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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新視野  改變創新機
當人人都喊著「跨界」口號，跨界卻是婕斯的基本精
神。一旦「消費者」變成「消費商」，跨界行動已經默
默展開。因為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改變了許多行業
的生態，從互聯網到物聯網，不難看到這個趨勢與變
化。然而，我們不改變，就不能擁有更大的未來，「改
變」，勢在必行，並帶來機會。

忠誠度提高  升級成為消費商
首先，婕斯鼓勵個人從「消費者」變成「消費商」，利
用網路平台，將「分享經濟」與全球互聯網形成交集，
促使消費帶來的利益和好處都綁在一起，有效結合個人
利益與市場利益，大大強化其黏著度。

200萬大軍的力量  不容忽視
其次是經銷商的分享。目前婕斯在全球有逾200萬的經
銷商，若將這群經銷大軍都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個個
都具有不同的背景，每當一次分享、每次連結的時候，
代表了公司正在進行跨界。因為互聯網讓現階段的行業
都可以相互連通，公司本身也尋求跟不同行業跨界合
作，而個人的跨界行為，與公司政策相配合，深信必能
帶出新的機會。

改變的鑰匙  在於領導人的創造力
跨界的關鍵，在於領導人的思維。「一件事的成功，都
來自最開始的想法」，我期待每個領導人貢獻他們的創

造力，互動交流中共同成長，我認為這就是團隊的力
量，對我而言，每個人都很重要，一個小點子也能成就
大事。

成功跨界  成為贏家
跨界的目的，無非是希望獲得更大的利益，合作是否能
帶來雙贏，必定是最核心的思考與挑戰。以阿里巴巴的
成長為例，不斷擴大，陸續進入銀行、物聯網、快遞等
領域，就是掌握了「誰能抓住消費者誰就是贏家」、
「誰擁有渠道，誰就是贏家」，待互聯網逐漸成局之
後，「誰能跨界，誰就是贏家」！

勇敢改變  再創新局
婕斯的抗老產品，從營養補充品、保養品等領域，八年
來幫助許多人獲得健康、充滿自信，今年更跨足彩妝產
品，新推出革命性「NVTM 光漾無瑕系列」也在8月份上
市發表，將徹底顛覆消費者的美妝習慣。產品種類的擴
張，展現了婕斯跨界的強烈企圖與決心。

合作雙方得利，是我們期待的結果。如何讓婕斯在旗下
這麼多消費商的基礎上，還能夠倍增成長，這就是「跨
界」。雖然這些年的成長令人驚豔，但我不認為這些成
績會是我們的「天花板」，不斷挑戰嘗試是婕斯人的特
性，改變跨出這一步，必將帶來新局面。

跨界行動 展開新頁
總經理

的話

「一家一開始就以網際網路結合人際網路，以創新交互式網購來串連全球抗老化市場行銷平台的婕斯，已成功的打造出

一個新的商業模式，並且獲致成功，亦取得消費者與經營者間的雙贏。」而我們將要朝著下一個更偉大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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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創造舉世注目的事業學習環境， 絕對非婕斯莫屬。6 月第 17 屆香港婕斯大學如期於香港最重

要的展覽及會議場地 --AsiaWorld-Expo 亞州國際博覽館舉行，迎接來自大中華區久違的婕斯夥伴

們，尤其是創辦人夫婦 Randy & Wendy 以及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夫婦偕同至現場，為所有

夥伴們集結向上精神，從婕斯的新學期裡打造一起拚知識、拚學習、拚訓練與拚夢想的完美計畫。

婕斯創新與專注  引爆全球新商機 

透過兩天一夜的密集學習、訓練，每一堂課都充滿活潑、生動，帶給台下的每位
夥伴們在夢想裡開啟無限可能。勤於筆記、討論與行動是帶出前進美好事業的開
始。婕斯能夠一直不斷突破創新，大中華區總裁 Robin 強調，藉由：1.傳遞健康
的生活方式；2.建立創業成功的心態；3.提升經營事業的競爭力；這三點來構成
婕斯具有互聯網、大數據的電子商務平台，以超越時間、空間限制，用無遠弗屆
的穿透力，接觸世界各地的無數消費者，達成每個人擁有無可限量的新商機。

不可錯過的香港婕斯大學，已是全球的婕斯夥伴們了解年輕、健康奧秘的
最佳管道。全球知名醫學顧問 Dr. Nathan Newman 博士、全球抗老醫學界
先驅 Dr. William Amzallag 博士，先後發表婕斯獨有的超先進抗老技術、
知識，引領了另一波年輕、健康的新趨勢。尤其是，世界各地使用婕斯優
質產品的夥伴們，透過他們使用產品前與產品後的親身照片、影片分享，
讓在場所有人驚呼連連，為婕斯優質產品所創造出他們美好的健康與形象
感到驕傲， 並激勵自己更努力朝著年輕美麗的計畫邁進。

一窺婕斯年輕傳奇  打造完美健康概念

迎接第17屆
香港婕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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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完美肌膚感  
讓無瑕美顏大放異彩

讓夥伴們引領期盼，劃時代的婕斯美妝
新產品，是特別從美國邀請前來的數
位行銷資深總監 Cassiah 與專業彩妝師
&NVTM 研發顧問 Yolanda 為大家隆重
介紹-- NVTM 光漾無瑕系列，這項噴霧
型底妝，不只質地清爽、薄透，並具完
美遮瑕力，讓保養、上妝一次完成，輕
鬆打造完美妝容。透過現場正確的示
範，NVTM 噴霧型底妝所富含獨創的青
春因子，更讓所有的夥伴們見證了它
帶給肌膚綻放光采的絕妙感官體驗，
NVTM 無法抗拒的魅力，大家紛紛想躍
躍欲試。

婕斯經典對話
鑽進財富、人生自由

未來誰擁有最大的通路，誰就擁有最大的財富。婕斯鑽石總
裁經典的對話宣言，和生命經歷的分享。堅信藉以婕斯專屬
的全系列創新產品與改變人生的創業機會。鼓勵每一個人都
值得擁有年輕、健康的生活，並且享有財富自由。充滿熱情
以及凝聚人心的真情流露，讓夥伴們許下一起創造輝煌、實
現幸福人生的心願。最後，承載婕斯的理念，將美麗與希望
帶給全世界，為夥伴們打開通往夢想的路，創造成長與豐富
生命，完美畫下大學句點。

(左)專業彩妝師&NVTM研發顧問 Yolanda 
(右)數位行銷資深總監 Cass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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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擁抱婕斯
台灣年會暨慈善日

婕斯在地最具影響力 體現全企業社會責任

超過萬人的婕斯台灣年

會 在 高 雄 巨 蛋 強 勢 登

場， 匯 聚 在 全 台 各 地

及海外的婕斯夥伴們參

與， 寫 下 歷 史 性 的 紀

錄， 萬人齊聚響應年會

暨慈善日的熱潮。高雄

炎夏熱浪與現場婕斯家

人們的善心及熱情，為

台灣年會注入更多的溫

暖，婕斯有愛，慈善公

益 GO。

慈善公益  讓愛發生
助人，是婕斯創辦的核心理念之一，延續美國總部的婕斯守護關懷孩童計畫，踏遍
台灣各個角落，為需要的孩童帶來夢想、希望與未來。婕斯長期贊助南迴協會的方
舟教室與今年新增的基督教芥菜種會新莊愛心育幼院，提供需要的資源、服務，並
建立更完善、貼心的成長環境。而婕斯無數的經銷商亦發起超過百萬的捐款，更無
數次擔任孩童的志工，實際關懷、行動與付出，充分展現愛、分享與回饋的婕斯企
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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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貢獻 婕斯榜樣
很榮幸邀請傑出的總裁，感謝他們為婕斯盡心、盡力的全然投入。總裁
們相信從婕斯誕生的那一刻起，目標就是走向偉大與輝煌的成就。憑藉
著熱情、努力以及要讓世界有所改變的信念，集中精力、積極支持那些
持續加入婕斯的熱情夥伴們，他們傾注的每一份心血，讓婕斯能夠見證
偉大的時刻。這場盛會也是總裁們榮耀時刻，讓所有夥伴為他們的辛苦
奉獻，致上崇高的敬意。

晉升表揚 大放異彩
經銷商再度聘級躍升，證明做為一個公
司、做為一個品牌、做為一個經銷商，每
一天都持續進步；也證明婕斯平台是學習
新事物的動力，更是讓自己順利開展事業
的最佳機會，充分發揮成功和財富的無限
潛能。只要相互鼓勵、攜手並進，創造美
好人生指日可待。而婕斯絕對是經銷商們
圓夢舞台的最佳夥伴。 

雙鑽引言 創富分享
非凡領導人分享的婕斯創業之
路，讓夥伴們了解成功不是靠期
待，而是要做足準備。明白婕斯
企業的本質，利用網路營銷的
特質，為自己打造成功的故事。
婕斯領導人也鼓勵，只要願意嘗
試、與時俱進，就能夠抓住機會
站上萬人的夢想舞台，展現最優
秀的成功風範。

名人名言 激勵人生
真正的成功是屬於有影響力的人，只有成為
一個有影響力的人，才會發自內心感到快
樂。婕斯邀請知名藝人許傑輝向眾人闡述自
己人生的寶貴經驗，夥伴們因著他的生命經
歷大為驚艷，了解影響力可以幫助無數人改
變他們的一生，並體認到自己生命的價值，
為「贏在影響力」創造出更多向上的力量。

夢幻逸品大抽獎 超級好運樂翻天
婕斯隨時隨地在乎夥伴的感受，除了辛勤經營事業，還
要懂得生活享受，為人生帶來更多的姿彩。年會數百萬
的獎項帶來另一波高潮，各式各樣的頂級專屬精品，暖
心回饋於經銷商追求卓越成績的禮物；而連環抽獎紛紛
地公布，帶給現場豐富刺激與滿載而歸的愉悅心情。  

搖滾樂團壓軸
High 翻萬人現場
人氣夯團八三夭壓軸開唱，帶來了活力
四射的歌曲，陪婕斯夥伴們high翻整
個8月。全力演唱經典的派對歌曲，在
場所有人跟著音樂搖擺揮手，讓年會搖
身一變成為狂歡的派對舞池，見識了台
灣搖滾樂團無人能敵的現場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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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貴、奢華、非凡總裁晚宴

婕斯
活動

此次晚宴以絢爛的「凡爾賽之夜」為主題，打造成金碧輝煌宮殿般的饗宴，總裁們以貴族姿態盛裝優雅出席。全
球事業發展總裁 Dennis 更親臨這場晚宴，與各位分享婕斯過去至今的傲人成就，憑藉著婕斯積極求變與創新思
維，不斷開創優質產品與達成年輕健康的理念，更培養優秀的管理團隊與提升組織凝聚力，實現了企業核心價值
與達成卓越成績。婕斯精益求精的精神，讓在場所有總裁們因著進入婕斯，感同身受企業建立品牌的決心而引以
為傲，更加深傳承文化信念的熱情。饗宴在彼此的交流、音樂與舞蹈中留下難忘且感動的回憶，大家也舉杯互相
勉勵，相約明年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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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婕斯品牌記者會引爆美妝界大震撼 ! 大中華區總裁李偉行表示：「我
們希望能複製台灣成功的經營模式，拓展至大中華區市場，並放眼全世界！」創
新再突破，婕斯最新推出「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系列」，將改變您的美妝習

婕斯正式跨足彩妝市場，推出一款延續 luminesceTM 
賦活肌因保養系列的突破性底妝產品「NVTM光漾無
瑕噴霧系列」，無油的保濕配方，加上噴霧設計，打
破BB底妝厚重粘膩的印象，清爽質地且防水防汗，即
使在悶熱的夏天也不用擔心脫妝的問題 !

發表會上榮幸邀請到總部數位行銷資深總監 Cassiah 
Jay 與專業彩妝師同時也是 NVTM 研發顧問 Yolanda 
Halston 為我們展示 NVTM 的魅力。此外，也請到美
妝保養專家 Sam 老師，教大家如何第一次使用 NVTM 

就能輕鬆上手。現場更設置了產品體驗區，讓來賓搶
先體驗產品的魅力，也讓發佈會再添亮點。婕斯以突
破創新科技，帶給您由內而外的美麗光彩，並把美麗
與希望帶給全世界。

從保養跨入彩妝
品牌再創無限可能記者會

體驗 NVTM 光漾無瑕
全新上市發佈會

慣，精選四款亞洲選色，讓您找到您的專
屬色，一瓶在手，隨時保持最佳狀態。

在這分秒必爭的時代，婕斯輕鬆幫您搞定
美麗。「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系列」
三大特色不容錯過：均勻噴上肌膚，快速
上底妝，輕薄質地就像沒上妝，讓每位成
功女性都想擁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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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婕斯極致閃耀總裁晚宴

婕斯
活動

香港婕斯為夥伴打造璀璨奪目的晚宴，迎接每一位婕斯之星穿著雍容華貴的服飾，在極具奢華雅致的氛圍下共享
婕斯專屬的盛會。晚宴安排了美饌佳餚，亦榮幸邀請到婕斯行政團隊的重量級嘉賓來到現場，透過他們親切的歡
迎，以及對各位的鼓勵和關懷，夥伴都充分感受到婕斯大家庭的溫暖，齊聚一堂把酒言歡，十分盡興。

當天晚宴也帶來了不同精彩的環節，其中包括現場樂隊助興，嘉賓近距離獻唱，更隆重選出了當晚的最佳Party 
King & Party Queen，夥伴在品嚐美食之餘還有精彩的表演節目。總裁晚宴讓婕斯之星充滿感動與歡樂，期許
與大家繼續邁向璀璨的未來，締造更多難忘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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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家總裁學院再創格局 

      共度香港婕斯5週年年會

婕斯，代表擁有無限夢想及財富，同時也為自
己人生帶來健康與美麗。本次美商婕斯總裁學
院，特別邀請到國內名師，協助引導所有的總
裁領導人，學會如何運用-完美複製力，來建
立開展全球市場的團隊，並且讓全球事業無縫
接軌！

除此之外，更提供全面性及趨勢性的完整訓
練，讓每位總裁領導人做好面對市場挑戰的萬
全準備，能夠立足在這個快速變化及隨時挑戰
的電商平台，一起迎接飛速發展的事業與團
隊，堅定的信念在努力學習之下，未來將帶著
團隊邁向成功巔峰！透過主題式的學習，讓每
一位領導人的內在升級。

香港婕斯踏入第5週年!過去隨著一個個卓越佳績湧現，香港婕斯不斷為夥伴實現夢想，今年於7月22日舉辦
「2017香港婕斯5週年年會」，以5動人生概念和與眾不同的活動環節呈獻給在場所有的夥伴，期許攜手共創更
豐盛的未來!當日盛會非常熱鬧，邀請了重量級嘉賓，包括全球事業發展總裁 Dennis、大中華區總裁 Robin、香
港分公司總經理 V.C. 以及科研團隊專家 Dr. Giampapa，為夥伴們帶來精彩的演說，鼓勵大家繼續追尋年輕、健
康、美麗。除此之外，當日活動更有論壇分享、節目表演、抽獎等等，並在夥伴們熱烈支持、積極回應之下，5
週年年會帶著歡笑與感動的淚水完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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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德國經典魅力
婕斯與您同遊

5月，婕斯精心策畫七天六夜的德國獎勵之旅，來自大中華區的婕斯夥伴們歷經數個小時的飛航抵達，難掩興奮心

情立刻展開德國四大城市之旅，包括金融中心的法蘭克福、浪漫主義的海德堡、超跑天堂的斯圖加特與兼具品味藝

術的慕尼黑。更搭乘郵輪順著歐洲最繁忙且最長的萊茵河暢遊，聆聽並觀看歷史文化與藝術建築精華。一連串而成

的經典旅遊路線， 無論是著名的城市觀光、購物景點，都讓夥伴們陶醉不已，彷彿置身世外桃源。這場婕斯專屬

的德國深度之旅，品味了歐洲最美的時光，夥伴們互相分享這次旅遊的珍貴經歷，為這次的旅遊共創美好的回憶。

婕斯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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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與婕斯相約大溪地
創造鑽石完美假期

大溪地 Bora Bora 島嶼是全世界最浪漫的旅遊景點，它得天獨厚的地理風貌，締造了

「太平洋珍珠」的美譽。因此，婕斯特別以此充滿熱帶風情的著名度假勝地，慶祝並獎

勵世界各地鑽石領導人的傑出成就。島嶼上充滿著美麗的白沙灘、清澈的潟湖和迷人的

自然生態，讓總裁們盡情探索、冒險，在充滿如夢似幻的天然美景裡，充分享受完美假

期的放鬆、愉悅。創辦人 Wendy Lewis 與 Randy Ray 在歡送晚會裡，感恩與祝福的致

詞，感染在場所有為婕斯、為貢獻、為愛的鑽石領導人，讓彼此留下特別、難忘的深刻

經驗，更期待下次的重逢旅遊，再創豐富的交流體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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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世代

婕斯建構漾平台
年輕漾世代的崛起

婕斯全球漾平台
網際網路的崛起，改變了人類距離的藩籬，也引領世界走進地球

村的境界，進而激發出電子商務快速成長。當人們自在悠遊於

網路購物世界、恣意的揮灑青春，而同時婕斯新世代的「漾」族

群，正在運用社群與網購平台，打造屬於自己的事業王國！婕斯

引領這一時代趨勢，以強大的電商資源為「漾世代」人們建構獨

一無二的「交互式網購平台」，匯集銷售、物流、金流、服務、

資訊…等，讓每位「漾世代」會員感受新零售的威力。

除了擁有個人專屬的行銷網站，迅速打造全球網購事業，更有完

整的事業管理平台，包含：入會、訂貨、資金運用、業績管理、

全球市場分佈大數據分析…等，給了創業家 (Entrepreneur) 最完

整的事業發展及經營工具，因此也讓「漾世代」趨之若鶩、蜂擁

而至。

1

什麼是「漾」? 在中國典籍之中，有充滿或盛滿溢出之意涵，也有川既漾而濟深、即水長流的意思。然而在現代

人們對「漾」含義的表達是代表 -- 健康青春有活力。因此統合來說，「漾」就是「豐盛滿溢、雋永長流、青春永駐」

之意。而婕斯在打造年輕「漾世代」(We Are Generation Young) 的同時，就從這「漾」的意涵出發。為我們建

立夠「潮」的全球交互式網購「漾平台」，並引發年輕「漾世代」崛起風潮。

婕斯「漾平台」
就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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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婕斯雲端漾平台
漾世代的學習講求快速、即時並且不受時空限制，

並能隨時掌握全方位資訊。有了龐大的行銷管理平

台，要如何有效發展全球市場與拓展網店，啟動所

屬經銷團隊快速成長？只需要善用婕斯雲端漾平

台：「婕斯雲端學院Jschool」及「微信婕斯雲服

務」就對了。這二項工具不但以華文呈現，並且運

用線上直播，宛若與網紅面對面互動，讓大家能輕

鬆愉快的學習；同時充足的活動、行銷、保健資料

庫，都讓您唾手可得。並且還特別規劃了「成功階

梯」，協助新加入的創業家，能以最快速一鍵到位

的方式，建立婕斯事業發展必備的技能。

婕斯生活漾平台
生活是一種哲學，婕斯文化打造了一種獨特的生活

模式，漾世代家族在經營婕斯的過程中，同時建立

起良好的社群互動與優質生活。

首先跟著婕斯環遊世界已不是夢想，地中海、杜

拜、歐洲已成為生命中精彩的一環，而一種感恩與

助人為本的精神更是價值核心！

當婕斯產品融入每天的生活，整個人都靚了起來，

許多人踏入婕斯這個迷人的大家庭，感受到吸引人

的清新氛圍，也自然深深的打動了漾世代，一同來

舞動青春。

「漾世代」所指的不止是年齡上的年輕，更重要的是要有積極的企圖心且願意跟上趨勢、脫離舒適圈、決定

改變自我的心。婕斯打造的「漾世代」平台，正是讓您一展身手，實現人生夢想的最佳選擇。

歡迎您搭上婕斯「漾世代」成功列車，共創美好的未來。

漾世代崛起是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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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世代

跨世代溝通零距離
婕斯就是潮

跨世代溝通零距離
婕斯就是潮

婕斯建構漾平台
年輕漾世代的崛起

台灣婕斯近日針對年輕世代的消費商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從結果中可以看到年輕經營者的想法，對於成立八年、

已成為網路營銷業界最具潛力的品牌—「美商婕斯環球集團」，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加入婕斯  實現人生夢想是主因  

年輕一代，特別指未滿35歲的經營者，這部分比例近年來有顯著的提升。至於

為何加入婕斯呢？「實現人生夢想」、「全球電商商機」與「想獲得健康」是

三個最主要的原因，可見婕斯的商業模式符合了現代趨勢，也讓年輕人充滿信

心與盼望，而其產品有助於健康與抗老，受到產品的吸引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調查報告

年輕人：婕斯 = 好產品、好機會
年輕人眼中的婕斯又是如何呢? 「好的商務平台」、「好的產品」、「一個公平的事業機會」，都是對婕

斯的主要形容。而「一個公平的事業機會」、「前衛獨特、大膽創

新」、「創業家聚集地」、「沒有傳統直銷味」，也是大家普遍的看

法。

「全球跨境電商潮流」是年輕世代認為婕斯最適合現代需求的原因，

不僅如此，「完善的是事業發展平台」、「無限寬廣舞台發揮」，都

是在現今劇烈競爭的就業環境下，提供了滿足年輕人的機會與空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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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趨勢潮流與產品見證  打開婕斯大門
至於向周圍的人談起婕斯的時候，多半從「分享交互式網購的電商趨勢」及「分享產品見證」開始，有許多

經營者進一步從「分享幫人圓夢的感動」、「分享財富成功的經歷」切入，讓人感受到婕斯無論是平台、產

品、或是助人成功的魅力。

人人渴望  經營夢想的機會
新一代婕斯人最渴望的並非只是金錢，而是「經營夢想的機會」、「用影響力幫助別人」，這點令人非常振

奮，看到的是年輕人的企圖心與動力，也為組織的文化注入了更多生命力。

電子商務平台  跨界無限制 
年輕世代對於「跨界」有更開放、接受的心態，對跨界的認知，則鎖定「全球性的電子商務平台，無時空限

制」，也能「融合不同族群，共生更享利益」，更「可以讓人們突破思維藩籬，走出新局」，還「可以組合

相關元素，綻放新的火花」。

台灣是婕斯全球第一個海外據點，也是婕斯極為重視的市場，年輕人是婕斯著眼的重點之一，這批生力軍更

是未來複製台灣成功的經營模式，拓展至大中華區市場、放眼全世界的關鍵人才。婕斯對於漾世代的教學投

資與栽培不遺餘力，如今從問卷中，我們得到寶貴的回饋，也更加對漾世代充滿了期許與不可限量的未來。

夢想
商機 獲得健康

跨境電商

公平
影響力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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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世代

說到跨界的人才，婕斯平台最優秀的領導人是再好不過的例子，他們過去來自不同

的背景及專業領域，甚至是各產業裡非常出色的人才，為了自己人生勇敢跨入未來

趨勢及嶄新的電商平台，到底他們如何擁有敢於跨界，並且不被淘汰的能力呢？以

下是婕斯成功跨界的獨門奧秘 VS. 許傑輝老師演講，我們一起來學習：

跨界挑戰的態度
態度，決定您人生改變的速度！許傑輝告訴大家他本身是多方位發展的藝人，跨足主持、演戲、訓練藝人與

電影，每天必須做足功課，隨時接受挑戰來詮釋反映時事之題目與角色，長期訓練自己從細微的社會觀察角

度，累積自我能量與創意，因此才能跨界綜藝節目、兒童節目、戲劇節目等不同面向的主持路線。

在婕斯事業平台上也是異曲同工，在事業經營的過程當中，瓶頸及挑戰是接踵而來，而且無時無刻都會出

現，這是許多在婕斯成功者，每天必須接受挑戰的洗禮，但是唯有我們保持正向積極的態度，不斷的去迎

接、面對這些挑戰時，才有機會讓我們在婕斯的夢想與期望，以最快的時間實現；有了勇於挑戰跨界的態

度，就有全新不同的感受。

不被淘汰的能力
敢於跨界新勢力

跨世代溝通零距離
婕斯就是潮

許多成功者，是經過許多環境挑戰及競爭，那麼他們有著什麼不被淘汰的核心能力，勇敢跨出原有的舒適圈，

走出自己人生的一條路 ?! 2017 年高雄巨蛋的婕斯年會，這次活動特別邀請知名藝人許傑輝主講『如何在人生

的轉彎處，發現另外一個自己』，分享他個人演藝事業的打拼心得與人生奮鬥歷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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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前進的行動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句話決定了一個人的成就到底是在腦海

裡，還是真正實現在生活裡，想法固然可貴，但是做法才是我們

期盼的真正結果。小時侯許傑輝母親給對他的期望，就是希望他

能夠在學校裡爭取到更多好的成績，更多學業上優秀的表現。他

回想著，在求學的過程裡，他的確少了那麼一根讀書的筋，但他

不會因為這樣的限制把自己人生給困住，他選擇在不同的舞台裡

不停的打拚。從剛進演藝圈時，其實是從幕後工作人員開始，一邊發通告、製作、服裝等，並參與許多編導

的工作職務。之後從幕後走到幕前，許傑輝花了很多的時間，更深入的往不同劇團去鑽研與演出，要求自己

積極的行動，不因為過去的印象讓他停止努力。

在婕斯事業裡，最重要的收穫是來自於您市場打拚之後的成績，而不是在會議裡淘淘不絕的空談言論，或者

是沒有意義的自我想像，時刻提醒自己，讓我們為了美好未來一起行動，在婕斯裡成為一位成功的實踐家。

挑戰過去的改變
其實在市場上打拚、努力的過程，並不會每一個人都會支持你。這次演講中許傑輝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觀

念，他說：「其實身為一個藝人，你實在沒有辦法要求每一個人都喜歡你，有人喜歡你，有人也會討厭你，

但無論如何，至少都可以一起學習，因為懂得學習，把別人的好都留下來，再改變過去的陋習之後，相信每

個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可以挑戰出不同的成績。」

為了實現自己不同的人生，我們必須打破過去安於現狀的習慣，有句諺語說：「打造船艦的目的，不是為了

讓它們停留在美麗的港口。」唯有為自己的人生勇敢出航，勇於改變現況，揮別過去，做出不同於過往的決

定時，人生的結果才會有所不同，而婕斯平台絕對是您選擇改變最好的平台。

持之以恆的堅持
在跨界的挑戰及自我突破的過程中，許多人無法堅持當初的信念，無法說服自己堅持到成功果實到

來的那一天，在臨門一腳的時侯，選擇了放棄而功虧一簣，許傑輝在演講裡也提到：「花一點時間，給自己

設定一個小功課，而這個功課就是〝想要完成的100件事情〞，這100件是什麼？就是你的最愛或最怕，最

想要或是最不想要，通通寫下來，接下來就要求自己，去實現你清單上的那100件事情。」

當你開始之後，就會發現人生有所不同；當你開始之後，就會發現找到更多愛自己、更多正面能量的理由；

當你開始之後，就會找到一個堅持下去的理由，最後人生結果就會大大不同。

成功始於勇敢突破，終點在於勇於堅持，這是在婕斯事業平台上，每一個婕斯領導人，必經的一個過程，唯

有可以忍耐及堅持的人，未來才可以成為跨界的菁英，成為人人口中的成功者。跨界是一種信念，但也是人

生的另外一個蛻變，每個人在自己的生命裡，其實都深埋著強大的潛力及價值，在婕斯的平台上，給予許多

平凡人一個可以不同以往的機會，同時，在這裡也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一條成就非凡之路，一起讓『跨界94

狂』的信念，陪伴著我們的人生邁向巔峰。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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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保養

極緻完美光漾無瑕
當妳的印象還停留在，化妝只是為了追求「美」，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合適的妝容可以為你在職場

大大的加分。英國著名的形象公司 CMB 研究表示，在公司中身居高位的女性，形象和氣質對於其

成功的作用具非常關鍵。

英國科學家研究指出：會化妝的女性平均收入往往高於不化妝的女性，而且顯得更聰明！所以，化妝的女
人不一定優秀，但優秀的女人一定會化妝，一定會更注重儀容儀表。

妝一下

您可能會想，整天忙碌、時間都不夠用，而這些成功女性如何從早到晚都能呈現好氣色?好活力?成功女性
之所以成功一定有她的獨門之處，比如對於化妝品的選擇，她們不是從價錢或明星代言流行度來考量，而
是選擇一款不但能保護自己的皮膚、且又能迅速完妝的有效利器。令人開心的是，隨著美妝科技的發達，
高科技美妝產品的效能日新月異，幫助成功女性走在時代尖端。

靚一下

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是隱形殺手，千萬不可小看它，這可是會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呢！除了肺部的不舒服，
很多人也莫名其妙的成為敏感性肌膚，動不動就泛紅、起小疹子，對於生活造成極大的困擾。

初老現象是皮膚在抗議的警訊！當肌膚出現第一條皺紋、或是您沒有一回家就把臉洗乾淨的習慣，如果再
加上使用了厚重的化妝保養品，對肌膚造成過大的負擔，經年累月下來就是老得比別人快。

為肌膚建立一道防護牆是都會女子必備的武器！使用具有輕薄透氣特色的隔離粉底或粉底液，就像身體穿
上衣服一樣的保護作用。而粉底從早期的不容易推勻、到用手輕拍就能均勻，進化到用噴的就能快速完
妝，對於手殘女與忙碌上班族來說，真是一大福音。隨身攜帶型的噴霧，也能隨時提醒您，隨時對自己的
皮膚好一點。

噴一下

相信大家都用過各式各樣氣墊式、膏狀或乳狀粉底，但是，用噴的粉底噴霧，您用過了嗎?!別懷疑，特殊
的設計讓噴霧在您肌膚形成的薄膜，比您自己用手或粉餅推勻的效果更自然、更不露痕跡。

長久待在冷氣房的上班族都知道肌膚保水的重要性，現在您可以把保濕噴霧換成妝前及粉底噴霧，上妝、
保養一噴就搞定，無瑕美肌輕鬆噴出來，更能省下繁瑣的補妝程序，隨噴隨補。而且還可以根據您想要呈
現的肌膚顏色選擇不同色號來噴，也可以再加上珍珠光效果的亮妍噴霧，展現韓星的偽素顏。

隨時噴一下，美麗無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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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TM 光漾妝前噴霧PRIMER / 容量：50ml

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FOUNDATION / 容量：50ml  
(象牙白WARM IVORY/W1) (粉膚色COOL IVORY/N2) 
(自然白WARM BEIGE/W3) (暖膚色COOL BUFF/N4)

NVTM 光漾亮妍噴霧SHIMMER / 容量：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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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保養

亞洲精選
超自然底妝

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
精選4款亞洲色選，四種
當中又分為兩大系列，
暖色系與冷色系，可依
照您的需求或出席場合
做選擇。持久不脫妝，
甚至還能幫助後續彩妝
更顯色、更持久。

個人專屬底妝  任您自由變化

噴一下就搞定的NVTM 系列，使用上也可以變個小魔術，依據不同的次數與系列使用順序，妝感就能
呈現不同的效果。想要薄一點，噴一次就夠；想要完美遮瑕，可以再噴幾次。再加上巧妙運用亮妍
噴霧，讓您從早上上班、到晚上參加 Party，都能變換出不一樣的百變妝容。

內旋式 NVTM 噴頭
一噴即可上妝

一瓶在握，一噴即上，貼心
的噴霧式設計，讓內容物與
外在空氣隔絕，不易產生變
質的現象，您知道嗎？女性
每天花費近1.7小時在打扮自
己，處在步調如此快速的時
代，噴霧式讓妳更有效率，
輕易上妝的同時，又能節省
時間，且大家不用擔心噴霧
式到底有沒有順利上妝，內
旋式噴頭讓它均勻的噴灑於
臉部。秘訣是使用前一定要
搖勻，因為它貼心的不含油
脂；還有，噴的時候和臉部
要維持一些距離喔！

1NVTM 光漾妝前噴霧

2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

3NVTM 光漾亮妍噴霧

1NVTM 光漾妝前噴霧

2NVTM 光漾亮妍噴霧

3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

柔霧妝感 水光妝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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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彩妝前導，又是隱形面膜 ! 一噴同時兼顧化妝與保養

保養前導液已不稀奇，彩妝前導液更令人震撼！NVTM 妝前噴霧置入婕斯獨家配方，其中成分含有 APT-200先進

多肽科技，讓您如同敷上隱形面膜，修飾膚色同時做保養，且兼具彩妝前導液功能，劃下彩妝革命一大里程碑。

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系列，就是要您在最短的時間內，就能立即打造完美的自己，與眾不同的妝容輕鬆完

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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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保養

活出精采飛越青春
身體的的某些養分會隨著年紀漸漸流失，身體機能也會因老化而退化，但只要保養得當，正確對待

自己的身體，就能老當益壯。健康活力不再只是年輕人專屬，只要透過生活作息、飲食習慣的改變，

學習正確的生活態度，不管幾歲依舊是年輕漾世代 !

身體的老化現象，不只顯現於外表，並非只是多了幾條皺紋這麼簡單。現代人生活型態複雜、工作壓力
大，當您的身體年齡已經大過實際年齡，這已不是靠著裝扮就能解決，而是該好好傾聽身體的聲音，對自
己好一點囉 !

食物就要這樣吃

上班族為了方便多選擇外食，但外食卻隱藏了一些陷阱，有些餐飲業為了符合大眾口味，食材烹
調過程的含鹽量可能過高，易造成三高。而一般外食便當幾乎沒有水果，蔬菜比例也未達標準，
因此要記得多補充蔬果，專家建議成人每天最低限度應攝取到「3蔬2果」。

無法避免外食，那麼就學會外食小竅門吧 ! 首先，注意在菜色的選擇上要多變化，不要偏食；儘
量少吃加工食品，多吃「真食物」。更要記得水分的補充相當重要，足夠的水分才能幫助身體代
謝。注意 ! 不要常喝含糖飲料喔 ! 

作息就是這樣做

充足的睡眠對現代人來說可真是一大考驗，晚睡已成為大多數人的習慣，看完電視上床後，還是
習慣性的滑滑手機、看看fb、回回Line，一分一秒就這樣莫名的過去了，換來的就是隔天的黑眼
圈。有研究顯示，藍光會干擾睡眠，讓您即使睡著了，也無法進入真正達到休息的睡眠狀態喔 !

在晚上11點前就寢，因為晚上11點至凌晨1點為肝臟排毒時間，女生都知道這時候睡的覺是「美
容覺」，而睡眠專家也建議，在這對時間內就應該做足了第一個好夢，這樣大腦的疲勞才能恢
復。夜貓族、熬夜族長期下來不單單精神不佳，工作效率不彰，更易影響健康機能，不容小覷。

健康就是這樣來

飲食、作息固然重要，當然也需要補充一些身體所需的營養。老化雖是無法避免，但是可以延
緩；選擇適當的營養補充食品，不但能為您的健康加分，且預約一個更優質、更美麗的老年生
活！

要活就要動 ! 不同的運動量與運動頻率所帶來的效果不同，您可和專業教練溝通，找到最適合自
己所需的運動。美國楊百翰大學指出，每天快跑30～40分鐘，就能夠延長9年壽命。還沒有運動
習慣的人，不妨開始動起來，邀約身邊的夥伴大家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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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樂青春膠囊含有輔酵素Ｑ10、維生素B6、維生素C、重酒石酸膽鹼、昆布、馬齒

莧萃取物....等特殊調配成分，是婕斯先進的營養補充產品，幫助您調節體質及生理

機能、提供營養補給、增強體力，每天兩顆，不但維持健康並擁有青春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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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會員專屬預購活動
讓您好禮享不完 !

您的健康與美麗，來自維持且固定使用產

品的良好習慣，現在開始您可為自已規

劃一個屬於自已的購物計畫，聰明消費，

讓您成為購物達人 !

活動期間：

2017 年 8 月 1 日 00:01 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23:59 止

( 美東時間 )

注意事項：

1. 此活動僅限大中華區 (中、港、台、澳) 所設定之預購訂單，不包含網路辦公室中一般訂單，您必須在個人重購週期內完成至少60積
分訂單，以合格每月重購資格維持活躍狀態，並保有持續累積積分資格。

2. 本公司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

設定3-5個月
180-359CV
加贈贈品

沛泉菁華 X1盒、賦活青春精華露試用包 X1包

設定9-11個月
540-719CV
加贈贈品

沛泉菁華 X2盒、敏動力 X1盒、賦活青春精華露試用包 X3包

設定6-8個月
360-539CV
加贈贈品

沛泉菁華 X1盒、敏動力 X1盒、賦活青春精華露試用包 X2包

設定12個月
720CV 以上

加贈贈品
沛泉菁華 X3盒、敏動力 X1盒、賦活青春精華露試用包 X4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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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活動行事曆2017

Sep/9

Oct/10

09/02   Discover Jeunesse – Japan, Tokyo

09/02   Brazil Tours – Brazil, Rio De Janeiro

09/03   Discover Jeunesse – Japan, Osaka

09/09~09/10   Jeunesse University – Russia, Sochi

09/09   Discover Jeunesse Jakarta – Indonesia, Jakarta 

09/10   Discover Jeunesse Surabaya – Indonesia, Surabaya

09/14~09/17   2017 Asia Pacific EXPO 8 – Thailand, Bangkok 

09/23   Discover Jeunesse –  Saudi Arabia, Dubai

09/23   Pre Launch India – India

09/27   Discover Jeunesse – The United States, Florida

10/13~10/15   2017 Europe EXPO 8 — Italy, Milan

10/14   Sapphire Elite Night — Singapore

10/21   Discover Jeunesse S Korea — Korea 

10/21   Discover Jeunesse — Malaysia

10/27~10/29   2017 Latin America EXPO 8 — Brazil, São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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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TM光漾無瑕系列
輕鬆打造無瑕美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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