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 OPTAVIA 導師 健康習慣轉型系統 OPTAVIA 社群 OPTAVIA FUELINGS

我們的產品計劃包含了四大元素，它們將於您的整個旅程中互相發揮作用:  

您的OPTAVIA導師： 
我們產品計劃的優勝之處是能夠提供一對一的個人支援及指導。作為您的個人 OPTAVIA 導師，我會全程指
導您，助您改變您的生活習慣。作為您最大的鼓舞者，我將會陪伴您，並與您分享一路上的所有挑戰及成
就。我會助您達到理想體重，更會不斷向您提供建議，並與您一同慶祝您在旅程中取得的成就。

健康習慣轉型系統 (Habits of Health™ Transformational System ): 
這系統不但能使您的身體變得健康，您的心靈也能隨之變得健康。「健康習慣轉型系統 」是我們的教育 
元素，能助您制定策略，有計劃地達至最佳身心健康。   

OPTAVIA社群： 
除了您的  OPTAVIA 導師外，您還會得到  OPTAVIA 社群內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路支持，整個社群也 
致力讓每個人變得更健康。無論是客戶支援網上會議和研討會的直播和影片重溫，以及本地的客戶支援 
Facebook 專頁，這些都是我們社群能讓您尋求支持、分享喜悅和提出問題的渠道。

OPTAVIA  Fuelings : 
我們的營養計劃十分容易遵循 – 您無需自行計算卡路里或宏量營養素，我們已給您計算好所需的份量。 
透過  「理想體重 5+1 計劃™」 (Optimal Weight 5 & 1 Plan®)，它能讓您的身體進入溫和而有效的脂肪燃燒狀態。

在減重期間，您每天可以享用 6 小餐，當中 5 餐是  OPTAVIA  Fuelings，在營養價值上  Fuelings 能互相 
替換，且能提供維他命及礦物質，連同有助消化系統健康的益生菌，這些都是均衡飲食和健康生活模式 
所需的一部分。而第 6 餐則由您自己準備，我們稱之為  Lean & Green ® 膳食 （又稱「精蔬輕食™」）。 
Lean & Green 膳食包含份量適中的精益蛋白質和  3 份非澱粉類蔬菜。此外，還需要每天配合飲用 2 公升的
水。* 

我們會透過計劃中的 3個階段來指導客戶: 達至健康體重、轉型和最理想的狀態。

健康評估指南
「分享稿」

當您與準客戶分享有關 OPTAVIA 產品計劃時，請善用此指南

*我們建議每天飲用 2 公升水。在改變飲用水量之前請諮詢醫生，因為它會影響某些健康狀況和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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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在旁指導您訂購您的的第一張訂單，以確保您能獲得免費送貨的優惠、1 0% 獎賞積分， 
和 5 盒免費的 Fuelings 。*而我們產品計劃裡的其中一個產品套組正能滿足您的需求。

此外您還可加入 OPTAVIA Premier (每月重複訂單)，以確保您有足夠的 Fuelings 數量保持進度。 
於每月重複訂單快到期時，您將會收到提示電郵，您每月均可按個人喜好來更改訂單的內容。

謹記  –  
若客戶對健康評估表上「步驟 0 1 : 覺醒」中的健康問題給予肯定的答案， 

請務必參閱尾頁所列的「OPTAVIA 產品計劃須知」。

了解您與我分享的內容後，我認為這個產品計劃非常切合您和您的生活方式。如您已準備好開始， 
我便會開始指導您! 您的意願是? 

如客戶尚有保留：若他們已準備好邁向更健康的人生： 

邀請

非常好！那就開始吧！

讓我指導您購買第一張訂單。首先， 
我需要確認您的聯絡資料。

您的產品計劃套裝大概會在 1 0 個工作天內 
送到。您將會收到一封歡迎電郵。

您的蛻變可能很快便讓您達成健康目標，而當 
這蛻變出現時，您身邊的人會問您是怎樣達 
成的。如有人對您的轉變感興趣，您可以轉介 
他們給我，並取得 「X」( 如果您希望制定一個 
自己的推薦計劃，以答謝推薦人，請先與您的 
業務導師商討。) 您亦可以考慮親自指導他們， 
因為您作為朋友或家人作指導，他們會倍感 
親切。您現在或許沒有這樣的想法，但您日後 
可能會改變主意…您可能會覺得產品計劃的 
成效十分顯著，希望讓更多朋友認識 OPTAVIA。
我們有不少導師初時也只是我們的客戶，但當 
健康改善後便希望能讓更多人受惠。

當您收到您的整套產品計劃套裝後，請致電或 
發短訊給我。 

 「 我明白您可能需要多點時間考慮。或者您想 
了解更多，我可否數天後再聯絡您呢？」

可否落實下次會面的安排？ 
若準客戶同意，請在健康評估表內填上「 跟進」 。

此外，請提問：「如果您身邊有人希望變得更 
健康，您可以請他們與我聯繫嗎？」

跟進步驟： 

•   向他們發送致謝短信或電郵，向他們保證 
 您樂意和他們一起去［填上他們加入計劃的	
	 理由］。可以考慮分享一個讓他們有共鳴的 
 故事。

• 在您把潛在客戶放到您的客戶支援 Facebook 
 專頁之前，請詢問他們的意願及準許。 

• 將他們放入您的「第 1部分	-	客戶跟進」 
 文件夾，並在您訂立的跟進日作出跟進。

*要符合資格獲得 1 0% 的獎賞積分和 5 盒免費的 Fuelings，您需要加入 Premier 計劃。 
  受附加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OPTAVIA.COM/HK/EN/OPTAVIA-PREMIER/OPTAVIA-PREMIER-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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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備注：

 使用此部分來跟進尚未作出決定的客戶：
 最常用的回訪方法就是查問及關心他們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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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AVIA 產品計劃須知
當您為客戶挑選最適合他們的 OPTAVIA 產品計劃時，考慮客戶各方面的健康狀況非常重要。這些狀況或包括過敏、藥物的相互
作用，又或一般健康狀況。在指導您的客戶邁向最佳身心健康狀態時，請參閱以下指引。

理想體重 5+1 計劃： 
如您符合以下條件，那「 理想 
體重 5+1 計劃」 可能適合您： 

- 1 8 歲或以上，整體健康狀況 
良好 

- 每天運動少於 45 分鐘，及 

- 想減去 1 0 磅 (4.5 公斤) 以上 
體重 

理想體重 4+2+1 計劃：
如您符合以下條件，那「 理想 
體重 4+2+1 計劃」 可能適合您：

- 希望進食所有食物類別，包括 
水果、奶類製品和澱粉質 

- 患有一型或二型糖尿病並需由
您的醫生密切跟進 

- 65 歲或以上且沒有恆常運動的
習慣 

- 每天運動多於 45 分鐘 

- 想減去 15 磅 ( 7 公斤) 以下體重

理想健康 3+3 計劃：
為助您維持健康的體重， 
我們設計了「 理想健康 
3+3 計劃」。  此計劃非常 
容易跟從：您每天只需進食 
3 款 OPTAVIA Fuelings 和 
3 份營養均衡的膳食。 

糖尿計劃指引：
 「 糖尿計劃指引」旨在幫助 
那些關注血糖的人士，讓他們 
能安全地享用我們的產品 
及計劃。 「 理想體重 5+1 計劃」
及    「 理想體重 4+2+1 計劃」均 
適合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士，
重要的是，每位客戶的醫生 
必須細心監測他們的血糖水平
及用藥情況。醫生必須持續 
進行相關的醫療監測。

醫療免責聲明
我們建議您在開始任何減重計劃之前諮詢醫生。如果您患有痛風、正在懷孕、
正在餵哺母乳或未滿 1 8 歲，請勿參加任何 OPTAVIA 計劃。如果您患有嚴重的
急性或慢性疾病（例如心臟病、糖尿病、癌症、肝病、腎病、厭食症、貪食症
等），在您的醫生認為您已恢復或穩定之前，請勿參加任何 OPTAVIA 計劃。  
理想體重 5+1 計劃™  （Optimal Weight 5 & 1 Plan®）並不適合缺乏運動的老年人
（65 歲及以上）、某些糖尿病患者和每天運動超過 45 分鐘的人士。對於特殊
的醫療或飲食需求，包括食物過敏，請參閱我們在線上發佈的計劃信息，並諮
詢您的獨立 OPTAVIA 導師。

在開始任何減重計劃、改變飲食習慣、節食、運動或輔助計劃之前，您應該諮
詢醫生。在開始任何減重計劃之前，請告訴醫生有關您正在使用的藥物，特別
是華法林、鋰劑、利尿藥物或糖尿病、高血壓或甲狀腺疾病的藥物。

注意：快速減重可能會導致高危人群患有膽結石或膽囊疾病。在適應低卡路里
攝入量和飲食變化的同時，有些人可能會出現胃腸道紊亂（如腹痛、腹脹、脹
氣、便秘、腹瀉、噁心或胃痛）、 頭暈、頭痛、飢餓、疲勞或肌肉痙攣；請諮
詢醫生以獲得有關以上或任何其他健康問題的進一步指導。

如果您對 OPTAVIA 產品中的任何成分過敏，請勿使用該產品。

我們建議每天飲用 2 公升水。在改變飲用水量之前請諮詢醫生，因為它會影響
某些健康狀況和藥物。

為避免疑義，OPTAVIA 計劃和產品並未被標記、宣傳或推廣（不論暗示或以
其他方式）作任何特定的醫學用途，即任何疾病或病症（包括其相關病症）的
治療或預防。 

OPTAVIA 計劃、產品及其任何材料和 / 或信息絕不構成醫療建議或替代治療。
由於不同人的身體可能有不同的反應，我們不保證 OPTAVIA 計劃和產品的信
息準確性，亦不保證其聲明、成效或安全。

有關本醫療免責聲明的更多資訊，請到 ANSWERS-HK.OPTAVIA.COM 參閱 
《致醫生的簡介》(Overview for Doctors)，或以電郵聯絡營養諮詢團隊： 

HKNutritionSupport@OPTAVIA.com

藥物免責聲明：
在開始任何減重計劃之前，客戶應該告訴醫生有關您正在進行的計劃以
及正在使用的任何藥物或膳食補充品，特別是：

• 鋰劑

• 利尿藥物

• 糖尿病的藥物

• 高血壓的藥物

• 甲狀腺疾病的藥物

• 華法林

請瀏覽 COACHANSWERS-HK.OPTAVIA.COM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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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taviamedia.com/international/hong-kong/products-and-programs-TC/OPTAVIA_HK-OPTAVIA-Guide-Chi.pdf
https://optaviamedia.com/international/hong-kong/products-and-programs-TC/OPTAVIA_HK_Optimal_Weight-4-and-2-and-1-Plan-Guide-Chi.pdf
https://optaviamedia.com/international/hong-kong/products-and-programs-TC/OPTAVIA_HK-Optimal-Health-3-and-3-Plan-Guide-Chi.pdf
https://optaviamedia.com/international/hong-kong/products-and-programs-TC/OPTAVIA_HK_DIABETES_GUIDE_HKCHI.pdf
https://coachanswers-hk.optavia.com/help
https://optaviamedia.com/international/hong-kong/products-and-programs-TC/OPTAVIA_HK-Overview-for-doctors_HK_CHI.pdf
mailto:HKNutirtionSupport%40OPTAVIA.com?subject=
https://coachanswers-hk.optavia.com/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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