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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婕斯總裁學院》開放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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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剪影
彈力美肌體驗會 in 台北、高雄

正值秋冬打造肌膚美白黃金期，透過專業美妝達人 - Aslan 教您如何運用
[ luminesce™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 與 [ luminesce™ 賦活肌因修護霜 ] ，雙效合一打
造亮白美肌。會中除了加碼跟大家分享，如何搭配簡易的按摩，達到舒緩與拉提的效
果外，更安排naära 娜妍膠原蛋白飲好評試喝、luminesce™全系列體驗、 NV™光漾
無瑕粉底DIY，讓婕斯家人們輕鬆打造彈力美肌！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 0 1 8年 1 1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2 0 1 8年 1 1月全球活動搶鮮報

(活動資訊以各地官網公告為主 )

11/03 Jeunesse University – South Korea 
11/09~10  Jeunesse University – Australia
11/09~11  EXPO 9 – Latin America
11/10         Star Gala – Australia
11/11         Star Gala – Singapore、South Korea
11/17~18  Jeunesse University - Thailand
11/17         Star Gala – Philippines
11/19         Star Gala – Thailand
11/21         Discover Jeunesse – Mumbai
11/30         Star Gala – Indonesia 

11/03 2:30PM~4:00PM 後台系統訓、重複銷費、
【跨越無限獎勵計劃】說明

11/16  7:30PM~9:30PM    經銷商Carroll Li 美容講座：
塑造身體線條美

11/21 7:30PM~9:30PM Dr. Chan 健康講座：頭痛
11/24        2:00PM~6:00PM    新晉表揚大會
11/26 7:30PM~8:30PM JEUNESSE 健康星級系列之做個有

「營」都市人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11/07     種子講師決選 - 台北 (名單依公告為主)
11/08     種子講師學選 - 高雄 (名單依公告為主)
11/23     種子講師培訓 - 台中 (相關資訊依公告為主)
11/27     2:00PM~4:00PM  彈力美肌體驗會 (台北)
11/29     2:00PM~4:00PM  彈力美肌體驗會 (高雄)

2 0 1 8年 1 1月台灣培訓課程資訊



健康專欄

資料來源:周宗翰顧問醫師
現任：翰鳴堂中醫診所執行長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中醫科主治醫師

多數民眾害怕中風找上門，所以常常注意與監測自己的血壓是否過高；而秋冬之際正是中
風的好發季節，臨床上也曾發現患者血壓不高，卻也罹患這種病症，可見不只血壓高會導
致中風，血管的彈性也是關鍵因素！中老年人腦部血液循環不佳，腦供血不足會導致眩暈、
眼花、乏力、腿軟等種種不適，嚴重者常導致阻塞性腦中風。民眾普遍服用Aspirin(阿斯
匹靈)或是Plavix(保栓通)來預防腦部血液栓塞，但是長久下來常有凝血功能變差、容易出
血等問題，而且可能會有血管脆化的風險。
日常保養方式，建議可以由補充保健食品和食療雙管齊下，像是補充由 [ 蠶絲蛋白萃取 ]
和 [ 茶胺酸 ] 的保健營養補充品來改善腦部的血液循環，可幫助血管放鬆、血壓不易升高
也有助於心血管健康。而食療可以輔助有效改善腦部循環，像是將生蓮藕打成汁飲用有助
於保護腦組織，其膠質也有助於穩定及預防腦部血管的脆化；蓮藕性寒，生吃能清熱降腦
壓，涼拌或榨汁皆可。需要注意的是若本身體質寒冷、脾虛胃寒、易腹瀉者不宜食用生藕，
宜將蓮藕煮熟，性由寒變温，可健脾開胃，益血補髓，以達安神健腦的作用。
除了上述方法外，還需注意維持血流暢通，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多補充水分！每天早上到
中午可喝1,000c.c.，中午到晚上可再喝1,000 c.c.，飲水以少量多次為佳，飲水量過多會
增加心臟負擔。清晨醒來時，是全天血液最濃縮的時候，此時喝一杯溫水降低血液粘稠度，
十分有利血液循環，也可降低中風的風險喔！

【養身食療- 蓮藕燉排骨】
食材：蓮藕300g、小排骨200g、蒜頭10粒、蔥段50g
調味料：胡椒粉1小匙、米酒1大匙
做法：
1.蓮藕切薄片、乾魷魚切粗條、小排骨汆燙洗淨備用。
2.熱油鍋，下做法1的乾魷魚過油炸香後，撈出備用。
3.熱滾水，下蓮藕煮至回滾，再下乾魷魚、小排骨熬煮20分鐘。
4.同上鍋，再下蒜頭續滾10分鐘後，下米酒、蔥段、胡椒粉煮勻即可。

秋風起~
血管緊
勤保養不怕中風來報到!



青春之漾
【警報！記憶力衰退？變笨？上班族容易出現的五大症狀】

上班族每天日復一日的工作，無形中累積了許多壓力，生活的壓力、工作的壓力、
同儕的壓力、家庭的壓力等，這些都容易導致身體出狀況，千萬不可輕忽；以下就
歸納出上班族容易出現的五個症狀，並幫大家找出最適宜的預防和解決方法。

Alarm 1 脾氣變差、情緒不穩
一般中小階級的主管很容易出現這樣的症狀，夾在部屬和高階主管中間，承受著來自
兩方的壓力，進而變得容易不耐煩，最後導致脾氣越來越差、情緒不穩定，容易因為
一點點小事情緒受到波動，因此變成長期都處在暴躁、易怒、心情不好的狀態。
而其實遇到這樣的壓力，下班後盡量維持著運動的習慣，讓自己專注在運動上，負面
的情緒也有地方抒發，可以選擇跑步、有氧運動或瑜珈，有助於自己調整呼吸、舒緩
情緒。飲食方面可以適量的食用含有色胺酸的食物，例如香蕉，促進腦內血清素的合
成，幫助舒緩緊繃感及焦慮，降低發脾氣的慾望，而所含的醣類也可安定腦部，讓情
緒穩定。

Alarm 3 發胖
發胖是許多上班族的大敵，尤其是久坐的OL，還習慣不時來一份下午茶、飲料，
嘴饞時再吃一點零食，加上如果同事正在吃東西也很容易被影響。這類型的上班族
肥胖最容易出現「中廣身材」，肚子、屁股、大腿肥大，想要解決這些困擾沒有其
他捷徑，不二法門就是運動搭配飲食控制，而做有氧運動時記得搭配重訓，讓自己
肌肉比重變高，增加基礎代謝率，復胖機率也相對變小，重訓可以在有氧運動之前
作，效果加倍。

Alarm 2 注意力不集中
現在的工作型態很難各司其職，通常一個人要身兼各式事務，不斷地想著另外還未完
成的事務。而且因為工作負荷與速度壓力增加，會出現「注意力缺乏特質」，注意力
不集中對工作一定造成影響，錯誤率變高，進而引發情緒焦躁、易怒，甚至影響工作
以外的生活。
當你工作一半開始發現注意力無法集中時，這時應該停止工作，將注意力轉移，玩一
些小遊戲、和同事聊聊天、外出走走買杯咖啡，不要將自己一直陷在原本的工作裡，
你越強迫自己越無法專心，反而會讓情緒變得很焦慮。平常可以適度補充L-茶胺酸、
麩醯胺酸發酵物的營養品，有助於讓大腦處在最佳狀態，注意力也能夠更集中。



Alarm 5 眼睛乾澀
大部分的上班族工作需要使用電腦，有別於平常自己上上網、玩玩遊戲，上班族工
作的使用電腦是必須專注用「盯」的，常常一盯就是八小時以上，中間也會忘記適
度休息，畢竟上班中還閉眼睛容易讓主管觀感不佳，因此多數上班族都有眼睛乾澀
的問題。平時工作到一個段落盡量提醒自己作些眼部運動，或是回家時熱敷眼部，
讓自己的眼睛放鬆，平常也可補充葉黃素，或是多吃含花青素的食物（如葡萄、巴
西紫梅、甜櫻桃、紅石榴）等都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可促進眼睛視紫質的生長，並
可以穩定眼部的微血管，對眼睛有益。

養成良好的生活、規律的運動習慣、充足的睡眠，並適當的補充營養保健食品是最
重要的，現代上班族，只要多一點用心寵愛自己，相信健康與美麗會時時伴隨你，
也為自己的生活更加增添光彩。

Alarm 4 記憶力衰退
是不是常發生明明記得今天好像要做什麼，可是不管怎麼樣都想不起來的情形呢？
別再以為記憶力衰退是老人的專利，現代人過度依賴科技，信息碎片化，造成信息
在人的大腦皮層上形成痕迹的時間越來越短，留下的信號刺激越來越微弱，大腦漸
漸地缺乏鍛煉，因而記憶力越來越差！工作、生活所帶來的壓力、沒有養成運動的
習慣、腦部血液循環不佳，都是記憶衰退的原因。
除了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上班族每工作一個小時也應該起身走動，讓腦袋休息一
下，假日時也應該多到戶外走走，露營、野餐、爬山等都是不錯的選擇，並培養自
己有興趣的事物，不要讓自己總是專注在工作上，飲食方面可以攝取滋養神經的營
養素。「蠶絲蛋白萃取」為特殊專利成分，能夠維持思緒清晰，思緒清晰了記憶力
自然也能更加乘。

『蠶絲蛋白小百科』

•專利成分。
•提升大腦學習力。
•思緒清晰。

青春之漾



重要訊息

政策程序

J-News由婕斯環球台灣分公司發行
www.JeunesseGlobal.com

不得重複申請入會
若申請入會者重複遞交不同推薦人之經銷商加入表格，公司僅認可第一筆資料，且保留任
何爭端之最終權利。
取得其他經營權
如欲獲得其他經銷商經營權者, 必須先申請終止本身經銷商之經營權並自申請日起滿18個月
後, 始有資格完成此程序, 所有交易行為皆須遞交本公司”販售/轉讓表格”並由本公司進行
最後裁定。
JEUNESSE商標使用
JEUNESSE之中英文名稱、所有產品名稱、服務和計畫，皆為JEUNESSE所擁有，並已註冊
為JEUNESSE商標權之範圍，而前述權利僅限使用於生產與銷售JEUNESSE之產品與文宣上，
包括但不限於會員手冊、產品文宣品、影片、網域、訓練或所有行銷及推廣產品，如服飾、
帽子、別針、磁鐵等，意即若需使用JEUNESSE商標，無論是用於何處，皆必須先獲得
JEUNESSE之授權，方可使用 。經銷商同意不得任意使用JEUNESSE商標與版權，且
JEUNESSE 擁有全部准否之權利。經銷商明確同意有關此商標與版權之相關商譽，不論直
接或間接使JEUNESSE產生效益皆屬JEUNESSE私有財產，包含經銷商協議期滿或終止之後。
經銷商亦與使用此商標或版權而產生之商譽價值無任何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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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創造正面積極的影響”
全球使命

信用卡交易驗證服務公告 刷卡系統停機公告

https://www.jeunesseglobal.com/zh-TW/blog/___________a33_081018_tw
https://www.jeunesseglobal.com/zh-TW/blog/__________a34_121018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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