Nutrilite

过去近 90 年来，我们一直坚持这项理念，并专注于三大关键支柱：纯正度、

安全性和有效性。纯粹因为我们必须做对的事情。

扫描二维码观赏视频！

欲知有关标签背后的真凭实据之详情， 

请前往：https://traceability.nutrilite.com.my/

信任 Nutrilite。点击这里购买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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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吗?

https://www.amwa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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