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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的話

展望未來 
邁向高峰
迎 向 更 亮 眼 的 璀 璨

邁向 2020，恭祝婕斯家人新春如意，新的一年，我們更

要勇往直前，齊力攀登另一個高峰。時值婕斯十年，這十

年來我們創造了無數精彩的傳奇，一起寫下可歌可泣的故

事，改寫了網絡營銷與交互式網購的歷史；不斷創新、勇

敢跨界、貢獻社會是我們的 DNA，迎向 AI 智能世代，讓

我們攜手共同創造品牌提升與茁壯的新曲線。  

婕斯元年胼手胝足從零開創至今，交出許多亮眼的成績

單，婕斯盃全明星羽球對抗賽已博得好評、婕斯 IP 杰特熊

JET BEAR 代表的「美麗」「健康」「科技」形象也已深

植人心；每年的慈善日更與年會結合，Jkids 守護兒童關

懷計畫已經有很清楚的模型，只需要不斷複製。

傳遞快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婕斯最有意義的貢獻。婕

斯一直都是個不一樣、非凡卓越的平台，充滿了幸福力，

尤其是我親眼看到這個平台在這十年來幫助許多人改變、

翻轉，找回生命、健康與自信，家庭和樂、收入倍增，看

著大家一路走來的轉變，真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奇蹟。

有人說電商面臨了新變革，婕斯從來就不怕挑戰，2020 我

們的產品全面優化、更加的完整，除了備受好評的保養保

健品，還有 RVL 居家護髮系列、ZEN28、        生活香氛

精油…等，以及 PFC 平衡飲食權威，全方位滿足大家美麗

與健康所需。新的一年，婕斯更用心建構全方位健康管理

系統，透過三大系統 -- 內在營養系統、外在保養系統、體

質調整系統，帶領大家一起活出美好的年輕漾世代。

婕斯總是走在時代最前端，先進創新的高端科技與勇於突

破的領導風格，讓婕斯家人引以為傲，新的一年，滿心期

待更多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行業，婕斯家人攜手互助，不斷

複製成功；讓我們從裡到外，內在與外在都要實踐平衡健

康的生活，財富與家庭都要欣欣向榮，迎接亮眼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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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美商婕斯成立十周年的重要里程，今年我們以「NEXT」作為活動主題，

象徵「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勇往直前、成就未來」，並為下一個十年開啟成功與飛躍的契機。

此次全球年會 - 大中華區首次移師泰國曼谷，展現出

婕斯全球營運的恢弘氣度，在曼谷 IMPACT 國際會

展中心匯聚了所有婕斯人的熱情與喜悅，大家引頸

企盼著要為婕斯祝賀生日快樂，也要在豐富的年會

活動中汲取向上提升的能量，並共同打造屬於我們

的驕傲與幸福時光。

年會首先由創辦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 為我們

致詞，創辦人談到成立婕斯的初衷是為了幫助人們

擁有健康與富足人生；回憶他們年少時的貧困，再

看到現在成千上萬人因著婕斯改變了生命，創辦人

的談話令許多人泛著淚光，我們深刻地感受到創辦

人的大愛與堅毅，這也是我們持續向前的精神動力。

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 Isabel Lewis 夫婦也共

同為我們獻上祝福。

Scott 細數婕斯輝煌成就，並提出未來願景與方向，

他邀請我們一起邁向婕斯的下一個豐盛時，也勉勵

大家在信任中奠定基石、在目標與使命驅動下導引

發展、用熱情與行動點燃生命光輝、以初心及不屈

不撓的精神勇於向前。

Scott 更許下承諾為人類做出具體貢獻，相信在他的

領導下，婕斯將持續蓬勃成長。

今年年會還有許多亮點，讓我們一同來感受這些精

彩時刻：

2019 美商婕斯全球年會 

大中華區

2019 美商婕斯全球年會 

大中華區

婕斯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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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科研產品論壇

婕斯致力於推廣 Y.E.S. 管理系統，為人們帶

來青春與美麗，年會中特別邀請到科技研

發總監 Dr. William Amzallag、首席醫學顧

問 Dr. Vincent Giampapa 、以及大中華區醫

學顧問 Dr. Yan Bin Ma 就各自專業領域來談

健康新知，從幹細胞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與生活、未來營養保健的發展趨勢，到如

何運用婕斯產品活出質感人生，並建立起

專屬的”Jeunesse Life Style”，精闢的分

析觀點，為我們注入了滿滿的能量。

鑽石菁英成功分享

每個人來到婕斯都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初衷，

無論是想獲得健康美麗，或是想實現自我，

背後總有一個動力驅動著我們向前，婕斯

創立十年以來，有數不盡的家人實現了她

們的人生夢想，不但改變自己也改變了他

人的生活。因此，在年會中，來自全球各

地的鑽石菁英，無私分享他們對婕斯的看

見與個人的奮鬥歷程，希望從他們的生命

故事中，傳遞出堅持的信念與為團隊付出

的真誠態度，不但要為每位婕斯家人點亮

心中明燈，更要陪伴大家一起突破挑戰、

邁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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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婕斯成立以來，社會公益回饋就是我

們共同努力的方向，因著創辦人的大

愛，因此成立了「婕斯守護孩童關懷計

劃」，並與「WE Charity」國際慈善機構

合作，為全球弱勢地區孩童帶來溫暖與

關懷，多年來足跡遍布非洲肯亞、中國

倒拉嘴村、印度及厄瓜多等地，從改善

生活環境、提供教育資源、補足糧食供

應等，在「One Heart. One Hope. One 

Mission.」的旗幟下，婕斯將持續散播

愛與希望到世界每一個有需要的角落。

婕斯

活動

婕斯十年 歡慶生日

當然，祝賀婕斯十年生日快樂的慶祝儀式是

整場年會活動的最高潮，婕斯 Logo 專屬造

型的三層蛋糕讓家人們驚呼連連、當創辦

人致賀詞後切下蛋糕的那一剎那，台上所

有鑽石總裁與全場家人一起揮灑煙花拉炮，

美不勝收，美商婕斯全球年會 – 大中華區，

在充滿歡樂與感動中和大家約定，堅定信

念攜手成就屬於你我的豐盛未來！

E·VŌK精油 耀眼登場

潛藏在宇宙之間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那就是植物自然所散

發的香氛，當我們接觸大自然享受那充滿清新的空氣，透過嗅

覺感受那平和寧靜的剎那，其實我們已充分獲得了心靈舒緩與

能量充滿，因此透過植萃

香氛，將會為您的生活增

添光彩，婕斯特別從海

地、匈牙利、馬達加斯加

等世界五個精選地區採集

最佳植物，由產品研發總

監 Dr.William 與專業調香

師合作，精心為您打造 E·VŌK 平衡、防禦、優化、清晰、能量

五大複方精油，讓您神采奕奕，盡享生命中每一刻的美好。

婕斯守護 慈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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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Gala 總裁晚宴」尊榮中充滿熱情，

盛裝出席的總裁展現出婕斯高品味的質感

人生，伴隨著輕快音樂享用精緻佳餚，當

演唱歌聲響起，來到中央舞池翩然共舞，

氣氛好不熱烈，包括創辦人在內的總部

嘉賓，都在這精心安排的晚宴中，

充分感受到婕斯的輝煌與驕傲，

邁向婕斯下一個十年，就讓我們

在斛光杯影中，一起譜出未來

樂章。

奔馳名車 幸運抽獎

一年一度的年會，總是會有令人

興奮等待的時刻，每一站巡迴最

後的盛事就是奔馳名車的幸運抽

獎，奔馳象徵著卓越非凡、尊榮

成就，也代表著品質至上、無懈

可擊的領先地位，這樣的精神與

婕斯完全契合，我們恭喜獲獎的

幸運兒，也祝福每位婕斯家人一

起邁向奔馳的人生。

歡樂又充滿知性的 EXPO X，在 2 天半的活動中飛快度過，當舞台燈光

漸歇，澎派與激昂的情緒並未隨之消退，反倒是滿滿的能量與鬥志油然

而生，因為所有在場的婕斯家人都很清楚我們所身負的使命：「將美麗

與希望帶給全世界」，因此我們將奮力向前，凝聚每一個人朝共同目標

邁進，並開啟婕斯嶄新的一頁。

Star Gala 總裁晚宴

婕斯10年紀念精彩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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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婕斯台灣年會
暨公益慈善演唱會

「夢想起航」是本屆年會的主題，承載了婕斯家人們的美好心意，要將大愛文化傳達至全世界，

願所有人都有能力親手掌舵人生，航向夢想。

婕斯十年 精彩無限

活動一開始，就由創辦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

驚喜蒞臨，引爆全場家人的歡呼與掌聲。共度十年

歲月，在這無與倫比的時刻，創辦人與大家同在，

回憶起婕斯創立的初衷，以及一路走來的美好，感

謝家人們的付出，如今已化為豐收滿載，也即將開

啟更加璀璨的旅程，創辦人夫婦的堅毅信念及偉大

願景，深深感動了每一位家人的心，相約下一個十

年還要與婕斯並肩前行。

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 Isabel Lewis 夫婦也聯

袂出席，向家人們致上祝賀，Scott 分享了十年以來

婕斯的蛻變故事，從公司規模、公司標誌、網路系

統、產品包裝等面向的革新，到產品線全方位發展，

每次蛻變都說明了成長，都帶動了再一次整合，凝

聚起更強大的力量，而變得更加完整。這段深具意

義的歷史，與今日輝煌相互印證，婕斯始終領導著

趨勢，不斷變化、不斷創新、不斷前行，致力完成

對全人類作出具體貢獻的使命。

榮譽時刻 菁英表揚

婕斯的榮耀，有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家人

們傑出的能力，唯有經銷商和行政團隊緊

密合作，才有可能共創共榮。因此婕斯特

別頒贈年度貢獻獎，表彰在事業拓展、團

隊領航、創新實踐及永續經營等方面有卓

越表現的領導人，和已經在成功之路上嶄

露頭角的新銳藍寶，菁英們高舉獎座，像

是為我們樹立起夢想的標竿，只要朝正確

的方向前進，人人都有機會成為舞台上耀

眼的那顆星。

婕斯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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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有夢 夢想起航

婕斯的大愛文化，也在公益投入上得

到實踐，年會公益捐贈儀式中，由南

迴協會 – 方舟教室的小朋友，為我們

帶來精心編排的樂曲，踏著原住民的

傳統舞步，以清亮的歌聲訴說真誠謝

意。婕斯與南迴協會結緣於 2015 年 4

月，五年之中，婕斯長期資助南迴協

會「方舟教室」的興辦，推行「婕斯

有夢，送愛到方舟」計畫，持續向偏

鄉地區傳遞溫暖，提供原住民學子更

優質的課後教育資源及教學設施，這

份愛心也延伸至南迴醫院的籌建及長

者的日間照護計劃。

這次演出的樂曲，就是由方舟教室的

學童親自剪輯而成，也許沒有專業剪

接的精熟技巧，卻代表了他們滿滿的

心意，歌詞中以小米象徵方舟的學童，

因為婕斯的愛與祝福，讓他們成長茁

壯、結實累累，於是他們以寓意收穫

及守護的傳統舞蹈，送給現場的每一

位家人，我們同在婕斯這一艘方舟上，

往自已的夢想前進。

以高亢唱腔聞名的彭佳慧，一開

口便掀起全場的熱情，觀眾不分

男女老少都被瞬間圈粉。

曲動人心 公益演唱

活動現場也邀請到《我是歌手》爆紅組合：「金曲歌后」彭佳慧、

「搖滾實力唱將」趙傳及「天生歌姬」A-Lin，三大巨星經典獻唱，

讓一整天精彩不斷，尖叫連連。

中場則由趙傳將大家的聽覺細胞喚

醒，輕快曲風搭配獨有的深情歌喉，

讓家人們陶醉不已，意猶未盡。

同樣身為原住民的 A-Lin

作為壓軸，用她天生的空

靈嗓音融入動感旋律，燃

燒起每個人的音樂魂，全

場氣氛 High 到最高點！
掃 我 看 更 多

台灣年會精彩花絮

當然還有不容錯過的抽獎活動，挑戰婕

斯人的腎上腺素！不只超值好禮大放送，

還特別提供多項名牌精品，讓你好運連

連獎不完。

一整天難忘的時光，就在眾人的笑聲與

淚光裡，不知不覺來到尾聲，但是那份

溫暖洋溢的幸福感，永不會隨時間褪去。

十年，是一個值得驕傲的里程碑，因為

付出、因為收穫、因為感恩，我們擁有

了今日成就，帶著啟程時的初心，未來，

還要朝著夢想攜手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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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活動

掌控生命節奏 主導精彩人生

婕斯名人

講堂

王碧青 鑽石  

創業夢想家的成功之路

碧青鑽石曾創業失敗，導致經濟陷入危機，人生因

此跌到谷底；但因著自身卓越的行銷經驗，很快地

又在傳統生技公司身居業務副總要職。然而，想要

擁有屬於自己事業的夢想，卻從未停歇。

目標明確勇往直前的碧青鑽石，遇上婕斯後僅思考

短短兩天，就毅然決定在婕斯平台全力以赴，很多

人驚訝她怎麼那麼有勇氣？她則認為這麼好的機會

不可以放過，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放在對的地

方」，因著正確的策略與傑出的能力，碧青鑽石創

造了屬於自己的耀眼成就。

她指出要在婕斯成功首先要持續學習與加強專業，

尤其是熟習平台運用、找出競爭優勢、進入團隊系

統，而她的下一個人生目標就是為團隊付出傳承與

培育，並鼓勵夥伴提升生命的質量，改變心態、正

確選擇、設定目標、付諸行動，要在婕斯平台上幫

助更多夥伴實現夢想，成就鑽石之路。

Selina Chang 鑽石  

堅毅勇敢創造生命豐盛

Selina 鑽石是一位在 15 歲就立志要報考國立藝專的

琵琶老師，當時受到家庭的百般反對及阻撓，在沒

有錢學琴又要兼顧課業下，她仍然堅定信念，用打

死不退的精神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同時考上藝專

與高中第一志願，最後成為月入十多萬的琵琶老師。

然而過程中的辛苦與淚水，也奠定了她只要鎖定目

標就堅持達到終點的性格，並深信著「自助、人助、

天助」的道理。

2015 年當 Selina 機緣巧合下接觸到婕斯，她發現了

婕斯的奧秘，讓她從原本的事業巔峰走下山來，再

次挑戰另一個山頭，她做到了，在婕斯她僅用了一

年九個月就達到鑽石，不但創造佳績更成就完美人

生，Selina 為現場的婕斯家人們埋下一顆名為夢想

的種子，並激勵大家認真思考「成功難？還是失敗

難？」，答案很清楚，因為「成功只要忍耐一陣子、

失敗卻要忍受一輩子」。只要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實現夢想就在眼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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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導演
婕斯名人講堂就在
Jschool 雲端課程

錢靖華 張宏銘鑽石伉儷  

1+1>2的雙贏組合

個性開朗的小華姐與豪邁瀟灑的 Hommy 桑，堪稱婕

斯最佳鑽石拍檔，小華姐了解傳統生意付出與回收

的不成比例，卻在遇見婕斯後展開了她的再次創業

旅程，接著 Hommy 桑也因著建築事業的轉型，決定

跟小華姐一起經營婕斯，並開啟了新生活的契機；

因著率直坦蕩的個性以及不服輸的精神，讓他們很

快地走向鑽石之路。

總是為團隊帶來正面與溫暖力量的他們，在講堂中

清楚詮釋婕斯的三大核心「影響力、平台力、傳播

力」，用平易近人的故事分析大、中、小系統，以

及如何利用互聯網的優勢把婕斯的幸福帶到全世界，

讓現場的夥伴收益良多。

「在婕斯成功的關鍵，就是改變自己、進入系統、

大量翻牌並堅持下去，夢想就會開花結果」，從她

們身上我們看到「快樂」是初心、「創新」是前進、

「回饋」是感恩，這也是小華姐與 Hommy 桑為現場

夥伴以及朋友帶來最美好的祝福。

林育庭 鑽石  
由愛出發的生命實踐

從事美容相關行業 30 多年並擔任老闆的育庭鑽石，

因忙碌工作使身體出現警訊，加上家人相繼離世，

讓育庭鑽石決定退休，全職擔任教會義工進行服事，

在此同時她也接觸到婕斯，使用產品多年後身體越

見健康與活力，因受到創辦人想幫助更多人獲得幸

福與健康的信念感動，毅然從產品愛好者轉而投入

這份美好的事業。

婕斯除了讓她重拾健康以外，同時更拓展了全球市

場，開啟無國界商機。育庭鑽石堅持著信念：「共力、

共好、共享」，只要改變消費習慣，成為產品代言

人並大量學習，以同理心去關懷身邊的人，堅持作

對的事情就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她把自己的口號：「每天一小步，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付諸實踐，最終成為人人稱羨的鑽石，她將持續懷

抱著創辦人的大愛理念，用團隊的力量去幫助更多

人，讓愛與希望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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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培訓

領導人的「膽識」，不只有勇敢，還要有

洞察力；心中總是懷抱著最好的希望，做

好最壞的打算！

2019 台灣總裁學院本次於台中舉辦，再次邀請到大家

愛戴又最接地氣的超級講師 – 吳勝男。課程中吳勝男

老師透過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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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讓總裁們收穫滿滿，且更加堅定未來方向，在

2020 年直向目標前進 !

2019年您的事業目標已經達成多少了呢?

事業經營就如同球賽一樣，上半場的輸贏尚不能決定成

敗，真正重要的關鍵是下半場的拚搏。最後堅持到底，

才能獲得真正的勝利與成功。

面對挑戰與危機，身為領導人沒有悲觀的權利，必須打

起精神、鼓起勇氣帶領團隊前進。我們可以透過向大企

業主學習面對危機時的處理態度與方式，身為領導人心

中必須明白，結果是無法控制的，我們所能掌握的只有

過程；因此在事業運作時，要謹記業績不會自動產生，

必須通過：規劃、執行、彙報、追蹤、強化，才能創造

實際的大業績。

特聘講師：

吳勝男 老師

再創高峰
淬鍊營

領導人的 7 個自我認知：

˙ 當領導人的「感覺」是什麼 ?

˙ 您所在的產業「未來」如何 ?

˙ 自己每天花多少時間做「思考」?

˙ 接下來一年中，團隊將「發生什麼事」?

˙ 您希望被讚美的「領導特質」是什麼 ?

˙ 領導的工作中，哪些讓您「快樂」? 

哪些讓您「害怕」?

˙ 現在可以做什麼讓團隊變得「更好」?

領導人是團隊的領路人，決定了團隊和市場

的發展，完成這份自我認知評估，對於您在

2020 年的事業規劃能有所助益，帶領團隊

更上層樓！

總 裁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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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培訓

本次《 引爆動能成長營 》培訓在高雄登場，邀請

擁有豐富實務經驗的邦智老師，透由自身的經歷，

引導夥伴重新思考，在經營事業的初期應先釐清自

我的動機與定位，再由行業面、市場面、趨勢面，

從不同面向瞭解創業模式，進而開啟創業行動。

目前正值傳統產業轉型及未來商業趨勢興起交錯的

世代，網絡營銷產業的五大成功關鍵：「團隊合作、

懂借力、學複製、辦會場、能倍增」，能讓自己在

經營事業時更加順利，甚至獲得更大成功的基石。

當自我條件與經驗不足，尤其是剛起步時，應藉由

產業的優勢以合作代替競爭的模式，創造更大的效

益，來建立成功事業。

另外需構建「學」方法、「做」市場、「教」夥伴、

「傳」觀念及專業的複製流程，通過大量及重複的

學習，快速培養成功所需要的專業知識、能力和運

作模式，再利用有效的會場運作，創造對的環境、

對的行為，善用進人，留人、育人的遞進關係，才

能發揮效率倍增和時間壓縮的行業優勢，增強經營

信心，提高成功率。

透過老師一天的精闢解說，期許每位學員都能從課

程得到不同的啟發，透過每次的自我檢視及精進，

結合一個完善的事業平台及有組織、有系統的運營

模式，再將其不斷發展，形成滾雪球似的增長，真

正發揮倍增的力量，不斷向成功前進。

特聘講師：

邦 智 老師

引爆動能
成長營

您有沒有想過心中真正的渴望是什麼 ?

一定要實現它的原因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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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活動

「人與人最短的距離就是 -- 笑。」

幽默是一種神奇的良藥，在增添生活樂趣與活力的同時，也是人際關

係的重要潤滑劑，能有效化解衝突與對立！方蘭生教授妙語如珠，課

程中笑聲從未間斷。幽默在事業、生活、家庭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潤

滑劑，在教授談笑風生之餘，婕斯家人們亦能學習到更多關於「幽默」

這一門智慧的啟迪。

在我們的求學階段、工作職場中，您是不是總會遇見幾個人、幾個夥

伴，只要有他們在的場合總是氣氛和諧、笑聲不斷？且他們總是讓人

覺得特別親近，業績也特別好？我們常用來評斷一個人的二大能力便

是：硬實力與軟實力。

能透過後天努力習得，並且容易量化的技能稱之為硬實力，像是：外

語能力、學位、機械操作能力等；而難以量化的主觀技能，則可稱之

為軟實力，像是：幽默、溝通力、領導力、變動力等，也可說是「人

際互動能力」。

幽默能為我們的話語增添色彩，既然「幽默」屬於一種難以量化的主

觀技能，那麼幽默感是可以學習的嗎？

多數人以為幽默是一種能力，但其實幽默是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很

多人相處起來讓人感到無趣或是有壓力，多數是因為他們對於人生，

有一套自我的要求與標準，對每件事都要清楚因果關係，自然別人跟

他們相處時也就不輕鬆。其實幽默就是一種娛樂，當我們刻意「變的

幽默」也容易讓他人感到壓力。不如先學習讓自己放鬆，降低嚴肅和

批判；接著再練習將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一件事，用不同的觀點加以闡

述，輕鬆與幽默就會自然出現。

如果您自認不是一個反應很快，或是很有幽默感的人，剛開始可以從

分享自己聽見的有趣故事開始練習。也可以多涉略一些不同領域的知

識、生活經驗，都能讓您在與人交談時獲得更多素材與靈感。

幽默，
人生是彩色的

婕斯

培訓

特聘講師：

方蘭生 老師

新 知 講創 識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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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熱搜的關鍵字 --「PFC 權威」究竟是

什麼呢？專家親自為您解析。

PFC 是近年盛行的一種飲食方式，只要以「手掌、拇

指、拳頭」分別對應餐食中「蛋白質 (Protein)、脂肪

(Fat)、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三大營養素的份量，

並且每隔 3 小時就進食一次均衡餐點，讓身體機能維

持在最佳平衡，無須挨餓，無須計較熱量，在日常生

活中就能輕鬆執行，更加符合現代人的需求。 

婕斯

生活 PFC 權威
最熱搜的飲食法

想實踐 PFC 飲食計畫嗎 ?

快 來 Jschool 領 取 你 的

Zen28「迎向質感人生」指

導手冊

婕斯特別邀請到美國 PFC

權威專家 Mark MacDonald

來台分享，帶領家人們快

速掌握 PFC 的關鍵訣竅；

並透過 28 天的計畫，您

可以親身體驗、感受 PFC

的絕佳效果，為身體、為

生活注入源源不絕的健康

活力！

Zen28「迎向質感人生」
指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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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生活

個人組冠軍陳淑娟表示，

本身是個吃貨族，依循公

司所提倡的 PFC 飲食法，

藉由飲食的改變，挑選天

然的食物，若在不方便備

餐時就以乳清蛋白素取代

一餐，適時再補充婕斯營

養品，加上每日的慢跑，

第一、二週先降體重，第

三、四週體脂肪也跟著

有明顯的改變，28 天下

來減了 6.7KG、體脂降了

5%、腰圍少 7.5cm，即使

每天只睡 5 小時還是精力

十足，確實落實「ZEN28」

飲食計畫是讓她奪冠的致

勝點。

響應婕斯產品新兵報到，ZEN

全球品牌大使 Mark Macdonald

也特地來台推廣「ZEN28」健

康改造飲食計劃，為落實計劃

特別舉辦台港兩地「Z 明星爭

霸賽」，以28天為基礎，減少、

淨化及代謝三步驟，透過 PFC

飲食法，每三個小時攝取蛋白

質 (P)、脂肪 (F) 與碳水化合物

( C)， 28 天重新定義年輕迎向

質感人生。

本次活動的參加資格限定購買

年會套裝的經銷商，分為個人

組與團體組，台港二地為期 28

天的競賽期間，參加者皆必須

至公司進行參賽前、賽後的身

體數值量測，總計個人組 71

位及團體組 12 組參加，短短

28 天共成功剷去 193.4KG 公

斤、體脂減少 86.2%、腰圍減

少 420.4CM。最終個人組冠軍

是由台灣陳淑娟女士奪冠、團

體組優勝則由香港 Get S.E.T. 

Goal 隊獲得，在此恭喜得獎

的婕斯家人們，除獲得獎品之

外，更重要的是贏得了健康。

簡單又方便的 ZEN28 計劃 

讓你健康一輩子

眾多參賽者都表示曾經試過減糖、生酮、斷食等方式控制體重，

然而這樣的方式一旦終止馬上就會復胖，此次以均衡飲食的健康

管理過程，才發現原來只要養成每餐計算 PFC 比例的習慣，就可

以有效達到調整身體機能、理想體重管理等目標，最重要是可以

追求一輩子健康的基準。

台
港
兩
地

   Z 明星爭霸賽
   決賽結果出爐
  台灣「陳淑娟」奪個人組冠軍　

  香港「Get S.E.T. Goal」隊獲團體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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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環顧比賽中眾多優異的參賽者，堪稱超級「黑馬」的個人組第 2

名是 50 歲的潘麗香，她表示最初只是想擺脫「體脂肪」的負擔而

參賽，因健檢被醫師警告體脂肪過高需要進行減重門診，此時碰

巧接觸到 PFC 飲食法的概念推廣，先就飲食的改變輔以乳清蛋白

素取代早餐及宵夜，一日 5-6 餐，再加上每天早晚各 4 分鐘的有

氧運動，原先擔心中年代謝下降難控制體重，沒想到才 28 天就成

功減掉 4.8KG、體脂降 3.2%、腰圍少了 12CM，就連老公順帶的

飲食改變也瘦了 6 公斤。

個人組第三名、郭瑋翔平時

就有運動習慣，參賽前的體

脂 19.1% 算標準值，在 28 天

計劃中運動量沒有額外增加，

透過 PFC 飲食控制、運動前後

補充婕斯營養品，加強水份的

補充，28 天下來體脂更降到

15.3%，體重也減了 3.8 公斤、

腰圍少 7CM，連自己也嚇一跳

有如此驚人的成效，簡直達到

男神境界了。

團體組冠軍香港 Get S.E.T. Goal 隊三人有著

不同性格、不同背景，卻有著相同目標想成

就更好的自我，TOM 扮演教練角色，在競賽

期間內督促組員運動及設定目標，短短 28

天透過同伴相互鼓勵，不論是在飲食的改變

還是激勵彼此努力運動，在婕斯「ZEN28」

三階段計劃加持下，皇天不負苦心人終獲得

好成績，真是實至名歸！

ZEN 28 全球華人群組

ZEN 28加入線上 ZEN 28 全球華人群組

成為自己的明星  

看到以上成功變身為 Z 明星的婕斯家人們，你是否也很心動想立即啟動 ZEN28

計劃呢？趕緊掃下方 QRcode 加入線上 "ZEN 28 全球華人群組 "，你將可獲得更

多 ZEN 28 飲食計劃詳細資料及各個階段的指南，還可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

無論想自我型塑、調整體質或是享受更健康的生活，都不可以錯過呀！

知名營養學家兼健身大師 –ZEN 全球品牌大使 Mark MacDonald 及營養師群也

將在社團上以正確的營養觀念、生活習慣、飲食方式、運動妙招，幫助大家都

成為自己的 Z 明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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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生活

油脂含量豐富，熱量也相當驚人的核果食物，是新年期間絕對少不掉的

小零食！大家經常邊看電視或邊聊天時，在毫無意識的狀態下就把眼前

的核果食物吃光光 !

少量食用核果食品，有益身體健康，但年節期間抱著大把花生、瓜子、

開心果，不斷猛吃猛啃的吃法，卻極容易影響腸胃消化與運作，還有可

怕的高熱量 !! 建議每天只要放一點點在桌上應景，算好每天的份量，吃

完就不要再補充了。若以堅果作為脂肪來源，每餐可食用 10-12 顆；千

萬別抱著一桶在身上，萬「肥」之源啊 !

速記 ! 年貨卡路里
當個聰明的吃貨

穿新衣戴新帽，今年的過年你大可以當吃貨，只要謹守

PFC 平衡飲食原則，一天六餐吃得好幸福，開開心心過

好年。但有三個誘惑區，你一定要遠離：讓人一嗑就停

不下來的瓜子、堅果；越吃越有滋味的肉乾肉條；一看

就忍不住咬一口的糖果、蜜餞；這三種食物成為年節的

應景食物，在過年大吃一下好像變成理所當然，大家千

萬別大意，還是要謹守 PFC 喔 !

我們貼心的幫你把熱量從最高排下來，速速記到腦袋裡，

如果一定要吃，儘量選擇排名下面、熱量較低的種類喔 !

核果誘惑區 原味開心果
653 卡

五香瓜子
600 卡

蒜味花生
570 卡

腰果
562 卡

白瓜子
560 卡

芥末花生
560 卡

無花果
361 卡

( 單位：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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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鮮原料為主要材料的肉乾、肉

品，必須經過多次加工手續，才能

製造出好味道、好口感；因此，隨

著加工手續的繁複，人工添加物與

熱量也有可能跟著提高。

選擇時，儘量挑選具咀嚼感、加工

較少的產品為主，享受咀嚼的樂

趣！這區多半重鹹重油，千萬不要

一口接一口。

糖果、蜜餞類的零食，醣類 ( 碳水化合物 ) 指數較高，能給予飽足感

與身體能量，吃了心情會覺得愉快，但要注意的是，這類加工品的成

分複雜了些，尤其是部份蜜餞食品，經過加工之後，常常連成分都讓

人搞不清楚。購買前記得看看成份表，儘量選擇人工色素少的品項，

切記，遵守適量原則。

肉乾肉條
誘惑區

糖果、蜜餞誘惑區 花生 / 牛奶 / 芝麻糖
544 卡

大理石巧克力
484 卡

巧克力糖
428 卡

梅心糖
380 卡

鮪魚方塊糖
360 卡

各式軟糖
339 卡

棉花糖
329 卡

鳳梨乾
320 卡

小紅梅
230 卡

番茄蜜餞
210 卡

化核應子
140 卡

蒟蒻果凍
89 卡

柳葉魚乾
340 卡

原味牛腱片
325 卡

紅燒豬肉乾
324 卡

小卷乾
316 卡

香辣魷魚頭
295 卡

蜜汁魷魚片
287 卡

特級魷魚絲
287 卡

原味魷魚頭
270 卡

( 單位：100g)

( 單位：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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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在西元 10 世紀，西方就開始有了精油的醫學應用，陸續發展出一套「芳香療法」，屬於自然療法的

一種。這個過年，我們要讓婕斯人體會中西合璧的生活運用之道，將西方的複方精油與東方的五行理

論綜合起來，一起來過一個香香的、美美的，又很有禪味的健康年。

有沒有想過「五官、五體、五臟六腑」，怎麼都是五 ? 這是一個奧秘。然而，古老的中國所發展出來的五行相

生相剋哲學，一脈相傳下來，對應到中醫，發展出五行 ( 木火土金水 ) 與五臟 ( 肝心脾肺腎 ) 的養生關係；到

了近代，再佐以西醫與芳香療法的論述，讓五行更加現代與優雅了起來。

透過天然植物提取出來的精油，非常的珍貴，小小幾滴就能改變整個環境氛圍，幫你在春節養足滿滿的能量，

精氣神大大滿足，迎接嶄新的 2020。

               精油五行能量
陪你一起過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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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格言：

在成功中朋友認識我們，在逆境中我們了解朋友。

 -- 丘頓·柯林斯

享受健康：

輕鬆看待他人的意見，堅定自己內在的聲音，心情開朗面對每一場大小戰

役。

建議精油：CL 清晰複方精油 / 檸檬皮、羅勒、乳香、薄荷

適用場所：辦公室、教室、店面、居家

成功格言：

改變你的想法，就會改變你的世界。
-- 諾曼·文生·皮爾

享受健康：

穩定情緒，多接觸大自然，開發出自己的「原力」。生活作息要正

常，養成良好的睡眠、飲食習慣，是讓自己更上層樓的關鍵。

建議精油：EN 優化複方精油 / 醒目薰衣草、西印

度檀香、錫蘭肉桂、薰衣草、肉桂、茴芹籽、八角、沒藥、檀香

適用場所：舞蹈教室、療癒場所、居家

木  

火  

年 節 搭 配 佈 置

富貴竹→大吉大利
花開富貴，竹報平安，春節

擺在家可以帶來好兆頭。

松柏盆栽→長壽健康
松柏代表長青，可促進人際

和諧。

年 節 搭 配 佈 置

發財樹→財源滾滾
寓意生意興隆，財源滾滾。

發財樹很難開花，開花代表

新年 " 大發 " ！

轉運竹→開運大順
形態非常優美，可塑造成各

種不同姿態，清新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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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格言：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
不拔之志。

-- 蘇軾

享受健康：

幽默面對各種挑戰，凡事正向思考，讓自己充滿如同陽光的強

大能量。

建議精油：EZ 能量複方精油 / 甜橙皮、藍膠尤

加利葉、迷迭香、柑橘果皮

適用場所：各種場合

土  

金  

年 節 搭 配 佈 置

成功格言：

一個有學問的人就是一個善於辨別是非的人。
-- 林語堂

享受健康：

清理阻塞的思緒與人際關係，驀然回首就會發現開竅了，撥雲

見日，無論健康和創意，都會大大提升。出門戴口罩，保護自

己不被病毒侵擾。

建議精油：DF 防禦複方精油 / 藍膠尤加利葉、

迷迭香、薄荷、天竺葵、小豆蔻 

適用場所：辦公室、診所、教室、店面 .... 等開放空間

君子蘭→富貴之花 ( 粉 )
高貴正氣、富貴吉祥、繁榮昌盛，君子之風。

水仙花→吉祥如意 ( 白 )
水仙是 " 歲朝清供 " 的年花，寓意著吉祥如意，財運滾滾。花香濃郁，清新高雅。

年 節 搭 配 佈 置

臘梅→高風亮節 ( 黃 )
臘梅鬧春春來早，非常有喜

慶氛圍，香氣好聞不膩，清

新脫俗。

金桔→吉祥招財 (黃)
金為財，桔為吉，有財富與

吉祥的雙重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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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格言：你因成功而內心充滿喜悅的時候，就沒有時間頹廢。-- 弗蘭克·邁耶

享受健康：勇敢向前行，樂觀的享受每一天的喜怒哀樂，學會情緒的放下，接近輕鬆、沉靜、可靠的力量，

身體自然就會紓壓。

建議精油：BL 平衡複方精油 / 甜橙皮、佛手柑、醒目薰衣草、檸檬皮、依蘭依蘭、香根草、

快樂鼠尾草、洋甘菊

適用場所：居家、教室

水  

年 節 搭 配 佈 置

銀柳→旺財之花 ( 紅 )
正月又叫柳月，銀柳代表財源興旺。銀柳的葉芽銀光閃閃，釋放的精氣益肺補腎，可以靜心凝神。

鴻運當頭花→好運降臨 ( 紅 )
花色喜氣，有很強的裝飾性，也寓意著吉祥如意好運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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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辭典公布 2019 年的年度代表字為「氣候緊急狀態」，大家也明顯感受到天氣忽冷忽熱，

除了身體不知道要穿哪一季的衣服，我們臉上的肌膚保養也都亂掉了，覺得變成敏感肌的人越來

越多，到底要如何保護肌膚 ? 讓你的臉穿上 luminesce ™就對了 ! 尤其過年放假，無論你在哪兒

度假，工作要休息，臉上的保養可不能休息喔 !

年後上班要有好膚質
記得 luminesce™隨身帶著走

過年就是要熬夜…

到底是誰發明的啊 ?! 其實大家現在都不是在守歲了，

年紀大的追劇，年紀輕的打怪，反正，好不容易放連

假，家人聚在一起，自然就熬夜了。生活作息打亂，

除了產生黑眼圈，暗沉、細紋、痘痘都有可能上身。

隨身法寶  luminesce ™ 賦活肌因修護霜

核心傳導系統，直達肌底的滲透力；睡前記得使用、

沒睡也記得用，把臉洗乾淨後，塗上 luminesce ™ 賦

活肌因修護霜，熬夜也要美美。

* 過年就是容易吃太多…

家家戶戶桌上都有糖果盒和堅果瓜子盒，就算平常少

吃糖的人，到了過年也會應景吃上好幾顆。一聊起天

來更嚇人，瓜子、肉乾、魷魚絲一口接一口，宅在沙

發會發胖，出外拜年照樣一直吃，這時候，不只熱量

會反應在身材上，這些食物所產生的糖化反應也會讓

肌膚老好幾歲，我們過年是多了一歲，但是肌膚可是

想要越來越年輕呀 ~~

過了 35 歲，糖化反應越來越快；而當你吃進更多的

糖與精緻的碳水化合物，更會加速膠原蛋白與彈力蛋

白的糖化，鬆垮和皺紋就是這麼來的。

隨身法寶  luminesce ™ 賦活青春精華露

先進的突破性抗老保養科技技術，以抗老化的條件調

配基質，提供肌膚每日所需的養分，讓 luminesce ™

賦活青春精華露為你調理肌膚。

出遊小心空汙傷害肌膚…
PM2.5 對健康的傷害令人聞之色變，空汙對肌膚的影

響也不能小覷，顆粒物（PM）會穿透毛囊，將化學

物質帶入皮膚，可能使皮膚出現發炎現象與屏障功能

受損，導致敏感、老化、色素斑及痘痘等問題。記得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洗手、還要把臉洗乾淨。

隨身法寶  luminesce ™ 賦活肌因潔顏露

萃取珍稀極地蘆薈品種，多種維他命及具有淨化毛孔

功效的水楊酸等多種成份，幫你溫和去角質，潔淨肌

膚並直擊黯沉區塊，luminesce ™ 賦活肌因潔顏露為

肌膚洗去一天的負擔。

出遊小心乾燥、過敏上身…

保濕、保濕還是要保濕。不只是因為人是水做的，在

冬季乾冷的季節，再加上「氣候緊急狀態」，計畫趕

不上變化，不知道肌膚的水分到底夠不夠，就是要持

續補水就對了。尤其當肌膚自然的屏障功能變低，水

分與油脂容易流失，就會出現乾燥、泛紅、脫屑、刺

癢、灼熱、紅腫等敏感不適症狀，不是敏感肌的人才

要注意喔，每個人都大意不得。

隨身法寶  luminesce ™ 賦活保濕日霜

luminesce ™ 賦活保濕日霜 SPF30 幫你做好防曬，萃

取自存在 35 億年前的藍綠藻，能幫助肌膚防護，維

持在極佳狀態。還有蘋果、扁豆和西瓜內的精華成分

萃取，提供大量的水分與保濕成分，加強肌膚鎖水保

濕能力。 

冬季肌膚保養守則         個你一定要注意的地雷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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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住年輕光采
肌膚煥發彈潤活力
luminesce ™ 賦活肌因修護霜

/30ml

肌膚柔嫩緊緻
展現年輕光采
luminesce ™ 賦活青春精華露

/15ml

肌膚潤澤鎖水
光滑水嫩
luminesce ™ 賦活保濕日霜

/30ml

深層洗淨
為後續保養打好基礎
luminesce 賦活肌因潔顏露

/9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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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婕斯產品榮獲
SNQ國家品質標章

SNQ 國家品質標章是對產品安全及品質信譽的證明與肯定，連續 4 年，

婕斯已經有三大明星產品榮獲 SNQ 標章認證。婕斯的用心，

就是要幫我們建構全方位的健康生活。

清晰的思緒讓你事業力加倍再加倍！

M1ND ™ 敏動力幾次創下熱銷一空的

紀錄，是婕斯家人成功路上的好夥伴，

添加 L- 茶胺酸、L- 酪胺酸、麩醯胺酸

發酵物 ( 內含 GABA) 與蠶絲蛋白萃取，

補充人體所需的優質營養素，健康與

夢想都要更上層樓。
ReserveTM 沛泉菁華

2016

2017沛泉菁華綜合 5 種超級水果，富含天然多酚，

為一整天注入滿滿的青春活力！無添加人工香

料、人工色素與人工甜味劑，自然微甜口感及

強大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最受婕斯家人喜愛

的寵兒，天天人手一包。

M1NDTM 敏動力

naära™娜妍膠原蛋白飲
naära™ 娜妍膠原蛋白飲甫上市就受到家人們的

熱烈歡迎，每一小包含有 5000 毫克 TruMarine

膠原蛋白，是維持健康的必要營養素，討喜的

清甜口感，適合隨時飲用，隨時好氣色，就是

要散發自信光彩。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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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產品榮獲
SNQ國家品質標章

隨著泰晤士河蜿蜒而來，一路經過倫敦塔橋、倫

敦眼和大笨鐘，古典與現代建築工藝的交織下，城市之

美盡收眼底，自河畔深入內陸，從牛津到大英博物館，感受百年醞釀的

文化氣息，敦厚雋永，耐人細細尋味。

知性、優雅，搭配不敗的經典格調，這些元素巧妙融合，勾勒成遊人眼中

的英倫意象，也輝映於婕斯人對質感的專注及追求。每一次遊歷，都加深

我們對生活、對生命的體會，在婕斯裡，我們擁抱世界，享受生活的精緻

與美好，也藉由我們的足跡，將這份喜悅傳達到世界各地。

經典英倫旅遊經典英倫旅遊

婕斯

生活

匯聚歷史的淵遠悠長，倫敦成為全球藝術、商

業、教育和時尚中心，2019 年秋冬，婕斯帶領

家人們一同品味英國的薈萃人文與古典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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