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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人生需要规划”，邱运富把
这句名言深深地记在脑里，这也是
他的导师，爱缔贝优质生活的全球
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拿督斯里侯建仲
博士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彻底改变
了他的一生，引领他实现了多年的
创业梦，他也坚信这份事业一定会
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一旦设定了目标，我们就应该身
体力行集中所有精力去实现承诺。
当您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的人生
目标就更容易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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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缔贝于2019年2月23日在大华酒店欢庆金玉满堂迎
丰年，逾千人齐聚一堂，爱缔贝首席执行长兼全球
总裁拿督斯里侯建仲博士，向百万俱乐部董事会员
（MDLC）以及全马各地的爱缔贝家人互相拜年道贺，
场面壮观热闹，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新春佳节气息。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括爱缔贝集团总裁拿督斯里侯
建仲博士太平局绅与集团首席营运执行长拿汀陈维
旋、Superlife团队的Dr. Michael Tirant博士、凤凰地产
集团首席执行长房迪强、德瑞蕬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长梁铭嘉、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前秘
书长拿督阿布沙末沙布丁与夫人拿汀法伊莎、马来西
亚全国合作社运动协会（ANGKASA）主席拿督哈芝阿
都法达哈芝阿都拉、东盟合作组织（ACO）秘书长拿
督巴杜卡哈芝哈纳比哈芝苏莱曼。

当天活动邀请了柔佛麻坡具有世界狮王之称的关圣宫
醒狮团呈献高桩表演，为开场掀开序幕，这只备受
瞩目多届蝉联冠军的关圣宫龙狮团，作出了连番跳跃
高桩的高难度动作，精彩的表演引来观众阵阵热烈掌

声。此外，现场还准备了各种精彩活动，如传统舞蹈表
演、现场乐队演唱和抽奖环节。千人捞生也是活动的另
一个焦点，寓意今年捞得风生水起、福禄长寿、繁荣昌
盛、成功兴旺。

这次的千人盛会也见证了爱缔贝与德瑞蕬的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拿督斯里侯建仲博士太平局绅入主德瑞蕬，
这是一家在美国上市，首屈一指的营养保健公司。双方
的联手合作将提升企业的产品开发，实现资源最大化的
举措。拿督斯里候建仲表示，“这次与德瑞蕬的合作是
如虎添翼，爱缔贝将利用德瑞蕬的高品质功能性健康补
充剂、护肤方案、保健产品和一站式方案的自有品牌制
造服务。”

派发红包是华人新年传承的一种传统习俗，拿督斯里侯
建仲博士当起了财神爷，派发红包给在场逾千位来宾，
大家收到满满的祝福都眉开眼笑。

在金猪之年，爱缔贝期盼与您再创巅峰，一起飞跃纽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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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缔贝于2019年11月3日假马来西亚
国际贸易展览中心（MITEC）举办了
一场盛大华丽的新品推介礼，并与逾
1,000位来宾共同见证Énergétique系列
旗下最新的护肤品-玻尿酸精华液和洁
面泡沫慕斯的诞生。

当天出席推介活动的嘉宾包括了爱缔贝
集团全球总裁拿督斯里侯建仲博士和国
际旅游小姐主席和大马纪录大全创始人
丹斯里拿督黄罕荣。这场产品推介活动
非常荣幸邀请到拿督Syafinaz  Selamat担
任表演嘉宾，并在她震撼人心的歌声中
正式拉开序幕。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爱缔贝赞助2019年
国际旅游小姐，大会邀请了39位各国家
的佳丽一起在台上推介这两项新品，壮
观场面令在场的与会者打开眼界。这
项“最多国家佳丽参与护肤品推介礼”的
创举也成功列入大马纪录大全。

Énergé t ique系列产品推崇法式简约
保养的护肤理念，以高端科技和高效
的配方，让肌肤获得最大的效益。这
次推出的护肤新品Énergé t ique玻尿
酸精华液具有五重功效，富含四种
功能性的玻尿酸及独特胜肽配方，

为肌肤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完美
对抗干燥肌肤，让肌肤焕发自信光
彩！Énergétique洁面泡沫慕斯则以温
和、无刺激为主打，全面满足各种肤
质洁面所需而研发，温和亲肤的氨基
酸，深层洁面，柔润亲肤，洁净后的
肌肤倍感舒适清爽。

此外，当天活动也公布了GoKurus瘦
身比赛的冠军得奖者，这项90天挑战
比赛共有两位冠军的诞生，他们是
Hew Yuen Hoay以及Cheah  Lai  Yan， 
两位都是在服用《享瘦•糖》产品后，
成功减掉了14kg和10Kg体重，并在众
多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当天的另一个焦点是  进行隆重的表扬
大会，为爱缔贝的杰出经销商进行表
彰，包括新晋的红宝石董事、蓝宝石
董事、钻石董事、皇家皇冠董事以及
所有在623系统达标的领袖们，表彰人
数多达300人。

活动的尾声，百万俱乐部董事会的一
众领袖带着感恩的心，对全球总裁的
苦心栽培表达谢意，大伙也纷纷上前
拥抱鼓励，在温馨感到的气氛下，活
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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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3日，1万5千人在吉隆坡武吉加里
尔亚通体育馆一起欢呼“爱缔贝，凤凰！爱缔
贝，凤凰”  那强大的能量，激情澎湃的呐喊

声，撼动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

这也是爱缔贝首次举行万人峰会，创下了历年来
最多人参与的记录。出席的贵宾和领袖来自全球

各地，香港、日本、台湾、澳洲、德国、印度、新加
坡等等，共同见证爱缔贝十五周年和凤凰五周年庆
典。现场气势宏大，场面壮观。

为了让贵宾们感受不一样的尊荣礼遇，今年的进场仪
式特别安排了豪华宾利轿车迎接贵宾走红毯，享受万
人为他们欢呼喝彩。这一夜，星光璀璨，荣耀与共。

当晚的节目内容精彩纷呈，表演形式丰
富多样，当中有鼓乐表演、精湛的舞
蹈、LED动感全彩球、惊艳的高空杂

技表演、巨星献唱等等，给每位观众呈现了一
场难忘的视听饕餮盛宴。

本地歌手陈珂冰担任开场嘉宾，为活动暖场，
率 先 带 动 观 众 进 入 热 腾 的 气 氛 。 此 外 ， 马 来
西亚的小天后李佩玲也呈献多首脍炙人口的歌
曲，全场合唱，跟着音乐一起嗨翻天！

当晚的亮点是压轴出场的表演嘉宾，亚洲天后
G.E.M邓紫棋，其震撼的歌声和舞台魅力，把
活动气氛推向高潮，点燃全场热情，现场一片
沸腾！

活动的尾声，爱缔贝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
长拿督斯里侯建仲博士率领大家合唱爱缔贝之
歌《拥抱世界》。伴随欢声笑语，伴着温暖的
感动，伴着前行的期待，爱缔贝高层、合作伙
伴、高阶领袖纷纷举起了香槟酒杯，祝贺和期
待下一个辉煌的十五年，也为这次的周年庆画
上了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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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iviti Antioksidan

Antioxidant Activities

69 .34
%

抗氧化活性

88
个基因营养学的验证

Profil Nutrigenomik

Nutrigenomic Profilesll
SUPERFOODS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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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

消费者
使用满意度

快速高效 保湿功效

长达 小时仅需      周就有明显效果

90％

87％

63％

柔润

光滑

弹性

适合所有肌肤   瞬效吸收   不油腻不粘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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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所有肌肤   平衡   舒适   绵密   轻松 

具极佳的洁净
和发泡能力

氨基酸类表面活性剂
表面活性剂均易于生物降解，
符合欧盟洗涤剂法规的
生物降解性法规标准

耐硬水性 最温和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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