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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的話

年輕，由你來定義

身為一個公民，我們有選舉、罷免的權力；身為一個人，你知道

嗎？你有一個很特別的權力—詮釋權，不管別人怎麼說、怎麼看，

你都可以用你的方式，定義事件、定義自己、定義人生。

人生70才開始，當你的生理年齡還不到70歲，都是年輕人；撇

開無法竄改的「出廠日期」，我認為當你覺得衝勁十足、馬力滿

檔，你就年輕了。詮釋的權利，在我們手中，端看我們用甚麼眼

光來看待。

婕斯，就是年輕

而婕斯，就是年輕的代名詞。多年來所研發的抗老產

品，幫助許多人重獲健康，充滿活力，在全球、在大

中華區、在台灣，分享著每一個改善健康、突破限

制，提高生活品質的動人故事。就在你的周圍，婕斯

人最真實、最棒的分享，都如此清晰可見。

不僅如此，也有一群人「擁抱婕斯平台，開創全球事業，達

成財富自由、讓更多人擁抱婕斯生活，翱遊世界各地，富享樂活人

生、讓更多人擁抱婕斯文化，感恩付出回饋，創造生命價值。」當

你正在進行這件事的時候，「年輕」的作用已在你身上發動。

婕斯帶來的年輕氛圍，破除那些不可能、沒辦法的灰暗思想，帶來

了明亮與希望。除了深入婕斯每一個人的心中，未來也將透過不同

形式與活動走入每一個家庭，型塑出婕斯獨特的企業文化與生活模

式，並與婕斯共同傳遞 「希望」與「力量」的使命，而透過杰特

熊，我們也將正式邁向婕斯2.0時代，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遇見婕斯，寫下你獨特的青春故事

你是否也願意像我一樣，重新定義年輕呢？特別是正值年輕的人，

擁抱婕斯的產品，便能留住青春，達到凍齡的效果。而壯年之後認

識婕斯，便能重返年輕，不再懷抱遺憾。

身為婕斯人，我鼓勵大家重新定義自己的年輕，實用好產品、運用

好平台、善用好氛圍，勇敢為自己訂下目標，許下承諾，與婕斯訂

下成功盟約，擁抱婕斯，讓婕斯徹底改變你的人生，跨越無限！

擁抱產品
青春健康魅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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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人生完美弧度，因為有你 FUN LIFE

婕斯首次企業日登場，以磅礡氣勢結合童趣與超人氣創意打造超大型鞦韆，羽球造型與

立體高度，號稱全亞洲戶外之最！在造極巔峰後看見生活的魅力，並找回快樂的初衷。

婕斯
活動

活出人生完
美弧度

因為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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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人生完美弧度，因為有你 FUN LIFE

企業日初體驗
婕斯於 2018 年初首次舉辦企業日，在新春開始便帶著

家人與熱愛婕斯的同好們來場不一樣的創意狂歡，打造

一座號稱「全亞洲戶外最高的立體羽球造型盪鞦韆」於

1/13、14 高雄大魯閣草衙道率先啟用登場，並陸續在

1/20、21 台 中 草 悟 道 廣 場 及 1/27、28 壓 軸 場 台 北 信

義威秀，北中南三地巡迴展出，就是要全台呼朋引伴前

往感受前所未有的高空趣味與競技刺激感。

亞洲之最 Fun Life
以 Fun Life 為主題及前所未見的驚奇造型，揉合創意與

活力、加入動感與回憶，一座充滿大人味的遊樂設施儼

然成形，不僅要喚醒童年單純無瑕的初衷，也要讓所有

不愉快隨著快意拋向雲霄之外，除了要宣導維持日常運

動的觀念，更旨在找回遺失的簡單快樂，擁有紓壓管道

是為保有身心健康的必要方法，在空中劃上一道充滿震

撼的完美弧度，讓人生從現在開始起步，勇敢改變、勇

氣向前！

潮流魅力 北中南驚豔
以高雄為起點的企業日，「羽球王子」王子維前來助陣，

成為活動中的驚喜亮點，為企業日開啟精彩序幕，一路

從南擴散的 Fun 效應沿途帶來許多歡笑與尖叫聲，台北

更有「青奧選手」陳孝承熱情參與，展現婕斯推廣羽球

成為全民運動新風潮及扎根青奧選手培育的用心。除此

之外，活動現場更設置了「限量夢幻潮

飲吧」，加入了時下的炫彩趨勢，令

人驚豔的繽紛感與豐富色彩，當場讓許

多快門停不下來，紛紛打卡分享這股喜

悅，透過速度感十足的感官體驗與潮飲

魅力，一次帶來動靜皆過癮的滿足感，

讓屬於你的人生弧度，不只耀眼更充滿

驚奇，傳達在婕斯擁有 Fun Life，一起

Live Fun 的決心與理念。

美好生活，我們來了！從這

一刻起，一起展翅高飛、煩

惱九霄雲外，徹底迎接我在

婕斯 Fun Life 的貫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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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婕斯大學 
精彩直擊

氣勢磅礡、萬人匯聚的第十九屆婕斯大學再次於澳門威

尼斯人度假中心—金光綜藝館引爆，這屆大學有許多令

人驚豔的活動環節，每一個部分都緊緊扣住婕斯人的

心，場內場外及台上台下完全感受不到距離，只有一顆

溫暖與富足的心圍繞在每個人身上，及一張張充滿笑容

與幸福的臉龐，每個學員渴望成功的學習態度令人感

動，大家在共同的目標與信念下，將匯聚更大能量邁向

高峰。

揭櫫婕斯新願景
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特別分享婕斯使命是

要幫助人們重返年輕擁有健康，因此公司所研發的

高科技產品，是以營養與肌膚的基礎優化來達成此

一目的。各項產品市場規模均達百億美元以上，輔

以婕斯獨特全球交互式網購的平台，讓每一個人都

能發揮潛能實現夢想。而婕斯守護兒童關懷計畫，

至少已累積超過 300 萬美金的慈善回饋，在 One 

Team、One Family、One Jeunesse 的 旗 幟 下，

我們將一同朝更遠大的目標邁進。

擁抱婕斯跨無限
婕斯大學成立的目的：「傳遞健康生活方式、建立創業

成功心態、提升經營事業競爭力」，婕斯大學就相當於

將婕斯公司搬到您的面前，讓您一窺婕斯全貌；大中華

區總裁暨婕斯大學校長 Robin 勉勵大家勇敢為自己訂

下目標，許下承諾，與婕斯訂下成功盟約，擁抱婕斯，

讓婕斯徹底改變你的人生，跨越無限！

婕斯
活動

1直擊

2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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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轉肌齡不是夢
因應大中華區龐大

市 場 需 求， 美 國

總部特聘馬燕斌醫

師加入全球醫學顧

問 群， 首 次 與 大

中 華 區 產 品 顧 問

Lindsey 以互動方

式分享婕斯產品行

銷力，除了讓在場

學員了解細胞營養與肌膚照護對現代人預防

保健的重要，並透過先進醫學理論，告訴大家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婕斯產品滿足個人營

養與保養需求。

婕斯大學是你開啟婕斯事業的

最 佳 路 徑， 透 過 創 辦 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全球策略

總裁 Scott Lewis 親臨現場，闡

述 2018 婕斯致勝策略、文化願景

與事業展望，同時邀請婕斯集團

醫學顧問團隊深入剖析婕斯尖端

科技研發精神，並集結營銷策略

大師、頂尖企管專家與全球菁英

領袖，讓您更快速掌握全球商機，

達成財富自由的夢想。

    品牌大使相見歡
誕生於美國總部瑪莉湖畔的婕斯品

牌大使杰特熊，首度跨越屏幕與你

我面對面接觸，他那自然親切且深

具未來感的造型，吸引了每個人的目光，除了搶著拍照外，JETBEAR

也散發出其集「美麗」、「健康」、「科技」於一身的特質，在不同的

跨界領域中呈現與婕斯一體的品牌形象，傳遞 「希望」與「力量」。

3直擊

7直擊

    邁向巔峰嶄新局
本屆婕斯大學上聘人數創新高，總裁們個個神采飛揚，而創紀錄的

7 位新科鑽石與 3 位雙鑽石，更在表彰環節中帶來最高潮，這是屬

於菁英的榮耀時刻，也代表在團隊合作、彼此學習、共同成長、相

互鼓勵的基礎上，以助人成功為出發所創造出的優異成果，也祝福

所有婕斯家人更上層樓，實現夢想。

4直擊

           成功關鍵格局展
      每一屆婕斯大學的雙鑽石與鑽石論壇總是令人超期待，百

聽不厭，收穫滿滿。從他們的成功經驗分享，總是帶給大家相

當多的啟發，因婕斯而改變了生命的高度，人生風景從此不同。

5直擊

         達人秀大眼界開
      婕斯大學還有一個亮點就是達人秀的演出，這

是屬於婕斯家人展現才華的魅力舞台，在萬人面前

盡情揮灑，無論是引吭高歌、民族風情、現代舞蹈，

婕斯家人精心編排的節目與別緻新裁的服裝，都讓

人秉視凝神，目不轉睛地讚嘆，我們不禁要問，婕

斯達人既出，誰與爭鋒。

6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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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培育、邁向高峰

1+1>2 的力量

認識婕斯的捷徑

啟動美好的關鍵

身為企業家，你不只要有專業、還要有態度；
在了解彼此之前、更需要懂得你分享的是美
好！在平行時空中，大家匯聚一起，憑藉著你
我的經驗與分享，營造乘以二的學習效果，讓
家人們每一次都能在種子訓中收穫滿滿，憑藉
別人成功的經驗，轉化成自身勇敢的力量，一
起努力為明天開啟更好生活。

此次所舉辦的種子講師培訓，延續這樣的精
神，以「產品行銷力」作為主要培訓內容，讓學員從體
驗、實作、分享中將婕斯產品之研發理念，運用及落實在

日常生活中，並在團隊中大量傳承，讓每位婕斯家人都因
為擁抱產品，而獲致健康重返年輕。

婕斯
培訓

講師俱樂部
翻轉桌遊，啟動新思維
不只凝聚力量，更要加深情感

「凝聚力」當道！比正面溝通更重要的事，互動體驗讓我們
重新認識彼此！

時代翻轉，我們在靜態的時空裡找
到 共 鳴 、 在 不 同 的 思 維 中 找 到 共
識，讓具動態性的接觸開啟熱血沸
騰的情感，婕斯選擇以互動體驗代
替言語交流，不僅增加趣味與新鮮
感，每一次聚會都富含溫度，除了
期待更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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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展與新品規劃

金犬旺年是婕斯視為再創高峰的領航元年，新的一年將為
家人們創造與提供更豐富的機會與資源，除持續優化全中
文 Jmobile 行銷工具，亦將陸續提供更多領先業界劃時
代科技的新產品，包括深受婕斯家人們喜愛AM/PM及
Naara 等產品，目前都緊鑼密鼓規劃在台灣上市，相信
正式推出後將大大提升市場動能，同時為增加與消費者間
更緊密的聯繫，公司也將建立優質消費者回饋網站，讓線
上購物、線下體驗有了更溫暖的連結，也能因此更貼近消
費者的需求，顯見婕斯深耕市場的用心，相信這一切都將
帶來更大的成長創造佳績。

卓越行銷與獎勵計畫

在婕斯劃時代的平台上，打造了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全
球電子商務模式，在 2018 年也端出更精采的獎勵方案，
以GPS邁向成功獎勵計畫來說、完整的目標規劃與晉升

獎勵，將協助加人們快速發展與建立全球堅強優質團隊，
而 2018EXPO獎勵旅遊，亦首次增加專屬尊榮的「神秘
奢華度假旅遊」，都是在原有的獎勵中，再使收穫倍增的
獎勵方案，讓家人們能按部就班踏實築夢。就等各位家人
抓緊機會奮力躍升，打開市場寬度與深度，為自己建立全
球市場發展的事業帝國，成就事業新高峰。

婕斯雲端整合行銷工具

迎接快速成長的互聯網時代，透過集結行動、影音、社群
的行銷工具為各位家人打造更多的行銷資訊，新的一年裡
將透由家人們熟悉的工具與平台，透過增加品牌認知及信
任度提高產品行銷力，同時增加產品及品牌曝光度，提高
經營者動力及愛用者重消動機。

為協助家人們培養即時戰力，公司於 2018 年亦將推出一
系列的課程與培訓計畫，包括健康講座、新創知識講座、
產品體驗會等，期望讓所有婕斯家人透過婕斯平台：使愛
用者獲得美麗與健康，也能為經營者的心態建立與能力養
成提供必要的知識和養分。

2018 年豐富的獎勵計畫與行銷策略，都是為了滿足市場
的快速變遷而做準備，

我們的使命感與價值觀將為我們打造獨一無二的人生事業
與志業，新的一年我們能夠幫助多少人、完成多少對自
己、或是對夥伴的承諾。公司清晰的願景與永續經營的實
力和能力，都將成為婕斯家人們堅實的後盾，新的一年放
膽勇敢造夢與圓夢吧！

總裁寰宇大會
超廣角視野，在潮流尖端的婕斯力

總裁寰宇大會於戊戌年熱鬧啟航，除了佈達新年度公司發展與新
產品規劃外，藉由會中揭示的卓越行銷與獎勵計畫，再搭配婕斯
雲端整合行銷工具，激發了在場婕斯領導人更多的夢想與熱情。

GPS獎勵計畫

經銷商專案表揚計畫

GPS新創表揚會

獎勵旅遊計畫

婕斯官網 JschoolJmobile

Joffice

婕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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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大中華區龐大市場需求，在今年美國總部特聘馬

燕斌醫師加入全球醫學顧問群。

馬醫師曾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及國內大學醫學院行醫、科

研和教學，她特別對於幹細胞營養、DNA 修復以及端粒

延長方面的現代營養學和其治療方面的臨床應用，有深

入的研究，還擁有 30 多年國內外急診室及臨床經驗。

目前她於加拿大行醫，是現任加拿大 TCM 醫師工會理事、

專業教育委員會副主席，同時還是 WHO 認証嬰幼兒 IQ

評估報告醫師。她的理念：多幫助一個有病痛的人，這

個世上就少一個被疾病折磨的人。

控制基因進而掌握健康

此次課程內容從最新科學、產品理念、產品研發科技以

及常見問題及疑異處理外，更重要的是馬醫師還傳達正

確保養的態度以及方法，精闢的闡述何謂 「婕斯生活」。

根據先進的生物科學中，科學家已經發現，所有的老化

以及疾病都起源於 DNA 的受損以及失調，這個發現也讓

我們知道我們是有機會打破遺傳的宿命論，只要透過後

天飲食、作息、運動…等等的生活習慣，就能夠調整基

因的表現，讓身體機能維持在最佳的狀態。

婕斯
生活

重返年輕不是夢

產品即戰力研習營借重馬燕斌醫

師的醫學專業背景，以及營養學

的專精，加上他對婕斯產品深刻

的體驗，針對藍寶石以上經銷商

進行全產品的培訓，全天從早到

晚的課程，深入淺出的內容，從

所有與會者都全神貫注，絲毫沒

有任何鬆懈的專注力，可以看出

課程的精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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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只要能夠 「控制基因」就能夠 「掌握健

康」，完全打破時下針對身體不同部位補充營養素的方

式。

全新抗老理念從「基因」下手，只要提供滋養幹細胞的

營養素，並透過特殊營養素調整基因表現，維持健康其

實很簡單，基因修護的時代已經來臨，您真的已經不再

需要每天一大把的營養補充品來幫助您維持健康了 !

身、心、靈平衡的婕斯生活

婕斯產品運用科技與醫學的先進理論建構出一套完整的

健康管理系統，針對現代人的需求，提供四個系列的產

品分別是基礎營養素、優化升級、體質調整以及肌膚養

護，幫助您由內而外，由外而內全方位的保養。

換言之，婕斯不僅僅是要提供優質產品給您，更重要的

是提倡「婕斯生活」，我們希望您能從自我開始體驗婕

斯產品的魅力，讓您的身、心、靈與生活環境達到平衡，

發展出一種生活和健康的藝術。

期待您透過婕斯平台推廣這套理論，讓每一個人都擁有

最理想的健康體能狀態，享受年輕，使年齡不再是老化

的指標，讓我們重新定義年輕，一起生活在婕斯 ! 將美

麗與希望帶給全世界 ! One Team, One Family, One 

Jeunes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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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學著壯大‧讓愛延續

守護健康是人生第一順位，婕斯要為家人們做好照護把關，讓彼此都在每一次學習中多一分健康、多一次保護，

每多一次健康機會就與愛的人多一分鐘陪伴。

健康
講座

每個月婕斯都會為家人舉辦健康講

座，並因應當季與當時話題性舉

辦適切的講座內容，由內而外、

由外而內守護家人的身心健康，

在空氣品質、環境每況愈下的狀

態下，依舊能保有良好的身心健

全。

2018 年始就在一二月舉辦與

免疫力相關的正確觀念傳達，

並分別由領域專精的洛桑加

參醫師與周宗翰醫師主講，

要提升自身抵抗力，完善的

身心照顧特別重要，規律的

作息、充足的營養補充、

到優質的睡眠品質等都是

為身體把關的關鍵，又以

睡眠障礙為現代人所擾，

根據研究，每 10 人就有

1 人擁有睡眠障礙的問題，要

有良好的生活，須從徹底的睡眠休息開始，睡不好不

僅無法讓身體器官得到完善的休息、精神不濟的狀態也

會讓好生活大打折扣，這次健康講座，就是要讓家人們

都能開始天天好眠！

三月正值乍暖還寒的春季，也是皮膚開始鬧情緒的不穩

定期，因此婕斯也特別請來在皮膚科領域擁有豐富經驗

的郭沛潔醫師教大家預防換季時的皮膚問題，對於免疫

系統，除了由內的免疫力維護、對外的防禦力也相當重

要，皮膚是人體第一道關卡，從皮膚就能觀察身體狀況，

因此擁有良好的膚況是照護上的一大學問，也是必修的

健康學分。

10

婕斯32new.indd   10 2018/5/1   下午 05:13:34



你有沒有想過如何介紹自己？怎麼不讓人聽了第

一句話就想掉頭離開？說話是一門學問，說故事

就是簡化學問的辦法！

四月份請來擁有「台灣第一位說故事行銷實戰講師」美

稱的「說故事達人」陳日新老師，憑藉 20 年累積的實務

經驗，配合深入淺出的教學手法，以故事引導對話興趣，

以幽默又具深度的內容吸引聽眾，並將資訊帶入充滿創

意的動態影片，增加閱聽娛樂、也讓聽眾能快速融入其

欲傳達的資訊，因應快腳步的時代，愈來愈少的耐性去

聆聽，能引人入勝的說話方式將是能最有效行銷自己的

方法！

有人的地方，就有商機；然而能攻下人心的行銷力，才

是現在最有利的商機模式，讓自己成為無本又有效的行

銷達人，說自己想說的話、讓人一次就動心的感動故事，

跟著新創知識講座學會為自己鋪路，在每一次精緻的學

習課程中，走上鋪好紅毯的華麗夢想之路！

「現在開始沒有如果，只有結果」，用心力戰勝

體力，用不到 1% 的存活率活出 100% 的生命力。

在大家的期盼下，婕斯於二月推出全新的講座概念「新

創知識講座」，給予家人們在經營者心態上的建立與能

力養成機會，提供具

生命教育與人生意義

的各類講座主題，藉

以豐富人生及事業。

首次舉辦便請來無論

在人生經歷或是網路

人氣皆相當豐富的生命鬥士「李歐」，帥氣的外表與

無邪的笑容，一登場就吸引了不少目光。

李歐是鼻咽癌四期的病患，在數次癌細胞轉移下，醫

生告訴他兩年存活率不到 1%，兩年後的他卻戰勝了

1%。他強調，心態勝過一切，人生最重要的不過生

與死，因為小事就放棄才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只要

相信自己可以，就會出現預想不到的奇蹟，現在活得

更精采的李歐，依舊不斷告誡自己不放棄生命的去珍惜

每一天、每一個人、每一件事。他的一段充滿力量的演

說深深影響了在座的每一位家人，從現在起也要相信自

己，是那個奇蹟的可能。

勇者無懼  永不放棄

想像不到的說故事商機
說好自己行銷就成功一半 特聘講師：陳日新

特聘講師：李歐

新創知識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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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啟航，偏鄉生命力婕斯來守護！

婕斯
公益

「南迴協會」，一個遠在偏鄉的微弱力量，

需要你我攜手注入能量。

婕斯本著「守護孩童關懷計畫」的初心，持

續將這份關愛在台灣偏鄉努力著，社會上有

很多角落，是我們看不見也想不到的，但他

們需要你我的幫助，打造一個能溫飽、能庇

蔭、有勇氣向前邁進的地方，而徐超斌醫師

就是那個人！他創建了「社團法人臺東縣南

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其對部落的心

意與婕斯關懷社會的信念相符，取之社會、

回饋社會；珍惜所有、看見角落。婕斯家人

們帶著愛走進台東這個小村落，為許多遺落

希望的人，找回了那盞點亮希望的光。

多一個超人

角落多一點愛

「南迴協會」是徐超斌醫師在台東縣達

仁鄉所創立，徐醫師出生於當地原住民

部落，年輕氣盛的年紀當大家都在追一個

屬於自己的夢時，他卻想著如何維繫那些

有夢的生命。曾擔任奇美醫院急診主治醫師，他擁

有嗅出死亡味道的特殊天賦，以及快速精準判斷病

情的能力。小妹的早逝，讓他立下當醫生的宏願，

醫學系畢業後他選擇最具挑戰性、壓力最大的急診

室。他更創下了奇美醫院有史以來 3 年內升上主治

醫師的紀錄，也成了全院第一位內、外科兼修的專

科醫師。儘管有其他更優渥、高薪的選擇，他毅然

決然放棄大醫院的高薪，回到自來水都接不到的小

村行醫，更陸續創辦了從少到老的完整守護計畫，
方舟南山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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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啟航，偏鄉生命力婕斯來守護！

這樣堅信的力量，如同他對族人的情感，一天都比一天

還要深切。因為他沒忘記當醫生的最初衷，他是台灣的

史懷哲，大家口中的超人醫生。 

孩子的另一個家

簡單設施盛滿愛

「方舟教室」: 自民國 100 年成立以來，一直是南迴協會

相當重視的服務項目，礙於環境與發展限制，部落的孩

子們在教育資源不足、生活條件不允許之下失去了許多

學習機會，更遑論許多雙親不在身邊，僅與爺爺奶奶同

住的狀態下，課後的守護與協助便成為極度迫切的事。

2014 年起婕斯因緣際會下接觸了徐醫師，看到並認同他

對於偏鄉教育與醫療的懇切，立刻積極給予需要的支持

與幫助，並持續前往探望孩子們，聆聽需求也看見成長，

並於今年兒童節受邀參與「方舟兒童節活動」，在有限

的名額下，婕斯家人們相當熱烈的爭取前往關心，為給

予孩子們祝福與陪伴，婕斯家人毫不猶豫前往，只為了

探望在後山的小小家人們！

孩子們以高亢的歌聲與熱情的舞蹈，載歌載舞一段又一

段精彩的表演，他們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澄澈的雙眼

散發著與世無爭的單純，每一個天真的表情都藏著簡單

的生活方式。他們在資源依舊不太足夠的「方舟教室」

裡，仰賴不夠明亮的燈光、共用不太大的桌子，還有僅

可溫飽的簡單餐食，卻已令他們充滿希望去學習與生活。

因此婕斯以長期的慈善支持去完善他們的學習空間，從

人格養成到社會學習，「方舟教室」更像一個家，為這

群善良的孩子維繫著本質不落俗的人生標準，讓他們在

大自然的陶冶下樂觀面對、快樂成長，不怨天尤人的生

活態度，怎能不讓人憐惜？

相信就有希望

你我的支持讓他們更勇敢

南迴協會始終相信教育須從小做起，雖然現在只能以小

小的規模維繫著，但只要信念不變，堅信有一天這小小

的教室也會如學校一般寬闊，婕斯家人以愛付出、也期

待拋磚引玉讓社會看見，給予更多的幫助！

尚待成立的「南迴醫院」是徐醫師一直以來的夢想，殷

切期盼為交通不便、醫療不足的部落提供良善的醫療服

務，實際且完善的治療那些本應可以解決的疾病與傷痛，

降低因環境不允許而發生的死亡率，盼能在社會支持中

看見曙光，婕斯家人也會持續在心有餘力之際讓小小的

付出為他們成就實現的機會。讓我們一起攜手，關懷著

偏遠後山的家人們，也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夢想有婕斯

來守護！

「達仁鄉老人關懷據點」：達仁鄉在地壯年人口嚴重外流，只有

老人的家庭卻有高達七成的比例！在高度的照料需求下，老人關

懷據點因應而生，雖沒有大都市所擁有的高端環境與飲食，但族

人們相依相偎的情感，為需要照顧的長者們提供樂觀有尊嚴的真

誠服務，在有限的資源下，設想到最多！ 

「曙光農場」: 有效運用自然資源與豐富的未開發空間，以放養模

式陸續飼養放山雞等家禽，並種植無毒鮮蔬、香菇等食材，並期

盼實現在地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契作除了供在地食用外，也以

小規模對外銷售的方式讓南迴協會能持續為村民服務。

今年四月婕斯家人們前往日照中心探視、

與長者們同樂，更在曙光農場參觀了其

天然食材的運作與成果，讓家人們相當

激動。對於南迴協

會的用心規劃感同

身受，也更堅信關

懷偏鄉是我們共同

且正確的目標！

日照中心

曙光農場

    長照與農場，生活與生存的希望

社團法人臺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捐款熱線 089-792-246

南迴協會                          捐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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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事業

從中國智慧談婕斯
成功之道

在全球五大洲數百個國家地區，龐大的華人族群在世界佔有一定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中國五千年的文化也孕
育出其特有的勤勞民族性格與敦厚人文風貌，反映在為商之道中可以看得出其積極與細膩，然而隨著經濟浪
潮與全球化的發展，讓為商者體悟到無國界及跨時空經營已是時下電商當道要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

然而要如何以中國智慧為出發，結合西方現代科技與產品融合成巨大商機，就成了現代商研顯學，而婕斯充
份的掌握這樣的契機，建構全球交互式網購電商並從華人市場積極出發，憑藉的就是結合所長，發揮倍增綜
效，並以大健康為經、大平台為緯、為世界帶來正面提升的力量，因此翻開婕斯9年發展史，婕斯已獲得巨
大的成功，然而這其中的成功關鍵是什麼？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從  愛  出發

自古朔今「愛」是人類延續最重要的基石，除了個人及家庭之愛，中國人更有「兼善天下、博愛無私」的
胸懷，而婕斯創辦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 其創立婕斯的初衷，除了幫助人們獲致健康財富與實現夢
想，更希望與婕斯家人們共同關懷與回饋社會，因此「婕斯守護兒童關懷計畫」也具體的落實這樣的理念，
也成為婕斯人共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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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創新

中國道家以自然平衡、順勢調和、內外兼修來達成養生之效，而漢學方劑之保健亦以照護身體基礎營養為出發，
此點與婕斯Y.E.S系統(Youth Enhancement System)，以先進科技研發抗老化產品，提供基本營養元素補充、加以
調和體質與肌膚護理，並建構身心平衡的質感人生理念不謀而合，也讓數百萬的婕斯家人因此受益，達到由內而
外、由外而內的全面重返年輕。

以  變  展局

數千年的中華文化一直都是在變動中演進，因應社會環境變遷，「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也成為華人生存的智慧之
道，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消費的行為也快速轉向網上購物，婕斯看到了這樣的趨勢，領先建立以互聯網為主的
交互式網購，讓消費者也可以是消費商，進而透過高科技優質產品拓展全球電商，並透過龐大的經銷體系給予具
溫暖的消費體驗，亦完全符合華人所重視的人際信任，此一睿智，也讓婕斯在強大競爭與變動環境中站穩腳步屢
創佳績。

創  贏  思維

「贏」的思維是建立在「亡--全力以赴、口--互動溝通、凡--平等信任、月--合作共好、貝--創新多贏」五大基礎
上，而婕斯事業發展的成功關鍵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確的觀念、樂於分享、團隊合作、積極行動與助人成功等要
件，所以當焦點關注在「以人為本」，集眾人的力量達到「萬眾創業、大眾創新」的境界時，則「大健康與互聯
網+」的完美結合，就推升了婕斯「網贏天下」的大契機。

敢  夢  致富

無論身處在什麼時代，人們不斷的都在追尋更幸福與更美好的生活，然而江山代有人才出，但功成名就有幾人? 
因此除了有夢想還要有機會，以古人所說「掌握機會、順勢而為」自有其理，因此婕斯提供了一個不受學歷、資
歷、經歷、財力限制，人人都可以發揮自我潛能，在網上創業致富的機會，如果你有夢，就放膽飛翔吧，婕斯無
盡的湛藍天空，將為您的精采綻放。

文敘至今，我們彷彿經歷了一場時空交錯與東西交會之旅，驀然發現原來在全球化的今天，透過網路與社群的連
結，不但縮短了人類溝通的距離，更能透過資訊交流鑑古知來，這是一個極具挑戰的時代，也是充滿機會的時
代，如果我們在體驗與擁抱婕斯的同時，並運用老祖宗的智慧引航，將會有意想不到的人生翻轉，跨越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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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活動
婕斯
事業

我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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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一縷春光，佐日照的芬芳

枝枒綻放的愉悅像甫甦醒的歲月 嚮往

我的青春凝結了、靜止了時間

也開啟了我日復一日、周而復始的想望

我說了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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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榮耀

青春是最奢侈的追求，也是最渴求的想望；每個人的生命中僅有一次青春期，但誰說青春一去不復返？只要有

恆心、只要夠堅持，你的青春是可以再延長的。

擁有青春 ! 我願意

時間，絕對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每個人都想操控時間，讓它在難堪時前行、在精彩

時停留，就像想留住那個自己，又青春、又純粹；又快樂、又無所謂。但時間也是世界

上最公平的分配師，不多不少、無法逆轉，時間是回不去了，但實現青春並非不可能。

運動絕對是維持最佳狀態的關鍵，運動不

在於項目、在於持久度，繁忙的都市人總

知道運動的好處，卻三分鐘熱度，建議為

自己挑選一項還算擅長又不厭煩的運動方

式，並在生活圈中找尋志同道合的朋友，

訂定固定的時間、持續一定的長度，彼此

互相提醒，該運動的時間就要認真的釋放

汗水、放下心中的疲憊，不給自己理由「今

天先不要」！

1. 
維持規律的運動，
不給自己理由鬆懈

飲食的挑剔是現代人共有的問題，不當的

減重導致減少攝取的蛋白質與維生素等有

助於身心健康的營養，甚至常常需要應酬

聚餐等大魚大肉入口，不均衡的飲食習慣

養成，也使得身體失去平衡，天天都要蔬

果補充，除了主食類與肉類的攝取，蔬果

所涵蓋的纖維與維生素等都是身體所需的

健康元素，吃進去的對身體絕對有極大影

響，好的生活習慣從飲食做起。

2. 
蔬果皆備的均衡飲食，切
忌過於油膩的大魚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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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聽過「相由心生」，除了保持善念會讓

身心愉悅，當然時時擁有正向的看法、樂

觀去看待，所有事對你而言也都不會是擾

上心頭的煩心事，微笑是最好的保養品，

除了不讓煩惱在臉上無情刻劃，隨時保有

好心情，讓心感受遼闊，快樂才是一切的

根本、人生的目的。

3. 
保持正向好心情，
凡事皆以樂觀看待

婕斯所研發的 luminesce ™系列

產品是一大革命性的創舉，因應

抗老趨勢有效打擊歲月痕跡，運

用獨家核心技術與研發成份，不

僅開創突破性的抗老保養市場，

也開啟了科技的技術引用，給予

肌膚最需要的青春原生力，充分

保濕逆轉肌齡不遺餘力，在日趨

先進的科學技術下，讓美留下、

歲月感 out，搭配健康飲食與規

律運動，現在開始每年都要比生

日蛋糕上的數字小更多。

5. luminesce ™ 系列產品

熬夜是青春的殺手，不正常的作息會導致生

理平衡失調，也會間接影響睡眠品質，無法

在正常的時間好眠、卻又在該清醒時萎靡，

不僅對生活無益，還易產生難以投入社會的

困擾，每一次熬夜對身體器官都是一種傷，

夜裡分泌的褪黑色素也是攸關心理層面的關

鍵，讓身心都能達到確實的休息是一大重要

課題。

4. 
正常穩定的作息與良好
睡眠品質，熬夜催人老

別再讓時間追著你跑，現

在開始讓時間彷彿沒有經

過，心態陽光、身心也會

跟著青春，年輕是一種自

內而外、再由外而內的恆

久狀態，生理與心理達到

一個完美的平衡，那「美」

自會全然散發，綻放你的

青春光彩。

lumines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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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我們對於未來總有許多憧憬，想像「我

的志願」裡會成真的可能性、期待生活多了幾分

刺激與樂趣、盼望終於有自我期許的實現機會等，

那些天馬行空的夢想都是往好的一方傾倒，從來

沒想過，人生的路既崎嶇又難行，有很多需要克

服的難關，過了青春期才開始。

實現夢想 ! 我可以
保持年輕有多難？長大之後才知道，青春不難、生活才難！

想像： 終於不用綁在書本裡，

真實人生更有趣

台灣普遍課業壓力大的環境，導致許多學生在該

快樂成長的年紀卻被壓得喘不過氣，因此總是抱

著新鮮的未來藍圖，只要考好試、上了理想的學

校，前途就是光明璀璨，有更多的時間去感受人

生的美好、去實現那些受限於年紀而不能實現的

憧憬，教科書中的生活是虛的、走出學校才能感

受真實！

事實： 進入職場受限情與理，

生活壓力比快樂更真實

有人說，人生最單純的快樂停留在求學階段，那

時候只需弄懂課本裡的符號、課堂上的內容，理

解即是理解，沒有什麼灰色地帶、無需考量是非

人情、也沒有拐彎抹腳需要討論，加上自給自足

或者需要對上對下的承擔責任，生活需要考量的

事情變多、壓力也變大很多很多，不再只是單一

向的，而是更多面向等著你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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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總是事與願違、夢想總是遠在天邊，都忘了小時候曾經說過的骨氣，來

不及後悔年輕還沒實現過的事，就已經老得放棄了自己。我們還有機會，不

愧對過去、且要讓小時候的自己感到驕傲，在婕斯三個願望一次滿足，讓小

時候的想像變成事實，沒有生硬的職場環境，隨心所欲的工作型態，讓你輕

鬆應對每一個時刻、自己掌控時間運用，人性化的機制，不讓你承擔太多壓

力，並且只要你願意都能獲得比預期多的酬勞與獎勵，努力過就能生活無虞，

你不用苦苦追求青春，婕斯以抗老技術研發的尖端產品都是逆齡的權威，年

輕是本錢也是本質，本來就不應該追尋得如此刻骨銘心，在婕斯，使生活盡

情翱翔、擁財富輕鬆開銷、讓時間看不出歲月痕跡，青春期與長大後的差別，

不就在於讓一切都歸於單純簡單。

想像：不用伸手零用金，賺了錢要什麼有什麼

大部分的家庭僅是承擔孩子私立學校的學費就不堪負荷，更枉論能有多少零用錢，但為了

讓孩子不被比較、不輸在起跑點，皆會提供充足的學習用品，完整的三餐、完善的設備，

所有需要的日用品只需一個理由，理由正當不怕沒有，也因如此          娛樂性質的理由就

讓許多孩子望洋興嘆。

想像：學校服儀限制多，大人味總是吸引人

當時青春期的我們普遍都受學校的規定限制著，無論是髮長、造型，還是

妝容、打扮，甚至是僅有的校服穿著也該是中規中矩地表現，很多孩子便

迫不及待地當起大人，冒險留起想要的髮型、開始化起期待的妝容，因為

大人的成熟魅力總是這樣地讓人無限憧憬。

事實：薪資不夠消費，縮衣節食月底就見底

面臨物價上漲、薪資凍結的情況下，生活物資及三餐開銷都讓上班族苦不

堪言，可以偶爾奢侈犒賞自己，無論是購物或是休閒娛樂，但大多時候

還是很難在全部都想要、全部都擁有的情況下擁有存款，真正出了社會才

開始知道什麼都買不起、何時都要存錢的概念，回頭才發現最不手軟的時

候，就是花著家裡掙的錢。

事實： 青春總會流逝，最美的是那個臉上不

留痕跡的自己

我們都經歷過迫不及待長大的青春期，但卻也在日後羨慕著那時候的自

己有著最簡單的心境與最純粹的面容，既不被歲月傷害、也不被社會化

弄汙，青春的樣貌是每個人都期待自時間返還的東西，只是當時的自己

不懂，總是太早就破壞了這樣的資質與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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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年輕
 先覺得自己年輕，你就會真的年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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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不等於數字，寫著心態兩個字

託時代的福，我們不斷提高平均年齡，也讓社會對待年紀的印象再再改變，青

春不再是數字上的象徵，累積的不是臉上的痕跡、而是經驗的厚度，無論到幾

歲，都依然對世界好奇、充滿希望，別讓刻板印象影響你，時間不會為生命設限，

只要你擁有熱血，何時都有出發的衝勁。

年齡不定義極限，勇氣能詮釋冒險

時間不會告訴你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年齡也不為你的人生畫門檻，要你幾

歲學習、幾歲休息，極限是你給自己的壓力，想到就去做，勇敢追夢與實現熱

忱沒有任何一道無形的門會阻隔你的渴望，只要你想你行，青春都不曾遠離。

誰說「你老了」，身要跟上心的步伐

現代人更重視養生觀念，除了在飲食上的要求、營養的補充，也開始講究生活

的步調與和諧，在醫學日益發達的今日，常見的生理疾病都可以在完善的照顧

下得到改善，搭配敏動力 M1ND™ 的補充，其特殊的蠶絲蛋白萃取，能有效幫

助思緒清晰，維持年輕的體魄與心的自在，「活到老學到老」不是個問題，只

要你願意，環遊世界也從來就沒有年齡限制。

談戀愛還要看年紀？愛不愛不是社會眼光說了算

有人說，人是感情動物，幾歲都能談戀愛！在知名人物中也有許多超越年齡的

相愛例子，無論幾歲都能愛才是新生代不向時間妥協的觀念。你隨時可以擁有

相愛的機會，也給自己機會與另一半再愛一次、去點燃年輕時的愛火，談戀愛

不是年輕的本錢，而是心的嚮往！

青春不代表脂粉未施，而是用對輕妝看不出

年輕時總是不小心就戴上厚厚的妝感，脫離青春後卻希望底妝愈輕透愈好，不

再是孩子的我們，上了妝是一個懂事的女人禮儀的表現，輕盈又能呵護肌膚、

提升防禦力的底妝更是青春表徵，NV™ 是潮流中的產物，高保濕力與完整的遮

瑕度讓肌膚隨時都保持在水分飽滿、清透無暇的狀態，獨家研發的多肽技術更

有效為你維持青春膚況，年輕力 up、美麗 up，讓生活更添活力精彩！

「重新定義年輕」是一種全民運動，也是時代產物，我們不再因為一個人的年

紀下定義，也不會因為到了某個年齡層就給予怎麼樣的設定，或許我們應該改

寫「年輕」的意涵，不是一個年齡範圍，而是一種狀態，那種狀態是一個不屈服、

不畏懼、不放棄，也不隨便絕望的心情表現！

重新定義年輕
 先覺得自己年輕，你就會真的年輕起來！

這個時代的我們已經不再侷限每年蛋糕上要放多少根蠟燭、差幾歲的戀

愛不能談、甚至連孕育生命的年紀都往後延了不少，過了青春期，我們

是不再叛逆了，但依然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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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保養

 金獎 

Jeunesse Kids Identity 
video- 非營利組織

Jeunesse 2017 

Lifestyle Rewards recap 

video- 旅行

NV. Application Tips 

video- 教學

Jeunesse Global 

website- 首頁

We Live Jeunesse

video- 編輯 

第十九屆數位視頻獎，美商婕斯榮耀滿貫，

獲得高度肯定，共獲頒 10 項白金獎 (Platinum)、

5 項金獎 (Gold)、4 項榮譽獎 (Honorable Mention)。

我們會更加努力，讓婕斯品牌發光發熱。 

第十九屆
數位視頻獎

 白金獎 

WE LIVE JEUNESSE
   video 6 項

1. 公司概況  2. 招募  3. 圖形設計   

4. 動態圖形設計  5. 特別影響力動畫  6. 劇本

Luminesce HydraShield Mask ™

   video 2 項

1. 動態圖形設計   2. 產品營銷

Jeunesse Spa ™  
   video 1 項

產品營銷

Jeunesse Kids 2017 
Bringing Hope-Ecuador

   video 1 項

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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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搶先報
為增加新人邀約的會場活動，2018 年特規畫全新課程，將於台北、高雄分公司

各舉辦健康講座、新創知識講座、新經銷商訓練會，透由各類講座及訓練，邀約

夥伴參與婕斯多面向的學習，讓新人在經營婕斯事業的同時能更快速的啟動。

健康講座 ( 每月舉辦 )

邀請各專業領域的中、西醫師分享健康新知，醫師針對老化疾病的危害，以及目

前醫療僅能達到的狀態，提醒大家應注意的日常保養，避免疾病及提早老化的現

象發生。

新經商訓練會 ( 單月舉辦 )

協助新經銷商快速啟動婕斯事業、建立正確心態與熟悉行政規範、推廣婕斯創造

優質團隊。

新創知識講座 ( 雙月舉辦 )

邀請專業講師專題分享，提供經營者心態的建立及能力的養成，讓您在婕斯事業

無往不利。

                                                                                   ** 詳細課程資訊請洽婕斯官網最新消息 **

稅務小貼士
申報須知 :

自 105 年度起其全年進貨累積金額在 77,000 元以下者，免按建議價格計算銷售

額核計個人營利所得；全年進貨累積金額超過 77,000 元者，應依參加人之進貨資

料按建議價格就其超過部分，核計個人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公式如下：
建議售價總額＊ 【( 進貨累積金額 - 77,000) / 進貨累積金額】＊ 6%= 營利所得

注意事項 :

逾期未申報

1. 補繳稅款，並處以所漏稅額 3 倍以下的罰緩。

2. 逾限繳日未繳納，每超過 2 日，須按應繳納的稅額加徵 1 % 滯納金。

3. 逾限繳日 30 日能未繳納者，國稅局將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結算申報後發現短漏報

1. 補繳稅款，並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的罰鍰。

2. 逾限繳日未繳納，每超過 2 日，須按應繳納的稅額加徵 1 % 滯納金。

3. 逾限繳日 30 日能未繳納者，國稅局將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九屆
數位視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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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婕斯全球巡迴年會 ( 大中華區 ) 獎勵旅遊計畫

擁 抱 婕 斯                                                                                          跨 越 無 限                                                                              

特別規劃專屬於您的

「神秘奢華度假旅遊」，

讓全力付出的您，享受

更多的肯定和驚豔！

獎勵計劃時間 :

年會時間 :

2018/3/1 凌晨 00:01AM~2018/7/31 晚上 23:59PM( 美東時間 )

2018/9/13-20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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