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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新年，大夥忙著歡宴慶祝，婕斯人卻忙著學習打

樁。

　　從婕斯大學再度在香港開課，一直到台灣多場明日總裁

班和講師訓，一場又一場的學習活動，讓婕斯人甘之如飴，

問他們心得，婕斯人總是眾口一致：｢學習，是為明天厚植

實力。｣

　　團隊的發展，端看領導者的眼光，領導者眼光之所在，

就是團隊風氣、文化的落點。婕斯最重要的資產雙鑽石

KIM，她所打造的全世界團隊，在業界其他公司非常少見，

在婕斯團隊夥伴彼此互助和學習、相互合作與支援，這就是

團隊經驗成長的最大保證。也因此，一連串的學習與成長課

程，婕斯人無不前仆後繼，湧入知識的殿堂學習，要用現在

的努力來創造未來的無限。

　　跨過新年，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評量一年得失。有

了學習作為目標，一年的開頭，婕斯人已開始為自己加分，

是的，沒有比這更好的過年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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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靖華：放輕鬆，走長路　　　　　　　　　

｢6位鑽石總裁，30位藍寶，加上十萬人的團隊」婕斯「輕鬆姐」

錢靖華談起其事業夢想，雖令人咋舌，但她卻一步步實現中。

最有價值的投資

午夜過了零點，衝刺的碼表歸零，新的一年又有許多

新的期待。

　　2011年底，我們訂下每月營業額60萬美金的目標，回顧

2012年，從下半年起每個月的業績就穩定從100萬元起跳，

超乎我們的預期！在數字背後，我們也看到，所有高收入的

領導者幾乎都有1/3以上的業績來自海外，領導人愈來愈多

往海外發展、開拓市場，在海外市場的帶動下，2013年的高

成長讓人信心十足。

　　數字會說話，不過，數字之所以成長往往是因為非量化

面發生了一些事，這些就是組織文化，唯有組織文化才是成

長的基礎。

　　婕斯成員結構與屬性很特別，我們的會員都很認真，一

步一腳印用積極的態度發展婕斯事業，我們的策略是全力

支持一起打拚的夥伴，這些夥伴從公司成長初期就一起走過

來，因此，彼此在橫向與縱向連結都相當的密切。

　　在網路資訊高度流通的時代，在網路上居然看不到任何

婕斯公司負面的消息，這就是我們文化不同的明證．這是因

為我們有一群好的領袖，以正確的觀念和不放棄的行動力，

除了自己成長，也真正做到陪伴夥伴一起成長。領導人都有

共識，唯有幫助婕斯每一位夥伴完成目標，自己才有機會達

成夢想！當我們發自內心想要幫助每位夥伴，無論有沒有幫

到，都是給夥伴最大的鼓勵，這就是很好的文化，有了這樣

的文化，搭配產品和制度，成效自然就會倍增。

　　因此，我們要持續發揚這樣的文化，用文化來造就更多

領導人．在2013年最直接的作法就是架構公司的培訓系統來

傳遞這樣的文化。這個培訓系統包括對於初階、中階和高階

等所有經銷商的培訓計畫，其中主要的內容包括婕斯大學、

講師培訓系統和明日總裁班等。我們的目標是透過公司自己

的專業培訓和認證制度，打造高度認同婕斯文化，且具備開

發海內外市場能力的領導人，這個基礎工程，我們希望在

2013年6月前就能建構完成。

　　最後，更值得一提的是，婕斯全球第一位雙鑽石總裁

Kim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就是所有夥伴最大的資產，他都用

真心對待每位會員，全世界不同國家的領導人也因為他的精

神和付出，每一個人也都無私付出、互相分享、學習，也因

此綿密的串連在一起，連結了全世界的力量，並締造了非常

驚人之成績。

　　因此，組織文化是我們成長根源，每位夥伴則是我們最

大的資產，持續的精益求精，質量並進，2013年我們將開啟

婕斯新頁、創造卓越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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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賢：TEAM ＞ME　　　　　　　　　　　 

互助與分享是組織文化裡的重要內涵。要能逐鹿中原，團隊力量

與組織戰力，才是勝出的關鍵。

藍寶堅尼百萬會員專訪　楊進 + 許䕒心

l 卓越領袖總裁班2月22日南台灣豋場

報名資格：紅寶級以上領導人

報名方式：即日起以電郵報名

(Iliya.Wu@jeunesseglobal.com)

報名截止日：2013年1月31日以前截止

婕斯公告　

l 柏沛樂在台灣正式豋場

醫療級蘋果果膠柏沛樂，即日起正式在台銷售，

詳情請洽婕斯。 

婕斯環球大中華區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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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輕鬆，走長路

錢靖華：
輕鬆，走出大戰略

6位鑽石總裁，30位藍寶，加上十萬人的團隊…第一次聽到婕斯「輕鬆姐」錢靖華聊起未來的婕斯事業夢想，聽到

的人無不咋舌，｢怎麼目標這麼大啊？｣

從服飾業轉戰婕斯舞台，三年多的時間，錢靖華頻頻寫下佳績，更在2012年9月，成功攻上紅寶總裁寶座。了解她

的人都知道，強調樂活、輕鬆工作的錢靖華早已發展出一套｢放輕鬆才能走長路｣的哲學，這樣的哲學正是她一路過

關，展望未來的關鍵。

歲到年底，就連南台灣的高雄都籠

罩著寒意。

　　旗津一家燒烤店內，錢靖華坐在圍

繞著滿滿一桌的夥伴中間，旁邊緊緊依

著的是她的丈夫，而除了夥伴和先生，

她把家裡兩條狗也帶上了，｢跨年聚餐分

享，這些都是我最親密的人生夥伴，狗

狗當然也要來，｣錢靖華笑道。

　　說來，新年倒數本來是年輕人較為

熱衷的活動，不過，這桌年齡層偏大的

客人，熱情可不輸年輕人，大夥聊生

活、聊新年感言，彼此更對新年的婕斯

業務推廣立下目標，於是乎，本來預定

只到晚上11點的活動一再延時，一直到

了隔天三點，大夥才盡興回家。

做生意，就是做人

　　

　　臺灣人說，狀元子好生，生意子難

生，或許由於家庭背景，錢靖華似乎早

早就註定走上創業之路。

　　出生在高雄，一個做生意的家庭，

每當她回憶起童年，父母忙著做生意的

身影總是第一個浮上心頭，｢他們兩個都

忙，忙到沒有很多時間陪我們，｣錢靖華

回想起從前，嘴角同時有笑容與無奈，｢

也因此，我們家的小孩從小就被訓練要

很獨立，生活獨立、讀書獨立，交友也

獨立，而且對於做生意的忙碌，早早就

已經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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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最愛的老公（下圖右三）和小狗，每次和夥伴聚會一定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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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做人的事業、分享的事業，每天都要跟大量的

人接觸，我的自在感，讓我可以很快的跟人拉近距

離。｣

　　 相較於強調霸氣壓力的傳統式領導，錢靖華的

領導模式特色獨具，三年實施下來也成效卓著，在

這個團隊內，夥伴真誠的分享彼此所遇到的問題與

困難，並互相鼓勵打氣，更重要的是，華姐團隊把

分享健康和產品知識的順位，排在推廣產品之前，

真正做到了知識分享，｢在我的觀念裡，全世界最

強的團隊就是架構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所以我在帶

領團隊的過程中，我是辦課程活動，讓團隊一起來

參與學習，一起成長，每個人都透過課程的學習，

設立在婕斯要達成的目標，一起努力，互相共勉。｣

　　在終身學習概念深入人心的時代，透過學習，

人的素質和知識不斷提高，對於組織的向心力也因

而提升。以婕斯為例，在2013還未來臨前，各類

知識培養也凝聚向心力的學習活動，早就是表定的

年度重點。

學習的世紀

　　

　　｢作生意這麼多年，直到經營婕斯事業，我才

真正理解，成功是幫助很多人成功，自己成功，得

到健康、財富、家庭、人際全方位的美滿，才是我

心中要的成功，｣錢靖華說出自己的感言，｢我現

在在婕斯的事業，只能算是起點，離目標還遠，在

婕斯的目標是要我的團隊出現6個鑽石總裁，30個

藍寶，十萬人的團隊…。｣

　　嚐過冷暖又重回高峰，這回，錢靖華決定輕鬆

走，儘管長路漫漫，心頭若定，終會達成目標,實

現理想。

　　55年次的她，國中畢業後考上護專就讀護理

科，畢業後她跟所有同學一樣進入醫院當護士，

一當就是5年。5年後，她與相戀多年的先生結

婚，至今兩個人的婚姻甜蜜，｢雖然她先生較胖，

華姐比較瘦，兩個人笑起來，可是十足的夫妻臉

呢，｣談起最尊敬的華姐，一位伙伴這樣形容。

成功的表象與事實

　　

　　事實上，除了婚姻上的成功，錢靖華的事業

也一度令朋友羨慕。就在婚後沒有多久，錢靖華

開始經營服飾店和餐廳，一做就是二十年，生意

堪稱穩固，｢那時候，我的朋友都認為我成功了，

不過我心裡很清楚，那不是成功，是成功的表

象，｣聊到過往的創業經驗，華姐的眼角閃起一絲

疲憊，｢辛苦的主因在於，無論是服飾還是餐廳都

屬於傳統生意，競爭大的情況下我經營的非常辛

苦，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那段很長的時間內，我

的家庭和健康都差點失去。｣

　　從小看著爸媽做生意，深知生意辛苦，然而

命運的無形牽引，卻又讓她走上創業一途，別人

眼中的羨慕，對照的，其實是自己心中的苦悶。

　　三年多前，華姐在好友呂文騫的介紹下，開

始接觸婕斯。

　　｢剛開始是看在他收入高，覺得可以試試看，

但其實我們作生意做久了，一個產品行不行都會

考慮很久，觀察詳細再出手，｣錢靖華說，呂文騫

介紹的第一個產品－賦活精華露馬上在她原有的

客戶圈中掀起旋風，本來是服飾店的老客戶，轉

而紛紛詢問婕斯產品，｢顧客是最好的測試，也是

最好的評估，大家都頻頻回頭詢問賦活，我就知

道這個產品可以做了。｣

峰迴路轉發現婕斯

　　

　　歷經了傳統產業的競爭，錢靖華認為婕斯

的產品和平台優勢，幫助她馬上站穩腳步，再

加上她自己的護理背景，很快就看到業績的成

長，2009年年底加入婕斯成為會員後，隔年6月就

晉升藍寶。

　　｢但在這些有形的條件之外，我認為自己的想

法和哲學，才是業績獲得成長的主因，｣華姐解

釋，由於自己的人生因為婕斯而改變，錢靖華總

是要求自己以「助人」和「回饋」的態度經營事

業，在面對客戶時，一定要有耐心地解釋商品的

成分及用途，就算客戶對於產品興趣不高，身為

佛教徒的她也以｢傳福音｣的角度循循善誘。

　　｢有時遇到對於健康比較輕忽，或是不肯花錢

的朋友，我就會拿出自己的專業經驗，強調健康

的重要，｣她堅持：「預防重於治療，健康是無價

的，平時就要做好準備，而不是等到生病時才來

尋求醫生的幫助，這時已經來不及了！」

輕鬆走長路哲學

　　

　　而在帶領團隊上，錢靖華的團隊總是最輕

鬆、自在，｢她總是適時鼓勵我們，而且從不給業

績壓力，｣一位在私下總是稱錢靖華為｢淡定姐｣的

夥伴透露。錢靖華自己也說，｢我非常清楚在婕斯

的事業不是在銷售，而是在分享。所以我只要感

覺到客戶有健康的需求或是賺錢的需求，我就會

主動的跟對方分享，若要說有什麼優勢的話，我

覺得心中無所求，輕鬆自在，自在感就是我最大

優勢。｣

　　｢至於我的特質就是我的親和力吧，婕斯事業

＂在我的觀念裡，全世界最強的團隊就是

架構一個學習型的組織，所以我在帶領團

隊的過程中，我是辦課程活動，讓團隊一

起來參與學習，一起成長，每個人都透過

課程的學習，設立在婕斯要達成的目標，

一起努力，互相共勉。＂

小語錄

錢靖華升聘歷程

2009年12月27日加入婕斯成為會員

2010年6月晉升藍寶

2012年9月20日  晉升紅寶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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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ME
黃書賢：

相挺，挺出新科紅寶石總裁

在婕斯，互助與分享一直是組織文化裡的重要內涵。畢竟，競逐中原，團體戰才是勝負關鍵。英雄固然重要，但沒

有團體的支持，英雄，只不過是能力突出的個人；相對的，有了組織戰力，才是勝出的關鍵。

2010年6月才加入婕斯的黃書賢，只花了短短2年3個月的時間，就攻上紅寶石總裁寶座。他說，婕斯組織文化的特

色，就是TEAM（團隊）大於ME（個人）。

｢我，做得到嗎？｣去年九月的香港婕斯年

會會場，黃書賢正要走上階梯，登上

燈光亮麗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每個登台的人

都要大聲說出自己的目標。

　　說來容易，但一向重視自己說出口的話的黃

書賢知道，目標說出後，壓力就會接踵而來。不

過，｢就讓宣示成為一種推力吧，｣這位外型溫文

儒雅的新科紅寶回憶，｢想法一旦貫通，心中再無

罣礙，於是我上台了。｣

　　｢我要在2012年9月份上紅寶石總裁！｣他大

聲的對舞台下四千名各國會員宣佈，｢回想起來，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經驗，｣他說，｢從原本的猶

疑，到大聲說出自己想法，然後再用行動追上自

己的承諾，經過這個過程，你就理解，原來自己

可以做到很多原本無法想像的事，只要你對自己

承諾，你一定要做到。｣

　　

　　｢所以你問我，下個目標是什麼？我可以很明

白告訴你，｣黃書賢說，就在新的一年來臨前，他

早已替自己訂好年度目標：在8月底前，他要協助

同樣在婕斯打拚的二姐黃芝瑩、廖晉諒大哥、沈

逢麟學長、許淑華攻上紅寶石總裁；在此同時，

他也要在同一時間，升上綠寶石總裁。

走過最辛苦的道路，

懷有最美麗的夢想

　　｢我本身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做事按部就

班有計劃，並不是一個衝動派的人，就因為知道

自已是這樣的人，所以我告訴自已要突破這樣的

個性，畢竟成功不會是偶然，必須要有所突破才

行，｣黃書賢這樣分析自己的個性，這樣的性格

源於年少時的家庭背景。　　

　　這樣刻苦的日子在兄弟姐妹都長大成人，開

始分擔家計的之後，並沒有立刻改善，｢我剛出社

會進了公部門服務後，有一年，媽媽因為經濟上

出現狀況，家中背了好幾百萬的負債，一個月光

利息就必須繳4萬多元，每次我領薪水，所有錢

幾乎馬上都拿去繳了利息，｣聊到家中最困難的日

子，黃書賢語氣哽咽，那段時間，經濟壓力讓家

裡連吃飯都有困難，就連上下班加油，都經常沒

錢可用，｢我記得，有一次實在沒辦法了，就去

跟阿姨借了一千元，其中三百元拿去幫摩托車加

油，剩下的錢我買了一箱的泡麵，就這樣撐過了

一個月，這種日子過了將近四個月。｣

　　不想再看到母親愁眉深鎖，黃書賢知道自己

只有一份薪水，無法解除家中的困境，他告訴自

l 和親愛的老婆一起參與夥伴聚會，是黃書賢最享受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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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定要增加收入，所以，｢我在當時就有兩個重要的信

念，到如今仍影響著我，第一、我相信選擇比努力還重要；

第二、跟對人和做對事業一樣重要！｣

我的夥伴，陪我打拚的好朋友

　　｢這就是我選擇婕斯的主因，｣黃書賢分析，婕斯有穩

定、讓人無後顧之憂的團隊，｢兩年多的時間裡，無論我們

有什麼需求，李總裁和王總監帶領的行政團隊，總是站到第

一線替我們解決問題。｣

　　｢第二層原因，你可以說也是跟婕斯塑造的組織文化有

關，換句話說，什麼樣的組織文化就會吸引什麼樣的人，｣

黃書賢繼續說，｢在婕斯，所有的夥伴幾乎都是自發性的彼

此互助，這一點，在業界很特別，幾乎聽不到任何惡性競爭

的問題。｣

　　｢至於帶領我的中威大哥和玉蘋老師更可說是生命中的

貴人，他們就像是我的大哥及大姐一樣，無私的付出及協助

我們，從沒看過他們喊累過，永遠扮演火車頭角色，帶領著

我們向前衝，跟著他們，我們經常在凌晨三、四點，都還在

高速公路奔馳，只因為伙伴需要我們的幫助。｣

自己做事業，要求自己最專業

　　而在組織文化之外，婕斯平台的優勢也同樣

獲得黃書賢的激賞，｢不僅不用擔心獎金發放，

積分計算，更能讓我能經營我自已都沒去過的國

家，包含了加拿大、美國、大陸以及越南的國際

化市場，｣黃書賢扳起手指、細數自己的海外市

場，｢其他像是下訂單後的全球宅配到府服務，

更讓婕斯幫我們創造了24小時都可以賺錢的全球

網路平台，讓每個人都像過往的大英帝國，真正

達到日不落帝國的夢想。｣

　　｢很多人在經營事業的過程當中，只會製造

問題，但永遠不懂得如何學習解決問題，｣從公

務體系走到婕斯，黃書賢觀察，｢我深信從另一

個領域，轉換另一個跑道是需要透過不斷的學

習，才能有所成就，保持現況不想改變，就只能

面臨退步，甚至被淘汰。因為婕斯是我自己的事

業，任何事情都應該親力親為，在心態上要求自

己必須是最專業的，從電腦操作、網路key單、

產品及公司制度以及運作模式自己都可以解決，

這就是我所說的婕斯生活化，生活婕斯化。｣

　　｢現在是英雄出場，團隊勝出的時代，｣黃書

賢總結，至於如何真正激發夥伴的熱情？｢在帶

領團隊伙伴時，我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在幫助

你的伙伴時，請你站在他的立場及角度去著想，

真誠的面對任何一個人，他們一定會感受的到你

的用心，而這樣的用心，最終一定會開花結果。｣

　　首先，我要感謝過程中一路陪伴我的老婆及在行政

上不斷協助我的李總裁、吳總監、王總監以及高雄兵副

理所帶領的優質行政團隊，也感謝我的家人們：我的媽

媽、阿姨、岳父岳母、嬸嬸、姑姑、姑丈及二姐，有家

人無私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無後顧之憂，才有目前小

小的成就。

　　接著，我還要謝謝最挺我的老師們，包括蔣奇叡夫

婦、林宗瑤夫婦、潘俞靜老師、心怡姐及致中老師、二

姐妞妞老師、蕭彥煇老師、吳永泰老師、心玲老師、廖

晉諒老師、沈逢麟老師等；最後，我還要感謝最支持我

的伙伴，其中有二姐帶領的屏東團隊、廖大哥帶領的斗

六團隊、沈大哥帶領的斗南團隊、許淑華帶領的小港團

隊、黃朝英夫婦帶領的高屏團隊、洪綉美老師及清輝夫

婦帶領的潮州團隊以及鳳涵帶領的高雄團隊。

＂現在是英雄出場，團隊勝出的時代，

在帶領團隊伙伴時，我常常說的一句話就

是：在幫助你的伙伴時，請你站在他的立

場及角度去著想，真誠的面對任何一個

人，他們一定會感受的到你的用心。＂

小語錄

黃書賢升聘歷程

2010年5月30日加入美商婕斯環球集團

2010年6月10日開始推荐

2010年9月15日升上藍寶經銷商

2012年9月27日升上紅寶總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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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NEW LOGO展新頁

年輕，永恆的進行式

靠著資訊流、物流和金流三者的完美結合，婕斯在短短3年成功攻佔全球84國，寫下無人能及之記錄。矢志創造不老傳

奇，快速成長的婕斯在攻城掠地的同時，也不斷反思、重塑品牌精神。

在2012年十一月底，婕斯在台中福容飯店發表了新LOGO，揭示了以產品、平台、計畫、精神和人文為五大特色的全新品

牌定位，也揭示了企業邁入新的發展方向，並據以傳承企業文化，永續發展。

如果能夠重新定義年輕，那該有多酷？

　　十一月底的台中福容飯店，MADONNA的歌聲激

昂，十多名美魔女走上伸展台上，讓氣氛顯得更火

熱。這些樣貌各有特色的美魔女，裝扮不同，年齡

也不同，卻清一色都是婕斯會員，她們曼妙的身材

和緊緻的肌膚，都是婕斯產品和婕斯特有生活方式

的活見證。

　　如果能夠重新定義年輕…，誰說不可能？

有實力，還要有品牌力

　　

　　在所有快速成長的企業當中，如何建立品牌力

都是不可避免的重要課題。美商婕斯環球集團成立

雖然才僅僅三年多，但隨著全球化腳步的推進，公

司也決定加快品牌工程的腳步。

　　2012年，婕斯亞太營運總裁SCOTT LEWIS出席

在美國紐約的一場頒獎典禮，深切感受到婕斯的實

力和潛力，早已超乎國界，即將成為全球的領導品

牌，他除了感覺興奮，更認為品牌工程的打造，要

從基本功作起。於是，他從紐約回到佛羅里達總部後，決定

成立團隊，並禮聘具備全球品牌發展經驗的專業顧問，從企

業成立宗旨、品牌目的、定位認同度和核心價值一一開始檢

視，展開一連串品牌工程。

年輕，不僅僅是外表

　　SCOTT帶領的專業團隊在訪談了婕斯全世界的高階領袖

一百多人後，他們同時也對全世界業內對手做了完整的情報

收集，他們認為，婕斯的核心價值就是要實現不老傳奇，把

年輕重新定義，｢但在此同時，我們更要強調，年輕不是口

號、外表；年輕還是觀念和生活方式，｣過程當中緊密與總公

司一起討論品牌精神的大中華區總經理李偉行指出。

　　再確認了核心價值之後，婕斯決定從視覺開始，重新包

裝企業形象。去年9月的全球年會，這個形象首次出現在世人

面前，｢但品牌推廣絕對是長期工程，也因此，我們決定在香

港宣佈後，台灣這邊還要再一次正式發表，事實上，接下來

全球11個分公司都要一起，把訊息傳遞給全球的婕斯家人。｣

最生活化的發表會

　　不過，跟過往的婕斯大型活動比較，這場品牌形象發表

會沒有邀請任何表演團體，而是藉由溫馨分享的方式，傳達

企業形象的精神。｢舊的LOGO像噴泉，其實已經很完美了，新

的LOGO具備品牌進化的無限、凝聚和創新等三個意涵，意義

更豐富，｣總經理李偉行解釋，去除原有外框，表示經營策略

將更開放，象徵未來迎向無限可能，｢目前，全球婕斯有十萬

經銷商，他們無時無刻都在推廣婕斯產品，所以這就是商機

無限。｣

　　此外，由於舊版LOGO源於青春之泉，發散的外型把泉水

灑向八方，象徵把希望和美麗帶給全世界，如今的新LOGO比

較有力道，圖像更加凝聚，代表能量更加聚集，聚財氣也聚

人氣。最後，新版LOGO的形象的尖端意謂頂尖，｢那就是持續

以領先的技術研發全球獨家的產品；搭配不斷創新的網路平

台走向全世界市場，最後，以更頂尖的戰略和更精準的策略

邁向卓越，｣總經理李偉行解釋。

發表APP，業界最創新

　　事實上，雖然成立時間不長，婕斯的創新性早已替業界

樹立標竿。2012年，婕斯成為業內首先推出自有APP的公司，

且這款APP亦可以搭配IPHONE和未來可使用於ANDROID系統，

讓經銷商無時無刻都可以上線使用，增加經營的便利

　　｢除了總裁分享的三大精神，婕斯品牌還要打造五大特

色，那就是產品、平台、計畫、精神和人文，｣婕斯大中華區

策略行銷總監王大智也強調，｢APP的發表就是平台工程的一

個重要部分。｣

　　從視覺到平台功能，新品牌形象的發表象徵的婕斯邁入

新的發展階段，有了品牌力的加持，也意味下一步的全球成

長力道將更強勁，絕對值得期待。

專
題
報
導

11

無 限 凝 聚 創 新



12 13

過去三個月，婕斯的經銷商，無論是新人

還是高階，每個人都收穫滿滿。

　　幾波業績衝刺，不少人攻上了藍寶，而在拚

業績外，婕斯近來一長串的課程也讓許多人忙

的不亦樂乎，｢從明日總裁班、講師訓，到香港

的婕斯大學，我每場都去了，筆記寫了滿滿兩三

本，｣一位經銷商攤開筆記，一邊說一邊笑的很

滿足。

　　時間剛剛來到2013，婕斯在年初第一次公佈

由婕斯自己認證的專業講師名單，接連著前面兩

波講師訓，一共有22人上榜，一位一舉獲得認證

的經銷商說，｢感覺好像回到學生時代，學習，

真快樂！｣

快樂學習、快樂成長

　　2011年推出業界指標的香港婕斯大學後，婕

斯把業界人才訓練的標準拉到新的高度，經過兩

年的推動，學習風氣成為婕斯高度發展的文化，

學習的效益和必要性也獲得從新人到高階領導

人，一致的認同。

　　美商婕斯環球集團於2011年正式在香港辦

理婕斯大學註冊登記，婕斯大學區分為教育、管

理、行銷和商品等四大學院。每所學院均延攬領

域內專家、專業人士以及國際知名的師資，讓每

一位優秀的婕斯伙伴都獲得最好的知識加值。

　　在剛剛過去的香港婕斯大學活動中，為了讓

所有與會者能在個人領導能力、專業銷售技巧等

領域上都盡情學習，四大領域都請來高階顧問，

其中包括了國際培訓大師、成功學專家艾莫、美

商婕斯環球集團大中華區醫學團隊首席顧問馬燕

斌醫師以及經營管理顧問方申教授等。

　　透過精心規劃的課程，名師讓所有經銷商用最

經濟的時間安排，獲得最密集的效果吸收，生動的

課程讓在場每位學員聽得如痴如醉，獲益良多。

JMI人才培育系統

完整成長，婕斯跟你作伴

讓人的能力獲得最大發揮，是企業發展最主要關鍵。這道理不難懂，但真正實踐的企業卻少見。

展望2013，婕斯計劃從婕斯大學往下整合各類培養人的課程，真正實踐留才、育才、發展人的人

才培養三部曲。

2013，學習擺在第一位

　　事實上，早在2012年伊始，美商婕斯環球集

團台灣分公司就體認到，在婕斯跳躍式成長的歷

程中，如何協助經銷商也同步快速成長，將是婕

斯在大中華地區持續保持高度成長的關鍵，｢要讓

整個部隊都跟上，這場仗才能繼續打，我們的戰

功才能持續，｣大中華區總經理李偉行說，｢也因

此，我們在2013將持續以培養人為重心，並且把目

前已有的婕斯大學、明日總裁班和講師訓等都一併

整合，讓彼此之間從低階到高階，銜接更完整。｣

　　展望2013，婕斯將繼續用婕斯大學四大學院

去進行整合，｢今年的主要工作在於發展標準作業

流程，｣擁有十多年專業講師培養經驗的婕斯行銷

經理薛智方說，｢以講師培訓來說，從講師的遴

聘、課程舉辦到設立講師認證制度，完全都由公

司一條鞭完成。｣

　　｢而從參加者的角度來看，為了讓每位經銷商

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學習需求和學習位階，我們

即將發行學習護照，這樣的護照讓新人一進入婕

斯系統，就有明確目標，從新人到高階都有完整

規劃、全程都有學習目標，｣薛智方補充。

人才培養三部曲

　　人是創造偉大的事業的關鍵，無論是何種事

業，人都是創業中最關鍵、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只有當領導者充分了解人的特性，善用其所長、

避其所短，才能讓人的價值獲得最大發揮，也讓

團隊夥伴們獲得最大成長。

　　不過，雖然道理不難懂，但要真正把留才、

育才、發展人三部曲當成事業核心，的確需要專

注、用心與堅持，婕斯受益於其企業文化以及原

有的婕斯大學優良架構，在打造自己專屬的學習

路徑中，早已佔領制高點，而這樣的創新作法，

更是下一波高成長的最佳保證。

婕斯人才養成三部曲

留才 育才 發展人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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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I:
Jeunesse Management Institute

l 婕斯行銷總監王大致和參加講師訓的高階總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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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堅尼俱樂部
百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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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給我機會，推薦我的貴人，我的好教練，林宗瑤、呂文騫夫婦，

認真踏實，努力不懈精神，堅持的態度，對我不離不棄的指導我。     

　　經營20年的傳統事業，開了三家樂器公司，教鋼琴，古箏是我人生感

覺最幸福的一件事，原本以為這一生就這麼幸福的過一輩子，沒想到景氣

不再，網路時代的來臨，消費型態改變，衝擊了傳統行業。正愁著未來的

路怎麼走，呆呆地發愣對著鏡子，爸媽生給我最美麗最漂亮會說話水汪汪

　　　的眼睛，佈滿了細微紋，下垂的很厲害，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老好多

　　　　歲。煞那間腦海中突然浮現經營貿易保養品20年的好朋友 ，我相

　　　　　　　信他能幫我找到我要的，林宗瑤綠寶夫婦不只給我美麗健

　　　　　　　　　康，更給我改變命運的機會。

　　　　　　　加入婕斯兩年時間，起初不會電腦不懂網路不懂架構，只

　　　　　　　　會分享賣產品，收入不穩，曾經又回傳統模式的觀念，

　　　　　　　　用時間體力換取金錢，停了10個月的時間，怎麼還有收

　　　　　　　　入，還比以前更多，原來架構要時間才有持續的收入，

　　　　　　　　　努力可以累積，這才是保障。                      

　　　　　　　　　透過婕斯的平台，找回了我初衷願望與責任，原本考

　　　　　　　　上醫學系的寶貝兒子，因為看到社會上許多高學歷，一

　　　　　　　　　　生只能用專業，時間，體力換取財富，有限的幫助

　　　　　　　　　　　人，無法真正改善更多人的生活而反對，也因為

　　　　　　　　　　　　婕斯自助，互助，共存共榮的精神，也同意就

　　　　　　　　　　　　讀有關經濟行銷網絡事業，也很熱情參與海外

　　　　　　　　　　　　　婕斯大學，有了婕斯，家人更加和樂幸福。

　　　　　　　　　　　　　　　感謝這一路上幫助我們的總教練蔣奇叡

　　　　　　　　　　　　　　　　蔣老師，潘俞靜老師，黃心怡老師，

　　　　　　　　　　　　　　　　吳永泰老師，王心玲老師，王碧青老

　　　　　　　　　　　　　　　　　師及我的好朋友郭彩雲老師，更要

　　　　　　　　　　　　　　　　　　感謝我以下所有團隊的協助與幫

　　　　　　　　　　　　　　　　　　忙，跟隨我的夥伴們加油，我定

　　　　　　　　　　　　　　　　　　會讓你成為下一位百萬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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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堅尼百萬會員資格：

必須為婕斯藍寶級經銷商，擁有婕斯講師認證

無不良紀錄，年收入達NT$100萬元以上

我叫楊進，在還沒加入婕斯公司之前我經營藥局，每天的工作從早上

到晚上，時間非常長，就守在藥局內。這麼長的時間，讓我總是想

著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獲取平衡，也因為工作是這麼的固定，讓我常想要

改變，換換跑道。

　　在一次聚會中，我太太介紹我認識朱展寬夫婦，

沒想到從此開啟我婕斯的全球生意。在深入了解婕

斯環球商機後，我就告訴我自己，這就是我要的，

在這裡，我可以實現夢想，那就是藉由一個網路

平台，可以發展全球的市場，這樣一個跨國事業

生意，太不可思議了。

　　以往我們只能在網路上消費，現在可以經營網路

生意，只要些許的投資，就可創造一輩子永續的

收入。在經營藥局的時候，我都守在同一個點，面對

同一批人，所謂作生意就是顧著店，等著客人上門，

就算要主動，也沒有辦法。

在過去兩年的時間內，這一切都變了。

婕斯公司創造「互聯網商業平台」，

加上自己擁有光纖系統，能迅速連結

全球229國家和地區，將人脈整合

在一個平台上，這樣的營運模式

過去實在很難想像，但如今，

我在這裡已經看到了。

　　現在，我已連結了好幾個

國家，也收穫不少的生意，

重點是我都不認識他們，

現今能做到這樣規模的

商機，唯有婕斯這樣最完善

的物流、金流、資訊流的

平台，才能讓我輕鬆成為

藍寶堅尼俱樂部的百萬會員，

衷心期盼更多有心成功人士

加入我們，實現夢想。

藍寶石經銷商

楊　進

藍寶石經銷商

許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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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寶階經銷商晉升名單

u 謝清輝 u
感謝推荐人林先生、特別感謝上線紅寶陳中威、

林玉蘋、黃書賢、他們的用心、積極行動、感動

我，才有今天。上藍寶只是責任的開始、定必協

助我的伙伴們上藍寶以上聘階。

u 陳佳妗 u
感謝婕斯讓我全家人擁有健康、美麗且持續性的收

入，也感謝書勤、美琪及團隊給我的愛與協助！成

就事業需要：大膽相信、勇於改變、持續行動、堅

持成功。

u 方鈺婷 u
只要選對公司相信了產品，唯有對產品的感動與對

人、事、物皆心存感恩，並且不吝以熱情、誠懇

的心與親朋好友分享，幸運之神就會跟隨我們。感

恩靖雯一路溫馨的陪伴，我及伙伴們都會努力傳

播愛心。

u 侯林秀娟 u
感謝婕斯的產品，帶給我、家人及親友們有優質

的保健品，更感謝淑美與素美無私的奉獻、輔導

以及所屬團隊姊妹們的不吝協助，使我有更精彩

的人生，伙伴們大家加油吧!

u 吳素美 u
感謝領導人劉淑姿、陳淑美，帶領我進入婕斯這個

大家庭，看到公司產品好、制度好，心想跟這家公

司走就對了，經營婕斯是分享健康、美麗、財富的

事業。感謝團隊，大家一起加油、加油。

u 王巧誼 u
感謝我的貴人楊國瑛女士，推薦我婕斯這麼棒

的事業，婕斯帶給我更健康更美麗更快樂，讓

我美夢成真！

u 吳碧月 u
選擇對的公司努力，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壽險業

打拼了26年後我更這樣覺得。婕斯是我謹慎評估最具

有潛力發展市場空間，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晉升藍

寶級經銷商，接下來上紅寶是指日可待了。我要特別

感謝我先生的支持，及潘俞靜老師，因為妳們的推薦

及付出協助，我們才可以一起在婕斯圓夢。

u 陳儷勻 u
感恩淑美與漢龍給予我認識婕斯的機會，婕斯是一

個幸福圓滿的大家庭，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想成

功就要用心投入，空想沒用，積極去做吧！改變心

態，就能改變人生！大家一起努力可以讓更多人健

康美麗及擁有財富自由的幸福，一同加油吧！

u 黃于 u
感謝中威玉蘋介紹我們認識婕斯，使用婕斯產品後

我們的皮膚都變得很漂亮，皺紋也都不見了，感覺

年輕了十歲以上，當然收入也增加了，所以要感謝

我的上線和所有團隊。

u 黃祺耿 u
感謝系統領導人潘俞靜老師與推薦我的鄭淑芬老

師，以及團隊優秀夥伴，你們的付出奉獻造就了

我，在婕斯大家庭，如果我有放棄的念頭浮出，馬

上就會找到重新啟動的理由，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大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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