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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隨著婕斯業績蒸蒸日上，每期婕斯採訪的總裁級人物也

愈來愈多，這一次，編輯部一次採訪了多位綠寶石和紅寶石

總裁，這些總裁們總是為我們挪出時間，娓娓說出一路來的

心情點滴。

　　每個人的境遇不同、人生也不同，但在追求更好生活的

同時，希望能幫助更多人的態度應該是一致的，聽這些總裁

們說故事，心情很難不隨著他們的境遇流轉而對婕斯這個大

家庭有所新的體認，當她們談到激動處，紅著眼光細數奮鬥

的歷程，更令人感同身受，理解她們對於婕斯的深刻情感。

　　當然，無論是綠寶石還是紅寶石總裁，每位總裁最終總

不忘加一句，目前的成就只是過程，未來還要挑戰更高聘

階…看來，雖然每個人來處不同，但未來方向卻都是一致

的。這期，是給所有婕斯人共享的心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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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襲戰將 PART 1

潘俞靜：轉個彎，生命更美好　　　　　　　　　
生命轉個彎，視野更美好，從小愛美到進入婕斯，在夥伴扶持下度過生

命最低潮，也寫下最精采成績。新科綠寶石總裁潘俞靜堅持，｢婕斯給
我的可不只是豐厚收入而已。｣

逆襲戰將 PART 2

郭彩雲：婕斯，許我永恆的未來

l 柏沛樂巡迴講座，

熱烈開講中

．4/9 高雄

．4/12 台北
．4/18 台中 
 

婕斯看板　
l 送愛到印尼

婕斯本著公益與關懷的精神，由雙鑽石總裁Kim號召

全球領袖一起送愛到印尼，幫助當地遭受海嘯及水

患為患的居民重建家園，我們感謝婕斯愛心使者，

讓人間處處有溫馨，世界充滿希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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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藍寶石經銷商晉升名單　　

l 婕斯講師顧問團

為建立婕斯系統發展與培育之一致性，4月

即將成立婕斯講師顧問團，目標在於所有

參與者都能貢獻所長，成為婕斯文化與永

續傳承之領航者。

不同的故事，相同的目標

逆襲戰將 PART 3

羅紫瀅：自信，就敢大聲

鄭淑芬：助人，就是最佳動力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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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解毒聖品－蘋果果膠

婕斯魅力－FB粉絲團熱情開站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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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看板　

2011年婕斯創辦了全球第一個純華語的人才培

育系統—婕斯大學，在當時是業界首見，

成立至今近三年，仍是僅此一家別無分號，這代表著婕斯

大學的獨特與卓越地位。婕斯大學涵蓋了管理、行銷、商

品、教育四大學院，每一次的課程我們都聘請各大領域的

專業講師及世界知名醫學顧問，為婕斯大中華地區的經銷

商量身訂做快速成長課程，並獲致廣大迴響。

　　很多人並不知道，舉辦一次婕斯大學所要投注的時

間、人力、財力與物力都是非常的龐大，足見總部對大中

華區市場之企圖心和遠景；今年隨著業績與經銷商人數

快速的成長，婕斯大學的規模也將會增加參加的人數之

外，更計劃要加開更多的場次，以符合市場需求，在在反

映出，婕斯大學的課程安排確實符合學員需要，不但讓學

員有豐富收穫，奠定其事業基礎，也更加確認了我們的信

念，那就是企業要負起培養人才及傳承文化的責任。

　　事實上，除了婕斯大學的基礎培訓課程外，今年起我

們還開展一系列的訓練課程，包括「婕斯產品生活系列講

座」：讓婕斯產品的使用者更加健康美麗，並樂於分享、

「贏在系統總裁班」：建立經銷商系統創富觀念，進而勇

敢做大夢，朝實現自由富足人生邁進、亦開辦了第一屆「

卓越領袖總裁班」：來自全球各地的總裁們齊聚一堂，接

受全球培訓大師的震憾洗禮，目地就是要協助婕斯家人都

能夠跟著系統發展，創造更大及更美好的將來。

　　站在人力資源角度來看、一個公司的教育訓練是否充

足，決定了公司的戰力，透過教育訓練系統，經銷商可以

看到公司平台的威力與實力，更可以看到婕斯未來的發展

性及進入大中華市場的模式！我們非常驕傲，婕斯開創了

國際市場發展先例，並建立無人能出其右之純華人系統培

訓架構，不但讓更多優秀的夥伴加入，也提供了絕佳的舞

台讓人才揮灑。

　　古人說，得人才者得天下，今天，我們深信為了更遠

大的目標，並要將美麗和健康的理念傳遞給更多人，透過

一系列完整的培訓系統，我們將吸引更多各行各業的人

才，一起與婕斯在全球的市場，創造幸福新時代！

總
經
理
的
話

婕斯環球大中華區總經理

培養人才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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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個彎，
生命更美好
潘俞靜細說來時路

婕
斯
人
物

 逆襲戰將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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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轉個彎，視野更美好，從小愛美進入婕斯，在夥伴扶持下度過生命最低潮，也

寫下最精采成績。新科綠寶石總裁潘俞靜堅持，｢婕斯給我的可不只是豐厚收入而

已。｣

｢我變了，我覺得自己脫胎換骨，現在經

濟獨立了，心裡也更踏實了，有時候

遇到老朋友，她們甚至說我連外型都變了，｣談

起加入婕斯的感言，潘俞靜話夾子一開，語氣帶

著感性。

　　身上總是一襲亮麗小洋裝，走在路上總會讓

男士們多看幾眼，不過，自信的外表下，這個

屏東出生、水瓶座O型的｢潘老師｣說起過往的自

己，聊天中多次出現｢沒自信｣、｢小女人｣等形容

詞，如果聽者露出懷疑的表情，她甚至會拿出手

機，用相片來個今昔對比，然後再用大眼睛定定

的望著你，問道｢妳說，這樣的改變是不是很大

呢？｣

從小就要水水的

　　當了二十多年美容師，從小愛美，潘俞靜總

是打扮的水水的；她很清楚，憑著專業自信和外

貌，由她來分享美麗的說服力絕對是夠的。

　　200 9年10月31日，她在朋友介紹下結識

了蔣其叡老師，｢透過朋友，剛剛接觸就很順

利，我一天推薦一個朋友，我都知道朋友的需

求，剛開始分享Luminesce我已經知道她們本身

非常愛漂亮，只要分享產品的獨特性與效果，往

往都很順利，｣潘俞靜回憶。

　　為了體驗產品，潘俞靜剛開始接觸產品，決

定拿自己做實驗。每天早上，她拿著產品擦半

 逆襲戰將 PART 1

l 女兒是潘俞靜最大精神支柱。l 蛻變前的潘俞靜。 l 與團隊夥伴前往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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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臉，但只擦半邊，持續兩週，驗證效果，｢我

得自己體驗產品力，沒有體驗過就去推廣我做

不到，我必須確定確定有效，｣她說，在那個階

段，她就把推廣的對象分成兩種，一種就是上

述的純消費者，至於另外一種類型，｢也有些朋

友想要找尋機會，我評估婕斯是非常有潛力的公

司，因為產品獨特，又剛剛啟動，很適合找機會

的人，就會推荐適合的朋友，這兩種比例大概一

半一半，一直到現在都還維持這樣的比例。｣

從一而終最幸福

　　｢以我當時的收入，做婕斯並不是純然以利

益為出發點，｣潘俞靜解釋，｢作組織行銷二十

年，到後來會很想慎選一家（企業）去經營，組

織行銷是借力使力的事業，很多人在組織行銷轉

來轉去，選擇不對，再轉很辛苦，所以那時我就

決定要找一家可以長期經營的公司。｣

　　｢我甚至認為，一開始沒有賺錢沒有關係，

但要填選事業體，選好後就不要輕易做變動，這

樣才可做得長久。｣

　　潘俞靜透露，她最早分享的對象是自己20多

年的好友－林宗瑤的太太呂文騫，｢當時，剛好

林宗瑤也在找機會，他原本在大陸的工作遇到瓶

頸，我們是好友，所以一起在事業體內打拚，結

果他先開花散葉，成為綠寶石總裁，｣她笑道，

不過，雖然有產品、有專業、還有好友相挺，

剛開始的事業開展雖然順利但卻很辛苦。一群人

彼此打氣，還創造了248系統，要求每個星期都

開會，至於潘俞靜自己，除了推廣的勞苦，更大

的挫折來自家庭的反對。

生命多變化

　　｢我覺得那很可能是此生最後機會，不能放

棄，所以擋住了家庭壓力，｣潘俞靜回憶，但她

卻萬萬沒有想到，整件事卻演變成她一生最大的

變化球。

　　｢那時做了一年多，我的婚姻發生問題，｣回

想起這段歷程，潘俞靜語氣黯淡了下來，｢那種

難過，讓人感覺幾乎活不下去，雖然經濟上，婕

斯一份收入讓我支撐下去，可是人卻完全沒有力

氣打拚，整整三個月，人都縮了起來。｣

　　婚變打擊讓潘俞靜猝不及防，三個月的沉

澱後，她冷靜整頓自己，｢我覺得必須站起來，

因為有很多夥伴願意跟我繼續打拚，｣她回憶，

但也是在此時，她發現自己對於婕斯團隊的感情

的深厚，早已成為支持她的力量，｢聽到我的事

情，總經理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還有王總監也

是，還有Kim、公司行政團隊，都給我很多幫助

和溫暖。｣

　　｢我承諾自己的團隊，像是鄭淑芬、小燕、

貴嫂她們，既然沒有家庭了，我就全力以赴，

婕
斯
人
物

 逆襲戰將 PART 1

l 台灣婕斯創辦初期，號稱F4第一次前進美國合影。 l 是事業伙伴，也是分享生命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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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她們說自己是7-eleven，全天候且全年無

休，｣潘俞靜說，那時候唯一的家人女兒在澳洲

求學，平日的夥伴情誼昇華成為生命動力，｢從

那時候起婕斯就是我的生命，那段時間，每次上

台分享，我就一定哭到不行。｣ 

　　走過了哀痛，重新找到力量泉源的潘俞靜發

現自己，原來比自己想像的更強壯，她花了半年

重新整頓組織，重新讓願意一起打拚的人歸隊，

重組團隊，接下來的一步一腳印，她踏的更穩

實。身為婕斯元老，潘俞靜早早就升上紅寶石總

裁，卻因為這段變故，讓她又等了兩年，才又升

上綠寶石總裁。

從小愛迎向大愛

　　但回想過往，潘俞靜看到的不僅是逐步上聘

的歷程，更是一個女人自我成長的過程，她說，

在婚變以前，不曾自己出過國，早早就投身婚姻

的她，其實一直是個小女人，喜歡依偎在男人身

旁。

　　｢有一次上課老師講到老鷹的故事，老鷹年

齡到了就要卸掉羽毛和利爪，那個過程的痛是難

以形容的，…我覺得自己就是那是老鷹，必須經

過這個過程才能更堅強。｣

　　而在那段時間，許多的鼓勵，早已成為她銘

記的座右銘，也是她最想與所有婕斯人分享的心

得。

　　蔣其叡說：｢當你站起來，全世界就認同

你。｣

　　至於從Kim的身上，潘俞靜則學到女人的韌

性和女人的胸懷，｢不要局限在小愛，而是把愛

放大。｣

　　站在新的高點，無論是事業上或是生活上，

潘俞靜覺得，此後，人生境界跟以前更不同了，

這就是潘老師的故事，她的成功，背後是一個女

人的焠鍊和成長過程。

我首先感謝推薦人蔣奇叡老師，以及林宗瑤夫婦、王

碧青一路相挺。台灣公司的李總、王總監、吳總監帶

領的所有行銷部及行政部，一直以來給我的幫助。感

謝Kim，讓我學習、讓我成長。

再來感謝所有團隊夥伴的努力。最感謝家人給我的支

持。當然最大的精神支柱及動力就是我的女兒，謝謝

妳，最最親愛的honey。

 

有太多人值得我感恩了。一路以來如果沒有所有的一

切，我不會成長，包括支持我的、傷害過我的，我都

心存感恩。

 

上綠寶只是個過程，最終目標是上鑽石，並幫助所有

想成功的夥伴成功。

小語錄

潘俞靜上聘歷程

2009年10月30日 加入美商婕斯環球集團

2009年10月30日 開始推荐

2010年 1月30日 升上藍寶石經銷商

2011年 8月30日 晉升紅寶石總裁

2013年 1月31日 晉升綠寶石總裁

5

｢不要局限在小愛，而是把愛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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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許我永恆的未來
紅寶石總裁郭彩雲

婕
斯
人
物

 逆襲戰將 PART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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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接觸及接受一份事業，絕非偶然。在

此，我首先要特別感謝我的推薦人－羅

紫瀅老師的引薦。 

　　回想三年前，剛認識婕斯公司時，我完全不

懂這是個什麼樣的商機，但隨著台灣分公司的成

立、全球各國家地區不斷的增加，產品不斷精

進、金流、物流做得更趨完整，我知道這機會是

對的。再加上台灣領導人蔣奇叡鑽石總裁、王碧

青綠寶總裁以及248系統的所有老師，不斷的規

劃各個階段適合的課程，讓彩雲我成長及領受很

多，感謝婕斯公司及感恩以上所有的領導人！！

　　在經營的過程當中，我的好姊妹王碧青綠寶

總裁，總是不斷的提醒我：婕斯是個千載難逢、

百年難得一見的全新機會，在未來，電子商務

必成經濟龍頭霸主，開始我總是半信半疑，當碧

青老師以身示法，親力親為的達到每個設定的目

標及聘階時，我才恍然大悟…真的很感謝碧青綠

寶總裁，對我不離不棄，更在我挑戰紅寶石總裁

時，不眠不休的全程指導，讓我於2012年9月得

以順利達成紅寶石總裁聘階，在此，再次感謝我

婕斯事業中最重要的教練。

　　但…這不是我的目標，紅寶石只是個過程，

婕斯事業是個沒有鍋蓋的生意，雙鑽石總裁才是

我的目標，彩雲將更加努力及用心的協助我的團

隊，讓我充滿夢想的伙伴，一一達成自己所設定

的目標，這是我目前人生當中最重要的責任及使

命。

　　最後，我要感謝Kim雙鑽石總裁，三年多來

總是不斷給予台灣夥伴，系統教育訓練及各大活

動的支持，每當我碰到問題、軟弱時，只要看看

Kim，我馬上不敢鬆懈，kim是我的學習榜樣，永

遠的領袖Kim，我愛妳，謝謝妳。

 逆襲戰將 PART 2

升聘歷程

2009年11月 加入

2010年 3月 晉升藍寶石經銷商

2011年 9月 晉升紅寶石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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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襲戰將
戰勝不景氣
愈是不景氣，愈能考驗實力。

2012全台不景氣，美商環球婕斯集團卻打敗不景氣，逆勢成長，創下史上最好成績，這

樣的成績，除了說明婕斯產品、平台和理念的優越，站在第一線打拚的戰將當然也居功厥

偉。

也因此，經過2012的努力耕耘，2013新春伊始，婕斯的戰將們就進入升聘高峰，而這群逆

襲戰將也不惜分享成功秘訣和背後努力的故事，除了與伙伴分享，更要與許多未來即將進

入婕斯行列的新成員分享。

以下，就讓這群逆襲戰將面對面，說心情。

　

婕
斯
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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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營美容行業很久了，常常有夥伴問

我，這麼久的美麗事業經驗有沒有幫

助？說真的，在美麗事業這麼久，累積的專業和

經驗，對於經營婕斯事業的確有幫助。

　　但比起專業，我覺得自信幫助更大，自

信哪裡來呢？東西好、效果好、再加上我的

服務和解說好，讓我每次出門介紹婕斯總

是心頭自信滿滿，也讓我介紹婕斯產品總是

很大方，我覺得，透過我的自信口氣，消費

者和夥伴也容易感染到我的自信，這樣，事情

就好做了，這也是我獲得亮眼成績的主要原因

啦。

　　至於婕斯的美麗事業和我以前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是比起傳統模式，組織更能賺大錢囉。

自信，
就敢大聲

新科紅寶石總裁

羅紫瀅

升聘歷程

2010年2月 加入

2010年7月 晉升藍寶石經銷商

2013年1月 晉升紅寶石總裁

 逆襲戰將 PART 3



l 熱情十足、活力充沛的高階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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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人
物

我在普通平凡的家庭環境中長大，步入

社會我自己經營美容店，家庭幸福美

滿。不過，由於大環境的改變，傳統美容

受到嚴重衝擊，原本經營的店家生意大

受影響，也逼得我結束自己的生意。

在經過轉折，才因緣際會接觸到婕

斯事業。

　　說真的，剛開始成為經銷

商之初，我對事業並無全力付

出，但看到產品幫助許多愛美

麗、愛健康的朋友，才使得我對婕

斯產品產生深厚的認同感。後來雖

曾面臨經營低潮期，但身邊的伙伴不斷

地鼓勵，讓我擁有勇往前進的動力，這一

路走來，該感謝的人實在太多。我只得感謝

所有夥伴，對於組織付出的一切。因為有妳

們，才有這個紅寶石聘階。

助人，
就是最佳動力

新科紅寶石總裁

鄭淑芬

升聘歷程

2010年12月 加入

2011年6月 晉升藍寶石經銷商

2013年1月 晉升紅寶石總裁

 逆襲戰將 PART 3



「我認為，開設這次的總裁班，處處可以

看到公司的用心，｣聊起年初在海南島

所舉辦的｢卓越領袖總裁班｣，婕斯台灣鑽石級領袖

蔣奇叡強調，｢這是因為在發展過程中，我們一開始

等於是摸著石頭過河，到逐漸成為全球最早用系統

架構、落實系統領導的團隊…依著系統發展、讓人

才成長的速度都加快，就是我們（婕斯）現在跟以

前最大的不同，在海南的課程上完全展現。｣

度假訓練高規格

　　

　　為了安排這場專屬於紅寶階以上領導人的訓

練課程，婕斯特地把地點安排在近年來大中華區

相當熱門的度假會議地點－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

市。｢由於在完全獨立的環境學習，所有人專注力

更能提升，也是這次活動的特別之處，這是與會總

裁們共同的心聲。｣而為匹配地點的高規格，這場

2013年首場的高階領導人培訓課程，也請到國際級

大師－艾莫老師主講。

　　在為期四天的訓練課程當中，第一階段總裁學

員們專注於提升與穿越，從第一天了解個人特質到

團隊定位、到如何成為一位卓領袖並有效率的以系

統架構帶領團隊發展，在在都為更茁壯的團隊未來

做奠基、第二階段總裁們更充分的彼此交流，吸取

來自不同國家的成功經驗，並於旅遊行程中享受富

足自由的婕斯生活。

課程量身訂做

　　此次卓越領袖課程，完全是針對高階領導人量

身訂做的，艾莫老師同時也花了相當多的精神，針

對婕斯的商業模式進行剖析。

　　｢相較於以往以產品、激勵為主的課程，卓越領

袖總裁班更精進，更強調高階領導人的成長，｣蔣奇

叡強調，｢這種針對商業模式、領導管理能力與事業

導向的課程，其目的在於培養經營者，這將是婕斯

下一步大躍進成長的動力。｣

婕斯領航－
卓越領袖總裁班

企業培養人才的方向，展現的即是發展格局。

從早期以摸索的方式到現在以系統進行組織培育與發展；從產品知識和激勵式的訓練到高階經營者的培

養，為因應高階領導人數日漸增多，來自全球各地的總裁們於年初齊聚於海南島參加第一屆｢卓越領袖

總裁班｣—為培養卓越領袖所開辦以領導統御與系統管理能力為主題的培訓課程。

l 熱情十足、活力充沛的高階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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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會直擊

進化年輕、璀璨未來
在台正式成立兩年，婕斯進入高速成長期，在回顧與展望未來的生日慶典禮，

創辦人與Kim紛紛現身，與台灣婕斯伙伴共度歡呼收割的時刻。

而2013年最受期待的果膠產品柏沛樂，也在這一天正式在台灣登場。

12

l 創辦人Randy和Wendy遠道而來。

專
題
報
導

婕斯歡慶台灣公司運作兩週年，向來對

台灣業務發展支持不遺餘力的創辦人

Randy和Wendy夫婦，大老遠從美國飛到台灣，

這一天，當他們進入會場，除了歡呼聲，HAPPY 

BIRTHDAY的歌聲更是響亮，讓當天的壽星Wendy

在頻頻向台灣伙伴揮手的同時，也不斷拿出手帕

拭淚，對她來說，能在自己喜歡的台灣慶生，可

說是最特別的生日經驗了。

　　歡慶與感動，向來是婕斯活動的特色。在

這個特別的一天，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會場裡的

大螢幕，也以短片帶領大家回顧精采的20 1 2

，對於現場幾千位婕斯夥伴來說，跟著影片回

顧過去一年的奮鬥與榮光，以及對於慈善的投

入，深深的打動在現場的每一位婕斯伙伴。

　　在影片回顧之後，婕斯大中華區總裁李偉

行在會中也特別接櫫2013年大中華區目標，包

括至少創造100位以上年收入超過500萬新台幣

的婕斯企業家、以及年營收20億新台幣的偉大

目標，同時積極建構經銷商培訓系統，在在都

顯示出婕斯邁入高成長，並成為把美麗與希望

帶給全世界的幸福企業。

雙鑽登場

　　在一連串感動時刻之後，婕斯女神Kim的登

場，正式把活動的情緒帶到了最高點。早在台

灣婕斯創辦初期，Kim就是台灣夥伴最為仰望的

指標，而在年會中的演講，Kim也細數了她對於

台灣的情感。

　　｢台灣是很特別的土地，就是因為台灣的付

出，婕斯才有今天的成績，｣Kim指出，台灣伙

伴的努力帶給婕斯精采篇章，｢也因此，當台灣

歡慶兩週年的時刻，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很多成

功的例子，看到許多人藉由婕斯這個平台實現

了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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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上，Kim也回顧了自己的生命歷程，

以及婕斯對於她一生的重要影響，她說：｢我是

個平凡的女人…但對我來說，婕斯就是人生的

大學，…我在美國大學畢業後，進入全球五百

大的企業工作，但過去三年我所學習、體會到

的，比任何大學學到的都更多，讓我看到人生

意義，也看到身邊的人健康了、快樂的，我要

說，除了收入之外，這些都是婕斯給我的最好

的禮物。｣

　　而藉著這個特別的機會，Kim也特別感謝台

灣的行政團隊，並請現場伙伴一起為負責大中

華區業務的李總以及台灣團隊鼓掌打氣。｢我也

要在此跟大家說，過去三年內婕斯全球發出了

一千萬美金，但我認為在2013年，婕斯一年發

出的獎金將可望超過這個數字。｣

　　在演講之後，Kim也邀請鑽石與綠寶石總裁

們上台，並一起主持汽車抽獎，將年會活動帶

到最高潮。

2013焦點產品現身

　　在一連串溫馨和激勵的場面之外，2013婕斯

台灣歡慶兩週年年會最受矚目的，莫過是果膠產

品柏沛樂在台灣正式上市。

　　果膠成分早在1820年代就被發現，隨著時間

演進，愈來愈多研究讓人更了解果膠的多樣化功

能，其中包括調節生理機能、 維持消化道機能、

養顏美容、營養補給、幫助排便順暢，並有助於

青春永駐等。柏沛樂含有豐富蘋果果膠，這個在

市面上非常受到歡迎的果膠產品使用波蘭特有種

蘋果製成，每3000顆蘋果才能提練出1公斤的果

膠。

　　隨著柏沛樂在台灣的正式上市，2013年台灣

的營收成長可望大大受益於這項新產品。

　

13

l 2012台灣婕斯成長快速，

台灣行政團隊備受肯定。

l 台灣二周年年會汽車大獎幸運得主袁聖涵，從婕斯大中華區總裁李偉行手中接

下新車鑰匙。

l Kim上台演說，是年會重頭戲。

把汽車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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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毒素

　　

　　美國衛生署（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表示有50%以上致癌因素和環境中的毒素

和污染有關。毒素會加速老化，造成體力流失，

現今社會大部分的人們的健康都處於亞健康狀

態，就是因為體內毒素過量。毒素和廢物慢慢地

侵蝕我們的身體，不僅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更

讓我們加速老化。

毒素兩大類：體內與體外

　　體內毒素指細胞或體內器官所產生之廢物

和有毒化合物。體內所產生的廢物和毒素是未分

解蛋白質及有害之細菌和病毒代謝的物質。

　　體外毒素或稱「環境毒素」指人為造成之

毒性物質，透過接觸後進入體內後會對人體器官

產生危害。外在環境毒素包括人工色素、藥品、

重金屬、放射性物質、核甘酸、食品添加物以及

存在於水中與空氣中的化學物質。

每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

　　「每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在世界各地都

是耳熟能詳的說法。蘋果擁有許多保健成分，

是纖維素的良好來源，富含維生素A、E、C、B1

、B2、P（類生物黃鹼素）、胡蘿蔔素、礦物

質、碘、鐵、鋅、硫，還有氨基酸和酵素。 

　　蘋果在降低膽固醇方面有明顯功效，縮減腰

圍，有助於清潔膽囊及肝臟。蘋果這麼簡單的水

果的許多保健功效，都要歸功於蘋果皮內含的果

膠。

蘋果果膠

　　果膠其強力吸收分子特性，可以清除有害物

質，吸附毒素及重金屬，然後排出體外。在許多

植物中，果膠能維持細胞壁的水分含量及結構，

許多蔬菜及水果的外皮都含有大量果膠，但最好

的果膠來源是蘋果。

 

　　果膠被攝取進入體內之後，不會被胃的酵素

消化。果膠不會穿透血管壁而是留在腸道內，展

開體內環保；果膠具親水性，所以在腸道中會一

路吸水膨脹，體積的改變也讓人體感覺到飽足，

有助於控制熱量。果膠也會改善新陳代謝，降低

膽固醇、降低血糖。它是天然的螯合劑以及排毒

劑，具備各種對人體有益的驚人成份，它可以用

簡單的方式協助我們進行每日排毒，擁有青春美

麗與健康。

專
題
報
導

天然解毒聖品－蘋果果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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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業界最先進的網路行銷平台，社群網站

的戰場，婕斯當然不能錯過。

　　説來，臉書威力強大有目共睹。以台灣來

說，截至去年年底，全台已有超過1300萬的臉書

用戶，換句話說，每十個台灣人上網，就會有八

個是｢臉友｣。

　　上臉書，跟朋友哈啦、玩遊戲大家都愛，對

於企業來說，臉書也同樣提供了與消費者溝通的

平台，調查指出：美國75%消費者會參考臉書上

的評論，決定是否消費，還有一半的人會因為臉

友的推荐而嘗試新品牌。

　　進軍台灣以來，婕斯的網路平台優勢向來是

最受經銷商喜愛的賣點，而高度社群化的、電腦

使用率高的婕斯夥伴，更是幾乎人人玩臉書，

看到這些事實，也就讓婕斯加入經營粉絲團這件

事，變得再自然不過了。

　　婕斯粉絲團初期將扮演婕斯活動訊息發表

平台，搭配各檔活動的推出，將不定期推出小

遊戲、贈品等好康，更棒的是，除了會員可以參

加，許多好康也開放給非會員，也因為有這麼友

善的設計，婕斯粉絲團才剛剛成立，按讚的粉絲

直線上升，喜歡婕斯的你，記得馬上就來按個讚

喔。

　　

喜歡婕斯嗎？想要更了解婕斯嗎？現在就上臉書

搜尋台灣婕斯，按個讚，想不到的好康等著你。

婕斯魅力－FB粉絲團熱情開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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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林玉萍 u
首先我要感謝邱媽媽、小邱及雅榛介紹公司的產
品，真的太捧了，有婕斯真好、我真誠的五體投地
的感謝、因為婕斯讓我健康、有自信，我也看到希
望的陽光，謝謝夥伴的支持，有你們真好，不簡單
的事能堅持，才是真本領，夥伴們加油！讓我們在

婕斯享受幸福快樂。

u 邱秋月 u
首先感謝我的推薦人黃鳳美小姐，帶領我進入婕斯
這個大家庭，讓我可以分享健康及美麗給我的家人
跟朋友，帶給別人健康的喜悅遠勝於賺錢的成就，
也很謝謝阿華跟30功名團隊的夥伴給我許多支持

跟鼓勵，讓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增加許多色彩。

u 洪先涵 u

u 郭彩禎 u
感謝我的推薦人，讓我遇見婕斯，因而找到我的熱
情，助人是我的人生宗旨，曾經在某處看到成功
的八大特質，除了熱情之外還有，勤奮、專注、
積極、想法、進步、服務、執著，我將全力以赴達
成，並追隨婕斯的腳步，把美麗與希望帶給全世

界，感恩。

u 拉烏 u
感謝良善的制度當靠山，善良的先進如蔣老師，心
怡、金珠與鳳金姐們的指引，以及台北臨櫃三朵漂亮
金花的耐心，讓一個毫無經驗的新手相信，在婕斯，
即使善良的人也不會受傷！當然，一定得衷心感激
的，是我那貌美如花的「女兒」們，不求回報的情義

相挺，放心，『媽咪』我絕對不會虧待你們的…哈哈！

u 黃婉婷 u
健康美麗是人人的最愛、在婕斯我找到了健康與
美麗。讓我藉這個平台感謝介紹我的貴人張玉英
小姐、更感謝熱心、善良充滿愛心的婕斯媽媽呂
文騫老師、謝謝妳不棄不離、面帶笑容、豪無怨

言的細心教導與陪同、有妳真好。

u 蔡雅如 u
首先感謝系統領導人林宗瑤、呂文騫夫婦，讓我看
懂婕斯的制度和愛的文化，並協助我站穩我人生成
功的第一步，感謝林晏如當初的推薦，朱展寬夫婦
的指導，當然更要感謝楊進老師，每週不辭勞苦
的南下教導我們，最後當然更要感謝我優秀的夥伴

們，認真努力的共同打拚，夥伴們加油吧！

u 謝璧霞 u
感謝碧青老師的全力支持、國瑛姐、彩雲的協
助，和所有婕斯夥伴們的鼓勵，晉升籃寶是婕斯

事業的起步，祝福夥伴們再創事業高峰。

u 謝雅榛 u
首先感謝婕斯讓我有這個舞台，有這個成就，能夠對
社會供獻出小小的力量，也幫助一些需要健康舆财富
的夥伴們，在我接觸到婕斯這個平台，我會莫名的感
到內心的喜悦，不是我做了什麽，而是心裡多了一份
感恩的心舆愛，我相信大家內心多了這份感覺，在人

生旅途與事業上，一定一帆風順，加油夥伴們。

u 顏境宏 u
婕斯是個很有趣的事業。在這裡不僅得到家庭的
健康及經濟的改善，更得到希望。感謝蔣老師帶
領的248團隊及高雄地區林老師團隊，給予我們
夫妻無限的資源及協助，今後我們將傳承這份熱

情，把婕斯的愛散播到全世界。

u 羅家葳 u
感謝婕斯感恩的文化、高科技產品配合簡單多重收入利
多制度，全方位舉凡內外在美麗外，正面、堅持、學習
使人成長下又能創業致富，感謝碧青姐、麥克哥、紫瀅
姐，不斷耳提面命，運用系統團隊組織合作，串連每個

人不敢想的夢，精采無限期~伙伴們~一同來美夢成真 。

藍寶石經銷商晉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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