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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美猴年」也是「美好年」，在此跟婕斯家人們

道聲「新年好」，祝大家「祥猴獻瑞，旺年行大運、

業績長紅，財昇慶豐年」。

猶記2015年初，我們訂下2015年台灣要達到20億台

幣營業額的目標，當時所有的夥伴都堅信我們必然達

成，然而我們卻只花了十個月就成功達陣，全年度更

是超過26億，較2014年整整成長近1倍，也即將邁

入台灣前十大，婕斯現在每天都在寫歷史，這樣的成

果，除了所有經銷商的全力付出外，更是全體行政團

隊戮力支持與總公司全權信任所成就的。

2016年我們揭櫫了新的里程與目標，那就是「觸動婕

斯、改變生命」，我們期望每一位接觸婕斯的夥伴：

透過產品使用生活化獲得青春與健康、運用全球電子

商務平台拓展事業獲致財富與成功，進而實現人生夢

想，改變生命。

除此之外，我們更建構「五大價值」體系，以文化、

品牌、平台、產品、制度、領袖、教育，在市場佔有

一席之地，横跨全球互聯網及健康產業，創造許多成

功致富婕斯人，創造幸福新時代。

★ 獨立自主： 忠於創辦人理念，創建獨立自主品牌。

★ 革新創造： 先進革新的研發成果，創造抗老新技術。

★ 尊崇傳統： 對客戶尊重，源於創辦人不老傳奇夢

想，尊定婕斯環球品牌哲學。

★ 優質服務： 堅持有口皆碑的優質服務。 

★ 熱誠真我： 婕斯有一個又一個充滿熱情，愛與關懷

的故事。

展望2016，我們將持續引領全球互聯網健康產業、架

構e化學習平台、舉辦全球或區域性活動、聚集經銷商

彼此激勵、規劃總裁分級經營課程、建立全球市場領

導人交流管道、學習全球市場成功營銷模式、以提升

全球營銷格局。

當然，持續付出愛與關懷，照顧全球每個需要被照顧的

弱勢族群，是婕斯義不容辭的行動，秉持著大愛無私的

精神，美商婕斯從創立之初就決定盡一己之力來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台灣分公司延續總公司的大愛精神，亦致

力在地化之社會公益，這也是婕斯的文化和使命深深影

響和打動每一個婕斯人，更堅信和期待世界不再有飢餓

並充滿愛與正面的力量。

婕斯是一個每個人都需要的健康產業，掌握婕斯您就

等於掌握21世紀最大的財富，新年新希望，祝願婕斯

業績再次倍增，所有婕斯家人幸福圓夢，成就人生。

觸動婕斯 改變生命
Touch Jeunesse  Change Your Life

總經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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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

2015台灣婕斯

躍升倍增
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2015

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躍升倍增

2015業績突破27億，邁入前十大!

1億

台灣區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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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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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六年的時間，婕斯在直銷產業異軍突起，年度營業額更已經超過10億美元，這是一個無可

比擬的歷史里程。

這都是因為世界各地婕斯家人們共同的努力，因為您的敬業與全力奉獻，才讓我們能夠創下年

營業額超過10億美元這樣的佳績，這份成就屬於婕斯的每位家人。

全球各地的家人們莫不歡欣鼓舞地慶祝，大中華區總部特別於台北、高雄二地同時舉辦慶祝茶

會邀請婕斯家人分享並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

台北有『豪華慶祝冰雕』，高雄更有『創辦人美金蛋糕』及祥獅獻瑞一同為我們的努力喝采。

選擇，真的比努力更重要~選對了平台讓你搭上成功的太空梭，觸動婕斯Change your life !

全球策略總裁Scott Lewis :

未來還有更多讓我們期待和興奮的未來，等著我們去成就和實現 !

讓我們一起繼續攜手再創佳績。

01-07.indd   3 2016/2/5   下午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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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台灣氣候異常冷冽，從南到北各地都飄起了

意想不到的靄靄白雪，令人驚呼連連，然而1月

28號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同樣也掀起了一股旋風，

那就是所有婕斯家人引頸企盼一年一度的旺年晚

會，因為今天是屬於婕斯家人的日子，我們將齊

聚一堂共享2015努力的成果及迎接嶄新的2016。

今年的旺年晚會我們首度在「台北世貿三館」及

「台中薇閣國際會議中心」兩地同步現場連線舉

辦，超過5,000位嘉賓各個情緒沸騰，因為真的是

太震撼了，首先我們邀請天王級的主持人：台北

由機智幽默的黃子佼與有小林志玲之稱的黃詩詩

搭檔，台中由最風趣的浩角翔起擔綱，雖然是兩

地連線，但卻彷彿身歷其境，打破了時空限制，

暖暖的將每人的心都連結在一起。

2016

婕 斯 活 動

  台北       台中 聯合大會串

台灣旺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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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力歌手High翻全場 

● 李炳輝一首「流浪到淡水」，揭開晚會序幕。

●  鐵肺歌后彭佳慧台北場的「敲敲我的頭」，全場跟著舞動飛揚

起來。

●  大牛哥羅時豐台中唯一現場演唱「蝴蝶」首次獻給了婕斯，令

人痴狂。

●  久未在台登台演唱的張宇，一首「月亮惹的禍」台上台下互動

合唱熱鬧萬分。

●  金曲歌王蕭煌奇代表作「你是我的眼」，打開你我心扉，迎接

亮麗人生。

這樣的卡司陣容，令現場所有嘉賓意猶未盡，久久不能自己。

晚會開始，我們先邀請所有紅寶石以上的總裁

尊榮進場，然後由全球唯一金鑽總裁Kim及其

所帶領的鑽石團隊向所有嘉賓致意，接下來是

大中華區總裁Robin為我們致詞，他提到了婕

斯這六年來業績年年翻倍的成就，也感謝所有

行政與經銷團隊的努力付出，更重要的是分享

婕斯的使命與價值，並設下了2016年度業績

40億台幣的目標，相信在Robin的領導下，我

們將朝向更高的里程邁進。

除此之外，晚會還有許多亮點：

NEW改P4-7.indd   5 2016/2/15   上午 08: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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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佳餚盡在婕斯 
此次旺年晚會佳餚別出心裁，婕斯不但

帶你環遊世界，還帶您享盡世界美食，

看看我們的菜單 :

『義氣風發迎新春、普羅旺斯海鮮薈、

西海龍王珍寶鮮、海中蛟龍泰興旺、開

普敦望角子排、東洋立貝猴團圓、香江

前手展新機、竹稻魚香越豐收、澳視群

倫慶昂首、百年糕升晉萬億、觸動婕斯

全球讚、紅紅火火大中華』，您是否也

食指大動呀? !

台中
現場 LIVE

NEW改P4-7.indd   6 2016/2/15   上午 08:50:23



07

台北
現場LIVE

幸運樂透人人有獎
旺年晚會當然少不了抽獎橋段，從報到

禮每人都有的賦活肌因水面膜，及歡樂

好禮大放送，這樣的大手筆已讓婕斯佳

賓驚喜連連，而還有價值300萬的抽獎

獎項與鑽石級總裁以上的現金加碼，大

家都凝神偋視期盼獎落自家，而更酷炫

的是，透過電腦科技連線同步抽獎，緊

張程度破表，卻也樂在其中。

歡樂的時光過得很快，晚會雖結束但曲

終人未散，婕斯家人依然沉浸在喜悅與

感動的氛圍中，帶著滿臉的笑容互相許

下承諾，2016邁向40億，也祝福大家 : 

新年快樂，事事如意，心想事成 !

NEW改P4-7.indd   7 2016/2/15   上午 08: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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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

第十二屆

婕斯大學暨四周年慶
Wonder 4 Life

2011年首屆婕斯大學在澳門舉辦，僅僅四

年，從第一屆的數百位學員到第十二屆的超

過萬人，如此驚人的成長令人驚艷，證明婕

斯大學將婕斯環球全貌透過行銷、商品、教

育、管理四大學院呈現在與會學員面前，不

但獲致巨大的成功，更反映在整體業績表現

上，大中華區亦因此連續數年獲致婕斯全球

第一名的殊榮。

當數以萬計的婕斯家人齊聚一堂，我們可以

看到一張張充滿笑容與幸福的臉龐，相信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婕斯故事，而在相同的信念

下，我們將匯聚一堂並共同追尋生命價值與

人生夢想。

為了慶祝這份難得的成就，我們特別選擇澳

門威尼斯度假酒店來舉辦四周年慶，並以

『贏向未來』WONDER４．Ｌive 做為會議

主題，象徵：Want對未來的嚮往、Wealth 

財富、Warm 追求生命的溫暖、Win for life 

贏得人生的勝利等意涵，攜手一起『贏向未

來』。

婕斯活動

08-11大學.indd   8 2016/2/15   上午 0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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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

婕斯大學暨四周年慶
Wonder 4 Life

在這歡欣時刻，創辦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 及全

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都親臨現場，對於大中華區優異

的表現與驚人的成長，表示祝賀之意，在我們一起歡慶四

周年慶的同時，並共同見證大中華區的每一分精彩時刻 !

大中華區總裁 Robin 也提出了〝觸動婕斯，改變生命”

的發展藍圖，期望每一位接觸婕斯的夥伴：透過全產品生

活使用進而獲得青春與健康、透過全球電子商務平台拓展

事業獲致財富與成功，進而實現人生夢想，改變人生。

會中也邀請醫學顧問團隊 Dr. William 及 Dr. Vincent來闡

述婕斯最先進的研發技術和YES管理系統；由營銷策略大

師剖析電子商務趨勢方向，由國學大師從中國智慧視角談

婕斯經營之道，並有來自全球超過50位的鑽石菁英領袖

為我們分享婕斯的成功秘訣，讓您更快速掌握全球商機。

08-11大學.indd   9 2016/2/15   上午 09: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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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

這次婕斯大學暨四周年慶還有一大亮點，那

就是我們正式公布了婕斯大學微官網，我們

整合了「品牌故事、博士講堂、活動花絮、

整借學變、重磅觀察、逆時恆美」等單元，

讓您可以完整一窺婕斯全貌，同時透過微現

場活動，可更快速的與婕斯連結在一起，隨

時掌握與婕斯的互動，增進行銷利器。

我們都知道婕斯人多才多藝，自第十屆我們

舉辦婕斯達人秀以來，報名的參賽團體絡繹

不絕且各個身懷絕技，此次還有遠自匈牙利

平均年齡超過60歲的表演組合，帶來當地

的傳統舞蹈，這份精神令人敬佩欽羨，而

來自台灣的表演，以其豐富的造型、多變的

舞台道具、再配合精湛的舞技，再次技冠群

倫，勇奪冠軍。

除 此 之 外 ， 婕 斯 非 常 重 視 的 企 業 價 值 就

是「公益與回饋」，我們特別請到 Free 

The Chi ldren基金會共同創辦人Marc 

Kielvurger分享社會回饋與慈善公益之生命

價值，以及生命鬥士 Spencer West 的精彩

演說，他的堅毅不拔及勇於追尋生命夢想的

精神，與婕斯正面向上的力量相互輝映，感

動了現場每一位婕斯家人們的心。

08-11大學.indd   10 2016/2/15   上午 09: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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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既然是四周年慶，還有一個令大家都引頸企

盼的重頭戲，那就是「樂透大好禮抽獎」，有勞力

士及卡地兒手錶、香奈兒精典限量包、還有地中海

獎勵旅遊特別獎，豐富獎項令人目不暇給，人人磨

拳擦掌希望成為幸運得主，除此之外，還有每個人

都有的歡樂獎，在一片驚呼聲中，我們也感受到婕

斯的用心與貼心，讓每一位與會者都滿載而歸。

第十二屆婕斯大學是一場讓您豐收滿滿的盛會，我

們也將跟隨著婕斯的腳步，匯聚眾人的力量，緊握

成功的機會，一同追求理想人生，並祝福所有婕斯

家人都獲得健康、財富，美好的生活，贏向未來。

08-11大學.indd   11 2016/2/15   上午 09:00:32



婕斯人物

婕斯大學四週年慶前夕，最閃耀的地方

莫過於總裁晚宴-金采澳斯卡之夜。

在晚宴開始前一刻，一位位婕斯總裁們以最精心的

打扮現身這澳斯卡之夜現場時，現場霎時星光閃

耀。個個氣宇非凡，嬌媚萬千，全球電子商務的經

營者，果然展現了不同凡響的國際明星姿態。

當晚宴開始，總裁們依序進場，帶著一種自信與驕

傲，在這一夜，身為婕斯總裁的榮耀，團隊夥伴的

崇拜，都讓總裁們激盪的心

情，溢於言表。

晚宴開場邀請到澳門

著名的ＤＪ，以激昂

的音樂揭開了當晚

的序幕。

婕斯活動

金采澳斯卡之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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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大中華區總裁 Robin Lee 以一身黑色貼身線條

西服，帥勁十足地上台致詞，歡迎所有總裁們。在

台上，Robin 十分興奮的告訴大家 2015 年大中華

區的業績已達5億美金，已達 2015 年婕斯全球業績

的一半。

這樣的成績，都是總裁們一年來努力的成果，所以

在這晚，公司特別為總裁們準備了一場別開生面

的精采饗宴，除了可以與全大中華區的總裁們交流

外，晚宴中，創辦人 Randy、Wendy、全球策略總

裁Scott特地蒞臨現場，與大中華區總裁們同歡。

緊接著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也上台與各位總裁們祝

賀，謝謝所有總裁們彼此合作，全心在婕斯事業裏

努力，婕斯才能有這樣快速拓展的事業版圖跟漂亮

的成果。Scott在台上邀請大家舉杯共賀這耀眼的成

績。在全場祝賀聲中，晚宴精心搭配的菜色也一道

道上桌。此時，晚宴的節目也正式展開。

當大家沉浸在悠揚的音樂與歌聲與穿梭在總裁們之

間的交流中時，有的總

裁已暗暗被貼上了金標

籤，選為當晚的 Party King 與 Party Queen 的候選

人。以最亮眼的服裝造型要上台亮相了。

在台上，每位總裁風采奪人，讓人目不睱給。究竟

誰會勝出呢？實在很難一較高下，所以便以一個

小遊戲一決勝負，終於產生了金采澳斯卡之夜的 

Party King 與 Party Queen。並從 Scott 手上獲得

皇冠與權杖，並獲贈產品。　

令人陶醉的音樂，迷人的精心打扮，在這專屬於婕

斯領導人的晚宴，每位總裁皆盡情沉浸在這精采時

刻。這一夜，總裁們舒緩了平日帶隊衝刺的刺激心

情，多了幾分醉人情意。　

這場極具風情的魅惑金采澳斯卡之夜，是公司特別

獻給婕斯成功領導人的尊榮盛宴。謝謝一起努力打

拚的總裁們，才能讓婕斯業績如此耀眼。你們都是

婕斯的最佳男、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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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婕斯活動

寰宇領航總裁班開學了！
經營婕斯事業的過程中，晉升總裁是團隊發展與收入的

重要指標。婕斯全球六年來，已晉升上千位總裁領導

人，雖有不同的團隊發展規模，但相同的是，婕斯的總

裁們始終熱衷學習，不斷提升自己，打造全球領袖思維

與行為模式。但在所有總裁努力往前衝刺提升自已的過

程中，重要的是如何各司其職，群策群力，發揮團隊動

能，凝聚共識往目標進擊。

因此，婕斯教育學院在此規劃一系列的領袖養成課程及

訓練。首先推出的是寰宇領航總裁班。在2016年1月21

日、22日針對台港兩地總裁展開了兩天的全方位訓練課

程。婕斯學院此次與全球知名訓練機構合作，運用專利

代理的體驗式課程，要讓婕斯總裁們內外合一的展現全

球領袖運作模式。 

婕斯教育學院
敲鑼

打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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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作戰狀態前的必備資訊！

作戰首先一定要清楚自已的目標以及團隊中各司

其職的定位，才能達到交叉支援與互相補位的綿

密組織模式。而在婕斯團隊中，各個位階總裁也

都有其該負責的任務。

在課程開始之前，由大中華區總裁 Robin 揭開了

2016年的全球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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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積極正面的影響」。簡單來說，就是「將美

麗與希望帶給全世界」。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

使命會不斷鼓舞士氣，振奮精神。同時，也提出

了各個位階總裁們的運作定位：

紅寶石級總裁—複製經營者，著重核心溝通。

綠寶石級總裁—�建立系統，奠定組織管理，著重

組織力培養。

鑽�石�級�總�裁—�全球運作思維，著重提升全球運

作格局。

清楚了使命與運作定位，接著就要很清楚2016年

的作戰目標—大中華區８億美金營業額！

達到目標必定要有策略與作法。由大中華區策略

行銷部總監Mark 為所有總裁們解說了擬定的所有

策略。毫無疑問的，此時起，已進入了全員開戰

的階段。

充份掌握資源、精準分析資訊

是致勝兩大關鍵！

當總裁們清楚前進的方向後，兩天的訓練也就正

式展開。運用體驗式的動態課程，帶領總裁們進

入成為頂尖領袖的作戰思維與模式。如何分配工

作，如何估算裝備，如何評估風險，如何儲備

資源，在完成目標的過程中，又該如何規劃每個

階段性策略。一路走來各有挑戰與刺激。每位總

裁，無不全心投入，一心只想取得勝利。兩天的

過程中，歡呼聲與扼腕聲此起彼落，但更少不

了彼此激勵加油聲。這就是團隊。當最後結果揭

曉，幾家歡樂幾家愁。回顧這過程，同樣的起

點，卻有不同的結果，前提在於心態，是打安全

球還是有必勝的決心。而如何掌握資源及是否能

精準分析資訊，才能準確做好行動規劃，才能讓

這一場必勝的戰爭避掉無謂的時間浪費與風險，

成為最後的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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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

柬埔寨

堆沙丘祝豐收
柬埔寨以釋迦牟尼誕生日為紀元，每年佛曆五

月，公曆4月14日至16日為新年。新年期間各

寺院都掛起佛教的五色旗幟和白色的鱷魚像旗

幟，人們身著節日盛裝，成群結隊地到寺院朝

拜，並在長老指點下在寺院周圍築起五個或七

個沙丘，預祝五穀滿倉。

尼泊爾

朝拜神像
尼泊爾的新年也是公曆四月份，又叫光明節，

新年這天人們首先沐浴，穿起節日盛裝，然後

把國王的寶劍放在神像的腳邊，再將神像安裝

在裝飾華麗的大型花車上上街遊行，接受人們

的朝拜。

菲律賓

紀念民族英雄
菲律賓以民族英雄何賽‧黎薩爾就義的日子—

公曆12月30日作為“元旦”。元旦時人們用

長青樹在市面到處搭起彩色牌樓，組成樂隊沿

街遊行，花枝招展的秧歌隊在鑼鼓聲中翩翩起

舞，鞭炮聲不絕於耳，呈現出一派熱鬧歡騰的

氣氛，家家戶戶以茶點、果品、瓜子等奉客。

各種節日活動要持續一周。

新加坡

走親訪友
新加坡除夕時，孩子們有守歲的習慣，直至午

夜等家長祭祀神靈和祖先後燃放了鞭炮才就

寢。元旦起個大早，高高興興地從長輩們那里

拿到「紅包」（壓歲錢）。過年時，人們愛吃

油炸糯米和紅糖做成的甜年糕。由社團組成的

舞獅、舞龍隊沿街表演。男女老幼穿着盛裝，

帶上禮品走親訪友。

馬達加斯加

贈送雞尾雞腿
馬達加斯加在新年前的一週裡，男女老少都不

准吃肉，直到除夕晚餐才准吃些禽類。元旦這

天，夫婦要向雙方的家長贈送雞尾，表示尊

敬。向兄弟姐妹和至親好友贈送雞腿，表示關

心和友誼，祝賀新年。

法國

從一天看一年
法國人把元旦這一天的天氣看做是新的一年

的年景：刮南風，新的一年風調雨順，一切

順着利；刮西風，有一個捕魚和擠奶的豐收年；

刮東風，水果將高產；刮北風，則是歉收年。

因此，元旦這一天的天氣預報，是人們最關心

的。

到了除夕，除了飲酒作樂以迎接新年以外，除

夕夜裡還必須把家中剩下的最後一滴酒喝完。

據說這樣才可以迎來新的一年的好日子。

義大利

摔摔打打過新年
義大利人的除夕是狂歡之夜。他們對新年除夕

遠比其它任何節日都要重視。當夜幕開始降

臨，人們紛紛湧向街頭，燃爆竹放煙火，男男

女女翩翩起舞，一直跳到午夜時分。這時，各

家各戶把家中一切可以打碎的破舊瓶瓶罐罐、

盆碗碟盤，乃至花盆、澡盆等，扔出窗外，認

為這樣可以去掉煩惱和惡運，以示吉祥如意，

除舊迎新。另外，元旦這天，各家各戶都燃起

一爐火，日夜不息。這樣在一年裡一切都會順

利興旺。據說這種風俗是從古羅馬時代承襲下

來的。

環遊世界迎新春
年節風俗盡覽

新春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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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吃十二顆葡萄
西班牙人在除夕之前要設路障，放捕獸器，挖好

陷阱，以對付除夕下凡的妖魔鬼怪。除夕之夜，

全家人團聚一起盡情玩耍。等午夜十二點教堂的

鍾聲敲響的時候，大家便爭着吃葡萄。如果能按

着 鐘 聲 吃 下 十 二 顆 葡 萄 ， 便 是 象 徵 着 新 的 一 年

十二個月都順利如意。另外，他們認為小孩子在

元旦那天打架、罵人或哭哭啼啼是不祥之兆。因

此，家長在這一天為博得孩子的歡欣，幾乎都要

滿足他們提出的一切要求。

阿根廷人過新年時，有一種十分文雅美妙的活

動。他們認為水是最聖潔的。每年元旦這天，地

處南半球的阿根廷正是盛夏季節，全家人去江河

中行「新年浴」，洗去身上的一切污穢。下水之

前，先將一籃鮮花瓣撒在水面上，然後跳進「花

水」中沐浴，並用鮮豔的花瓣揉搓全身，以求幸

福吉利。

越南

過年吃粽子
在除夕前無論多遠，一般都會趕回家鄉與家人團

聚，圍在一起吃年夜飯、守歲。在舊的一年即將

離去、新的一年即將到來之際，擺上香案，迎接

新年，被稱作「年發」。大年初一之日，家家戶

戶都要祭祖先，同時也要拜土地神、灶王爺、百

藝祖師，祭品多少並無嚴格要求，但是一般是

要有粽子、紅燒魚、爆肉糰子、炙肉、牛肉等食

物。祭拜完畢，和漢字文化圈其他一樣小孩子要

向家中父母老人

拜年，長輩也會

給壓歲錢晚輩，

裝壓歲錢的紅包

袋是紅色的。大

年初一的早餐，

家家戶戶也會吃

粽子。

日本

參拜神社

家家戶戶裝飾門松，門松是用松、竹等綠色植物

做成的，放置在門口作為迎神的標誌，一直要裝

飾到7日左右，送完神後才拆撤。也有人會在門

窗或柱子上懸掛短竹竿、草繩、白紙、果子等物

品，有驅邪的意思。

除夕的深夜，日本人常以麵為食，也就是吃年夜

麵，表示長大了1歲，以期長生。除夕夜還喝一

種叫「屠蘇」的藥酒來保佑新的一年健康不生

病，也要喝一種叫「雜煮」的湯，也就是什錦

湯，湯內有麻糬和供奉神的菜等，此外，也有長

輩發「壓歲錢」(年玉)的習慣。到了大年初七早

上，人人都要吃「春天七草粥」以遠離百病，這

個習慣是從江戶時代流傳下來的，也就是吃加入

蘿蔔葉、芹菜等七種青菜的稀飯，依地區不同，

七草的內容也會不同。

許多日本人會穿着傳統的和服去寺廟或神殿，

廟殿中的鐘敲響108下，意味着每個人在新的一

年中都有108個心願，聽鐘聲還會淨化人們的心

靈。正月1日到3日，人們都要去參拜神社、寺

廟，抽籤祈運，排隊祈福的人更是絡繹不絕，稱

為「初詣」， 據估計，每年從午夜到元旦，約有

近8000萬人參加參拜呢。

韓國

過年祭祖
朝鮮人講究除夕之前必須回家探親，店舖大都由

除夕開始休息，稱為「三十不開門」。人們除夕

當天會吃年夜飯，年夜飯必須是自家動手，並在

家裡就餐。又會祭奠祖先，傳承孝道的大事。除

夕吃團圓飯不僅難得，而且象徵了家族興旺。

到年初一，這天稱為「歲首」，這天象徵新的開

始，為免帶來厄運，人們都會謹言慎行，故又稱

慎日，傳統上會穿上傳統服裝韓服。人們一大早

就會到祠堂或對著家中神龕拜祭祖先，這儀式稱

為「正朝茶禮」。

阿根廷

「花海」 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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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人 物

健康圍爐慶團圓

零    食 熱 量

蒜味杏仁果 664

蜜汁松子 692

花生 553

生花生 492

紅土花生 579

油炸花生 631

零    食 熱 量

醬油瓜子 525

南瓜子 603

夏威夷火山果 770

核桃  685

糖炒栗子 208

無花果 361

零    食 熱 量

開心果 653

生腰果 568

蜜汁腰果 595

葵瓜子 560

糖蓮子 410

年貨卡路里
年節預備來臨，採買清單列

好了嗎？即使要吃，也要吃

的很有技巧。別忘了，斤斤

計較之後，才能守住一身的

窈窕曲線！

 核果類

油脂含量豐富，熱量也相當驚人的

核果食物，是新年期間絕對少不掉

的小零食！少量取用核果食品，對

身體是很健康的，但年節期間抱著

大把花生、瓜子、開心果，不斷猛

吃猛啃的吃法，卻極容易影響腸胃

消化與運作，另外就是可怕的發胖

現象。建議能避則避！

 肉乾、肉條類

以海鮮原料為主要材料的肉乾、肉品，必

須經過多次加工手續，才能製造出好味

道、好口感；也因此味道越好，亦表示加

工次數多、使用原料越多，熱量當然也會

跟著提高！選擇時，儘量挑選以具咀嚼

感、加工較少的產品，不但可享受吃的樂

趣，還能降低熱量來源！

 糖果、蜜餞類

糖果、蜜餞類的零食，醣類(碳水化合

物)指數較高，能給予飽足感與身體

能量，食用之後心情會覺得愉快；可

惜水分多了一些，成分也複雜了些，

尤其是蜜餞食品，經過加工之後，連

成分都讓人搞不清楚。還好它們的熱

量指數還沒那麼高，可以稍微吃多一

點，但切忌遵守適量原則。

新 春 特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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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煮     4低1高烹調法

既然手持鍋鏟武器，身負避免全家變敵軍肥奴的重責大任，用4高1

低的策略戰，為家人開創健康美麗年吧！

 用水煮、乾烤、清蒸等方式取代油炸、油煎、油炒，降低油

的使用機會。 

沒有人不知道吃糖會胖的，避開每個人都愛吃的糖吧，用天

然食材的甜味取代糖做烹調，如枸杞、甜菊葉等。

 別把自己當鹹菜乾了，吃得太鹹身體可會生病的，低鹽醬

油、降低調味量等小細節不要忽略了。

做菜時家中長輩的健康是不能不考慮的，找些可以取代高膽

固醇食物的東西，比如花枝改用蒟蒻刻花的花枝，魚取代紅

肉等。

如果在年菜裡增加水果入菜的比例，會讓年菜很有異國情

調，吃得飽足又充滿流行餐飲的時尚感喔。

叫外送     堅持個人要求法
就算自己不煮，吃外面一樣也可以做熱量小突擊喔！

請明確的說清楚要4低1高的原則，不管是飯店或餐廳都可以

跟大廚強調妳的健康風格喔。

 現在便利商店訂年菜很方便，可以比較一下菜單內容，管廚

房的妳一定可以知道，菜單上那些菜用了哪些材料、如何烹

調，比較出最符合妳的要求的菜，甚至還有低卡年菜喔 !

  

菜  式 份量        煮法 熱量

（大卡）

蘿蔔糕 6×6公分  煎 90

發財糕 1個  蒸  380

年糕 7×7公分 蒸 250

魚 1台斤 蒸或煎 964

豬肉  300克 滷 640

牛肉 170克 滷 380

雞肉 1隻 烤或滷 1330

中藥補雞 1隻 燉 1350

雞塊 2個 炸 510

蒜苗臘肉 150克 炒 830

長年菜 1斤 煮 80

元寶水餃 10個  煮 430

火鍋花枝餃 3個         煮 110

火鍋蛋餃 4個 煮 105

火鍋蝦餃 4個 煮 85

火鍋草蝦  6隻 煮  100

面對一天天逼進的新年，妳準備好如何迎接年菜熱量了嗎？

要從熱量戰中全身無肥而退，不用點心機那可不行，

善用女人細心甜美的溫柔特質，用心機把年菜的肥機通通消除掉吧！

注意！別把年關變成大肥關

低油

驅肥

餐廳

外送

低糖

趕胖

便利

預定

低鹽

血壓好

低膽固醇

保健康

高纖

有飽障

小叮嚀：

年菜桌上少不了大魚大肉，不僅吃進過多的熱

量，搞不好還吃掉代謝力，過油低纖的飲食，

你會發現，排便似乎不如以往順暢，建議您早

上來一包ZEN PRO，用好菌、高纖、優質蛋白質

開啟美好的一天，維持整天的代謝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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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物婕斯慈善

你還記得那純真無邪的笑顏，開心歡唱的歌聲，誠摯熱切的

眼神嗎? 關愛無限延續，愛心不落人後，而在台東的山中，有

一葉方舟正需要你我的愛心共同推動，以努力向夢想前進。

婕斯秉持社會公益在地化之大愛精神，與「社團法人臺東縣

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合作，推出「婕斯有夢，送愛

到方舟」計畫，募款百萬以上助 的長者與小朋友購

買生活必須物資與教學設備，婕斯以愛與希望豐富生命的理

念，於寒冬到來時，婕斯也在內部舉辦了「送愛到方舟，聖

誕禮盒募集」活動，邀請婕斯台灣分公司全體員工一同悄悄

的聚積溫暖。同仁們踴躍的愛心捐贈，迅速募集到108份裝

載滿滿祝福的聖誕禮盒，由婕斯聖誕老公公在12月23日耶誕

夜前夕深入台東 山中，參與方舟教室的耶誕晚會活

動，發送聖誕禮物給可愛的小天使們，親手獻上婕斯全體最

誠摯的關懷與祝福。

耶誕晚會中，協會大家長-徐超斌醫師以感人肺腑的一席話揭

開序幕，勉勵孩子們要能惜福感恩、努力向上，未來更要回

饋社會，延續愛的力量；小朋友們也用精采的表演與我們分

享歡樂與喜悅，而婕斯聖誕老公公的出現，更實現了孩子們

期盼的聖誕奇蹟。離別來臨前，小朋友們用最真誠的心向所

有婕斯家人們說出無盡感謝，謝謝婕斯的陪伴與協助，給了

他們一個難以忘懷的聖誕節。因為婕斯，串起了愛的連結，

讓奇蹟變成可能，夢想可以

實現；因為婕斯，改變了

你我的生命，改變了我

們共同的未來！原來希

望不在遠方，關愛就在身

旁，婕斯用行動證明，小小

的力量也能匯聚成就大大的

改變，創造出更多美好的未來。

在婕斯，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攜

手共同往夢想的道路前進。

We are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

聖誕晚會與方舟小天使同歡
婕斯有夢  送愛到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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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

婕斯和你一起漾青春
          北區大專   舞展

一年一度的北區大專院校街舞賽事，已如火如荼地進行到

第12屆，本次舞展包含了從苗栗以北至宜蘭的所有大專院

校齊聚一堂，共有30間大專院校的熱舞團隊共襄盛舉。婕

斯贊助本屆北區舞展活動，即是希望能支持熱愛跳舞的學

生們，給他們一個熱力四射的舞台，盡情綻放揮灑洋溢的

青春，以舞姿展現優越的身體技巧及豐富的情感表達，藉

由舞蹈達到身心的健康，舞出活力、舞出青春、舞出他們

的一片美好未來，就如同婕斯重視身心靈各面向的生活平

衡，要由外而內，由內而外，擁有最自然的青春健康、神

采飛揚，盡情享受美好人生。

活動進行中，同學們在踏上舞台前，把握每分每秒密集彩

排練舞，認真勇敢追夢的每一支團隊都努力不懈直到上台

前的最後一刻，準備在舞台上秀出苦練多時的精湛舞技。

鎂光燈聚焦的舞台上，每個舞者都聚精會神的表現出最棒

的舞蹈，台下的加油聲與喝采聲更是不斷，30支隊伍，30

種多變曼妙、不同風格的編舞創作，此刻，藉由舞蹈的魅

力鼓動著台上台下所有熱愛舞蹈的心，不論老少都隨著音

樂及表演擺動起舞，每一個人都重拾了活力與熱情。

正如同本屆北區舞展的標語「Live At The Super Top !」，

就是希望能讓大家看到，街舞不只是跳舞，舞展也不僅為

了表演及競爭，而是在彼此切磋的同時，更追求卓越，

就如同婕斯的精神，在開創事業的同時，也是個人實現夢

想，突破自我，創造生命中無限奇蹟的機會。

讓我們重拾赤子之心，活出健康自信的精采人生；重新定

義青春，我們都是年輕漾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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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阿拉斯加

2010 夏威夷

2011 佛羅里達

2016 地中海西法義豪華郵輪之旅

2013 巴塞隆納

2015 中東杜拜

2012 澳大利亞

2012 馬來西亞

2011 泰 國

婕斯帶您到全球打卡

婕斯生活就是要環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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