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計劃可以幫助任何年齡人士健康減重並強化肌肉。體重管理

減重 30 天體內
排毒與燃脂計劃

減重超級套裝4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奶昔、2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套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 盒e+™ 能量飲（6支）、1份全面核心端粒維
護膠囊每日套裝、1台IsaBlender 攪拌機、1盒IsaDelight®巧克力、1份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1份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1盒IsaLean Bar 瘦身餐條、工具包： 商務套裝、一年免費會員資格、Isagenix活動證書、
歡迎套裝包、減重計劃指南、工具包： 商務套裝、一年免費會員資格、Isagenix活動證書、歡迎套裝包、兩張親友轉介禮券，一張 $25的產品禮券、減重計劃指南
30天頂級套裝 4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 奶昔、2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份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份 e+™ 能量飲（6入）、1台IsaBlender  
攪拌機、1份IsaDelight巧克力、1份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1份IsaLean® Bar 瘦身餐條、1份5件樣品套裝、工具套裝： Isagenix 活動禮券、減重計劃指南
減重30天體內排毒與燃脂計劃  2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4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 奶昔、1套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1 份AMPED™  
Hydrate 4支補水活力飲料（多汁柳橙）、減重計劃指南

本計劃結合優質蛋白和天然養分，促進您的健康，讓您從早到晚都充滿活力。能量
能量超級套裝 能量計劃

能量超級套裝2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 奶昔、 1份全面核心每日套裝、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盒IsaLean Bar 瘦身餐條、1 份AMPED Hydrate 4支補水活力飲料（多汁柳橙）、4盒e+™ 能量飲 
（6支）、1盒IsaDelight®巧克力、1盒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1罐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只限罐裝）、1份Isagenix 咖啡、1台IsaBlender 攪拌機、3份5件樣品套裝、1瓶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

噴霧、1瓶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2 份AMPED™ Hydrate 4支補水活力飲料（多汁柳橙）、工具包： 商務套裝、一年免費會員資格、Isagenix活動證書、歡迎套裝包、能量計劃指南
能量計劃2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 奶昔、 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2 盒IsaLean Bar 瘦身餐條、1 份AMPED™ Hydrate 4支補水活力飲料（多汁柳橙）、2份e+™ 能量飲（6支）、1 盒IsaDelight®巧克力、 
1 盒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1份Isagenix 咖啡、1瓶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能量計劃指南

本計劃能提供主要養分、提升能量劑和高品質蛋白，幫助您獲得更最佳表現及恢復。活力表現
活力表現超級套裝 活力表現計劃

活力表現超級套裝2 盒e+™ 能量飲（6支）、1罐AMPED Nitro、1盒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1盒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1份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1罐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2份IsaLean PRO 奶昔、2罐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1份AMPED蛋白餐條、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盒IsaLean Bar 瘦身餐條、1盒全面核心每日套裝、1份Isagenix 活動證書、工具包： 商務套裝、一年免費會員 
資格、歡迎套裝包、2份5件樣品套裝、 （包括 IsaShaker™ 搖搖杯）、1台IsaBlender 攪拌機、活力表現計劃指南
活力表現計劃1盒e+™ 能量飲（6支）、1罐AMPED Nitro、1盒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1份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1盒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2份IsaLean PRO 奶昔、1份AMPED蛋白餐條、 
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活力表現計劃指南

這些計劃透過幫助供給身體所需的微量營養素及宏量營養素促進您的長期健康。抗衰老
抗衰老超級套裝 抗衰老與端粒 

輔助計劃

抗衰老超級套裝 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2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 奶昔、 1份全面核心端粒維護膠囊每日套裝、1瓶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  
1盒IsaDelight 巧克力、 1份Rejuvity™ 皮膚護理套裝、 1份4天用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 1台IsaBlender 攪拌機、 1 份IsaGenesis端粒維護膠囊, 1份e+™ 能量飲（6支）、1份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1份5件樣品套裝、 
工具包： 商務套裝、Isagenix活動證書、一年免費會員資格、歡迎套裝包、抗衰老計劃分步指南
抗衰老與端粒維護計劃 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1 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2份IsaLean 奶昔或IsaLean PRO奶昔、1份全面核心端粒維護膠囊每日套裝、1 份4天用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 抗衰老計劃
分步指南

歡迎來到 ISAGENIX 
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計劃及套裝的內容可根據供貨情況而隨時變更。

減重超級套裝 30天頂級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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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39美元即可加入！ 或參加自動發貨計劃，以$29美元入會並享受回饋價格。（會員每年需繳納更新的會員費。）
節省$10美元

我希望加入每月的

回饋計劃
自動發貨

是 否

 最超值（參加自動發貨計劃的優選客戶）： 如果您支付$29的會員年費，並建立一個便利的每月自動發貨訂單，您不
但可以在一年的時間內在每張BV產品訂單上享受比建議零售價約低25%的優惠價格，還能在今天訂購的任何套裝
或計劃上享受5%的額外優惠。 

 更超值（未參加自動發貨計劃的優選客戶）： 如果您支付$39的會員年費，您即可在一年的時間內在每張BV產品訂
單上享受比建議零售價約低25%的優惠價格。  

 超值（客戶）： 只需建立一個客戶會員賬戶，您即可在每張BV產品訂單上享受比建議零售價約低10%的優惠價格。

註冊加入自動發貨。這項自選計劃讓您設定每月自動的發貨。您的第一次自動發貨訂單大約會在您首張訂單的28天後被寄出並收款。後續的自動發貨訂單將按照28天的週期被寄出並收款。您必須選擇至少一
個佣金相關產品才能設立自動發貨訂單，但自動發貨訂單沒有購買下限。您明白無需您的任何其他行動，您已經訂購的產品將被定期寄送給您。只有您自己，或經您授權並以您的名義行事的人才有權開始、取
消或修改您的自動發貨計劃。 您可以隨時通過電郵Support@IsagenixCorp.com或致電877-877-8111通知Isagenix，取消或修改您的自動發貨訂單。Isagenix最遲必須在您該月自動發貨訂單辦理日前的一個 

（1）工作日收到修改或取消訂單的通知；否則對訂單的修改或取消將於Isagenix收到您通知後的下個月生效。

您在這裡的簽名表示，您授權您的註冊贊助商使用您在這裡提供的資訊開始辦理您的客戶
會員申請，以及您的初始訂單（如適用的話也包括自動發貨訂單）。線上的「客戶申請與協議
的條款及條件」，包括「Isagenix的隱私政策」及「退貨與退款政策」，內含您協議的條款。您在
註冊的時候將有機會檢視這些條款。您也可以在Isagenix.com網站上審閱，或透過電郵獲得
這些檔案。請注意，這張表格上的資訊旨在協助新Isagenix會員的註冊過程，而不可替代會
員條款與條件的全面披露。下面是一些您現在需要瞭解的資訊:

根 據 郵 寄 地 址，我 們 將 收 取 銷 售 稅 及 運 費。我 們 提 供 有 限 的 產 品 滿 意 保 證。
若 需 瞭 解 詳 情，請 前 往 I s a g e n i x . c o m 檢 視 我 們 的「 退 貨 與 退 款 政 策 」。您 收 到
的 貨 物 中 會 隨 附 一 份 完 整 的 政 策 影 本。I s a g e n i x 客 戶 會 員 賬 戶 需 每 年 更 新， 
在更新時您需要根據您的客戶類型繳納屆時適用的會員費，以及相應的銷售稅。

您在建立Isagenix賬戶時提供或被收集的個人資訊將被參與我們的分銷網絡運營和管
理的員工、聯營商及分銷商使用。因此，您同意將下列資訊披露給Isagenix的內部部門、
外部服務供應商、註冊贊助商、安排贊助商和您的支持團隊：您的姓名、電話號碼、傳真號
碼、和/或電子郵箱地址、郵寄地址、您在申請表上提供或更新的其他聯絡資訊，以及有關
您的Isagenix訂單資訊（不包括付款卡/賬戶資訊）。您同意Isagenix或其代表方利用自動
電話技術（例如自動撥號或提前錄音的電話留言）、簡訊，以及電子郵件與您聯絡，並同意
及認可Isagenix或其代表方可利用您提供的電話及傳真號碼，以及電子郵箱地址以上述
方式聯絡您。您所用的電話公司的標準費用將適用於這些電話和簡訊。您可以透過您的
線上賬戶，或用下列電子郵箱地址、實體地址或電話號碼與我們聯絡，選擇不接收簡訊、 
傳真、電話或電子郵件。

您的簽名授權ISAGENIX、其附屬機構、獨立聯營商及代表就ISAGENIX相關事宜以電話、傳
真、普通郵件、簡訊及電子郵件的方式與您聯絡。

您購買的Isagenix產品僅供您本人使用（或供與您一起生活的家人作為個人使用），您不可
以任何方式提供、展示、銷售，或幫助其他人提供、展示或銷售Isagenix的產品（包括線上拍
賣網站如eBay或亞馬遜（Amazon）、電子商務網站、零售網站、集市、二手市場等）。 

您可以在上述日期的三個工作日（若您居住在阿拉斯加州則為五個工作日，威斯康星
州為15個工作日，肯塔基州為30個工作日）內，或在其他任何時間，以下列一種方式向
Isagenix提交書面通知，在沒有罰款或責任的情況下取消這項交易：郵件/快遞至：Isagenix 
International, LLC，收件人： Account Requests, 155 E. Rivulon Blvd, Gilbert, AZ 
85297；傳真(480)636-5386；或用您在Isagenix帳戶裡登記的電子郵箱發送郵件至
AccountRequests@IsagenixCorp.com。 該通知必須包含您的簽名（除非是從您在Isagenix
帳戶中登記的電子郵箱發出的電子郵件）、打印或書寫工整的姓名、地址，以及您的Isagenix
帳戶號碼（如果知道的話）。  如適用，Isagenix會根據相應規則辦理您的通知並進行退款。

____ （客戶姓名首字母縮寫）我希望參加每月的自動發貨計劃，並授權Isagenix按照我每月自動發貨訂單的金額從我的信用卡或簽帳卡裡扣除款項，或是從我的銀行賬戶提取款
項（如適用）。我明白所有自動發貨的訂單都需支付相應的銷售稅、運費及手續費，這些費用會被額外計入訂單總額。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用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絡：

電子郵件: AccountRequests@IsagenixCorp.com

電話： (877) 877-8111

普通郵件： Isagenix International, LLC

Attention（收件人）： Customer Care（客戶服務）
           155 E. Rivulon Blvd
           Gilbert, AZ 85297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
     男性

     女性

ISALEAN 奶昔（袋裝包另有$4附加費）

      奶油荷蘭巧克力

      奶油法式香草

      草莓奶油

      巧克力薄荷
    
      天然奶油香草（猶太潔食）
 
      天然漿果（不含乳製品）

      濃郁巧克力（不含乳製品）

ISALEAN PRO 奶昔
     
      天然香草
 
      法式香草
 
      天然巧克力
 
      草莓奶油風味

ISAGENIX 咖啡

      頂級

      有機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
     
      香脆巧克力花生

       酥脆巧克力

       特濃巧克力

       檸檬百香果

       焦糖腰果

       巧克力漿果樂（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花生醬（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椰子杏仁（不含乳製品）

E+ 能量飲
 
      蘋果石榴口味
      青檸味

      覆盆子味

AMPED™蛋白餐條

      餅乾麵團

      巧克力布朗尼

      草莓奶油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

       燒烤味

       酸奶油配細香蔥
  
       白切達乳酪

ISAGENIX CHEWABLES代餐小點心 

       天然巧克力

       法式香草
 
       天然野生漿果（不含乳製品）

ISADELIGHT 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

       黑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與海鹽焦糖口味

       黑巧克力薄荷口味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袋裝包另有$4附加費）

      多汁柳橙

       清新葡萄

       青檸

  
 

請前往IsaProduct.com檢視更多產品資訊。

為了遵守支付卡產業（Payment Card Industry，PCI）的標準，聯營商不得記錄或保存持卡人的資訊，包括信用卡帳戶號碼。  您可以在
客戶的個人發展中心裡協助他們訂購及支付產品或會員申請，或致電客戶服務尋求幫助。 您也可以替您的客戶訂購及付款，並可直接
向他們收取款項（現金、支票、匯票等）。

客戶簽名 選擇接收簡訊/電子郵件

手機

名字 姓氏 日期

送貨地址

郵寄地址

電子信箱
城市，州份，郵遞區號

城市，州份，郵遞區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