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和致富在婕斯已是必然
選擇婕斯，成就未來

婕斯方舟 夢想啟航

2019年也代表著婕斯對於南迴協會-方舟教室的資助正式邁入第六年。
五年前因為婕斯家人無私的愛與陪伴的羽翼下，原本因為經濟拮据即將要停止
孩子們課後輔導的方舟教室，重新啟航。因為婕斯，孩子們逐漸看到學習的曙光、
找到學習的方向。五年來接受方舟課後輔導的孩子們逐漸長大，變成學長姊後延
續著婕斯的愛與關懷，協助師長們照顧學弟妹，甚至分擔家裡經濟重擔協助栽
種、學習自給自足，以及幫忙照顧家中長者…。看著孩子們在有限的環境中學著
長大也學會付出，在五年後的今天讓我們深刻感受到這份愛，正在發酵、正在無
限地蔓延。

婕斯，除了將美麗與希望帶給全世界，以傲人的成績樹立了許多業界的里程碑
外，始終沒有忘了企業的初衷，持續響應創辦人 【Jkids守護孩童關懷計畫】，重視
並落實在地關懷。這份對於台灣偏鄉孩子們的愛，永不止息，婕斯愛的方舟期待
您持續同行，一起為下一代的夢想揚帆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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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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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年會暨公益慈善演唱會以 " 婕斯方舟、夢想啟航 " 為號召，婕斯如同一艘方舟乘載著

許多人的夢想及希望，落實在地關懷更把愛的種子散播到全世界，讓愛無限蔓延。

     今年的年會將近 12,000 位婕斯家人熱情參與，久違的創辦人 Wendy&Randy 與全球策略總裁

Scott&Isabel 時隔兩年，特地在忙碌的行程中抽空連袂來台給予祝福帶來超大的驚喜！會中方舟

教室的孩子們帶來最動人的舞蹈表演、慈善公益熱情捐贈、見證婕斯家人的榮耀時刻，以及會場

外安排了 ZEN FUZE 新品的試飲會、溫馨且限量的方舟攤位杰特熊義賣，再加上重量級歌手：彭

佳慧、趙傳與 A-Lin 帶來活力四射的演唱，撼動全場絕無冷場。

感謝您的參與，讓台灣年會在感性與歡樂中圓滿落幕；愛，永遠是我們出發的方向，讓我們承載

著這份信念，繼續朝著夢想前進吧！

台灣年會暨公益慈善演唱會
in 台北-林口體育館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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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全球品牌大使也是 PFC 權威 Mark Macdonald，首次來台發表 ZEN 28 營養計劃，短短

3 分鐘開場就讓現場的婕斯家人們 High 到最高點，深陷其熱情活力的魅力之中。

Mark Macdonald 帶領大家運用 PFC 均衡飲食法 ZEN 出新動能外，還有產品顧問 Lindsey 為

大家說明如何於平日達到 PFC 均衡的攝取，讓大家擁有正確的飲食觀念，重新迎向質感人生！

全球健康新趨發表【ZEN出新動能 】
in 台北-林口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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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台灣總裁學院」本次於台中舉辦，特地邀請極受好評講師 - 吳勝男老師到場，用幽默風

趣的授課方式讓與會的總裁們在輕鬆的氛圍中，學習高專業的領導技巧；在面對產業的危機

時如何經由洞察力、關係力、執行力三大能力的提升，把危機變成商機，建立穩定且強大的

團隊。緊接著是一連串行政課程，Joffice 後台系統更新操作、政策與程序更新及目前最夯的

ZEN 系列產品優勢分析，總裁們收獲滿滿，更加確定了未來方向，直向目標前進！

2019

台灣區總裁學院 in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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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08    EXPO NEXT 2019 World Tour：Orlando
9/07           Discover JEUNESSE ‒ Baku
9/14           Discover JEUNESSE ‒ Mumbai
9/14           Discover JEUNESSE ‒ Surgut
9/14           Discover JEUNESSE - Shymkent
9/15           Discover JEUNESSE ‒ Delhi
9/15           Discover JEUNESSE - Zurich
9/19-22    EXPO NEXT 2019 World Tour：Singapore
9/21           Discover JEUNESSE ‒ Chisinau
9/28           Discover JEUNESSE ‒ Nagaland
9/28           Europe Discover JEUNESSE ‒ Riga
9/29          Discover JEUNESSE - Sochi

9/03    16:00PM~17:00PM  ZEN產品講座暨體驗會 (台北)
9/04    16:00PM~17:00PM  ZEN產品講座暨體驗會 (台中)
9/05    16:00PM~17:00PM  ZEN產品講座暨體驗會 (高雄)
9/10    19:30PM~20:30PM  婕斯名人講堂 (台北)
9/12    19:30PM~20:30PM  婕斯名人講堂 (高雄)
9/24    引爆動能成長營 (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

9/11  7:30PM~8:30PM  JEUNESSE 產品全攻略健康升級系列之營養補充品大拆解*

9/18  7:30PM~9:30PM  Dr. Chan 健康講座：肥胖症

9/30  7:30PM~9:30PM  經銷商Carroll Li 美容講座：緊緻亮肌的秘密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019年09月全球活動看板

2019年09月台灣培訓課程資訊 

2019年09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夏天也是心肌梗塞好發的季節，夏天排汗量增

加會讓身體脫水、血液變得更濃稠，如果遇到

氣溫超過370C，就容易產生血栓，引發致命的

心肌梗塞。其實心肌梗塞大部分是有警訊，其

中胸口有持續性的壓迫感，容易感覺胸悶這兩

點是最直接聯想到心肌梗塞的，但是還有其餘

小細節也是心臟求救的警訊，其中感覺肩頸周

圍 是 否 有 疼 痛 感，或 是 喉 頭 常 感 窒 息 或 乾 燥

感，甚至牽連到牙齒、牙齦或是下巴感覺麻木

感，如果配合著冷汗直流，這是就要非常小心，

這是心肌梗塞要爆發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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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也會心肌梗塞？！
一起護心、不要痛心！

健康專欄



 另外夏天要特別小心溫差，在冷氣房室內外溫差大，使粥狀動脈上的斑
塊不穩定，導致斑塊破裂促使血管栓塞。而天氣炎熱造成血液含氧飽和量
下降且周邊血管擴張，使心臟缺氧等。最後因天熱容易使心情煩躁，交感
神經興奮使心跳加速、心臟負荷變大，進而誘發心臟缺氧或心律不整發
作。這時建議，夏天不要以茶或是咖啡來補充流失的水分，因為有咖啡因
會促使心跳加速，更容易導致粥狀動脈上的斑塊脫落，這時最需補充的是
溫開水平時也可多食用含有抗氧化成分的蔬果，例如：咖哩(薑黃素)、綠
茶(兒茶素)、葡萄皮(白藜蘆醇)…，促進末稍的血液循環，保護微血管。

    要避免心肌梗塞，事前的預防不可少，即使在夏天，同樣要注意室內冷
氣房與室外熱翻天的冷熱交替溫差的問題，最好在離開冷氣房之前，在門
口站個3~5分鐘，適應一下室內外溫度的轉換。等到身體習慣了較高的溫
度之後，再出門是比較好的方式；另外，在高溫炎熱的環境下，一定要隨時
補充足夠的水分，以避免血液出現濃稠的危險情況。除了戒菸、調整飲食
習慣外，夏天也不要輕忽，如果出現胸悶、胸痛等症狀，都可能是心肌梗塞
前兆，應該儘快到醫院安排檢查。

左胸胸痛或胸悶（自覺心臟受到擠壓）

呼吸急促或困難

頭昏眼花

噁心不適

典型的心肌梗塞症狀包括：

健康專欄



最近是否常被說看起來「很操勞」呢？
當妳的肌膚出現黯沉、鬆弛和細紋時，就容易看起
來無精打采，彷彿瞬間「老了5歲」。原因除了作息
不規律、身體代謝機能低落外。其實最主要、也最
無法抵抗的，是老化所造成的膠原蛋白流失。膠原
蛋白在我們的身體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

近年來，無論是美妝保養品、服飾，都曾推出含「膠
原蛋白」成份的產品。到底「膠原蛋白」是什麼？又
有什麼作用呢？
膠原蛋白是長條狀、纖維構造的蛋白質，具有良好
的張力，是肌膚、軟骨、牙齒及結締組織等重要成
份，支撐著人體大部分的組織與細胞構造，以及修
復 皮 膚 疤 痕 等。一 但 缺 乏，就 會 造 成 組 織 結 構 脆
化、失去彈性的狀況。

膠原蛋白是什麼？

「很操勞」

老是被說看起來

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它!

青春之漾



坊間有許多聲稱含「膠原蛋白」成分的化
妝、保養品，是否真的能補充流失的膠原
蛋白呢？答案是否定的。膠原蛋白是大分
子的蛋白質，塗抹式的膠原蛋白化妝品，
多只能達到使肌膚表面保濕、潤澤的效
果，無法很難完全通過肌膚的層層結構，
達到補充的效果。

「老5歲」的罪魁禍首：膠原蛋白流失

為何年輕的肌膚看起來光滑、飽滿，原因之一就是肌膚內的膠原
蛋白成分充足。然而，25歲過後，人體合成膠原蛋白的機能會逐漸
衰退，產出的速度逐漸追不上老化所造成膠原蛋白流失的速度。
身體各部位              如肌膚，就會開始出現鬆垮、皺紋、黯沉等狀況。

塗塗抹抹的膠原蛋白，效果有限

青春之漾



娜妍膠原蛋白飲

其實，只要補充具蛋白質的食物，如小麥、
豆類、牛奶，與可以輔助膠原蛋白合成的維
生素C，如水果、深綠、深紅色、深黃色蔬菜，
就能幫助補充身體轉化為需要的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粉則提供忙碌的現代人另一種更
方便的選擇。例如naä ra™美妍飲，含足
5,000毫克的TruMarine™膠原蛋白及紅石
榴、葡萄籽等具抗氧化成分的水果，以及八
種維生素、胺基酸及礦物質。
每天1包，凍齡保養，也可以很輕鬆！

膠原蛋白粉，保養更輕鬆

青春之漾



【非獎勵名額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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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ews由美商婕斯環球台灣分公司發行
http://www.jeunesseglobal.com 

重要訊息

政策程序

全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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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3.hicloud.net.tw/expo/2019-EXPO10/Start%20signing%20up/Expo10_Start%20signing%20u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