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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經 理 的 話  

做對一份對的事，讓你充滿活力、充滿熱情，能

夠釋放你的無限能量，還能為全世界帶來正面力

量，並且身體健康、又能照顧到週圍心愛的人……

擁有一份這樣的事業，是你的夢想嗎？

這幾年下來，我看到這不再是夢想，在婕斯已經

真實發生了，「成功」是無時無刻上演的戲碼。

因為婕斯正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健康產業，掌握

了婕斯，如同擁有一把人生的鑰匙，等於開啟了

21世紀最大的財富、健康、美麗、事業、快樂、

能力、夢想的大門。

婕斯以獨步全球的創新產品配方，全面性的幫助

人們健康、同時以獨特的交互式網購平台，為人

們帶來創造巨大財富的契機。2016年不但進入全

球DSA網路營銷前20強，台灣亦進入前10大。這

就說明了為什麼掌握婕斯，就像搭上成功列車，

朝正確的方向前進，並開啟了成功希望之門。

為了讓經銷商更快速掌握這一份讓人美麗又健康

的事業，以網路電商創業模式，在世界各地提供

抗衰老和美容產品，物流寄送超過120個國家以

上，並在超過50個國家及地區設立分公司，連續

五年以來，不論在大中華地區、或是在台灣，每

年業績都是以倍數成長，令人不容小覷。

由創辦人Randy Ray 及Wendy Lewis及全球策略

總裁Scott  Lewis領導的婕斯成長迅速、卓越，引

領了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會員生命發生改變，豐

富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也創造了更多機會。每

位婕斯人不只提高了生活的品質，更提升了生命

的熱情；然而這個改變的奧秘，並非神話，就在

婕斯人引以為傲的六大基礎建設中--平台、制度、

產品、領袖、文化、教育。

選對事業、方向正確，掌握關鍵鑰匙，豐富人生

就此打開。一份讓人永遠年輕且可長久經營的事

業，寶貴的健康財富、無窮的活力熱情，精彩的

生命旅程就此展開，圓滿了生命價值。

我邀請每一位勇敢跨出大步、追求夢想的實踐

者，今年10月，相約美國奧蘭多，一同品味成功

的滋味。

一份讓你永遠年輕快樂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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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 物

第十三屆香港婕斯大學

專屬婕斯人的榮耀舞台，綻放光芒，成就非凡的自己，

就從登上成功菁英華麗舞台開始!

2016美商婕斯菁英總裁表揚大會，在4月19日與20日

分別於台北大直典華旗艦舘與高雄義大皇家劇院盛大舉

行，引領婕斯人為崇高的理想奮勇向前，邁入成功者的

殿堂。

放眼婕斯、立足台灣
「細數婕斯六年來的發展，我們可以驕傲地說，婕斯正

在創造電子商務與網路營銷的新紀元。」

大中華區總裁Robin為我們做了這樣的註解，同時，他

也分析了婕斯成功的要素：

首先，婕斯擁有精準的市場定位，一開始就鎖定華人市

場，且以台灣做為海外的第一個營運據點。接下來，我們

致力於將美麗與希望帶給全世界，透過全球事業平台與先

進優質產品，讓婕斯成為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健康產業。

掌握婕斯，就等於掌握21世紀最大的財富!目前，婕斯

台灣已邁入台灣直銷業界前十大，婕斯全球已邁入網路

營銷前二十大，這樣的成績更將激發我們快步穩健向

前，實現婕斯人的生命夢想 。

2016 美商婕斯
菁英總裁表揚大會

台北、高雄榮耀登場

高雄

婕斯活 動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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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鑽禮讚、大夢大愛
林宗瑤雙鑽石總裁以『勇敢做大夢』為題，和

大家分享他如何從老闆變鑽石、從負債變富翁

的歷程，勉勵在場所有夥伴，不但要有夢想，

更要相信自己。在婕斯，只要做三件事：『找

人才、架通路、借資源』，並分享『公司、產

品、制度、機會』，把基本功打好，成功就在

眼前。

黃心怡雙鑽石總裁以其悠揚的琴聲，在『城裡

的月光』動人音符中，為我們把夢照亮，從爵

士鋼琴老師到婕斯雙鑽石，心怡雙鑽的成功印

證了：第一，做對的選擇。第二，一步一腳印

紮根。第三，無私地為團隊付出。第四，與夥

伴一起圓夢。並以『真誠、勇氣、堅持、愛

心、行動』與夥伴共勉，一起邁向康莊大道。

剛在羅馬參加完婕斯大學，Theresa就直接來

到台灣，她知道，婕斯是全球大家庭，只要有

需要，她會到世界各地跟婕斯家人分享成功之

道。她建議我們要用心傾聽自己內在聲音，以熱

情擁抱人生，在One Team, One Family，One 

Jeunesse.的理念下，共聚一堂，成就非凡。

國際領導人分享--
三鑽石總裁Theresa

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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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活 動

鑽石榮耀、發光發熱

此次菁英總裁表揚會一次表彰了四位新科鑽石，每一位鑽石

的成功背後都有一份初衷，化為原動力，驅使他們不斷付

出，並努力幫助更多人成功，從個人的成就轉化成無限大

愛，我們在恭賀新科鑽石的同時，也更加了解到緊密團結合

作的重要性，彼此鼓勵、實現夢想、回饋社會。

尊榮總裁、實現夢想

數十位新晉升的紅寶石及綠寶石總裁齊聚，我們除了為新上聘的總裁喝采外，更要揭示的是，婕斯是一

個公平且開放的創業環境，只要你願意，定能發揮潛力，一展長才，建立屬於自己的非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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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升藍寶
勢不可擋
成為藍寶是加入婕斯第一階

段所要追尋的目標，象徵邁

向總裁的起點，而躍升藍寶

獎勵計畫，則是驅動婕斯人

更上層樓的第一動力。

連續兩天的菁英總裁表揚大會，每個人都滿載而歸；現場的FB直播，也讓
無法親自參與的夥伴，同步接收到活動資訊並感受尊榮魅力。

婕斯人，加油！下一個榮耀殿堂已為您準備，期待您的到來，攀上高峯！

綠寶領導力講堂
最接近鑽石的跳板。綠寶石總裁最主要的工作是複製

團隊，這次的菁英總裁表揚會，也特別邀請北高綠寶

石總裁現身說法，由王碧青鑽石訪談，以深入淺出的

分享，讓與會的夥伴吸收婕斯的成功之道。

紅寶管理商學院
一次邀請數十位資深紅寶石總裁，在潘俞靜鑽石的訪

談下，紅寶總裁們從如何建立團隊、產品優勢、時間

管理、平台工具與系統培訓等面向，來闡述婕斯奠基

的經營之道。

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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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婕斯
地中海獎勵旅遊
2016婕斯地中海獎勵旅遊於5月正式展開，來自全球各
地近萬人的達成者分四個航次，陸續登上全世界第四大
超五星的挪威愛比號展開8天7夜的西、法、義地中海
之旅。從每位參加者的臉上，我們看到了充滿幸福洋
溢的笑容，而跟著婕斯一起環遊世界的婕斯家人愈來愈
多，接下來就讓我們一同來感受此次豐盛、尊榮的地中
海之旅。

首先是海上移動城堡 – 愛比號郵輪:數千個艙房，無限
量的中西美食，國際經典歌舞、魔術秀，三五好友聚在
酒吧小酌，瘋狂的Shopping，豐富多采。

婕斯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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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優雅的陸上行程：

西班牙 － 龐貝古城： 火山爆發後被埋没在地下的城市再見

光芒，見證歷史。

    那不勒斯： 經貿往來樞紐，悠閒喝個下午茶，好

不愜意。

義大利 －羅　　馬： 雄偉建築之美，古代鬥獸場，君士坦

丁凱旋門，走進時空隧道，探索古文

明。

    比薩斜塔： 又稱＂奇蹟廣場＂是中世紀偉大建築

之一，開啟了14世紀建築工藝之最。

    佛羅倫斯： 文藝復興時期，詩人、畫家齊聚，集

歷史、文化和商業於一身。

法　國 － 坎　　城： 因坎城影展而聲名大噪，但不只如

此，坎城蔚藍的海岸，多元的藝術人

文，交會融合。

    馬　　賽： 著名的馬賽皂及天然香氛是最佳伴手

禮，熱鬧市集與海上帆船點點，相互

輝映。

西班牙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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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活 動

 

義大利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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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航程在一片驚喜與無限滿足中，留下了永恆記

憶，相信在每一位婕斯人心中都有一個夢，那就

是看盡天下美景，吃遍各國美食，盡享自在人

生。這所有的一切，婕斯將為您預備，讓我們相

約下一次的獎勵之旅，環遊世界將有您的足跡。

法國
Fran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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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活 動

第十三屆香港婕斯大學第十三屆香港婕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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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11

第十三屆香港婕斯大學於春暖乍寒的三月再次來到香港亞洲博

覽館( Asia World EXPO)舉辦。三天兩夜現場湧進了12,000人

次，以及來自15個不同的國家，超過90位的鑽石級以上菁英領

袖參與。

婕斯大學不僅展現了婕斯年年成長的指數，更展現了夥伴們

對婕斯事業的熱烈參與度。婕斯大學是所有婕斯人開啟事

業之時必定要朝聖之處。因為在這三天兩夜裏，就如總裁

Robin所說：『婕斯大學是將婕斯公司完整搬到您的面前，

讓您一窺婕斯全貌最好的殿堂；從創辦人到行政團隊、傑出

醫學顧問、電子商務趨勢先知、中華智慧商道權威、全球菁

英領袖都親自來到您面前，為您解開婕斯成功的秘密，因此

來到婕斯大學，您就等於搭上獲致成功的圓夢列車』。

從婕斯大學於2011年開辦至今，已開啟了數萬個事業經營

細胞，也讓年年參與人數倍增再倍增。同時也由大中華區

開始，全球各地也都陸續開辦婕斯大學。讓世界各個角落

都能將婕斯展現於眾人之前。

這也說明了，婕斯已經無所不在；同時搭著這班婕斯全

球列車，您也將實現所有夢想。讓我們努力往前，更把

婕斯的愛與關懷散播到全球各地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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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活 動

又是一年芳草綠，春風十里杏花香，在碧草如茵的和

煦春日中，婕斯藉由贊助「2016嬉遊村-蕉蕉嘉年華」

活動，讓四面八方的婕斯家人們共同齊聚心力，一起

奔向美好未來。

活動於3月27日在三重幸福水漾公園舉行，路跑當日連

太陽公公都來參加，而婕斯家人們的滿滿熱情，更是

照耀了整個幸福水漾公園。大家大手牽小手一同在嬉

遊村中，結合手機遊戲扮演不同角色參與闖關活動，

配合獨創的戶外實境解謎，自彩虹橋起跑，經過盤絲

洞、火燄山及妖怪村的考驗，一路邊跑、邊看、邊

玩、邊猜，路跑結束還有豐富的完賽禮及抽獎，讓大

家空手而來但卻滿載而歸。

婕斯嬉遊村嘉年華婕斯嬉遊村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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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在這家人聚首的重要日子裡，當然也少不了南迴健康促進關懷

服務協會的參與，現場除了南迴有雞農場的有機產品外，協會

中熱情的夥伴們還帶來了原住民的天籟及表演，與現場民眾共

同載歌載舞。超人醫師徐超斌本人也親臨現場，帶來他的親筆

簽名書做公益義賣，並感謝過去婕斯家人們的協助，更期許在

未來的日子裡，能促進台東縣當地醫療，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現場除了路跑闖關活動外，還貼心地為大小朋友設了各式各樣

的攤位玩遊戲拿贈品，如歡樂遊戲區、氣墊遊戲區，以及婕斯

的金箍咒、搧風點火、唐僧取經等攤位，除此外還有勵馨基金

會及阿甘精神發展協會等公益攤位義賣產品，舞台上更有從一

開始到結束長達五小時的表演活動，讓所有參與的朋友都能體

驗到好笑、好玩、好看、好吃等各種不同的樂趣。

隨著太陽西落，活動也接近尾聲，在一片依依不捨的道別聲

中，婕斯家人們乘著夕陽餘暉各自踏上歸途。雖然活動結束，

但婕斯家人們卻因此而更緊密相依；婕斯的身心健康理念與對

美好未來的期許，也因而綿延傳遞且更深植於婕斯文化當中。

路跑闖關就像選擇在婕斯踏出事業之路一樣，只要敢作夢，並

堅持不懈，勇於追尋，非凡成就必在前方不遠處，而這一路

上，還有許多一起追尋夢想的夥伴及家人陪伴，共同開展新氣

象，並分享最後甜美豐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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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婕斯事 業

大部份第一次進入婕斯公司的朋友，總訝異於滿滿的

人潮及人手一３Ｃ。平版、Notebook、智慧型手機。

不論男女，年齡層概括了8年級生到3、4年級。握著３

Ｃ，談著婕斯，喝著沛泉。這是推開婕斯公司大門每天

必定看到的景象。這樣的景象總讓人好奇，市場上強調

電子商務的平台何其多，為何婕斯的電子商務平台能夠

獨樹一格，横掃老中青三代並且快速上手創造出全球互

聯網事業呢? 

秘訣就是，婕斯擁有一致的全球網路行銷管理系統，我

們稱它『J-office』。

J-office 
低成本、高效能的個人全球行銷網站

只要32美金加入婕斯，即擁有一個全球銷售個人網址。

您只要輕輕一按，將您的個人網址複製公開於任何社群

空間，所有人皆藉由點擊您的個人網址進入專屬於您的

婕斯全球個人銷售網，此時，您的個人網站即可分身成

50幾個國際市場。語言、訊息、產品、價格也隨之跟

著轉換成當地國家，讓當地消費者毫無障礙的在您個人

銷售網站閱覽各項婕斯訊息並且盡情購物。並且設定成

為您的消費顧客。此時您的婕斯全球消費市場也隨之展

開。　

J-office打造最成功    的全球互聯網事業

J-office
J-office
J-office
J-office
J-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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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ffice打造最成功    的全球互聯網事業

J-office
掌握時效的全球團隊拓展平台

透過點擊您的個人網址連結到的不只是全球形象一

致的專屬個人網站，更是一個讓您掌握世界時效的

全球團隊拓展平台。簡單易於操作的全球商務平

台，當有人想成為您團隊的一員，不論在世界各地

的哪個角落，不分日夜，只要點擊您個人網站上的

『馬上加入』，即可成為您團隊的一員。超過120個

國家，25個語系，不用通過繁雜手續，秒增團隊與

業績。

J-office
全球業績秒速結、獎金計算零時差

在這分秒必爭的年代，只要能與時間齊頭併進，

就能戰勝地域、時域及人心的變化，控管風險。

J-office全球業績連結無時差，秒結業績，秒領獎

金。全球統一幣值奬金滙入J-office電子錢包。不論

直接在J-office線上下單扣款，還是線下運用國際金

融卡或全球銀行領出兌換，只要有網路，不論在哪

個時間、哪個國家都可隨心所欲的使用J-office全球

商務平台帶來的便利。

J-office
簡單清楚的全球事業管理平台

一組個人專屬網址，不僅連結開發各國市場，更連

結您的全球事業團隊管理。清楚簡單的訂單管理、

業績管理、電子錢包帳務管理、組織團隊管理、零

售顧客管理，讓您容易掌握任何一筆訂單及獎金的

來源、甚至是瀏覽您個人網站而留下個人資料的顧

客，都在您的掌握當中。隨時您都可輕鬆進入專屬

您的J-office全球事業管理系統，觀看您的全球團隊

進人數、新增業績、團隊重銷數、團隊獎金額，甚

至是全球獎金收入支出明細。猶如擁有一支龐大且

專業的管理經理人，隨時為您更新最新訊息。而您

所要做的，只是點選進入您的J-office管理平台觀看

全球連線的實況播出即可。

運用全球互聯網結合人際網，是讓婕斯如此快速發

展的關鍵。人性化且全球無時差的J-office全球商務

平台則是其中的主軸。它讓婕斯事業發揮了最大經

濟效益，同時讓婕斯在短短的六年間，跨境上百個

國家，締造了全球年度業績突破10億美金、令人驚

奇不已的成績。

在婕斯，運用J-office全球商務平台，您就如同全球

無限能量的串連。享受它為您帶來速度的快感吧!

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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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培 訓

婕斯以產品串起全球的美麗事業，產品的理念以

Y.E.S.系統建構，創新技術及特殊成分，幫助補足現

代人每日飲食不足部份，藉由營養補充滋養身體的

每一個細胞，維持健康與美麗。

透過婕斯電商平台，我們幫助您啓動一個美好的善

循環，從親身體驗全系列產品開始，透過熱情分

享，傳遞正確的產品使用方法以及健康知識，把健

康、美麗的理念傳遞給予自己與周遭的人，而如此

正向能量，不僅是每位婕斯家人的使命，更是推動

夢想成真的力量!

為了幫助婕斯家人建立完整產品理念，了解產品正

確的使用方式，在2016年3月以及4月我們分別在

台北及高雄分公司進行「產品推廣分享師」培訓，

期望每位產品推廣分享師都能以專業的形象以及知

識，在組織中發揮代言人的角色，相信透過全產品

分享與推廣不僅能提高團隊全產品使用率，在幫助

您及組織開拓事業全球版圖的同時，也將美麗與希

望帶給全世界!

婕斯要給您的不僅僅是健康及財富，更重要的是擁

有健康、快樂及時間自由的生活模式。

不同於一般講師的授課模式，產品推廣分享師不需

要受到場地的限制，在咖啡廳、家裡、用餐時、等

公車…隨時隨地都可以分享推廣婕斯產品，透過專業

的評鑑與考核所選出的產品推廣分享師，都是我們

散播健康與美麗的種子，想加入產品推廣分享師的

行列嗎?隨時到婕斯FB關注下一期的開課通知囉~

產品推廣分享師培訓產品推廣分享師培訓產品推廣分享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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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描述中國歷史上一段盛

世，這段盛世就是唐朝著名的貞觀之治，記載於

《資治通鑒》裡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勵精圖治所創造

出來的貞觀之治，讓人民過著太平的日子，所謂的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意思是，在路上看到有

人遺落的物品也不占為己有，夜晚就算不緊閉門窗

也不用擔心治安的問題，展現出人民安居樂業一片

和樂的太平盛世。

從上述這一段的文字敍述，我相信我們婕斯家人們

一定相當嚮往那年代人民的純樸及老實。相較於現

代社會的激烈競爭，人們之間的自我意識及自我保

護，雖然人們距離很近，可是心的距離還是很遠，

心底的感受一定是相對強烈；而在從事我們婕斯

這樣一個事業裡，為什麼我們一直堅持要維持一

個良善友好的環境?我們相信著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這也正是我們精神價值最

重要的基石。

不論您是來自於何方或者是您是來自於什麼樣的背

景，在這裡的每一位家人，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融入

我們這樣的一個大環境裡，並且藉由這個環境及平

台去協助更多的人，一起邁向人生成功的喜悅。

然而，這樣的文化及環境並非一朝一夕即能養成，

這都必須依賴我們婕斯家人每一份子的自律及自我

要求，不能因為貪圖眼前的利益而讓自己原本單純

善良想要幫助別人的熱情，當場成為一場利益的買

賣；也不能因為當下家人們對於我們的活動及事業

不瞭解，我們就半推半就的把他推薦成為我們的下

線伙伴。這些都是破壞良善環境的錯誤行為。

我們必須學會尊重他人，並且要維持體系的和諧。

因為好的環境經營及維持，可以說是人人有責。

正因為如此，我們婕斯的家人們，比一般的直銷商

用更高的自律及標準來經營我們的環境，這樣自我

要求正是符合『商德約法』最祟高的精神價值。

商德約法第二章：有關顧客之營業守則

直銷人員不得有誤導、欺騙或不公平的銷售行為。

(2.1 )

商德約法第三章：直銷人員之營業守則

推薦活動：直銷公司及直銷人員不得有誤導、欺騙

或不公平的推薦行為。(3.2)

恪遵商德約法的崇高精神價值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

建立良善友好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善友好的經營環境建立良善友好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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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有效美白大哉問
一定要白對 !

美白不是為了遮三醜，而是要讓肌膚健康且處於

年輕的狀態。然而，你的美白觀念正確嗎 ? 以下

5 個問題是大家常常提出來的疑惑，快快來學會

正確的美白觀念，然後再選擇優質的美白產品，

讓我們輕輕鬆鬆就能提高顏值，做個美白佳人 !

Q1：我每天都乖乖擦美白產品，而且
11 點一定上床睡美容覺，為什麼還是
不像別人那麼白 ?

晚間 11 點～ 2點是肌膚的「美容時間」，因為皮

膚在這個時候新陳代謝最旺盛，除了能幫助加速

肌膚的老舊角質代謝，對美容和美白也有很大的幫

助。但是，不是上床就代表你真的睡著哦 ! 檢視你

的睡眠品質是重點，你可以先從幾個小地方著手：

1. 睡眠環境不要有燈光。如此才不會影響褪黑激素

的分泌。

2. 睡前記得要保濕修護。隔天一覺醒來，一定會發

現膚況有所改善。

3. 睡前可喝一杯溫牛奶，或是胺基酸相關補充品，

幫助入睡。

至於美白產品的使用，第一，你要先檢視自己的清

潔工作有無做好。徹底清潔才能幫助肌膚吸收保養

品；緊接著，保濕與美白同步進行，才能讓產品發

揮最大效益。

Q2：大家都說天然的最好 !想要省錢
來自製美白面膜，但卻過敏了，怎麼辦?

自製面膜首先要注意的是，使用天然成分的原料製

作，因此「新鮮」、「單純」就變得格外重要，這

是因為不　新鮮的蔬果成分下去製作，美容效果

當然就會大打折扣，而且也會產生過敏現象。天然

的成分當然很好，只是天然的成分也就代表容易腐

壞，事實上，專家們都建議大家不要在不專業的環

境裡自製面膜。而且，許多水果雖含有美白成分，

但同時也是感光食物。如果你沒處理好，反而過敏

又變黑，得不償失。

因此，大家一定要記得，檸檬片不能直接敷在臉

上，電影演的是錯的 !!

而某些食材的確不無小補，如痘痘肌則用蘆薈來鎮

靜發紅的痘痘，蜂蜜的滋潤可以抗初老，蛋白則適

用於各種類型皮膚的基礎保養。

但是，何必如此麻煩 ?就讓食物歸於食物的原本任

務，它是給你吃的喔 ! 選擇一瓶良好品質的美白精

粹，透過高科技達到多重效果，仔細算下來，絕對

比DIY 更划算 !

婕斯保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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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 斯 生 活 分 享 誌

Q3：年紀越大，越覺得曬黑後很難白回來，怎麼會這樣 ?
我以前就算去海邊曬黑、也沒幾天就白回來了呢 !

選擇穩定維生素 C成份、並且含有保溼因子的產品，才能幫助美白功能起作

用。但市售產品濃度不一，太低無效果、太高又有使用不當的危險性，建議

選擇溫和且各種膚質適用的產品。

然而，只是使用美白產品，卻不做好防曬動作，不是有點兒本末倒置嗎 ?! 如

果你不喜歡防曬品的黏膩，也要選擇含有 SPF 的日霜，擦上防曬日霜是白天

必做的保養，出門戴墨鏡、撐傘，不直接曝露在陽光下，都是保護肌膚的方法。

當然，紫外線無所不在，除了防曬動作，再加上高科技美白淡斑產品，才能

真正白回來。

Q4：塗抹美白產品一定要按摩嗎 ?
按摩能促進血液及淋巴循環，幫助保養品的吸收，何樂不為 ?!

但是按摩也是有方法的喔 ! 不是用力在臉上隨便按按就是按摩，小心反而讓膠

原斷裂。正確的按摩方法如下：

1. 力道要輕柔。

2. 方向要由下往上。

3. 以畫圓的方式進行。

Q5：脖子的美白是要用臉部的保養品?還是身體的保養品?
這一題沒有標準答案。只要是產品含有美白與保濕成分，不管是臉部的美白

精華或是美白身體乳，都可以塗抹頸部。不過，通常比較順手的方式，都是

在做臉部按摩時，可以從脖子開始，由下往上，一併把脖子和臉部都保養進

去囉 !

記住，很多人會記得塗抹臉部保養品，卻忽略了頸部 ! 千萬別讓脖子洩漏了你

的年齡喔 !

提高顏值
首要用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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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保 養

LuminesceTM系列全新包裝
讓您一整天都是婕斯美人

賦活肌因潔顏露
早晚使用。清潔是美肌的基本關鍵喔 !

‧ 溫和去角質 -洗後滑潤不乾澀

‧ 深度清潔 -同時幫助肌膚保水滋潤

‧ 光澤亮白 -直擊黯沉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
早晚使用。以刷頭輕刷眼睛下方

及四周，靜待 3-4 分。

‧ 改善眼周黯沉

‧ 淡化撫平眼周細紋

‧ 緊緻保濕眼周肌膚

賦活青春精華露
各種膚質適用。突破性抗老科技

技術、微分子晶球滲入肌膚，抗

老就是要趁早。

‧逆轉肌齡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臉和頸部都要用到喔，有時間的

話配合按摩更優。

‧ 掃除斑點

‧ 無瑕白皙

賦活保濕日霜
各種膚質適用，SPF30、

360 度防護。

‧ 天然保濕屏障

‧ 幫助防護防曬

‧ 鎖水保水抗老

賦活肌因修護霜
睡前使用。Brooksome 核

心傳導系統直達肌底，解決

細紋、乾燥、粗糙、黯沉、

老化問題。

賦活肌因美體霜
沐浴後、擦乾身體使用。也可當

護手霜、美頸霜。

‧ 分子滲透技術，恢復肌膚彈力、

抗老抗皺。

賦活肌因水面膜
一週使用 1-2 次。於潔顏露後使用。

記得脖子也要敷到，敷約 15-20 分鐘

後，撕下面膜，再用溫水洗淨。

‧ 細緻毛孔、減少細紋。

‧ 長效保濕、深度滋養。

LuminesceTM 全系列優質保養品，帶給人們青春和美麗，多年來深受會員喜愛，並深深融入生活中。為提

升產品的獨特性與包裝質感，不惜斥資全面更換外裝瓶，以融合科技感與高尚典雅的概念，為您的化妝台

增添光彩。每天早上醒來，跟著婕斯的步驟走，保養肌膚就是這麼簡單，讓您一天比一天更美。

1

2

3

4

5
加強
保養

緊緻美肌
這樣吃

白皙美肌
這樣吃

身體
保養

抗氧化效果好的食物富含維
他命 C、E、茄紅素、原花

青素等成份，都是幫妳留住青春腳
步，緊緻美肌的天然營養喔 !
番茄、西瓜、柿子、葵花子、小麥
胚芽、杏仁、白芝麻、草莓、奇異
果、青江菜、青椒。

想要白，維他命 C多多就沒
錯。抑制黑色素的維他命 C

多半藏身在水果裡。還有維他命E、
CoQ10 食物，也是白皙捷徑。
柑橘、柳橙、芭樂、櫻桃、大豆、
堅果、肝臟、深色蔬菜、沙丁魚、
牛肉、花生、雞蛋。

璀璨
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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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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