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也是台灣婕斯10周年，因為疫情關係創辦人夫婦Wendy & Randy與全球策略總裁
Scott無法來到現場，但是他們依然掛念著在台灣的婕斯家人們，特別安排了線上見面
會與大家相見。

NO.67

婕斯酷
帶您體驗

婕斯創業
平台

Cool LIVE

疫情後首波大型活動「2020美商婕斯創業高峰會」帶給大家全新的體驗，舞台就像
一個大型的電視機，透過四個頻道—「婕斯NEWS」、「婕斯來了」、「婕斯購時尚」、「愛的
運轉手」，來讓各位創業家們能完整攻略婕斯創業平台的奧義！



十年象徵著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過去的
辛苦耕耘換得現在甜美的果實，婕斯始終
帶領大家走在時代尖端，是一個透過全球
互聯網的電子商務平台，來拓展國際市場
的公司，我們擁有的資源，會讓你突破這個
界限！

成功和致富在婕斯已是必然
選擇婕斯，成就未來

會中播放了聚世代影片，讓我們清楚知道：【聚】是一種力量。人生其實也是一場劇，您
可以透過選擇婕斯平台，凝聚全世界、串連全世界、在全世界發光發熱；透過聚的力量，
把人生的劇本寫的更加精彩。即使全球疫情嚴峻，只要我們堅持做對的事，把正面能量
傳遞出去，並將您與夥伴們的夢想轉換為實際動能，您與團隊夥伴將逐步達成屬於您
和團隊的婕斯高峰。

充滿感恩的慶生活動、總裁們的經驗分享、
榮耀的上聘表揚、重量級電商名人激勵演
講、全場期待的抽獎、經銷商動感表演，還
有最溫暖人心「愛的運轉手」公益捐贈�如
此豐富的內容讓這場創業高峰會圓滿成功。
婕斯生活不僅是要達成自己的夢想，翻轉生
命；當您達到成就時，也能回饋社會，體會
給予的幸福！



婕斯快訊

九月份行事曆

https://s3.hicloud.net.tw/promotion/2020%20/09_Elite%202020%20Promotion/Elite%202020%20Promotion.html
https://s3.hicloud.net.tw/calendar/2020/JEUNESSE%20202009%20calendar.pdf
https://s3.hicloud.net.tw/expo/2020-EXPO11/EXPO11_event%20flow/%E3%80%902020%E5%A9%95%E6%96%AF%E5%85%A8%E7%90%83%E9%A1%98%E6%99%AF%E7%B7%9A%E4%B8%8A%E5%B9%B4%E6%9C%83%E3%80%91%E6%B4%BB%E5%8B%95%E6%B5%81%E7%A8%8B%E5%85%AC%E5%91%8A.html
https://s3.hicloud.net.tw/course/2020_course/MM%C5%ABn/9%E6%9C%88%20%E5%B8%B8%E4%BF%9D%E5%81%A5%E5%BA%B7%20%E5%A9%95%E7%9B%8A%E8%8F%8C%E7%94%A2%E5%93%81%E8%AA%AA%E6%98%8E%E6%9C%83.jpg
https://s3.hicloud.net.tw/expo/2020-EXPO11/EXPO11_ticket%20promotion/EXPO11%20ticket%20promotion.html


**以上各地區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020年09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09/04(五)   17:00PM　營養師Annie健康培訓：
                                            新產品RevitaBLū™(Part1)
09/17(四)   17:00PM　Carroll Li美容培訓：
                                            luminesce™身體護理去角質
09/24(四)   17:00PM　營養師Annie健康培訓：
                                            新產品RevitaBLū™(Part2)
09/30(三)   17:00PM　Carroll Li美容培訓：
                                            新產品RevitaBLū™(Part３)

09/01          JEUNESSE LIVE：EXPO Preview
09/01          Discover JEUNESSE LIVE：Brazil
09/01          Discover JEUNESSE LIVE：Thailand
09/03          JEUNESSE LIVE：Philippines
09/04~05  Discover JEUNESSE LIVE：Philippines
09/05          Discover JEUNESSE LIVE：Indonesia
09/09          JEUNESSE LIVE：Brazil
09/09          Discover JEUNESSE LIVE：Indonesia
09/10~13  EXPO 2020 VISION：Global & LATAM & Barzil
09/11~12  Discover JEUNESSE LIVE：Philippines
09/14          JEUNESSE LIVE：Brazil
09/14          JEUNESSE University LIVE：LATAM
09/16          Discover JEUNESSE LIVE：Thailand
09/16          Discover JEUNESSE LIVE：Indonesia
09/18~19  Discover JEUNESSE LIVE：Philippines
09/21          JEUNESSE LIVE：Brazil
09/21          Discover JEUNESSE LIVE：LATAM
09/24          JEUNESSE LIVE：ZEN ‒ Brazil
09/26~27  EXPO 2020 VISION：Greater China
09/26          Discover JEUNESSE LIVE：Indonesia
09/28          Discover JEUNESSE LIVE：LATAM
09/28          Discover JEUNESSE LIVE：Brazil

2020年09月全球活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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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翡翠
JADE

【珍珠級經銷商】
代表團隊雛型已臻建立，象徵您引爆團隊動能的開端。

珍珠
PEARL

直 屬 總 裁新 上 聘 日 期名 字

許O如
蔡O蕾
鄭O惠
劉O伶
蔡O榆
韓O暖
沈O霖
潘O遠
詹O敏

2020/8/7

2020/8/10

2020/8/20

2020/8/22

2020/8/24

2020/8/28

2020/8/30

2020/8/31

2020/8/31

林書勤

林美琪

林悅秀

黃郁茹

王淑娟

劉碧珠

管紅心

林莉萍 & 陳中威

林美琪

直 屬 總 裁新 上 聘 日 期名 字

李O
陳O賢
陳O昌
陳O華
吳O諮
陳O淑
李O祥
張O乾
熊O淳
陳O婷
江O如

黃郁茹
葉子溱
林悅秀

陳美惠 & 陳尉州
郭金珠
吳宛玲
葉子溱
李安琪
林美琪
劉家蓁

Vivian Chen

2020/8/4

2020/8/4

2020/8/7

2020/8/10

2020/8/10

2020/8/19

2020/8/20

2020/8/25

2020/8/30

2020/8/31

2020/8/31

２０２０
8  月

新上聘名單
新上聘區間  2020/8/1~8/31



台灣夏天氣候高溫炎熱，特別是慢性病族群更
要適時補充水分，以免因溫差而引發心血管疾
病。因為高溫的天氣除了讓人中暑以外，更會誘
發心血管疾病，而三高患者更要特別小心高溫會
造成腦部供血不足。因為身體缺乏水分又大量流
汗，造成血液裡面的血脂、血糖濃度增高而導致
血液粘稠度增加，不僅血流速度減慢，也會致使腦組織的正常供血減少，就會出
現頭暈、記憶力不集中、健忘等現象發生。而腦部供血不足更容易在老年人身上
引發中樞神經退化，出現認知功能、記憶力、思考能力衰退；神經退化的些微變

化由於不見得會有明顯症狀出現，所以
像是手指不自覺地輕微抖動、情緒變化、
偶發性跌倒等，很容易就被輕忽，結果就
會使退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症狀也愈
明顯，等到需用到精密醫學檢查才發現
有明顯變化時，病情已趨於嚴重。

顧問醫師

周 宗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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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炎熱，
小心慢性腦缺血！

健康專欄



所以建議在炎熱的天氣下，必須要補
充足夠的水分來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針對供血不足的情況，中醫會使用通
腦竅，化瘀阻的中藥如丹參、天麻、石
菖浦、荷葉、紅花，另外三七及葛根具
有多種保護血管的功能，能抑制血小
板的聚集，從而有效地防止血液過於
黏稠，讓血液流動更加順暢，阻止了供
血不足的可能。中藥在改善腦部供血
不足所引起的頭暈痛、失智與輕微神
經退化有很好的緩解作用，建議一般
人平時可以多補充富含抗氧化成分的
食物，例如含有薑黃素的咖哩、含有兒
茶素的綠茶、含有綠原酸的咖啡、含有
白藜蘆醇的葡萄皮�，這些抗氧化的
成分有助於保護血管，減輕身體發炎
的症狀。

頭部按摩

推薦您可舒緩頭部不適的

頭部按摩

太陽穴

百會穴
可用雙手指腹全頭按摩，然後加強按
壓百會穴（兩耳往上交會至頭頂處）、
太陽穴（眉尾和眼角之間的凹陷處）、
風池穴（在後頸部兩側，髮際與脊椎外
側筋處），促進頭部血液循環，緩解因
為夏日溫差所造成的頭暈、頭痛。

健康專欄

風池穴

專為您的健康設計
沛泉菁華



青春之漾

自1857年法國微生物學大師巴斯德(Pas-
teur )發現乳酸菌以來，益生菌的特性及
功效研究不斷深入豐富。1995年，國際益
生質之父吉布森(Gibson)將「刺激特定有
益菌群生長、活性的非消化性食物成分」
定義為益生質，益生質的研究開發為增
益腸道有益菌群提供了新路徑。2007年，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投注了1.15億美元通過「人體微生物組計畫」(Hu-
man Microbiome Project)，由四所頂尖研究室合作執行，研究腸道、口腔、皮膚、
鼻腔、生殖道中的共生微生物，希望能識別健康人和病人之間微生物的差異。結
果發現，微生物的某些蛋白質與代謝物，的確和特定疾病相關，這在科學史上是
繼人類基因組計畫之後的另一座里程碑，吸引了科研界和眾人的目光。

國民健康，
從益生菌打底

PROBIOTIC

讓 婕 益 菌 守 護
您全家人的健康



青春之漾

消費者對發酵食物的
關注度不斷提高

腸道菌影響一生健康
其中，這些微生物99%住在腸道中，近年的研究成果顯示，腸道微生物與身體各
項重要機能密切相關。腸道是高效率的消化吸收器官，終其一生，腸道消化了
50~60公噸的食物，轉化成可吸收的小分子營養素，供應我們生命成長所需。腸
道也是人體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因為腸道中同時充滿了各種外來及內生的毒
素，作為身體防衛第一前線，阻擋病菌進入血液。腸道還有「第二個大腦」之稱，
有許多神經密密麻麻深入腸道內
層，因此腸道菌可能也和盛行率極
高的精神疾病，如腸躁症、憂鬱症、
焦慮症、自閉症、慢性疲勞等有關。
腸道菌對我們身體健康的影響程
度，遠超過預期，以至於科學家在震
撼之餘，才會發出大哉問：「到底誰
在當家？」。因此，腸道健康領域衍
生出了巨大的商機，益生菌的異軍
突起，就是最好的例子。

現代生活隨處可見的發酵類產
品，如泡菜、納豆、優酪乳與乳酸
菌飲料，就是由益生菌發酵而成
的。發酵食物不但含有豐富的酵
素和益生菌，能夠提高營養價
值、改善代謝功能、調整腸道環
境，同時擁有更佳的口感與風
味。根據Google Trend顯示，「益
生菌」和「益生質」的搜索量近年
不斷上升，消費者對益生菌的關
注度不斷提高。



青春之漾

功效差異化引領益生菌產品多元發展 
關於益生菌的創新，除了乳製品和腸道健康之外，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出益
生菌對於腸道以外的其他健康益處，例如減重代謝、女性私密處、免疫系統、
運動表現等方面。日本森永乳業的一項研究，益生菌株Bifidobacterium -
breve B-3有助於降低成人的體脂水準，受試者在補充該益生菌12周後，體脂
肪品質和百分比分別降低0.6kg和0.7%。而目前擁有多個臨床驗證的女性專
用益生菌株Lactobacillus rhamnosus GR-1和Lactobacillus reuteri RC-14，證實
可以恢復及維持女性陰道菌叢健康，改善反復發
生型泌尿生殖道感染。美國瑪麗伍德大學研製出
一款針對女性運動員的補鐵產品Regular Girl，主要
原料包括可溶性纖維和益生菌，實驗資料顯示使
用4周後的運動員血清鐵蛋白含量增加了41%，修
復訓練過程中造成的紅血球破壞，有助於增進運
動表現。益生菌除了可以改善飲食的不適、增加腸
胃道的消化與吸收外，延伸的健康效益使得益生
菌產品備受消費者的青睞！

提升運動表現維持女性私密處健康

消化道健康增強免疫系統

減重代謝

益生菌的
健康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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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使命

◎產品聲明

在推廣婕斯公司及其產品時，經銷商須對其所製作的所有廣告或聲明負責。經銷商必須配合公司刪除所有與以下情形相關之陳述
或文章的請求，無論其來源如何。

3.4.1          未授權聲明  婕斯公司經銷商不可直接或間接對婕斯公司產品逕行下列主張：

3.4.1.1      此為非法行為；

3.4.1.2      聲稱獲得政府核准；

3.4.1.3      與婕斯官方公開資料信息不一致；

3.4.1.4      對任何疾病或疼痛之診斷、評估、治療或藥物給予任何建議，以提高產品的使用或銷售。

3.4.2　　 婕斯公司官方信息  婕斯公司可能會不定期修改官方資料，故經銷商在推廣婕斯產品時，須注意只能以當前婕斯公司官
                    方網站中公佈之資料應用於所在國家/地區。

◎不得重複申請入會

若申請入會者重複遞交不同之經銷商加入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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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為本公司之經銷商者，無法經由轉讓程序承接他人之帳號（即使符合等待期規定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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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程序

重要訊息

違反
市場經營規範公告

台 灣 區MoscowMoscow莫 斯 科俄羅斯傳奇
2020獎勵旅遊

再 次 延後出行時間公告

https://www.jeunesseglobal.com/zh-TW/blog/_____________________a77_150720_tw
https://www.jeunesseglobal.com/zh-TW/blog/________________a67_200320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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