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獨家研發的一系列營養補給品都秉持QNet提升生活品質、促進健
康美滿人生的哲學理念。

我們向以顧客福祉為念，並在此宗旨下推出營養、品質和能量兼具的各
項健康產品，促進您和您家人活出健康與均衡的生命。



生命動力的泉源

NutriSky®果汁調理飲料含有桃花心木果
(Swietenia Macrophylla)，此水果蘊含豐富
的類黃酮和皂素。這兩種獨特的營養素混合
後可發揮增效作用，增強人體的精力和生命
力、促進血液循環、讓人感覺活力充沛並強
化體質。

桃花心木果的來源
逾千年以來，富含類黃酮和皂素的稀有熱帶
果實桃花心木果都被原住民視為治療和增進
生機的食品。到了90年代，歷經5年的研究終
於成功將水果製造為高濃縮度的健康食品。

桃花心木果是稱為苦楝科常青樹的果實，生
長在類似所羅門群島等熱帶國家。當地氣候
宜人，也沒有遭受任何污染。桃花心木果也
內含天然蛋白質、多種維他命、碳水化合
物、酶、膳食纖維、脂肪、礦物質，可充份
被人體吸收，發揮絕佳的健康功效。

皂素的主要效益
•	 增進生命力。
•	 增強免疫系統。
•	 強化心臟功能。

類黃酮的主要效益

•	促進血液循環和生命力。

•	保護身體免遭氧化和自由基的侵害。

•	減少血管脂肪堆積。



Pathman Senathirajah

董事暨總經理
The V
「身為國際導師和講師，我必需在數小時內參加不同的活
動，經常得站在台上演講，更不必提要常常出差，造訪不同
的國家。我從事此工作接近十年，已不知有多少次感覺精疲
力盡。幸好我發現了NutriSky®。NutriSky®內含能量促進成
份，能有效提振我的精神和耐力。今天，我在台上不僅擁有
雙倍的能量，還能神清氣爽的打高爾夫球。我和許多人都能
信心保證，NutriSky®的確是一項令人驚喜的產品。如果您
也希望精力充沛，一包NutriSky®就能實現您的願望。」	

促進血液循環和生命力
桃花心木果是NutriSky®內含的最重要成份，
果實富含皂素和類黃酮，交互作用後可促進
人體的生命力和精力。

皂素在試管內展現抗蛋白質酶和抗透明質酸
作用，能有效保護和治療靜脈曲張。皂素以
非競爭型的劑量依存方式，抑制透明質酸酶
的活動，	而皂素促進血液循環的作用，則
進一步透過類黃酮加強。類黃酮主要能活化
靜脈，降低毛細血管的滲透性，並增加抵抗

力。此作用能促進您的生命力。

成份
麥芽糊精、桃花心木果、洋車前子殼、蔬菜
纖維粉、許可調味料、菊糖、可溶性纖維、
檸檬汁粉和甜菊(每份12克)	

食用方法
•	按需要使用半包至1包

•	混合200	ml的水

•	調勻飲用。

www.nutrisky.com



Olé橄欖葉萃取物的抗
氧化功效比傳統維他命
C補給品高5倍以上，是
增進活力的最佳方法。
產品以液態方式服用，
促進人體機能。只要添
加一湯匙至最愛的食物
或飲料中即可！	

橄欖葉萃取物

您的天然保鏢
如果沒有充分盡職的免疫系統，您的身體便
容易生病。但是，當免疫系統正忙著保護您
的身體時，是什麼在保護您的免疫系統呢？	

橄欖葉萃取物被廣泛視為免疫系統的終極天
然捍衛者，其抗氧化能力比維生素C高400%，
其多酚類(polyphenolics)含量則高達特級橄欖
油的40倍。

橄欖葉萃取物憑藉其高含量的抗氧化劑和多
酚，成為對抗自由基的強力鬥士。



養分來源
橄欖葉萃取物的使用由來已久，經證實的科
學測試可追溯至19世紀。橄欖葉萃取物含有
各種對健康至關重要的微量元素，包括維生
素C、鐵、鋅、硒、鉻、β胡蘿蔔素，以及
廣泛的重要氨基酸。橄欖葉萃取物也是抗氧
化劑的豐富來源。傳統上，橄欖葉萃取物一
向被用來治療發燒、感冒、流行性感冒、常
見咳嗽和哮喘。	

抗氧化劑和對抗自由基
當我們吸入氧氣時，我們的身體細胞會利用
氧氣產生能量，進而產生自由基這項天然副
產品。自由基是失去一個電子的分子，因此
會出現高度不平衡反應。這些自由基對人體
造成損害，稱為氧化損害。除此之外，不良
飲食、過度暴露於太陽下、污染和酒精與香
煙等物質也會產生自由基，進一步損害細
胞。

抗氧化劑可預防或減緩氧化對人體的損害，
並修復細胞損傷。抗氧化劑也可預防老化，
減少細胞受損並幫助預防各種退化性關節炎
疾病。

橄欖葉萃取物是抗氧化劑的重要來源，其抗
氧化能力經科學證實比維生素C大5倍，而且
幾乎是綠茶萃取物和葡萄籽萃取物(此二者皆
是眾所周知的受歡迎抗氧化劑來源)的一倍。
此外，與鮮摘橄欖葉的萃取物相比，通常含
有大量抗氧化劑的水果，例如蔓越莓和覆盆

子，都僅含有一丁點抗氧化力而已。



Oxygen Radical Capacity (ORAC) µmol TE/gram

Ascorbic Acid
(Vitamin C) 2,100

Green Tea
Extract 5,937

Grape Seed
Extract 6,250

1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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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 Radical Capacity (ORAC) µmol TE/gram

Raspberry Fruit 49

Wild Blueberry Fruit 93

Cranberry Frui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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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5

與抗氧化水果和補給品比較



多酚類抗氧化劑和類黃
酮	
橄欖葉萃取物含有多種多酚類抗氧化劑，
具有非常強大的抗自由基特性。橄欖多酚
(oleuropein)是橄欖葉萃取物中的主要酚類，
經證實可強化免疫系統，而且研究顯示它對
活體(人體)具有積極的降壓作用，並展現強
大的抗氧化活性。與橄欖葉萃取物中多種多
酚結合的是類黃酮，其中最活躍的是強大抗
氧化性的蘆丁、兒茶素和木犀草素。

抗菌劑
在鮮摘的橄欖葉中可發現多酚，從中萃取的
水合酪氨酸(hydroxytyrosol)就是橄欖多酚的兒
茶酚衍生物。橄欖多酚和水合酪氨酸都是能
夠有效對抗病毒、細菌、酵母及真菌的抗菌
劑。水合酪氨酸特別以其廣泛的抗微生物效
果而聞名。

赫氏反應(Herxheimer	
Effect)
有時候當人們開始服用體內淨化補給品以對
抗自由基和細菌時，他們可能會體驗到某些
短暫而無害的不適感，例如疲倦、輕微的頭
痛、肌肉或關節酸疼或者是輕微的皮膚發
癢，	這是因為補給品正在淨化身體，殺死我
們不希望存在的病理微生物。換句話說，身
體已展開自然的治療過程，利用補給品去除
毒素，

這就是「療癒反應」或「赫氏反應」。
不是所有人都會產生赫氏反應，但如果您正
在經歷此等症狀，請千萬記住，這是完全正
常的過程，而且也不會持續很久，	這些症狀
單純說明，補給品正開始發揮作用，而且也
正在有效排除某些致病的毒素。

許多健康專家建議在服用補給品期間飲用大
量的水，特別是服用的前幾週，	以便幫助淋
巴系統和腎臟正常運作，讓它們更能處理多
餘的毒素。

中醫替代療法在現代醫
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現代人最常探討的一項醫學問題是普遍使用
(甚至可說是過度使用)抗生素和處方藥物。
儘管它們一度被認為是傳統醫學上最具威力
的武器，實際上卻能讓目標細菌變得更有抵
抗力，導致疾病變異，最後讓抗生素的效果
大打折扣。

因此，類似橄欖葉等植物所蘊含的天然治療
潛力，可說是具備促進健康生活的輔助功
效。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TAC)  TAC = Hydrophylic ORAC + Lipophylic ORAC (µmol TEL/Litre)

Mangosteen Juice 56,994

Noni Juice 17,998

Acai & Guarana Juice 59,994

Goji Juice 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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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TAC) µmol TE/Litre

507,184

總抗氧化能力(TAC)比
知名果汁高500	%以上	
Olé的總抗氧化能力(TAC)比知名抗氧化劑「
百分百純果汁」高500%。

純天然原料 
Olé不包含任何人工香料、色素、防腐劑、
酒精、糖、乳糖、澱粉、酵母、麩質或動物
產品。

品質管制認證
此產品經許多監管機關認可、上市及/或驗
證，這些機關包括：

o	優良製造規範(GMP)

o	澳洲醫療物品記錄檔案(ARTG)

o	世界衛生組織優良農業和採集規範綱領
(GACP)

o	黃金海岸Halal清真食品認證廠

Halal清真食品認證服務

COMPARAISONS AVEC 
COMPARISONS WITH 
ANTIOXIDANT “SUPER 
JUICES”

主要效益
•	 	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	 	減少因污染物、長期暴露於太陽下、
不良飲食，和酒精與香煙等物質對身
體細胞造成的自由基損害。

•	 	每日食用有助於長年維持良好健康。
•	 	在我們呼吸氧氣時，減輕氧化造成的
損害。

建議用法
成人：1茶匙(5毫升)，每天2至3次，餐後食
用。
兒童：½茶匙(2.5毫升)，每天2至3次，餐後
食用。

•	 	將Olé倒在茶匙上或直接從瓶子飲用，
既快速且方便。

•	 	將一茶匙的Olé與果汁或其他飲料混
合；兒童僅需混合半茶匙即可。

•	 	保存在30ºC以下，以確保Olé的完整
性。

•	 	兩次服用Olé之間請大量喝水。
•	 	直接在您的食物中添加一茶匙的Olé；
兒童僅需添加半茶匙。



「Sulaiman醫生說明Olé如何對促進人體整體健康
發揮自然功效．．．」

心理學博士Zaitun	Sulaiman醫生	
抗衰老的執業
心理治療委員會認證(A4M)

Zaitun	Sulaiman醫生取得了美國La	Salle	University的神本主
義心理學博士學位，			她通過抗老醫學學會(A4M)認證，目
前正在爭取荷爾蒙治療認證。
	
她同時也是Complementary	Therapies	Academy	(Asia)	Sdn	Bhd
的首席執行長，且自1994年以來，為各大企業和政府機關
提供管理學軟實力培訓。此學院同時為輔助性醫學的醫生
提供專業資歷認證和技能提升培訓課程。

「人體需要大量的維生素C，來舒緩對壓力的正常反應，
而我們通常透過食物攝取這種元素。」	Olé橄欖葉萃取
物含有各種對健康至關重要的微量元素，包括維生素C、
鐵、鋅、硒、鉻、β胡蘿蔔素，以及各種重要氨基酸。Olé
橄欖葉萃取物是絕佳的健康補給品，因為它的抗氧化能力
比維生素C高400%！	

「Olé橄欖葉萃取物其中一個好處是以液態方式，幫助血管
更能吸收各種礦物質、維生素和養份，效果比市售的膠囊
或錠片產品好得多。」

「Olé絕對是您的首選產品，	我自己平時也喝Olé來保養身
體！」

警告

不得服用超出建議的用量。若您懷孕、正在哺乳，或患有任何慢性或復發性病症或疾病，服用本產品前請諮詢健康護理專家或醫生。

免責聲明

本產品僅企圖與健康飲食共同使用，並需同時進行足夠的運動，方可維繫良好的健康狀態。產品未企圖供疾病的治療、療癒或預防之用。
本產品未企圖取代任何醫師、醫生或執業醫師的建議。使用本產品時若感覺任何不適，請立即諮詢醫生。

www.ole-leaf.com



希臘沙拉又名horiatiki	salata，深受全球各地
人士喜愛。	它往往是希臘餐點的配菜，單獨
吃或搭配其他飲食，風味同樣一流。	多國飲
食都已採用這道菜，您可在許多餐廳看到它
作為前菜、配菜或主菜。	希望本食譜能幫助
您做出最道地的希臘沙拉。	製作此菜餚的訣
竅在於注意美味的細節：比方說，尋找多汁
的蕃茄、清脆的黃瓜、優質的希臘橄欖油和
菲達起司、美妙的香料，當然還要添加Olé橄
欖葉萃取物作為佐料，促進身體健康。	

4人份希臘沙拉
成份

一顆中型熟蕃茄
200克熟櫻桃小蕃茄
一顆中型紅蔥
一根黃瓜
一個青椒
一把新鮮小茴香
一把新鮮薄荷葉
一杯Kalamata黑橄欖
200克菲達起司
¼杯特級冷壓橄欖油
3茶匙紅酒醋
1茶匙Olé橄欖葉萃取物
½茶匙乾奧勒岡
¼茶匙現磨黑胡椒
¼茶匙海鹽

料理說明

1.	 蕃茄切丁、小蕃茄對半切開。	把所有蕃茄
放在大型沙拉碗中。	紅蔥切末，加進蕃茄
中。	叉子刮開黃瓜兩側，留下深凹槽，然
後切成厚片。	青椒去核切片，與黃瓜同時
放入沙拉碗內。

2.	 大致切小茴香和薄荷葉，保留碎片裝飾
用。	將切碎的香料放進沙拉碗內，擠出黑
橄欖汁在蔬菜上，然後將橄欖放入碗內。	

3.	 在小型有蓋塑膠容器內倒入特級冷壓橄欖
油、紅酒醋和Olé橄欖葉萃取物。	用力搖
勻液體後把它倒進蔬菜內拌勻。	再佐以鹽
和黑胡椒，靜待沙拉充分散發風味後即可
享用。

4.	 食用時加入菲達起司。	灑上奧勒崗和薄
荷葉末，再灑上特級冷壓橄欖油，即可上
桌。

您知道嗎？
橄欖葉萃取物含有各種對健康至
關重要的微量元素，包括維生素
C、鐵、鋅、硒、鉻、β胡蘿蔔
素，以及廣泛的重要氨基酸。	
橄欖葉萃取物也是抗氧化劑的豐
富來源。	傳統上，橄欖葉萃取
物一向被用來治療發燒、感冒、
流行性感冒、常見咳嗽和哮喘。

希臘沙拉
抗氧化劑的絕佳來源



FibreFit是由阿拉伯樹膠製成，它是一種有機
植物源，百分百富含天然水溶性膳食纖維和
豐富的益生菌，幫助腸道刺激益菌，進而維
護消化系統的健康。FibreFit的高鈣含量也有
助強健骨格和牙齒的發育，是全方位的營養
補給品。

健康飲食不可或缺的一
部份
對身體健康很重要的膳食纖維有兩種類型。

•	水溶性纖維	這類纖維可溶解於水中，
形成凝膠狀物質。有些證據顯示，水
溶性纖維可降低血液對膽固醇的吸
收，進而降低罹患心臟病的風險。您
可在全燕麥、豌豆、豆類、蘋果、柑
橘類水果、胡蘿蔔、大麥和洋車前子
中找到一定百分比的水溶性纖維。

•	非水溶性纖維	這類纖維可透過您的消
化系統，促進物質的輸送，並增加糞
便體積，因此對有便秘或大便不規律
的人很有助益。全麥麵粉、麥麩、堅
果和許多蔬菜都是非水溶性纖維的良
好來源。

高纖飲食的健康效益

•	 	幫助預防便秘
•	 	降低消化性症狀的風險
•	 	幫助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
•	 	幫助控制血糖
•	 	協助體重管理

您已攝取足夠的纖維
嗎？
您需要多少纖維？	透過廣泛研究，科學家已
確定一般人每天應消耗大約25-38克的纖維(或
每1000卡熱量應消耗10-13克纖維)，	其中至
少有5-10克為水溶性纖維。根據「美國膳食
指南」記載，攝取纖維對維持適當的腸道功
能很重要，而且可以減少慢性便秘、痔瘡和
憩室症等其他消化道疾病。有些證據甚至顯
示，高纖飲食可降低罹患某些類型癌症的風
險，例如結腸癌。



食物來源	
水溶性纖維比較*		

3	包
(成人每日用量**)	
水溶性纖維︰15.06克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杯生菜多150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片全麥麵
包多50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顆無花果
乾多16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顆梅乾多44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根胡蘿蔔多13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杯藍莓多37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杯萵苣多25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碗
燕麥多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杯青花椰
菜多

水溶性纖維含量比

顆蘋果多

10

6

15
*節錄自Anderson	JW.	Plant	Fiber	in	Foods.	2nd	ed.	HCF	Nutrition	Research	Foundation	Inc,	PO	Box	22124,	Lexington,	KY	40522,	1990。

**早上兩包，晚上一包。

=
食用份量︰	1碗/水溶性纖維︰1.4克

食用份量︰	1杯/水溶性纖維︰2.4克

食用份量︰	中型1個/水溶性纖維︰0.34克

食用份量︰	中型1個/水溶性纖維︰1.1克

食用份量︰	1杯/水溶性纖維︰0.4克

食用份量︰	1片/水溶性纖維︰0.3克

食用份量︰	中型1個/水溶性纖維︰1.0克 食用份量︰	中型1個/水溶性纖維︰0.93克

食用份量︰	1杯/水溶性纖維︰0.6克

食用份量︰	1杯/水溶性纖維︰0.1克



在飲食中添加FibreFit

FibreFit含有生長於稀樹草原上之阿拉
伯樹膠(Gum	Acacia	Senegal)和金合歡木
(acacia	seyal)兩種樹木的分泌物，這種
分泌物約有85%(以重量計)是水溶性纖
維，	提供您身體日常日所需的水溶性
纖維。FibreFit是100%天然的水溶性有機
膳食纖維，不添加糖、人工甘味劑、色
素、香料或任何添加劑。

除了含有高單位水溶性纖維外，FibreFit
富含鈣質，有助於強健骨格和牙齒的發
育。FibreFit是由阿拉伯樹膠製成，它是
一種天然植物源，含有豐富的益生菌。

益生菌負責刺激腸內菌叢中的益菌生長
和活動，	對整體pH值平衡和維持健康消
化系統而言非常重要。

建議用法

•	FibreFit在溫水中溶解更快
速，亦可溶解於冷水、新鮮
柑橘類果汁、咖啡和牛奶。

•	為確保FibreFit充分溶解，請在
您的飲料中添加1或2包，同時
迅速攪拌。

•	FibreFit無味、無臭，而且不會變
濃稠。FibreFit很容易與各種食品
融合，融合後的成品無論質地或
口感都不會有任何改變。只要將
FibreFit灑在食物上，便可增加纖
維的攝取量。

•	FibreFit高度耐熱，適合用來製
作糕點、糖果糕餅等。它也具
有耐酵母發酵性，因此可用來
烘烤麵包、蛋糕等等。在加工
期間和整個保存期限內均可保
持完整的營養特性。

•	請將產品儲存在陰涼乾燥的地
方，以保持其完整性，產品有效
期限請見包裝。

免責聲明

若您患有腸道疾病或糖尿病，請在飲食中添加纖維補給品前諮詢醫生。諮詢醫生或藥
劑師，了解纖維補給品會不會與您正在服用的任何藥物產生交互作用。

www.fibrefit.net

FibreFit通過Halal清真認證



草莓香蕉健康舒果昔
又到了生機排毒的時間
舒果昔是世界上最營養又美味的飲料之一。	
健康的舒果昔富含植物營養素、維他命、礦
物質、酶和纖維質，能促進人體健康，幫助
您抵禦疾病。

水果混合後，植物的纖維就被咬碎，食物調
理機因此幫您咀嚼食物。	更充分咀嚼食物就
能吸收更完整的養份。

還有什麼食物會比早餐喝一杯舒果昔，更能
提振精神呢？	這款飲料不僅容易製作，更結
合低脂的草莓和香蕉，即使沒時間坐下來享
用豐盛的早餐，也能吃的既健康又飽足。

   您知道嗎？

•	草莓富含各種營養素，其中以維他命C最為
顯著。	此外，它也是維他命K、錳、葉酸、
鉀、核黃素、維他命B5、維他命B6、銅、
鎂和Omega-3脂肪酸的絕佳來源。	除了這些
有益健康的營養素外，草莓也含有大量的植
物營養素和抗氧化劑，幫助身體對抗有害細
胞的自由基。

•	一根香蕉就含有400毫克的鉀，鉀是保持心
臟和神經系統健康的重要營養素之一。	美國
心臟學會、馬里蘭大學醫學中心和科羅拉多
州立大學的科學研究報告指出，飲食中若鉀
含量不足，將往往導致高血壓，而且中風的
風險也會升高。	人體每日建議的鉀攝取量為
4克，每天吃一至兩根香蕉就能滿足需求。

•	除了含有高單位水溶性纖維外，FibreFit富
含鈣質，有助於強健骨格和牙齒的發育。	
FibreFit是由阿拉伯樹膠製成，它是一種天然
植物源，含有豐富的益生菌。	益生菌負責刺
激腸內菌叢中的益菌生長和活動，	對整體pH
值平衡和維持健康消化系統而言非常重要。

食用份量	3
材料
300毫升的1%低脂牛奶
250	克去蒂草莓
一根去皮的切塊香蕉
15毫升蜂蜜
150毫升天然優酪乳
1包FibreFit	

食用方法
1.	 將所有採料放進食物調理機裡攪拌均勻。
2.	 按個人口味調整甜度。
3.	 放在杯中飲用。

一份飲料的營養資訊
卡路里：137
脂肪熱量：18
總脂肪：2克
膽固醇：7毫克
鈉：54毫克
總碳水化合物：32.2克
膳食纖維：7.7克
蛋白質：5.1克



數千年的中國智慧現已濃縮在一顆膠囊內。服用
VEXTA的天然草本混合劑和健康藍藻後，您就能
立即感覺精力提升，就像現代皇帝一樣！

關於VEXTA
VEXTA不僅蘊含古代宮廷配方，更是其改良品，能增進現代人的表現。

現代生活壓力重重，自然會耗損人的體力和腎上腺功能，以致影響男士的表現，且靈感的泉源
也受阻礙。



成份		

VEXTA內含多種經細心研究和慎選中藥製成的活性成份，其中包括紅景天、蛹蟲草和中國韭菜
籽，再結合天然萃取且有益健康的藍藻，成為獨特且能發揮作用的草本補給品。																																																																											

 紅景天						
紅景天的根是傳奇性的適應源(增加人體抵抗壓力、傷痛、焦慮
和疲勞的自然草本植物)。紅景天之所以能夠促進表現，很可能
是因為它能降低能損害男性健康機能的人體壓力化學物指數。

		 		 	

 冬蟲夏草    
冬蟲夏草在1993年中國全運會中因由九位中國運動員組成的隊
伍打破九項世界記錄而嶄露頭角。他們能有如此亮眼的成就，
全拜冬蟲夏草所賜。冬蟲夏草被世人形容為最能補充陰陽之
氣，且可恢復與增進男性機能。

 中國韭菜籽
中國韭菜籽也稱為大蒜韭菜或韭菜，是中國食譜常見食物，也
用作治療許多健康問題的天然補給品。它被形容為可暖腎1並增
進陽剛之氣，是男性尋求天然均衡之道。

 藍藻 
藍藻或其獨特的螺旋藻形狀，由於富含大量營養和抗氧化物，
而被世人推崇為大自然最完整的食物。我們發現它擁有許多潛
在的健康效益，特別是心血管系統和免疫刺激效果。

1	傳統中醫(TCM)擁有4千年以上的醫療歷史，認定腎臟經絡系統是「活力的泉源」。腎臟經絡系統也許會被定義為不僅是生理器官，而是一組活力和生理機能或活動。根據TCM的理論，這些活動形成人體核心活力和

健康狀態。TCM也認為，腎臟功能與男性自然表現直接相關，機能過盛可能會影響男性腎臟。男性的腎臟若有缺陷，往往就呈現不同狀況，其中包括︰自然動力減弱及/或性無能。西方醫學界進行的平衡診斷可能會

視之為睾丸酮指數過低。兩種見解並未互相對立，因為兩者儘管立場不同，卻同時闡明相同現象。

用法	建議攝取量︰
三餐進食半小時後每次1顆。

*此乃傳統補給品。若症狀持續請諮詢醫生。
*經Malaysia	Ministry	of	Health核准。

www.myvex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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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產品視供需情況、行銷和傳送之目的地國家或地區的適用法律而定。部份產品也許無法在貴國提供或適用於銷售或經銷目的，且QNet保留其獨立裁決權，以變更該等產品，
或視必要性提供適用之替代產品，以取代該等產品，	亦視必要性和適用性套用免責聲明及條款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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