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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婕斯家人分享一個好消息，總部精心規劃的「JEUNESSE LIVE」全球事業線上直播平台，可直接串接

ZOOM、Skype、FB、Youtube 等社群媒體，並支援 8 種語言，可供全球各地婕斯家人同時上線。目前已

觸及超過 80 萬人，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持續保持人際連結與團隊學習的重要園地。

在「JEUNESSE LIVE」平台上，有三個主要頻道：「DISCOVER JEUNESSE、JNSU 2020、LEAD」，從發現婕斯到

線上婕斯大學以及經營管理等課程，並且提供各區域市場進行事業分享與團隊培訓，以培育婕斯網絡營銷創業家。

婕斯在事業啟動的應用上，不論是 Joffice 或是 Jmobile 也都持續升級優化，並提供更多語言選項，讓我們在拓展全

球市場能夠借力工具，事半功倍。除此之外，在 Y.E.S. 的基礎上，婕斯亦不斷推出新產品以符合人們的健康需求；

且在不同的區域市場，也將評估推出適合當地市場專屬的產品，以期更貼近消費者，這一切的作為就是要讓婕斯人

易於分享與拓展，當然這也是婕斯不斷引領市場前進的重要關鍵。

2020 年婕斯以「VISION」作為全球發展策略，在這願景之下，我們將從以下幾個面向來往前大步邁進：

1. 提升正面積極的力量影響全人類                2. 提供最佳事業平台幫助人們成功

3. 研發高質量產品助人青春與美麗                4. 持續公益回饋點亮弱勢族群希望

這是一個極具挑戰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人類的生活模式雖然產生了巨大改變，但我們將繼續前行，

婕斯助人的道路上只要有你有我，「One Team、One Family、One Jeunesse」就會生生不息，讓我們彼此祝福，

迎向幸福美好的未來。



大中華區首播

JEUNESSE LIVE 是美國總部採用全球知名直播平台，提供給全球各個區域市場進行線上直播活動的交流園地，並

可同步串流至 Facebook 與 Youtube 供夥伴觀看。2020/05/15 大中華區首次在此平台舉行線上直播，吸引了上萬

名的婕粉參與，首播內容十分的豐富與充實，我們邀請到創辦人 Wendy & Randy 來為我們暢談婕斯成立的初衷與

未來願景；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也在線上為我們揭開在面對疫情時，新消費模式與需求的改變下婕斯的致

勝策略；並且我們也邀請來自全球的五位雙鑽石級以上總裁菁英領袖，為我們分享婕斯網絡營銷的成功關鍵，讓

您更快速掌握全球商機，達成財富自由的夢想，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精彩的內容。

Scott Lewis 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一開始就跟我們分享這句話：「把握現在絕佳的卓越契機」。今年以來面對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看似挑戰其實處處充滿機會，因為人們更重視健康保健，網路購物與社群互動將

更活絡，同時大家也都在思考未來面對變局發生的時候，該如何持續擁有收入？而這一切的

答案在婕斯都能獲得。所以婕斯是在浪尖上的領航者，因此Scott勉勵我們以：「責任、服務、

愛與希望」持續向前，公司也將積極在物流優化、產品研發、在地服務與創新行銷等面向來

協助夥伴發展，我們將會再次創造歷史，因為面對挑戰我們將會更加挺立、益發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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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鑽事業論壇

李   明 雙鑽：網絡事業的時間管理
李明雙鑽原本從事傳統零售業，也是一位單親媽媽，她從一個行業門外漢，蛻變成婕斯的雙鑽石，

她的成功鼓舞了非常多的人。她提出要做好「網絡事業的時間管理」：第一要有清晰的目標、第二

要專注在重要的事上、第三要充分的自律，同時在婕斯用一支手機就可以做盡天下生意，這是多麼

的美好。

徐和平 雙鑽：如何運用線上工具分享產品及事業
和平雙鑽原本經營旅行社，對全球消費市場的變化有敏銳的嗅覺，因此把握機會投入婕斯，然而「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平雙鑽認為以婕斯交互式網購為『經』，以線上 + 線下結合為『緯』

來分享訊息、答題解惑、啟動事業、產品教學，並善用工具分時分次分階運用，將為我們帶來無限

的事業發展契機。

林宗瑤 雙鑽：如何通過在線運營凝聚共識
林老師原本是美容保養用品的進口商，他看準了抗老化與電子商務的商機，進而全力以赴經營婕

斯，林老師指出在線運營要有三步驟：首先掌握運營工具、進而提出具體的運營內容、最後才是運

營方法。尤其是領導人要以身作則，將夥伴導入系統並全力以赴，才能照亮自己、成就團隊。

鄧學誠 雙鑽：經營網絡事業的成功要素
Haris 雙鑽原本是一位電腦工程師，以其專業背景與收入堪稱人生勝利組，但 Haris 知道惟有將人生

掌握在自己手上，才能擁有無限寬廣的未來。他說網絡營銷要成功有五要素：熱情與夢想、設升聘

目標、幫助人的心、創業家企圖、共好同理，能夠掌握此五要素，創造事業巔峰就近在咫尺。

 

三鑽石級總裁除了個人的卓越成就，更要彰顯的是幫助了多少人擁有更健康與成功的人

生，然而每一個成功的背後都代表著無盡的努力與付出，並以堅毅精神面對挑戰，協助

團隊一起向前。「三鑽成功講堂」將讓你更加清楚自我定位與航向，朝成功之路邁進。

Flora Li 三鑽：如何運用公司獎勵計畫開展事業不費力
Flora 三鑽原本從事金融產業，自從遇見婕斯譜出了全新的生命樂章。但 Flora 真正的成就是來自於

在婕斯幫助更多人擁有健康、青春與財富自由，她說要成功首先要做好準備並真正走入婕斯，然後

分享未來、趨勢、健康、快樂與富足，並藉力婕斯讓自己成為創業家，她相信在婕斯每個人都可以：

「天高任你飛」。 

     Wendy & Randy 共同創辦人

首播最後創辦人 Wendy & Randy 勉勵所有婕斯家人莫忘初衷，婕斯的誕生是為了

幫助更多人改變生命，雖然疫情讓我們調整了部分活動，但婕斯的產品能為人們

帶來助益、婕斯的平台能為人們帶來希望，所以婕斯未來只會更加速朝這個目標

邁進，只要我們齊心一致，世界將因我們而變得更美好。

JEUNESSE LIVE 大中華區首播順利成功，請繼續鎖定 JEUNESSE LIVE，我們線上見！

三鑽成功講堂

雙鑽石級總裁是團隊的事業標竿與經營典範，除了要以身作則帶動團隊成長，更要制定策

略、發揮領導力，帶領團隊向前。「雙鑽事業論壇」將為你打開事業經營之道，掌握致勝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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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知識+ 新人啟動
2020 年 4 月開辦的大中華區雲端線上課程「婕斯知識 +」，增加了「新人啟動」課程，

其目的是要幫助新加入婕斯的夥伴建立正確的觀念、態度以及如何開始啟動婕斯事業的方法，

內容為“ 為什麼選擇婕斯 ? ”及“ 如何啟動婕斯事業 ? ” 二個主題 。

各位創業家既然選擇了婕斯，代表你心目中對婕斯有一定的看法， 現在就讓我們來談談婕斯是什麼 ?

婕斯是一家專營領先生物科技、抗衰老產品的全球互聯網公司：

* 以網上消費、網上加盟與網上連鎖，所建構的交互式網購。

* 以分享經濟，利他精神，串連全球人脈網絡。

* 以大數據和雲服務，建構頂尖生物科技產品的全球平台。

* 以資源共享，幫助人們獲得財富與健康。

為什麼選擇婕斯 ?

優勢 3 需求性

a. 健康產業需求增、市場份額億萬兆

b. 預防保健意識增、老化隱憂需求大

婕斯以促進大健康為依歸市場需求無限大。

優勢 4 科技性

a. 獨家 Y.E.S. 健康優化管理系統

b. 科研專家研發抗老化優勢產品

婕斯研發尖端抗老產品要為億萬人類謀福祉。

從網絡經濟視角與抗老化市場來剖析

可歸納出婕斯  8 大優勢

優勢 1 趨勢性

a. 全球電商與新零售完美結合

b. 零接觸商機引領消費新趨勢

婕斯擁有最完善的全球創新電商事業連鎖

系統。

優勢 2 全球性

a. 全球網絡無國界、即時消費零時差

b. 消費分享轉經營、消費積點享利潤

婕斯線上線下 O2O，讓人人都是網絡營銷

創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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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7 專業性

a. 專屬購物前台網、經營管理後台網

b. 雲端學院好學習、社群工具好拓展

婕斯平台一應俱全，是你事業拓展好幫手。

優勢 8 倍增性

a. 網絡串聯無國界、人際網絡信任連

b. 分享經濟共創富、利他方得利反饋

婕斯人際網際雙合一，讓你事業騰飛收入增。

優勢 6 即時性

    線上創業新趨勢、把握機會登上車

    消費利潤重返利、多重收入財富增

婕斯交互式網購，為你帶來消費致富大商機。

優勢 5 持續性

a. 預防保健須持續、長年保養一定行

b. 消費需求時關注、持續回購成主顧

婕斯質感人生好自在，健康美麗一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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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啟動

鏈結 1
加盟婕斯成為合格經銷商         

消費投資轉經營、全球電商任你行

啟動套裝多選擇、個人網店易開展

加盟婕斯並成為合格經銷商，是你展

翅高飛的開端，而在婕斯擁有數十

個國際市場的發展，是相當

普遍經營模式。

鏈結 3
善用市場營銷工具

拓展全球事業

   啟動工具要善用、一鍵到位零時差

   社群人脈互連結、營銷管理一應全

官網讓你無遠弗屆的開始全球網上生意、

Joffice加速市場開發即時掌握全球營運、

Jmobile 打造社群接觸平台並有效

進行人脈串接。

鏈結 2
使用產品並分享推廣

成為產品代言人

a. 系列產品全體驗、推廣分享好自在

   積極傳遞大健康、婕斯代言一級棒

將市場需求與產品生活化結合， 婕斯生活

化、生活話婕斯，如此你不但是網路

創業家，更是造福人群最佳婕斯

代言人。

鏈結 4
落實雲端四大學院學習

    雲端學院資訊足、學習培育全收錄

    行銷商品開市場、教育管理建團隊

Jschool 雲端學院資訊充足，是自我學習及

團隊培育最佳工具；其中，行銷與商品

學院能幫助你開拓市場、教育與

管理學院協助你建構團隊。

相信對許多新加入的夥伴來說，面對即將開始的婕斯網絡事業，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最主要

的原因是不清楚要怎麼開始 ? 而又有什麼資源可以協助我們拓展事業 ? 新人啟動六大鏈結將

幫助你了解，如何透過學習來為事業奠定基礎，以及如何提升事業經營力來拓展市場 !

如何啟動婕斯事業？
啟動婕斯事業的 6 大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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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啟動

鏈結 5
善用獎勵計劃集中資源

a. 築夢踏實能量足、獎勵計劃添動能

b. 循序漸進紮穩步、指日可待旺騰飛

在全球網路營銷趨勢的浪潮下，如何借力、借

勢、借機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成功，相形就非

常重要，所以善用消費者回饋、入會招

商獎勵、經營者發展三大獎勵計劃

集中資源，定能一步步來

拓展事業。

鏈結 6
設定目標有效時間管理

a. 目標清晰詳計劃、建立共識重執行

b. 審視成果正方向、明確行動善循環

目標是邁向成功的指引、行動是獲得成

功的基石，善用目標設立的 SMART

原則與行動方案的 5W1H，你將

事半功倍，朝夢想邁進。

Jschool 新人啟動

透過婕斯八大優勢相信你對婕斯已經有進一步的了解與認

識、透過新人啟動六大鏈結相信你已掌握婕斯事業關鍵；

然而婕斯之所以能夠持續創造行業奇蹟，我們可以歸納成

兩個字，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商業模式 -- 利他。

在婕斯，我們致力於將美麗與希望帶給全世界，為人們建

構全新健康的生活模式；在婕斯，我們幫助越多人，我們

就會越成功；在婕斯，我們對人類做出貢獻，傳遞改變生

命價值的意義，所以利他才是成就我們巨大成功的主要因

素！因此當我們共同以利他為出發點時，世界將會因你我

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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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生活每一天 

打造你的質感人生
體驗婕斯生活就從使用產品開始，婕斯 Y.E.S. 五大系列產品，能夠滿足你全方位的健康、保健

與肌膚防護。婕斯產品所創造的不是奇蹟，而是相信科學為我們所帶來的具體成效，因此只要

你掌握Y.E.S.重返年輕的關鍵，以及認真過好婕斯生活的每一天，相信健康與美麗必隨之而來。

透由婕斯頂尖科研專家研發的營養補充與肌膚防護系列，幫自己做好日、夜間全方位的健康照

顧與肌膚保養，接下來就讓我們看看如何有效運用婕斯產品，活出質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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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準備好讓自己健康、青春又美麗了嗎？

就讓我們一起迎接婕斯美好生活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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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Z 纖系列

幫助你平衡飲食，調節生理機能，活出好丰采。

婕斯生活健康的一天      營養補充系列完整呵護

AM ™ 早間活力沖飲

PM ™ 夜安優眠沖飲

以順時養生概念優化你的身體

質量，做好基礎保養。

香草口味 ZEN FUZE™ + AM™：

利用 PFC 平衡飲食法啟動代謝，以

及透過 AM ™ 的營養，讓你充滿活

力。

RESERVE™ + M1ND™+FINITI™：

幫助補充營養。

ZEN SHAPE™ + ZEN PRIME™：

幫助增加飽足感並且加速代謝。

早
午

餐
間 午

 餐

30
分

鐘
前

早 餐

基礎營養素

體質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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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者可搭配 ZEN FIT ™ 在運動前或後補充，可以幫助增強體力，讓運動的效果加倍。

RESERVE ™ 沛泉菁華

是你的青春泉源，駕馭時光的好幫手。

FINITI ™ 飛樂青春膠囊

為你帶來能量，固本培元。

naära ™ 娜妍膠原蛋白飲

為你補充膠原蛋白，聚膠彈

力補充美麗能量。

優化升級

M1ND ™ 敏動力

讓你思緒清晰，平衡生活最佳營養補充來源。

婕斯生活健康的一天      營養補充系列完整呵護

巧克力口味 ZEN FUZE™：

滿足 PFC 的營養需求，同時享受

巧克力的幸福感。

ZEN SHAPE™+ ZEN PRIME™：

幫助增加飽足感，並且加速代謝。

PM™ + naära™ + FINITI™：

提升睡眠品質並且補充膠原蛋白。

下午茶 晚 餐

30
分鐘前

睡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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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uminesce ™

賦活肌因潔顏露

溫和洗淨肌膚，喚醒

您的肌膚活力。

2
luminesce ™

賦活超涵水肌淨面膜

以超導水防護科技，

強化肌膚屏障。

3
luminesce ™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

運用獨特核心技術，

導入最佳組合成份，

是亮眼最佳選擇。

4
luminesce ™

賦活青春精華露

透過微分子晶球滲

透，提供養份幫助肌

膚修護。

5
luminesce ™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溫和安撫與水潤肌

膚、 專 屬 淨 白， 從

肌底自然新生煥妍亮

白。

6
luminesce ™

賦活肌因保濕日霜

含 有 SPF30 的 防 曬

係數，並且提供大

量的水份與保濕成

份是肌膚最佳的守

護防線。

7
luminesce ™

賦活肌因修護霜

夜間修護核心，將

抗老精華傳遞肌底，

專屬頂級抗老聖品。

8
luminesce ™

賦活肌因美體霜

是做好全身肌膚保

養的最佳選擇，清

爽不黏膩，讓您全

身上下徹底得到最

佳保養與滋潤。

9
luminesce ™

賦活肌因水面膜

凝膠狀面膜可完全

服貼肌膚，有效緊

緻肌膚、達到毛孔

細緻與鎮定舒緩，

是款會呼吸的面膜。

luminesce ™ 婕斯生活的一天

婕斯

生活

婕斯生活美麗的一天     肌膚防護系列全面優化

luminesce ™ 賦活肌因系列

讓你逆轉肌齡不是夢。

肌膚防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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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複方精油

淨化空氣，

充滿愉悅的

活力。

平衡複方精油

身心平衡，

穩定與鎮靜

情緒。

防禦複方精油

清爽提神，

打造清新的

環境 。

清晰複方精油

緩和情緒，

達到寧靜的

狀態。

優化複方精油

安定身心，

優化睡眠好

品質。

RVL ™ 健髮洗髮露

溫和洗淨頭皮，使髮絲

豐盈有彈性。

RVL ™ 健髮精華液

滋養頭皮，強化髮根，

賦予頭皮全新生命力。

RVL ™ 健髮護髮素

修護髮絲，避免乾燥受

損，讓秀髮如絲緞般柔

滑。 RVL ™ 頭皮保養教學

E·VŌK香氛魔法空間學

NV ™ 光漾無瑕教學

E·VŌK 複方精油

優化環境、洗滌心靈，提升

生活好品質。

NV ™ 光漾無瑕系列

完美底妝、自然妝感輕鬆上手。

NV ™ 光漾妝前噴霧 

保濕打底、清透美肌， 

讓妝容服貼不泛油。

NV ™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 

高清遮瑕、光漾無痕， 

清爽不黏膩。

NV ™ 光漾亮妍噴霧 

細緻柔光、亮顏修容， 

增加肌底亮澤度。

RVL ™ 健髮系列

HTP-6 ™ 專屬成分，滋潤保養超容易。

精油香氛

婕斯生活美麗的一天     肌膚防護系列全面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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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9 年舉辦第一屆「台港兩地 Z 明星爭霸賽」以來，透過 PFC 平衡飲食法，短短 28 天減去體重總公斤數達

193.4 公斤！！延續去年驚人的比賽氣勢，我們在 2020 年 4 月展開了新一波「ZEN28 挑戰賽」，一樣以 28 天挑

戰計劃為基礎，透過減少、淨化及代謝三個步驟，並且每三個小時攝取蛋白質 (P)、脂肪 (F) 與碳水化合物 (C)，

28 天就可以重新定義年輕並迎向質感人生 !

在這次自我挑戰賽中，由於參賽者對於 PFC 平衡飲食法更加熟悉，再搭配上 ZEN28 質感人生優惠套裝，達標 (2

公斤以上 ) 占 80%，超標 (3 公斤以上 ) 占 39%，整體的執行效果更勝去年，這次的 ZEN28 挑戰賽參賽者所減去

的公斤數已經累積到 307.35 公斤！！

挑戰賽
挑戰自我不設限
PFC28 天，重新定義年輕 !!

ZEN28 全球華人群組社團

ZEN28 全球華人群組

你是不是也想立即開展屬於你的質感人生 ?! 立即掃描 QR Code 加入「ZEN28 全球華人群組」。你可以在

「ZEN28 全球華人群組」獲得更多與 ZEN 28 產品相關的飲食計劃以及相關指南，更可以在群組內找到志

同道合的夥伴，一同分享飲食和運動！無論是想要挑戰自我、調整體質或是迎向更具質感的健康生活，馬

上加入群組讓你的 ZEN 28 旅程變得更加精彩吧！

「ZEN28 迎向質感人生計劃」，由全球知名營養學家兼健身大師 –ZEN 全球品牌

大使Mark MacDonald創建，還有專業營養師顧問群也會在「ZEN28全球華人群組」

內與大家分享正確的營養觀念、飲食指引與運動方式，從認識食物開始，每天吃

對食物、平衡身體機能，一起邁向健康，重返年輕，預見更美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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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 明星分享
所有參賽者一致感受到身體變得更輕盈，穿起合身衣服時體態變得更美，而且體力、精神都變好了 !

不只是外表明顯地煥然一新，連心態更是愉悅年輕，到底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 讓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林璜玲 -3.4KG

一開始不確定 PFC 平衡飲食法到底適不適合自己？所以在報名前我先嚐試了 2 天，

就瘦了 0.8 公斤 讓我信心大增！而且我一天吃 6 餐，又不用大量運動，很適合我這

種沒有運動習慣的懶人，所以就趕快報名參加比賽。我還約了 5 位朋友一起參加，

並且成立了運動小組，互相督促對方的飲食，雖然在第三周遭遇停滯期，體重不降

反升，但在最後衝刺階段利用泡澡加速代謝，讓我不僅達標還超標，真的是太棒了 !

郭金珠 -4.4KG

其實會想參加比賽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要健康也想要讓自己變得更美。

所以在參加比賽時，我就給自己設下目標要減掉 4 公斤，落實到每一天就

是每天要能減掉 0.1428 公斤。在比賽期間透過 PFC 平衡飲食法並搭配乳清

蛋白，加上多喝水也跟夥伴相約一起去健行爬山、在家做有氧運動，我真

的達到自己的目標 !

    李俊 -4.6KG / 李先芬 -4.3KG

我和我先生為了幫助夥伴能夠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決定自己先體驗

PFC 平衡飲食法。為了能夠有好成績，所以我們都自己準備三餐，也

訂下達成減重 3 公斤的目標。我們覺得「PFC 燃脂飲食法」這本書提

供了很棒的食物指引，讓我們更精準的掌握食物的選擇，加上我們每

天運動至少一小時 ( 快走 + 跑步 )。雖然一開始因為之前沒有運動習

慣，突然改變而感覺到很痛苦 ; 後期也遇到停滯期，但我們兩人依然

持續不懈地努力，後期也因為逐漸適應了，所以我們還增加運動強

度，例如：深蹲、啞鈴、仰臥起坐…等，並且在運動後補充乳清蛋白

讓疲勞更快恢復，所以我們做到了 !

陳逸芬 -6.5KG

我在學校工作，這場比賽我也找了我同事一起參加。其實執行下來真的很簡

單，三餐依照 PFC 平衡飲食法原則，只要拿出手來測量食物的份量，第一個

禮拜我就減了 2~3 公斤。並且在後期衝刺階段加入間歇性運動，一個禮拜約 3

次、一次 30 分鐘左右的時間，在運動過後也會補充乳清蛋白，覺得最棒的地

方是，正確的飲食方法讓我不容易復胖，即使偶爾吃大餐，體重也不會忽高

忽低，身型變得更加窈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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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因具有更新複製能力和分化潛能，當人體組織或器官受損時，扮演重要的

修復作用，有醫學研究指出人類一出生體內就有幹細胞，年紀愈輕，幹細胞愈多，

意謂新生兒的幹細胞數量最多，成年人的幹細胞數量會隨著年紀增長而愈來愈

少。當身體有任何損傷，都能藉由體內循環幹細胞以幫助修復受傷的身體部位，

所以幹細胞的數量愈多，受損的身體部位則愈容易、也愈能快速被修復。研究也

發現，容易生病的人，主要就是因為體內循環幹細胞活力降低、數量變少。因此，

循環幹細胞對維持健康，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

束絲藻植物幹細胞營養

提供豐富的生命力 ! 啟動更新
植物幹細胞研究先驅發現，將世界各地各民族從古老即傳下來的植物醫療知識，

加上當今生物科技的頂尖技術研發，在植物中發現令人驚奇的營養素，能夠幫助

啟動人體骨髓幹細胞再生機制。以束絲藻為例，它是流傳已久、古老的保健成分；

當基因工程注入新科技，精確分離植物幹細胞、確保植物幹細胞的純度等等，以

加強其在循環幹細胞的運用，不但將這些令人驚奇的植物升級，也帶領我們進入

更新與再生的優質人生。

束絲藻
已存在 30 億年的藍藻，一直默默地進行著行光合作用，

為地球製造氧氣。它是世界上最營養的食品之一，生長於

美麗及零污染的上克拉瑪湖的束絲藻不僅純淨無污染，更

富含了豐富的營養素與生命力，均衡的胺基酸及礦物質、

豐富的葉綠素、珍貴的藍綠孢子粉、成長因子 CGF、幸福

因子(PEA)、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礦物質、酵素、多醣體…。

束絲藻啟動人體
骨髓幹細胞再生機制
免疫支持與平衡是 2020 全球最關心的共同話題，當外在環境從氣候變遷進入氣候緊急時代，考驗人

們對惡劣環境的適應力；再加上未知的病毒與細菌的出現，科學界與醫學界不斷提醒大家，免疫力是

自我保護最重要的利器。人們天生就具有自我修復與再生的能力，但隨著年齡增加，這樣的能力日趨

低下；如何透過有效的方式啟動人體再生機制，幹細胞研究專家經多年的研究已陸續傳出突破性的好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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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循環幹細胞的數量及活力 ! 啟動再生
破解幹細胞密碼是近年醫學與基因工程極為關注的趨勢，我們知道更多的循環幹細胞，意味著更多的幹細胞可以參

與組織的修復和更新，支持免疫系統、增加活力、恢復健康甚至延長壽命，一切的關鍵都在幹細胞。

有研究顯示，陽痿患者體內循環的幹細胞數量明顯低於正常男性，幹細胞循環的數量將可能會影響到體內的腎器

官、關節、神經系統、呼吸道系統、內分泌系統、心血管系統等。而幹細胞營養素的研究則是找到幫助我們從骨髓

細胞釋放出更多幹細胞的成分，以增加循環幹細胞的數量，使人體能夠啟動自癒力，以下為摘錄自國際期刊 Med Sci 

Monit. 2010 Jan;16(1):BR1-5.。

Effects of blue-green algae extracts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adult stem cells in vitro: a preliminary study

Douglas R Shytle 1, Jun Tan, Jared Ehrhart, Adam J Smith, Cyndy D Sanberg, Paul R Sanberg, Jerry Anderson, 

Paula C Bickford

Affiliations expand

•PMID: 20037479

   Full-text linksCite

Abstract
Background: Adult stem cells are known to have a reduced restorative capacity as we age and are 

more vulnerable to oxidative stress resulting in a reduced ability of the body to heal itself. We hav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a proprietary nutraceutical formulation, NT-020, promotes proliferation 

of huma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in vitro and protects stem cells from oxidative stress when 

given chronically to mice in vivo. Because previous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 blue green algae, 

Aphanizomenon flos-aquae (AFA) can modulate immune function in animals, we sough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FA on human stem cells in cultures.

Results: We report here that the addition of an ethanol extract of AFA-cellular concentrate further 

enhances the stem cell proliferative action of NT-020 when incubated with human adult bone marrow 

cells or human CD34+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s in culture. Algae extracts alone had only moderate 

activity in these stem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s.

由於幹細胞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少，此外，氧化壓力也會讓幹細胞減少的數度加速，造成身體自我修復能力下降，

在小鼠的實驗結果也顯示，束絲藻 (AFA) 可以促進造血幹細胞增生，保護幹細胞不受氧化壓力影響，對於動物體的

免疫調節有幫助，而在此研究結果中也顯示，束絲藻具有促進幹細胞的增生之潛力。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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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視角

商業週刊第1688期的主題是:「零接觸經濟」，呈現出的是從實體到虛擬的巨大轉變，隨著網路商城的蓬勃崛起、

即時線上會議系統推出，以及快速送到家的外送服務，再加上一場前所未見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已經悄悄地改變

現今的消費與商業模式，也加快了「零接觸經濟」時代的來臨。

「零接觸經濟」的核心是：「遠距工作、遠距分享、遠距學習」；婕斯一開始就是以全球電商為基礎，不但能線上購物、

亦能線下體驗；以創新的交互式網購，提供優質的抗老化產品來推廣大健康。

「網上購物、網上加盟、網上創業」的新型態商業模式

婕斯絕對是引領時代趨勢的先行者 !

相信，在面對任何的變局與挑戰，婕斯人永遠可以保持積極向上的樂觀態度，並在最佳狀態下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尤其在今年婕斯家人並沒有因為疫情而停下腳

步，反而有更多的夥伴戰勝不景氣，在這嚴峻

的疫情期間，持續堅守崗位推廣大健康與全球

電商事業，不論是從 Diamond Vision 躍升到

璀鑽新視界獎勵或達成更高的聘級，都創造了

非凡成就。

在面對未來全球局勢的發展，我們可以持續運

用線上招商與培育系統，再加上積極的分享推

廣，將虛實通路結合起來，並充分的運用婕斯

三個核心能力 -- 影響力、平台力與傳播力來提

升事業經營力。

2. 平台力

跨區域發展容易，

透過創業平台整合

資源，讓創業者容

易經營提高成功率 !
3. 傳播力

社群拓展加行銷資源，

市場滲透容易、雲端

學習加上四大學院，

團隊發展快 !

1. 影響力

專業管理團隊、世界

級研發團隊、完整的

健康管理系統，造就

了差異化優勢 !
三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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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經銷商 正式投入婕斯交互式網購，產品分享與全球網店齊開展。

正式經銷商 從加盟入會消費體驗出發，熟悉婕斯商機成為產品代言。

鑽石級總裁 以利他共好精神發揮大愛，管理團隊培育夥伴成為標竿。

翡翠級經銷商是婕斯事業發展的基礎，象徵您已奠定飛躍成功基石。 

珍珠級經銷商 代表團隊雛型已臻建立，這是您引爆團隊動能的開端。

藍寶石級經銷商 已建構完整團隊網絡，象徵您已啟動團隊引領前行。

綠寶石級總裁 凝聚團隊共識邁步向前，複製團隊成功模式迎向璀鑽。

紅寶石級總裁 努力不懈持續堅定目標，建立團隊經營核心成就夢想。

星光藍寶石級經銷商 行銷與管理兼具，象徵您將展翅高飛邁向總裁。

邁向婕斯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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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寶石級總裁

葉子溱

精采故事，從自己跨出腳步開始。

感恩推薦人帶領我，看懂婕斯價

值，並抓住機會，架構團隊，在婕

斯淬煉，提升眼界、豐沛身心靈，從平庸變不平

凡。感恩綠寶美琪、鑽石華姐給予鼓勵，以及優

秀團隊，愛妳們喔！ 

打破自我限制，平凡媽媽也能創傳奇。

感恩
  的心 

 石頭沒磨，怎知不是鑽石；超越自我，付出就會傑出。

推薦人 葉豐益

對於美的事業與美的追求，子溱有她的敏銳度與專業

度，年紀輕輕即成立自己的美髮店，但為了陪伴孩子，

她毅然決然捨棄興趣、做個全職媽媽。當孩子長大後、

她再度出來創業後，卻因職業傷害而無法定時開店，客

人也因此越來越少；當子溱板機手、類風濕關節炎發作

時，她的心裡就好慌，不能拿剪刀的她，還能做甚麼呢?!

當世界逐漸崩塌時，看見婕斯，重拾希望。

接觸婕斯，是哥哥分享了婕斯產品，她很喜歡，覺得對

自己很有幫助。在單純當了 3 年的消費者後，子溱面

對經濟壓力，決定給自己一個機會，走出家門，到婕斯

上課。這個突破對子溱而言是非常困難的，之前因為生

病，她不敢坐車、坐飛機，也不擅長交際，更別說使用

電腦、智慧型手機和高科技平台，這些都很令她害怕。

然而，婕斯的課程不但讓子溱瞭解到被動式收入的重要

性，更激發了她的潛能，克服所有的「害怕」，人生也

豁然開朗，開啟新的視野，也成就了自己當初想都不敢

想的葉子溱。

婕斯是全世界的領航者，給自己一個機會。

2013 年，子溱加入婕斯，為自己訂下 10 年計畫，抱持

著破釜沈舟的決心，相信憑藉著毅力與堅持，她可以翻

轉人生。進入婕斯後，她勇敢嘗試各種新事物，為了陪

伴夥伴，鼓起勇氣一同去澳門參加婕斯大學，人生第一

次坐飛機。而婕斯大學也改變了子溱的思維與眼光，上

萬人齊心上課的震撼久久縈繞於心，感動不已。子溱說：

「婕斯是全世界的領航者，我要分享給更多人，雖然學

習的過程辛苦，我要突破很多自己原先的障礙，但我很

快樂，一切都很值得。」

家人相互扶持，親子關係更加緊密。

如今更開心的是，兒子也加入了婕斯家族，和她一起經

營。兒子成了事業上的重要夥伴，幫她完成很多事，也

讓她和夢想越來越近。

兒子負責陌生的開發，而子溱是第二階段的推廣。有了

共同的話題與相近的思維，母子在親情之外，更加添了

一份信賴。透過一次次的學習與經驗的積累，彼此的合

作更加圓融、更有默契。

子溱說，成功不是憑空想像、妄想變冥想，而是實際行

動出來的。她也經常鼓勵夥伴，以前怕東怕西、不敢出

門的她，都可以成為網絡營銷、全球尖端平台的經營

者，做全世界的生意，「相信子溱可以，你一定更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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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銷公司經營 16 年之久的郁茹，曾經認為自己會一

路做到退休，沒想到在人生半百的時候，遇到了公司制

度改革，讓她感覺很多事窒礙難行，更憂心的是，團隊

跟著她，賺不到錢；面對這個事實，讓郁茹決定放手一

搏，一切化為零，到婕斯重新來過。

轉戰，迎接不同考驗。

「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多少貴人呢？！有人說，『不是

貴人塑造了我們，是我們創造了貴人。』我積極找了很

多的資源和資料，經過三天三夜的深思熟慮，把婕斯的

介紹看了幾十遍，最後認定婕斯是我要的，我選擇進入

婕斯，希望自己可以快速重頭來過、創建我要的目標。」

郁茹分析婕斯，第一、是一個真正可以累積的事業；第

二、市場涵蓋全球，只要有網路就可以開發；第三、完

善制度幫助組織互利共生。

婕斯這三點非常吸引她，讓她相信，絕對值得自己再努

力一次。

初次參與香港婕斯大學的她，看著鑽石們在台上發表分

享，個個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頂尖佼佼者，大家都選擇

了婕斯，因為看懂婕斯的價值。

感動，看見更多希望。

郁茹真正感受到，婕斯不只是事業，更是生活；她很開

心生活在婕斯當中，而婕斯也成就了她的生活。很多朋

友見到她，都說她氣色變好、人變年輕，和以前差好多。

郁茹也很享受到全台各地、甚至出國上課，分享婕斯網

絡運營的心法、一邊和夥伴聚餐聊天，生活好精彩。

以前，郁茹從沒想過生意可以做到外國去，甚至在新疆

不認識半個人的她，只因新疆有人想要瞭解婕斯，她就

飛到烏魯木齊，不但贏得豐富的成績，幫助了當地夥

伴，交到了好朋友，也經歷了十幾天的嶄新體驗，至今

對當地的羊肉都還念念不忘呢 !

「想想一輩子做一件跟自己挑戰的事，把看似不可能的

化為可能，如果沒有拼的筋疲力盡，那就不算有努力

過。」責任心驅使郁茹不斷的進步和努力，在未來，最

渴望的是陪伴並且協助夥伴們達到每個人的目標。「我

很喜歡『失落的致富經典』這本書，一輩子做一件跟

自己挑戰的事，把看似不可能的化為可能，讓生命更茁

壯。進入婕斯，在一個偉大的團體裡，帶著團隊一起偉

大，真是太幸福了。」這是郁茹對夥伴、也是對自己的

承諾。

生活就是婕斯，婕斯就是我的質感生活。

謝謝櫻桃團隊所有的夥伴們，謝謝

您們！我秉持的信念是「勇往直

前、堅持到底」，雖然這一路上遇

到了不少亂流，我都把它當作是一種恩賜，讓

我更加茁壯，我做的到，你們一定做的更好，

而我會全力以赴的協助大家。

感恩
  的心 

把責任與挑戰當恩賜，滋潤心田讓自己更茁壯。

推薦人 高麗雲

紅寶石級總裁

黃郁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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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從事房產投資近 10 年，每一筆投資的報酬都不少，

但較令她感到無力的是，每一個案件結束後就是歸零，

一切必須從頭來過。之後因憂鬱症而停滯了 4、5 年工

作，沒有了收入，人生也有所滯留。幸運的是，這期間

她的二姊不但分享婕斯的產品、幫她找回健康，更一直

鼓勵她加入婕斯，但她就是無動於衷。

一個改變，開啟不凡的旅程

有一天。美惠跟兒子尉州分享婕斯產品對她帶來的改

變，兒子怕媽媽被騙，便上網 GOOGLE 婕斯美國網站，

頓時發現婕斯平台的強大，立刻跟媽媽說：「這個平台

太厲害了，沒有幾家公司可以在短時間內成長這麼快，

而且是頂尖的大健康趨勢產業，我們一起來加入。」

美惠說網站都是英文，她也看不懂，但既然兒子這樣

說，和兒子一起試試看也不錯，於是兩人加入了婕斯，

從此展開不一樣的人生。

尉州笑著說：「當我了解婕斯的產品跟事業，有很大的

機會能讓平凡人翻身的時候，我很興奮的分享了 10 幾

位同事、朋友，結果全部被拒絕，差點連我自己也想放

棄，還好有堅持下來，才能達到今天的成果。」

原來一開始母子倆都不懂網絡行銷和經營管理，跑錯了方

向，當時她感到很無力時，柳暗花明又一村，很幸運地遇

到華姐和小媽美琪，有婕斯家人的鼓勵與陪伴，讓她們重

新出發，也繼續到現在，一路上好多的貴人相助。

婕斯，是可以翻身與傳承的平台

現在美惠總會和夥伴分享，「任何事的發生，必有其目

的並且都有助於我，要不斷學習不斷成長，不上課就容

易上當，不被教育就會被教訓。」易霈老師的課程與帶

領團隊技巧，讓美惠從門外漢成為也能幫助別人的人。

而尉州更因艾莫老師的課程、黃金六堂課與成功特訓等

獲益良多，從以前只會「出門上班、回家當宅男」，到

現在充滿了國際思維的「陳董」( 這是朋友現在對他的

暱稱)，跟著婕斯到過10幾個國家旅遊，眼界完全不同。

「我更開心，能和兒子一起工作，亦師亦友。這幾年，

如果不是兒子幫我做後台管理以及很多瑣碎的行政與會

計工作，甚至是隨身司機，我也不能這麼得心應手。我

們曾經一天往返台北高雄，他開車、我休息，真的很窩

心。」美惠有感而發：「之前雖然賺了錢但也把身體弄

壞了，過得不開心。現在不但每天很開心，還可以和兒

子像朋友一樣合作創業，婕斯是可以傳給孩子的禮物，

這樣的努力，非常值得。」

紅寶石級總裁

陳美惠
陳尉州

感謝生命中的貴人，感謝恩惠團隊

的所有成員，是你們的信任和努

力，才能創造我們今天的成就。同

時我也要鼓勵我的團隊，我們是一家人。只要團

結合作，沒有什麼是克服不了的問題，相信你們

一定也都可以！

傳承美好事業，婕斯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

感恩
  的心 

成功是祝福、挫折是學習，婕斯讓我們的心更強。

推薦人 郭易霈婕斯

人物

婕斯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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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O 漩

黃 O 池

蔡 O 貞

李 O 君

翁 O 德

張 O 雯

林 O 溱

陳 O 宇

呂 O 琳

謝 O 貴

羅 O 茹

賴 O 青

陳林 O 蓮

張 O 心

邱 O 義

陳 O 仁

張 O 鏵

蔣 O 杰

周 O 福

李 O 旨

葉 O 怡

馮 O 芳

劉 O 桂

廖 O 智

賴 O 貞

呂 O 韻

石 O 寧

黃 O 娟

李 O 翰

林 O 禎

藍寶石級經銷商
上聘表揚 上聘區間：

2020/01/01~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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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逸
推薦人：陳毓君
謝謝大家幫忙。

卓苙菳
推薦人：林秀英 

人生只有拼出來的精彩， 

堅持初衷 ，從心出發， 

沒有等出來的輝煌。

許 文 
推薦人：Qin Zhou
婕斯不僅是生意，更賦予

使 命！ 幫 助 別 人 實 現 夢

想，自己也會夢想成真！

張淑美
推薦人：邱正芳

在秉持初衷下，用心去打

拼，願婕斯人每天都活得

精彩。

陳火山
推薦人：吳綉惠
火山渡有緣人食飲沛泉，
健康如火車頭共享青春。

陳榆臻
推薦人：李佩芸

感恩婕斯讓我獲得獎勵旅

遊，健康，美麗的優質生

活，朝夢想繼續邁進！

柯宛薰
推薦人：張藝鏵
強者的養成～是透過不斷
面對自己的脆弱而練心養
性 !

連佩宜
推薦人：陳又瑜

敢於夢想，勇於改變 ~ 婕

斯讓我大膽的去夢，更讓

我勇敢的去做改變。

許洪誠
推薦人：陳冠宇
成功道路上並不擁擠，堅
持婕斯事業努力不懈，必
能成功！ 💕



雙鑽石級總裁

黃心怡慈善音樂會活動花絮

活動日期：2020/07/05

活動主題：2020 美好！只音有你

公益單位：身心障礙藝文推廣協會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不僅影響了民生經濟，也讓身心障礙藝文推廣協會面臨募不到款的艱困處境。雙鑽石級

總裁黃心怡在得悉協會的困境後，決定籌辦「2020 美好！只音有你」的慈善音樂會活動，展開對身心障礙藝文推

廣協會的關懷，紓解協會運轉危機，藉此幫助協會所支持的百位身障藝術家們。

北區的團隊夥伴們於 7/5 日興高采烈的聚集在台北慶泰飯店，共同響應這個有意義的慈善音樂會。心怡雙鑽希望透

過慈善音樂會的方式，集合團隊的力量來為身障藝術家們加油打氣，將婕斯「愛的運轉手」化為實際行動，一同讓

愛轉動、傳遞生命的光輝。在北區跨團隊婕斯家人的愛心參與，慈善音樂會共售出 227 張門票，活動收入全額贈予

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

身障藝術家們展現出無畏逆境的勇氣和在困頓中破繭而出的生命故事，引人省思且令人感動，他們動人的音樂和歌

聲，不止震撼更激勵了在場的婕斯家人們。因為有你，縱有挫折不難過；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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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婕斯愛的運轉手，推動說明：
1. 於每月 25 日前將團隊公益參訪資料 mail 至指定窗口，將於編輯

後安排至婕斯官方數位媒體露出。 

2. 需由總裁團隊發起之慈善公益活動，慈善探訪對象以兒少關懷與

老年照護為主，或是參加政府或民間所舉辦之公開公益性質活動

( 例如：公益路跑 or 公益設攤等 )，參加人數需超過 5 人以上。

以下就讓我們一起來趟婕斯公益慈善之旅，讓愛不斷運轉。

婕斯

慈善

默默行善有愛的婕斯家人們，

做公益不落人後。請讓我們為

你的善行表揚，一起運轉愛的

力量、一起改變世界 !

婕 斯 慈 善 公 益



探訪日期：2020/06/24

探訪單位：台東縣 - 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 方舟教室

今年端午，跟著婕斯的腳步沿著充滿美麗景色的南迴公路，來探訪我們位在偏鄉的南迴家人們。在雙鑽石級總裁潘

俞靜老師及淑芬、子沂紅寶的帶領隊下，我們與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 - 方舟教室的孩子們以及部落長，一起

共度溫馨的端午佳節。

這是一場象徵傳承意義的活動，協會邀請地方長老 ( 統稱為：VUVU) 指導我們如何製作排灣族特色的粽子和湯圓；

方舟小朋友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精心準備一系列的排灣族歡慶端午的活動，專屬於台東偏鄉家人們的熱情，歡笑聲

不斷，好不熱鬧。

透過這次探訪，深刻感受到婕斯這些年紮根奉獻在台灣最東南的方舟教室，這時常被遺忘的偏鄉，雖是隔代教養居

多，但是婕斯一直期盼透過完整的照顧，讓孩子能夠擁有學習的機會。雙鑽石總裁潘俞靜老師特地為每一位小朋友

準備了禮物，並為方舟教室捐贈助學金，讓婕斯家人的愛與分享，透過這次活動能再次串流、延伸與擴散。 

在活動尾聲，有一位國小的孩子，將他所存的零用錢買了紅豆冰棒請現場的每一位夥伴，我們在吃冰的當下內心是

溫暖的！看著這位孩子在發冰棒時，很有成就感的笑容，這一個不經意的表情教會我們：成全一個人，讓大家的心

更加的溫暖富足。

潘俞靜 + 蔣子沂 團隊方舟教室聯合探訪花絮

雙鑽石級總裁 紅寶石級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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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級總裁

錢靖華 & 張宏銘 綻放的天使活動花絮

活動日期：2020/01/19

活動主題：綻放的天使

公益單位：任文倩表演藝術坊

光宗耀組體系及金玉滿堂全球通團隊，在高雄社

教館聯合舉辦“綻放的天使 " 身障才藝感恩演唱

會，會中除了有精彩的歌舞，樂器表演之外，並

將門票盈餘捐給三個公益團體，感謝他們對社會

的貢獻！三個受贈單位分別為：中華民國康復

之友聯盟、屏東善導書院、屏東善導之家。

他們多年在台灣各個角落暖心耕耘，幫助許多人

找到自己，也感謝他們有機會讓婕斯人也能為這

塊土地略盡棉薄心意。

感謝「任文倩表演藝術坊」這群勇敢追夢、努力成長的身障朋友，讓我們深刻了解什麼是見苦知福，什麼是人間有

愛！感謝婕斯，讓我們在婕斯感恩、奉獻、愛的文化薰陶之下，有機會參與其中，為世界更美好奉獻一點力量！

紅寶石級總裁

劉靜怡 團隊公益探訪花絮
探訪日期：2019/12/19

探訪單位：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

彰化縣私立聖智啟智中心位在彰化縣的最南端，主要為溪州鄰近鄉鎮的身心障

礙者服務，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他們除了享有家庭親情外，也能接受

應有的基本教育。

此次活動由光宗耀祖體系大家長 - 林宗瑤雙鑽石帶領金玉滿堂體系張宏銘、錢

靖華鑽石，步步高升體系高雨葳、高雨涵鑽石，由南部和中部團隊成員共襄盛

舉，當天匯集三台遊覽車、一百多位夥伴共同參訪，除了捐款儀式也安排了溫

馨互動。當日啟智中心窗口表達了目前急需三部輪椅，他們需要長時間在輪椅

上活動，而輪椅就是他們的腳，因為是特殊輪椅單價較高，所以也欠缺購置輪

椅的費用…。婕斯家人們聽到這樣的需求後，紛紛慷慨解囊，更於探訪活動結

束後不久，即將所需經費募集成功。

欣欣向榮團隊劉靜怡總裁和天主教會會長吳錦河是這次活動的策劃者，他們非

常感謝婕斯家人的熱烈響應，期待未來繼續成就更多美好的事物，造福更多需

要幫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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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守護孩童關懷計劃致力於在全世界的兒童生活中創造積極的影響，其使

命是為世界各地的貧困社區的年輕人創建更美好的明天，同時在衛生、教

育、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農業和食物安全、收入和生計機會等五個重要領

域提供必要的協助，並在 One Heart、One Hope、One Mission 的號召下，

其愛心足跡將遍布全球六大洲。

在婕斯，除了可以創造屬於自己的婕斯生活外，也可透過 Jkids 婕斯守護孩童

關懷計劃跟隨著創辦人的腳步，做全球慈善幫助有需要的人們。

曾經，只能透過電視看到世界上各個國家的介紹，當自己能夠親自踏上那一個

國度，才深刻發現：原來世界真的很大！很多我們無法想像的日子，在那個國

度卻是日常…。

印度，是一個貧富差距非常大的國家，從六星級皇宮的奢華，到連家徒四壁

也說不上的貧民窟生活…。這次的慈善探訪，內心最大的震撼是跟著 Wendy 

& Randy 去探訪一個貧窮的村莊，看到 Wendy 親手拿起牛糞與泥巴和在一

起，為居民們的房子砌牆！在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創辦人夫婦內心的柔軟與善

良，感受到他們想要幫助世界上更多孩童們可以獲得良好的生活與學習環

境，這樣的大愛是我們要追隨的。然而，這樣的感動在我們心裡好久好久…。

非洲大草原，原本只有在 Discovery 頻道才能看到，沒想到此生竟然有機會

能夠透過婕斯的慈善之旅親身經歷！跟著創辦人 Wendy & Randy 以及全球

策略總裁 Scott 夫婦和大中華區總裁的帶領，來到肯亞的偏遠部落進行慈善

探訪。一路上轉了三次飛機，終於抵達探訪村莊，在肯亞沒有電、沒有自來

水，他們能喝的水是一條黃到連洗手都畏懼的河流，人跟動物都是飲用共同

水源，所以他們最大的疾病是瘧疾以及皮膚病，在這裡要解決最基本的生理

需求 - 上廁所，都相當的困難。

看到婕斯在肯亞偏遠部落捐款蓋的學校落成，也在村莊幫他們蓋淨水處

理，能夠親身參與這樣的活動，內心非常的悸動，覺得我們只是盡微薄

之力，而這小小的力量，卻可以匯聚成一股強大的能量並且幫助到地球

另一端這麼偏遠的人們，內心滿滿地感動也更加珍惜現有所擁有的。

珍惜這樣的慈善之旅，且透過親身參與讓我們知道，世界上還有更多需

要幫助的人們，雖然他們的環境不是很好，但是他們很知足並且時刻充

滿希望。已經擁有很多的我們，如果可以透過微薄的力量來幫助他們，

相信，這會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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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ids婕斯守護孩童關懷計劃
肯亞與印度之旅

雙鑽石級總裁 

蔣奇叡

雙鑽石級總裁 

林宗瑤
呂文騫

雙鑽石級總裁 

黃心怡
陳則夫

雙鑽石級總裁 

潘俞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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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事業不僅僅能在台灣發展，也

可以橫跨世界各地，而全世界的婕

斯家人更是不計其數，所以，當婕

斯家人在世界各地分享產品或推廣

事業時，經常會有向他人介紹公司

產品的益處時，產生許多的疑慮或

設限，全因婕斯的營養補充產品為

食品，而非醫療品或藥品。 

分享產品不踩線
正確展業無上限

分享產品不踩線，正確展業無上限」影片

政策

程序

在台灣，所有的營養補充食品均無法以任何治療或誇大的效果作為產品的介紹，亦不得涉及任何器官或暗

示醫療作用，否則將會違反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 及婕斯 << 政策與程序 >> 之相關規定。在此建議所

有婕斯家人得以採用公司所出版或發行的產品介紹之內容，向消費者或經營者進行解說及分享，亦可藉此

多利用公司所提供的經營工具，以確保您的產品說明不會違反政府法令及公司規定。

婕斯產品的優點，不需要用違反法令或公司規定的方式向他人介紹；婕斯公司更在乎婕斯家人得以健康及

合乎規定之方式推廣婕斯，以利我們創造更優質且健全的健康平台！

婕斯法務部門特別在今年為所有婕斯家人製作「分享產品不踩線，正確展業無上限」之影片 ( 下方 QR 

Code)，以較輕鬆及幽默的方式向家人們分享，如何以正確地方式推廣婕斯產品，創造蒸蒸日上的業績！ 



掃描
QR Code下載

「迎向質感人生」
指導手冊



面對後疫情時代

您準備好了嗎 ?

美商婕斯電商巨擘將打造一場創業

高峰會，廣邀想創業的您和想再創

事業高峰的您，【一起聚集】高雄

巨蛋，為您呈獻婕斯指尖經濟，將

帶領所有創業家再登人生高峰！

婕斯超過十年的卓越成功經驗，幅

員已遍佈全球超過 145 個以上國家

和地區，創造了全球最大交互網購

平台，提供了所有創業家展業所需

的資源，讓您能夠立刻輕鬆掌握全

世界；只要您對創業有熱情、有想

法，在婕斯的成功將是必然，快來

一窺美商婕斯創業高峰會，成為下

一波掌握財富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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