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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快訊

【婕報】婕斯榮獲美國2017年美國最佳企業獎

2017台灣躍升獎勵計畫 (台灣計畫)

2017種子講師合格名單公告

新版會員手冊經銷商權利與義務說明內容修正聲明



活動剪影(一)
2017/7 南迴協會 –方舟教室結業式
婕斯來到台東縣最南端達仁鄉，為方舟教室的孩童舉辦夢想營隊，一同
度過特別的暑假。婕斯與孩子們在玩樂中，傾聽他們分享有趣的故事。
因著每位孩童的笑聲，猶如綻亮的曙光一般，正向、積極與充滿希望，
締造婕斯美好回憶。

南迴協會-方舟教室官網:
http://www.arksunshine.org/index.php/service/service-ark
方舟教室專屬捐款帳號:  
戶名 :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關懷促進服務協會
銀行 : 中國信託行台東簡易分行
帳號 :  126-54008664-6



2017/7 基督教芥菜種會愛心育幼院
婕斯致力讓孩子們有一個「圓滿」的家，而愛心育幼院內多收容失親、
失依的孩子。婕斯集結領導者準備的愛心小禮物，前往育幼院陪伴、服
務與贊助孩子們，就像爸爸媽媽一樣，以實際行動紮紮實實地讓他們感
受到充滿愛的關心。

芥菜種會官網:
https://www.mustard.org.tw/
芥菜種會捐款帳號:
戶名 :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
銀行 : 聯邦銀行(803) 公館分行
帳號 : 024-50-0098151

【補充說明：若蒙響應捐款給方舟教室或芥菜種會，請務必於匯款單據註明您的大名與手機號碼
（或公司行號名稱與統一編號），以利受贈單位開立捐款收據予您，謝謝！】

活動剪影(二)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 0 1 7年0 8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08/15  AM11:00~PM12:00 Jschool雲端會議
08/15  PM14:00~PM16:00 台北Joffice商務平台教學
08/15  PM19:00~PM21:00 台北NDO新經銷商訓練會
08/17  PM14:00~PM16:00 高雄J-Office商務平台教學
08/17  PM19:00~PM21:00 高雄NDO新經銷商訓練會
08/22  PM19:00~PM21:00 台北產品分享會
08/24  AM19:00~PM21:00 高雄產品分享會
08/29  AM11:00~PM12:00 Jschool雲端會議
08/29  PM14:00~PM16:00 台北產品分享會
08/29  PM19:00~PM21:00 台北J-Office商務平台教學
08/31  AM14:00~PM16:00 高雄產品分享會
08/31  PM19:00~PM21:00 高雄產品分享會

2017年08月全球活動搶鮮報

(活動資訊以各地官網公告為主 )

08/05~08/06 Australia University – Australia
08/07 Redefining Youth Medical Conference – Australia
08/09 Science Academy – Japan
08/11~08/12 Jeunesse University West – The United States
08/11 NV Launch – Thailand
08/11 Sapphire Elite Night – Thailand
08/12 Sapphire Night – Philippines
08/22 Brazil Tours – Salvador
08/24 Brazil Tours – Goiania
08/26 Brazil Tours – Curitiba
08/27 Brazil Tours – Sao Paulo
08/27 Discover Jeunesse – Malaysia

2 0 1 7年0 8月台灣培訓課程資訊

08/16  PM19:30~PM21:30  Dr. Chan 健康講座(主題﹕心腦血管病)
08/21  PM19:30~PM21:30  Carroll Li 美容講座(主題﹕美白)



健康專欄

糖尿病，從中醫觀點來說，是屬於消耗與代謝異常的疾病。尤其是傷風感
冒、營養過盛、代謝異常、老化，導致肝腎虛損、飲食不節、情志失調、
房勞傷腎、先天稟賦不足，使得身體的血糖上升，形成高血糖。而陰津虧
損，燥熱內生就容易消耗身體的能量，這也是為什麼血糖起伏不定的人特
別容易感覺到飢餓。

目前，大部分西方醫學的治療著重在於末端的降低血糖，所以常常必須限
制患者的飲食，在中醫角度，除了希望可以找到血糖上升的源頭病因外，
高血糖對於人體細胞造成的傷害，建議可以透過營養達到治療、修復。不
過，西方醫學強調血糖控制卻忽視了營養調理。中醫治療高血糖，著重於
提升身體吸收，利用葡萄糖的功能，調理脾、胃，使消化系統機能恢復正
常，讓過多遊離於血液裡面的葡萄糖，被人體再吸收、利用，達到降血糖
的目的。

白藜蘆醇（resveratrol）是一種清除自由基非常強的物質，適度攝取可以
幫助減緩因血糖過高，導致血管與神經病變的狀況，同時它也是啟動長壽
基因的關鍵之一。此外，高血糖的患者所攝取的食物必須多樣化，以穀物
為主，多吃粗糧、水果、蔬菜，以及攝取適量的營養素，避免所有的加工
食品。其次是加強運動，每天快走6000-10000步，保持肌肉和關節功能。

周宗翰 顧問醫師
現任：
翰鳴堂中醫診所執行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
醫科主治醫師

血糖總是失控?中醫師教您這樣吃!



青春之漾
您的護膚產品夠給力嗎? 

，相信每位婕斯人都可以青春永駐，就讓我們一起努力抓住青春的尾巴吧!

護膚產品最基本要能減少皮膚最外層的水分蒸發，如此才能讓皮
膚柔軟。護膚產品除了要含有保濕成份外，像是潤濕劑的成份，
能從空氣吸水，將水分保持在皮膚裡；或者，像是柔潤劑，能藉
由填充皮膚細胞之間的空隙而讓肌膚柔軟、平滑；此外，亦有防
曬霜、維生素和其他混合而成，能夠保護肌膚，並且促進皮膚細
胞更新；再者促進肌膚膠原蛋白和彈性蛋白增加的成分也是現今
保濕保養所追求的。因此專家提醒，婕斯LUMINESCETM賦活
系列產品，在肌膚的保濕、修護上各有獨特成分，能夠幫助您達
到最佳的肌膚保養效果。



青春之漾

賦活肌因水面膜:
結合刺雲豆膠和菊苣根中
的多醣體，有效鎖住水分，
讓養分快速為肌膚所吸收。

賦活肌因美體霜:
運用水通道理論與特殊配
方 – 高純度Squalane角鯊
烷、西伯利亞牛蒡根與小
黃瓜萃取的保濕精華，為
肌膚注入水分，24小時長
效補水、鎖水與持久肌膚
潤澤。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
採用先進突破性抗老保養科
技技術，結合胜肽，調理肌
膚、撫平細紋，再加上多醣
及維他命K1，擁有長效保濕、
改善暗沉，讓您展現年輕般
的緊緻肌膚與明亮光采。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以植物 – 歐蓍草，及有植物
燕窩之稱的養顏聖品 – 雪耳
作為基底，溫和安撫和鎮定
肌膚，美容級淨白成分，從
源頭抑制黑色素生成，有效
擊破黑色素，淡化斑點、均
勻膚色，從皮膚肌基底自然
新生煥顏亮白的魅力。

賦活肌因潔顏露:
萃取珍稀極地蘆薈品種 –
庫拉索蘆薈葉汁，高保濕
的天然草本提供肌膚極佳
的天然保濕力，在潔淨的
同時再補水。

賦活青春精華露:
含有膠原蛋白與彈力蛋白，
加強保濕，恢復肌膚原有
的超彈力。

賦活保濕日霜: 
運用水通道理論與無油鎖
水專利配方 (蘋果、扁豆
與西瓜萃取物、紅棗萃取
物)，提供高飽水保濕。

賦活肌因修護霜:
萃取三大草本精華，保濕
形成鎖水屏障、減緩肌膚
壓力，並防止老化，使肌
膚煥發活力與年輕光采。

【婕斯LUMINESCETM賦活系列】



重要訊息

政策程序

J-News由婕斯環球台灣分公司發行
www.JeunesseGlobal.com

◎ 不得重複申請入會
若申請入會者重複遞交不同推薦人之經銷商會員加入表格，公司僅認可第一筆資料，且保留任何
爭端之最終權利。

◎ 取得其他經營權
如欲獲得其他傳銷商會員經營權者, 必須先申請終止本身傳銷商會員之經營權並自申請日起滿18個
月後, 始有資格完成此程序, 所有交易行為皆須遞交本公司販售/轉讓表格並由本公司進行最後裁定
不得以任何欺騙或不公平之銷售手段或低於公司公告之建議價格之銷售行為。

◎ Jeunesse商標使用
Jeunesse中英文名稱、所有產品名稱、服務和計畫名稱全為Jeunesse擁有並已註冊為Jeunesse商
標 範圍，僅限使用於生產與銷售Jeunesse之產品與文宣，包含但不侷限於會員手冊、產品文宣
品、影片、網域、訓練或所有行銷及推廣產品如服飾、帽子、別針、磁鐵等，意即Jeunesse嚴格
禁止未獲授權使用Jeunesse名稱。
經銷商會員同意不得任意使用Jeunesse商標與版權，Jeunesse擁有全部權利同意他人使用此商標
與版權。經銷商會員明確同意有關此商標與版權之相關商譽，不論直接或間接使Jeunesse產生效
益皆屬Jeunesse私有財產，包含在經銷商會員協議期滿或終止後。經銷商會員亦與使用此商標或
版權而產生之商譽價值無任何關連。

“婕斯致力幫助人們獲得健康、重返年輕，讓每個人釋放無限潛能，為世界創造正面積極的影響”

全球使命

【2017全球巡迴年會】
大中華區獎勵旅遊計畫

嚴禁盜用他人個資申請
入會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