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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球願景年會，我們邀請到數十位雙鑽石級總裁

來分享他們在婕斯的成功之道。過去十年來，我們一

起併肩打拼，也在婕斯這條路上一路成長、茁壯，我

們到過無數的國家來開拓市場，幫助人們發揮潛能、

創造無限可能。在相同的價值觀上，為人類做出正面

的貢獻，這都是值得肯定與驕傲的，同時也是邁向下

一個十年的重要基石。

當然，我們也很開心跟婕斯家人分享，為了幫助夥伴

在事業啟動上有更堅實的利器，在 Joffice 及 Jmobile

的功能與運用上都有了更強大的功能，同時在 IG 社群

上所規劃的 jeunesse.global.stars 也有相當多的全球

資訊，讓我們在拓展市場時都能夠事半功倍。

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區域市場，亦規畫出適合當地的

行銷工具與專屬產品，以期在全球佈局中也同時落實

當地發展，這一切的作為，就是要讓婕斯人能夠無後

顧之憂地開展事業。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生命的過程總會有起伏，

面對巨大改變時，更需要我們沉澱下來，好好的思考

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 堅定地專注在目標上，並在正確

的價值觀上採取行動，以學習充實自我、以分享點燃

熱情、以關愛回饋社會。

所以沒有什麼可以阻礙我們，只要我們堅定信念 !

再次祝福所有婕斯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員，我愛你們。 

2020 全球婕斯願景線上年會，來自全球各地婕斯大家庭的成員積極參與，展現出高昂的熱情與學習精神。除了

探詢自己的願景之外，更凝聚團隊共同發揚婕斯願景；這是多麼地令人興奮與感動，我要非常謝謝大家對公司的

信任，並與公司攜手前進，即使是在疫情如此險峻的時刻，我們依然能發揮共好與關愛精神，讓人們因為有婕斯

而更加美好。

與 CVO

有約

EXEC CONNECT



婕斯

事業

全球願景年會 -奧蘭多

創辦人致開幕詞

全球年會驚人成就

65,000 人 線上同時觀看

43,300 筆 線上即時互動

50 位以上 超級菁英講師

20 種語言 同步即時翻譯

全球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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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是婕斯成立的第 11 個周年，然而因著 COVID-19 新冠肺炎的疫情，全世界似乎都靜止了下來，正當各行各業都

忙於重整或轉型，婕斯卻能快速反應與超前部署，並以十年來網絡營銷所打下的基礎，全球事業不但持續發展，也

幫助人們一同面對疫情，擁有健康與事業；更在 9 月婕斯生日之際，以驚人的行動力、整合力與應變力打造了一場

前所未見的全球巡迴線上願景年會。

從奧蘭多主場揭開序幕後，到大中華、北美、歐洲與中東、亞太與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區的接力舉辦，一棒接一棒

的傳承，再次展現婕斯無與倫比的實力、為全球婕斯家人帶來無比的震撼，並凝聚了每一個人的心；讓我們在願景

的道路上繼續前行，同時為人們帶來正面積極的影響與貢獻。耗資 500 萬美元、在奧蘭多 Hot Rock 精心打造的願景

舞台，讓你身歷其境，每位線上嘉賓都在搖滾區，感受為期四天的豐盛饗宴，接下來就讓我們來一趟年會巡禮。

共同創辦人 Wendy Lewis & Randy Ray

2020 年世界局勢的轉變是沒人預料得到的，這也是未曾有過的經驗，這是一

個隨時在改變的世代並考驗著我們，所以我們要學習擁抱改變，並且朝正面

的方向改變 ! 雖然疫情改變了全世界，但婕斯確實可以幫助人們把人生過得

更好。因此創辦人鼓勵婕斯家人要成為一個持續努力、向上攀升的人；而不

是做一個努力一陣子就休息、或容易放棄的人。創辦人也分享了他們的創業

歷程，告訴我們時時要有一顆助人的心，且不論身處什麼樣的環境，都要能

夠樂觀以對，當你能夠快樂的享受每一天，你就能夠一步一步的朝人生夢想

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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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潛能開創願景新局

全球激勵大師 Tony Robbins

托尼‧羅賓斯是一位白手起家、事業成功的億萬富

翁，本來他是一名窮困潦倒的小伙子，然而自從他發

現內心蘊藏著無限的潛能之後，成為一名充滿自信的

成功者，也成為當今最知名的世界級潛能開發專家。

托尼‧羅賓斯在年會整場超過 4 小時的演講，驚人的

魅力、體力與活力震撼了每個人，他鼓勵我們都要有

一個屬於自己的願景，並問問自己「為什麼是這個願

景 ?」當我們能很清晰地勾勒藍圖，自然就能朝目標

前進。婕斯提供了一個讓我們能發揮潛能的機會，將

自己的願景跟婕斯的願景結合，婕斯平台將會激勵著

我們採取大量的行動；也因為我們能夠幫助更多人，

自然就會產生堅定的信念，獲得出人意料的好結果，

同時也幫助我們創造成功的善循環。

飛越 2020

婕斯願景新視界

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Lewis

懷抱著感恩與興奮的心情，Scott 充滿

著活力站上了年會的主舞台，首先他在

大屏幕上與全球婕斯超級粉絲相互問候。這一刻

的呈現是多麼的不容易，不論你身在何處？來自

哪裡？位於哪個時區？都澆不熄我們的熱情 ! 因

為大家都知道，這不單單只是線上大型活動的創舉，更

是連結婕斯每一位家人的重要時刻 ! 也是我們信念與力量

的匯聚 ! 婕斯就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從一個世代將會延

續到另一個世代，婕斯將成為數十億美元的公司，引領

人們擁有健康、並走向富足人生。

Scott 勉勵我們要成為願景的實踐者：

1. 關鍵轉換：適應任何改變、轉換焦點朝目標邁進。

2. 先驅領導：勇於不斷創新、迎向挑戰成為領導者。

3. 堅強韌性：展現堅強韌性、投資未來迎向光明面。

4. 願景心態：跨出舒適圈層、擴大願景夢想向前行。

5. 團隊合作：團隊共同合作、一起攜手參與創高峰。

6. 無比信心：對自己有信心、無所畏懼獲得大成功。

7. 充滿熱情：對一切有熱情、展現積極活力齊回饋。

8. 具體行動：有願景的行動、危機化轉機更上層樓。

因此，當 2009 年建立婕斯這個大家庭時，我們就以服務

他人並幫助人們實現目標為使命，所以請認真用心思考

你的願景，並對自己的願景充滿渴望，把自己的人格培

養好、並與時俱進。婕斯已勾勒出下一個十年的願景，

請跟著我們一起邁開腳步，讓我們的願景擁有無限可能，

活出生命的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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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活動

威廉‧安澤列格 博士
告別老化

威廉博士是婕斯產品研發總監，他強調，

婕斯產品能夠持續成功，關鍵在於以「解決人類老化

的基本指標」作為研發產品的共同基礎，同時發揮各

項產品 1+1>2 的協同作用，讓我們不但看起來年輕、

思想上年輕、並且真正感受年輕。

唐娜‧安塔 博士
重返年輕

安塔博士則分享 Y.E.S. 系統是非常獨特

幫助人們重返年輕的系統，讓我們由內而外、由 外而

內獲得全面的健康與美麗，並建議我們將產品、生活

與飲食融合在一起，活出婕斯質感人生。

納森‧紐曼 博士
賦活肌因

紐曼博士是 luminesceTM 賦活肌因護膚

系列產品的研發者，他認為把對的研發人與對的產品

結合在一起，就能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他希望透過

更好的產品來幫助人們過更好的生活，而這也是婕斯

最棒的理念。

文森‧賈恩博 博士
關鍵能量

賈恩博博士是諾貝爾獎被提名人，也

是全球抗老醫學首先被認證的會員之一。早期他研究

維生素與礦物質對人體的重要性，但他發現，人們需

要更多的營養素來幫助我們隨著生理時鐘，讓身體獲

得最佳的能量。

克里斯‧德拉波 顧問
再生活化

克里斯顧問專長在幹細胞研究，並在

再生醫學和保健領域贏得了全球認可，他強調，有效

活化幹細胞來支援身體各個部位的運作，是促進健康

非常重要的關鍵。

路易斯‧馬丁內斯 博士
機能維護

馬丁內斯博士是預防、再生和抗衰老

醫學的專家，他告訴我們維護組織的機能是非常重要

的，而膠原蛋白是支持身體組織的重要元素且無所不

在，因此要獲得美麗與完善身體功能，要適度的補充

膠原蛋白。

婕斯

事業

YES SYSTEM 圓桌論壇

這是第一次婕斯醫學顧問團隊所有成員聯合在一起，進行線上線下的 “Y.E.S. SYSTEM”圓桌論壇，我們充分

感受到婕斯醫學顧問團隊的強大，他們不但學有專精，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成為佼佼者；更在婕斯大家庭相互

融合與合作，與我們一起邁向婕斯漾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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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事業菁英講座

婕斯鑽石級總裁們深厚的市場發展經驗，為我們提供最完整的成功基石，尤其對剛起步的夥伴，

以下的事業發展五大核心，是啟動婕斯的最佳開端。

專業開發招募技巧  ｜ 鑽石級總裁 Paula Pritchard 

1. 用專家態度招募：找出具企圖心、對現況不滿或希望更好的人去接觸。

2. 招募四步驟：邀約潛在客戶→事業或產品分享→持續追蹤→激勵成交。

3. 事先準備好招募工具與資料：成功關鍵在自己，有自信才有勇氣前行。

正確發展的第一步  ｜ 雙鑽石級總裁 Kathy Robbins 

1. 下定決心問自己為什麼要改變：不是試試看而是要打造一個成功系統。

2. 啟動前 48 小時：成為會員→選擇套裝→進行預購→下載工具→訂目標。

3. 建立成功循環：事業啟動→行動分享→充實學習→組織發展→團隊輔導。

勇敢堅持有效跟進  ｜ 雙鑽石級總裁 Caio Carneiro

1. 跟進時言行一致：展現專業態度，並把下次見面時間預訂好保持連結。

2. 善用跟進工具：產品分享資訊、勵志書等，互加社群以持續追蹤互動。

3. 擁有耐心但動作要快：48 小時內連繫，持續跟進到對方給出最終答案。

婕斯事業科技入門  ｜ 鑽石級總裁 Kathleen Deggelman

1.  Joffice 事業管理後台：全方位掌握線上購物、營運資訊、客戶服務。

2.  Jmobile 營銷整合工具：移動式提供社群開發、事業管理、培訓資源。

3.  ShareJeunesse 產品資訊庫：提供產品影片、形象圖、開發市場首選。

舉辦線上會議訣竅  ｜ 雙鑽石級總裁 Gina Merritt

1. 開始做就對了：以輕鬆愉快的心情進行，設定好主題，把握時間講重點。

2. 打造個人專業形象：事前準備好視頻，直播現場燈光、背景且不受干擾。

3. 持續進行並運用公司行銷資源：錄影回放，以提供夥伴複習與傳遞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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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守護孩童關懷計畫

飲水思源是眾所皆知的道理，一個企業能夠做

到在成功後不忘本，並以一己之力回饋給整個

社會，這是一家公司良善價值的展現。婕斯自

成立以來對於公益慈善不遺餘力，並成立了

JEUNESSE Kids『婕斯守護孩童關懷計畫』，

在全球各地推動社區生活環境改造，積極提供教

育資源，幫助弱勢孩童帶來希望！

年會中我們呈現了 JEUNESSE Kids 的公益回饋

成果，在滿滿的感動中，讓身為婕斯人的我們備

感榮耀與溫馨；因為我們知道，每個人的涓滴付

出就可以匯聚成無限的力量，所以婕斯守護孩童

關懷計劃號召了一群善心人士一起資助和支持，

讓世上有需要協助的兒童擁有了更美好的未來，

當這群孩童在「We are the World」合唱聲中，

傳遞「愛與關懷」的這條路，婕斯將一直走下去。

藍天下的泥巴派 VS. 

JEUNESSE Kids

『Mud Pies to Blue Kies』這本精裝回憶錄是由婕

斯共同創辦人兼全球總裁 Randy 所撰寫，在全球

年會中 Randy 和 Wendy 親自向所有婕斯家人分

享書中的精彩。

Randy 提到了自己從窮困潦倒到富有的生活故事，並附上從未公開的細節和照片，除了紀念他卑微的出身，更為人們

帶來正面的鼓舞。為了能夠幫助更多人，這本書的所有收入將用於資助 JEUNESSE Kids 501(c)(3) 非盈利機構，希望

為出生在惡劣環境中的孩子帶來力量，這是 Randy 出書的使命，也充分傳達了婕斯文化的精神。

婕斯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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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婕斯全球文化

全球事業發展總裁 Dennis Windsor 訪問來自不同區域的總裁，從他們的見證中，我們

知道婕斯可以讓不分種族與區域的人們白手起家成功致富。因為婕斯一開始就建構了全

球化的網絡營銷平台，從多種語言系統、全球配送系統、跨國營運系統、網上支付系統

並搭配最先進的抗老化需求產品，幫助人們獲得最優質的健康與美麗生活，因此婕斯在

全球化的過程中、在不分彼此的凝聚中相互融合，並以利他為出發及社會公益回饋為依

歸，展現出婕斯特有的全球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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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邁向奔馳人生

大家引頸企盼的奔馳汽車抽獎中，年會在進入尾聲，但這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起點 ! 擁有奔馳的

人生是人人所嚮往與追求的，而要在人生的道路上馳騁飛揚，對的選擇將是決定性的關鍵。

11 年來，婕斯已證明是一個可以獲致成功的事業模式，創造了數以萬計的

成功企業家，並幫助千百萬人擁有健康與美麗。婕斯將繼續依循願景前行，

當你敞開心胸毅然投入婕斯，你將會挖掘到無盡寶藏，豐富你的生命內涵，

也將創造你幸福的未來。



大中華區策略行銷部 Mark 總監提出：在婕斯願景價值、

願景使命與願景文化下將激勵我們許下宏願，勇敢朝願

景目標前進，尤其在全球疫情的衝擊下，婕斯為成千上

萬家庭帶來平安與守護，同時因著創辦人的遠見與大

愛，婕斯人可以安身立命並回饋慈善公益，這些都是我

們繼續前進的動力。同時 Mark 總監也指出：「心智模

式決定生命品質」，當前我們雖身處多變的年代，但我

們的所思所想將決定自己的未來，婕斯事業沒有因疫情

停止反而持續發展，只要你積極的分享推廣，將虛實通

路整合，以婕斯願景與個人願景結合，相信在面對任何

的變局與挑戰時，婕斯都可以帶領您一起開創更美好的

未來。

創辦人 Wendy & Randy 與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也在線上

為我們帶來祝福與鼓勵，首先創辦人分享他們創業歷程

與幫助人們擁有健康與財富的初衷，因此在面對變局與

挑戰時，堅定信念與回到原點一直是他們持續努力向前

的動力；創辦人也勉勵我們要專注在目標上，並懷抱感

恩的心，盡一己之力回饋社會。

而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卓越傳承的世

代，2020 就是一個願景的開端，也將一個世代一個世

代的延續下去，今年雖然因為疫情打亂了我們原有的計

畫，但是我們可以扭轉願景與改變現狀，只要我們展現

充分的領導力，以熱情迎向更偉大的夢想與行動，這世

界級的線上巡迴年會活動，將帶給婕斯家人全新的感受

與體驗，因此當我們不受疫情限制並化被動為主動，婕

斯家人就可以運用願景的力量，驅動自己向前來實現個

人與團隊的願景目標。

2020全球願景線上年會

婕斯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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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區願景線上年會緊接著奧蘭多主場之後展開，二天的精彩內容吸引無數婕斯家人在線上參與，首先要感謝

總部的全力動員與大力支持，才能在極短時間完成此一重大任務，現場亦邀請超級粉絲親臨體驗，感受婕斯團隊

的融合與能量，杰特熊也特地從美國專機回台與我們一起同歡，線上線下凝聚一堂，好不熱鬧，更展顯了婕斯人

熱情與攜手前行的企圖心。

大 中 華 區



Egena 雙鑽   

如何以願景來建構數位化的未來發展

透過網路系統的運作，以社群傳遞資訊開拓市場、以通訊軟體聯繫團隊情感、以線上

會議進行招商培訓、以公司雲端工具掌握事業根基，以此出發並願意付出，將公益回

饋與事業成就結合，生命將會更加精彩。

Rager 雙鑽   

如何跨越 2020 和未來成為更有願景的人

要跨越 2020 的挑戰，首先要有 100% 的正面積極態度，同時要配合公司與協助公司，

集眾人的力量才能眾志成城。而成為更有願景的人就是要有感恩與愛心，以利他精神

與忠誠的心，創大格局來成為婕斯代言人。

Stacey 雙鑽  

如何以願景掌握成功致勝心法

婕斯創新的商業模式以一支手機為支點，以互聯網的跨度為角度，讓我們可以把全球

人脈串接，建立起一個世界級的大角度市場，現在正是網絡創業的好時機，以創業家

的願景心態，合作、專注與堅持，成功定然可期。

Haris 雙鑽 

如何以願景開啟婕斯事業

先建立「人生、生活、事業」三個願景，也就是問問自己：「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

我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 我想有什麼樣的事業 ?」，當我們很清楚地確認這三個願景時，

我們的婕斯事業就可以在這三個願景基礎上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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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成功者的經驗是邁向成功的最佳途徑，來自大中華區的 5 位雙鑽石級總裁，

以不同的願景主題，為我們打開邁向巔峰之路。

雙鑽石級總裁 願景分享

Jason 雙鑽   

如何透過願景轉換為行動邁向高峰

當年騎著摩托車從南到北奔波為婕斯事業努力，一路前進只有感恩，所以撰寫出自己

的婕斯故事，就會譜出美好篇章，幫助夥伴找出個人魅力與價值，以團隊為出發，為

夥伴創造出利益，勇於付出行動就能獲得回報。



James 老師以三個面向建議網絡營銷創業家們，可以

選擇的發展方向，包含：

● 電商 – 選擇正確的趨勢！

● 財商 – 優化系統來建構穩定收入！

● 情商 – 格局決定了你的結局！

實現婕斯願景的關鍵密碼：

第一： 順應潮流前進，思考過去的成功模式在新

的潮流下是否還能持續成功。

第二： 每天優化經營事業所需，不論是產品或是

制度說明、協談能力、團隊激勵、訓練系

統…，經過時間的加乘，一定會產生難以

言喻的成果。

第三： 不論是面對挫折，或是選擇用什麼方式來

採取行動，要記住我們擁有選擇權、主導

權、決定權，事業的精彩與格局都由自己

決定。

最後James老師為創業家們，提出一段知名企業家–

馬雲所說的金句與所有婕斯家人共勉：目標大了，

困難就小了，別總盯著眼前的困難不眨眼！

「領導與激勵」就是成為領導人的門把，把握領導

與激勵的關鍵，就是開啟團隊經營的鑰匙，建議可

透過二個面向來開啟團隊成員的心：

●  讓下屬感受到被關心：領導的一些小動作，足以

影響人心。

 在下屬最需要幫忙，或他沒有期待你會幫忙

的時候都伸出援手。

你能真的了解他、你的理念能打動他。

●  關心下屬，領導還要會說故事：能帶給下屬願景

的，一是故事、一是數字。

故事是右腦，強調感性。

數字是左腦，強調理性。

領導不只是一種特質，更是一種能力，是可以透過

學習持續慢慢累積的一種方法。

領導與激勵是一體的，領導需要學會激勵，讓團隊

充滿正向能量。

領導更要用一個新的願景來拉團隊一把，透過闡述

新的願景去打動人心，引領團隊前行。

大師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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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事業

在接連二天精彩絕倫的大中華區 2020 全球願景線上年會中，我們特別邀請到二位管理與談判大師，

以其傑出的成就與專業見解，為我們帶來精闢演說，開啟事業之道、智慧之門。

實現婕斯願景的關鍵密碼 領導與激勵

演講嘉賓：

兩岸管理大師與企業顧問　

陳俊銘 James

演講嘉賓：

國際管理名師與談判專家　

劉必榮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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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位雙鑽石級總裁 Ming Lee、Heping Xu、Cici Weller、Yvonne Yen 分別以不同的願景主題與傑出

的鑽石們進行精彩的圓桌論壇，啟發我們的事業經營思維，也幫助我們堅定信念朝願景目標邁進。

 運用婕斯獎勵旅遊建構有願景的生活方式 !

 建構一個富有願景的團隊 !

 成為具有願景的聰明工作者 !

 統一願景讓團隊在 2020 更加成長 !

Vincent Wong：透過獎勵旅遊計畫設定目標，最重要的是你會藉此找到生命方向 !

Angel Hsiah：婕斯願景生活要結合獎勵旅遊，來提升生活品質、擴張我們的視野 !

Hommy Chang：邀約夥伴一起參與獎勵旅遊，婕斯的 Life Style 會帶給你無限感動 !

Rujia Wu：透過獎勵旅遊完成環遊世界夢想，每次都達標你的人生將會無限精彩 !

Vickie Ngai：下定決心，大量行動，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要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Tiffany Feng：成為有目標的人、增加行動力、放大格局，引領夥伴共同前行！

Mark Chen：建立夢想、找到動力，幫助每一位夥伴描繪一個夢想和藍圖！

Michelle Song：引導夥伴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及使命，以行動力完成目標！

Judy Cheng：設定目標，朝目標前進，做對的事，成長比成功更重要 !

Sunny Chang：要學會借力使力，善用公司資源，就能幫助更多人成功 !

Tony Xu：危中見機，面對困難學會堅持，專注目標才能成就事業 !

Jun She：建立目標願景，擁抱夢想並與時間作朋友，就能縮短成功的時間 !

Selina Chang：透過學習提升自己競爭力，因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

Grace Wu：以身作則，持續學習成長，思維決定出路，格局決定結局 !

Jenny Wang：成功不屬於較快或較強的人，是屬於相信自己且願意堅持到底的人 !

Patrick Tang：把時間放在該專注的事情，以正向感染力，讓團隊一起邁向成功 !

鑽石級總裁 圓桌論壇

此次大中華區年會所呈現出的熱力，從所有與會分享嘉賓的精彩講演到婕斯家人的積極好評回饋，再次的將

我們的心緊密連在一起，疫情可以將我們阻隔在不同地方，但願景依然長存。

誠如 Scott 所說「婕斯已成為一種運動」，我們要建構的不只是生意，更要對人類帶來正面積極的貢獻，我

們總是準備好迎接下一個世代，無論變局如何 ? 婕斯將引領趨勢潮流，創造美滿的幸福未來。



婕斯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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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高峰會邀請到三金星光大道主持人阿 KEN 與楊千霈連袂主持，在他們

風趣活潑的主持風格下，讓高峰會充滿歡樂與知性。高峰會首先由創辦人

Wendy & Randy 以及全球策略總裁 Scott 與我們在線上相見，除了祝賀台灣的

成就，並鼓勵我們繼續努力朝目標前進。

婕斯

事業

面對疫情時代，你準備好了嗎 ?

即使人生過了中場，你依然可以再登高峰 !

適逢婕斯台灣成立十周年，在我們祝賀婕斯生日快樂的同時，婕斯以電商

巨擘之姿首次精心打造的創業高峰會，廣邀想創業及再創夢想高峰的你，

齊聚在高雄巨蛋感受婕斯指尖經濟如何引領創業家造夢、圓夢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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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名人松果購物董座郭家齊先生會中分享他的創業

歷程，並鼓勵我們跳脫框架思考、勇於追夢。

婕斯名人成功有約在綠寶石總裁的分享中，注入創業

家的精神食糧、而婕斯電商創業家分享與婕斯達人

Show 出來，展現出年輕新世代的活力，只要你跟上一

定 High 起來。

當然還有創業表彰，從翡翠到總裁的榮耀時刻，倍感

尊榮；愛的運轉手呈現出創業有愛回饋社會，在方舟

教室愛心捐贈的同時，我們的雙手也同步啟動，讓愛

飛翔！

創業高峰會的高潮還有“婕斯金幣”的抽獎活動，助

創業家一臂之力贏在起點，而鑽石與雙鑽石總裁贊助

的 RIMOWA 高級行李箱、LV 等名牌精品包、勞力士

手錶等樂透獎項，也訴說著創業家奮起而行後，獲致

成功的動人故事，鼓勵著創業家們一起向前。

加標題 !!!!!!!!!!!!!

綠寶石級總裁在婕斯經營的定位上是複製團隊，更肩負著組織與開發團隊的重任，在創業高峰會

中四位傑出綠寶石總裁各自分享他們一步一腳印的奮鬥歷程，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發現四個特質：

1. 相信婕斯並立即採取行動         2. 以創業家精神擔負起權責 

3. 面對挑戰勇往直前找方法         4. 以助人為出發並心懷感恩

當我們時時回到初心，並餵養自己心靈雞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朝目標前進，婕斯成功名人榜一定有你。



婕斯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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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事業

如果你有夢就要 SHOW 出來 ! 如果你想 SHOW 婕斯等你來 !

婕斯達人 SHOW 超水準的創意演出，充分展現出婕斯年輕新世代的青春

與活力，他們把最好的一面呈現在舞台上，將感動獻給全場的婕斯家人。

種子講師創意演出

一開場，昏暗燈光與單調的音樂旋律中，種子講師們

透過單一且疲累的肢體動作，就像是日復一日無趣的

生活，壓得喘不過氣。當輕快地音樂曲風出現，一個

歡樂愉悅的跳轉，舞台燈光灑落在每一位舞者身上，

象徵著每一位婕斯家人，遇見婕斯之後重新啟動年輕、

遇見更好的自己。每一位婕斯家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透過舞蹈演繹每個不同角色遇到婕斯的故事，讓人們

再次想起遇見婕斯前的自己，想起自己的初心。

婕斯新世代 rap 表演

婕斯新青年展現新創意，用全新說唱的表演方式，讓

現場所有婕斯家人眼睛為之一亮！年輕新世代，擁有

數不盡的夢想，每個世代都在尋找自己的新方向，每

一位夥伴都需要各種善意的支持與鼓勵，讓自己振翅

高飛；但創業路途上不是一個人，而是在團隊共同合

作與分享下一起前行，他們希望把所有挖掘到的寶藏

跟世界一起分享，充分反映出一顆年輕創業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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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世代都在追尋屬於自己的可能性，在最能衝且敢

拚的年紀，看見了什麼樣的婕斯讓他們決定用心投入？

透過四位總裁的親身分享，我們一起來了解他們為何

因婕斯而「站出來」。

雙鑽石級總裁陳則夫
原本人生軌跡被傳統所框架，婕斯生活超乎想像成就生命力量！

我的婕斯起點是某天母親請我協助：幫她把婕斯電子

錢包的錢轉出來，作為兒子的我突然繃緊神經，「不

會用電腦的母親在做網路生意？」「在網路上賺錢？」

「她不會被騙吧？」各種問題出現在腦中，我立刻發

揮年輕人在資訊運用上的強項：Google 婕斯。從那時

開始，我越看越心動、越看越堅持，一頭栽進了婕斯：

最火的跨境電商平台！

原先就讀金融管理科系，又已經考上公職的我，放棄

「舒適圈」全心投入婕斯確實讓我遭遇了許多白眼、

不看好、勸退。不過我不想被侷限在一個工作求溫飽，

我決心要跨入這個陌生但充滿希望的未來！

剛開始什麼都不會，跟朋友分享從天安門講到三地門

就是都還沒講到婕斯，與教授、親戚分享被狠狠拒絕

的心酸，真的很痛苦，在母親與老師的引導下，鼓勵

我進入公司培訓系統學習，線上線下的活動課程，在

當兵的那年，只要放假我一定參與團隊聚會，緊跟公

司、領導和團隊活動！

第一次的登台分享，不善表達的我，到台上一片空

白！手拿麥克風，像冬天裡拿著冰棒「皮皮挫」。在

婕斯七年我走遍 15 個國家，市場拓展超過 35 國，會

員近 4 萬人，收入更是上班族同儕的數十倍，成功真

的沒有奇蹟，只有不斷的累積！

婕斯不只適合年輕人，更適合這時代的每一個人，能

邊學、邊玩、邊賺錢，真的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機會！

綠寶石級總裁許琮智
勇於跳脫公職舒適圈，跨入陌生領域但充滿希望的未來！

我原本的夢想是成為會計師，「樸實無華且枯燥」正

是會計生涯的最佳寫照，重複的「公司、住家」二點

一線的生活，相信也是大部分上班族的日常，直到看

著我的母親在婕斯逐步的發展，同樣是選擇自己想要

的工作，卻每天那麼開心和自由，甚至一個月的收入

抵過我會計師一年的收入，驅使我更加想了解婕斯。

婕斯是電子商務平台，因此我從頭開始學習，我學

習講課，但口才不好，所以我真誠用心分享，也跟著

有經驗的夥伴努力學習累積經驗，但是我天性宅，所

以大多都是知識性的內容，搭配上各種社群工具：

LINE、ZOOM、WeChat。就這樣，透過網路串聯，現在

的夥伴已經擴及 40 多個國家。

婕斯改變我的生活方式，讓我認識來自不同地方、產

業、文化的夥伴，也帶領我在世界各地留下足跡，原

本人生軌跡像是被這個社會給框架住了，現在的生活

在幾年前是我根本無法想像的！

尤其是當我到了非洲肯亞參加 JKids 的公益之旅，我

才真正的明白，經營婕斯事業，除了提升生活品質外，

我真的擁有幫助他人的能力。創辦人的愛深深的撼動

了我，我只是一個例子，並不是一個例外，所有婕斯

家人的付出都能為這個事業帶來更多的愛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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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寶石級總裁簡若凱
無論多頂尖的人終究會回到健康產業消費，年輕人更該提早出發、提早累積 !

紅寶石級總裁陳惠子
愛，要有能力、不吝分享機會給渴望成功的人。

最後要跟所有創業家分享的是：婕斯的成就始於分享，全球化的平台提供

所有創業家展業所需的資源，只要你有熱情、有想法，掌握住下一個經濟

先驅，在婕斯，你的成功已是必然！

婕斯

事業

經營婕斯之前，我是一位退休 7 年的家庭主婦，直

到一次偶然的機會，因著三個問題開啟了婕斯事業：

1. 在五年的志工生涯當中，有沒有發現愛要有能力？

2.  在身邊的朋友，有多少人渴望成功，卻一直苦無

機會，有機會幫助他們翻身，你願意嗎？

3.  如果不用囤貨不用銷貨，可以完成上述的 2 件事，

你會願意了解嗎 ?

讓我重新思考未來的定位，如果可以拓展愛的能力，

讓我的佈施更有力量，幫助更多的人，為什麼不試

試呢？當下觸動也開啟了我經營婕斯的一個契機，

在婕斯就是找喜歡的人，做喜歡的事！例如：政府

呼籲要戴口罩勤洗手。於是，我就思考透過聚會活

動，結合 E·VŌK五行精油，製作出精美的精油手工

皂，藉由多元有趣的聚會，把婕斯產品融入生活，

讓經營婕斯事業更有趣。

現在的我不僅擁有時間自由，也擁有了一點小小的

財富，更棒的是，還可以帶著家人一起旅遊唷！

人，一輩子，一雙眼，有機會看盡全世界，我認為

是最幸福的事，婕斯一步步的幫我達成夢想，我現

在都很羨慕自己在婕斯的生活了！

有著護理背景、從事生技業務工作的我，知道當上

班族只能領死薪水，即便知道網路是趨勢，但資金

不足、害怕失敗。常常跟朋友聚在一起，提到想創

業的話題，都只是「晚上想想千條路，早上醒來走

原路」。

原本只是產品愛用者，直到去了婕斯大學，看到顧

問公司老闆、哈佛法學博士、上海鋼鐵大王 ... 都那

麼用心投入經營，如果婕斯跟過去傳、直銷一樣著

重商品買賣，這些在原本行業中的佼佼者怎麼會如

此投入呢？「一定是有我沒看到的！」讓我打開心，

認真看婕斯。

婕斯，把創業需要的研發、物流、資訊等，方方面

面都準備好了，但「抗衰老」真的適合年輕人來經

營嗎？其實非常適合，因為消費就可以創業，消費

就能經營全世界的生意，特別有一句話推動了若凱，

馬雲說：無論各行各業頂尖人才，終究會回到健康

產業消費。所以年輕人更該提早出發、提早累積！

透由社群媒體我能成為「提供價值」的人，免費提

供資訊、價值，在特定的受眾中發揮影響力，分享

婕斯事業就是自然而然。

沒有創業過的年輕人如何在婕斯成為總裁？有一個

方程式影響並鼓勵著我，與大家共勉：「巨大改變 =

微小改變 + 持續 + 行動」，必定能改變人生、豐富

生命，大家一起來吧！



婕斯

人物
推薦人 林憲敏

感謝翁國民大哥和林美琪老師一

路的教導陪同，感謝金玉滿堂的

大家長張宏銘、錢靖華鑽石的大

愛，提供千萬豪宅讓夥伴們學習

做家庭聚會所，更感恩婕斯創辦人創建婕斯全

球創富平台，幫助全球需要幫助的人有改變自

己的機會。特別感謝我可愛的團隊，大家不分

彼此，認識到認知，團隊合作力量大 !

感恩
  的心 

紅寶石級總裁  葉豐益
不必單打獨鬥，跟著婕斯團結力量大
葉豐益的創業經歷可真是台灣經濟的一個歷史縮影，年輕時候相當認真打拼的

他，從事過黃金珠寶批發、房地產投資、開立建設公司，意氣風發，每每一投

資即好幾千萬，賺錢對他而言，只要有做都會大賺。相信努力就有收穫的他，

卻隨著台灣經濟的起落、政府打房，漸漸出現危機，撐了 5 年，人去樓空，一

切歸零。

民國 83 年，曾經生意做很大的葉豐益正式卸下老闆身分，到仲介公司上班，沒

想到公司沒多久也倒閉了，「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機運不好。年輕時候不

計成敗勇敢衝，努力摸索學會當老闆，卻是一場空。」葉豐益說，最後還是親

戚覺得他這樣不是辦法，於是叫他回來老家開窗簾店、一邊做室內設計。這之

間有朋友來分享沛泉，豐益想說顧店都沒吃水果，喝一包白藜蘆醇簡單就能吸

收營養也不錯，他笑說願意當朋友的白老鼠，但他不要加入傳銷，見過大風大

浪的他，早就有很多人找過他做組織，他認為賺不到錢、沒興趣。

直到民國 102 年，隨著時代變遷，窗簾店有加入網路平台的需求，因緣際會進

入了網絡領域，豐益才認真的去了解婕斯的價值體系，發現還真的是不得了，

「個體無法應付大時代的突變，只有跟著強大的公司、公平公開公正的平台，

才不會讓努力白費。」豐益腳踏實地，一邊做窗簾店生意、一邊分享婕斯產品

的好，漸漸的，不但自己賺到錢，也能幫助夥伴賺錢，讓他更加積極紮根。

106 年豐益發生車禍，當下沒怎樣，一陣子後覺得身體不太對勁，到醫

院檢查有小中風現象，住院了 4 個月。在配合醫院治療與復健的同時，

豐益說一點都不無聊，團隊會來看他，他也可以一邊打電話幫助團

隊，一邊喝沛泉保養，電子錢包還是會有錢進來。豐益很感恩身體

逐漸恢復，現在跟著團隊到處遊玩到處分享：「積極不心急，腳踏

實地，自然就有老年年金賺進來，不用靠小孩。」

婕斯就像一艘航空母艦，帶著大家一起勇往直前，即使電腦白癡

都能加入網絡營銷、做全世界的生意，格局之大，是豐益最佩服

婕斯的地方；而不必再單打獨鬥，跟著婕斯做老闆，更讓豐益感

受到生活天天精彩，未來充滿無限可能。

成功不是打敗多少人，

而是你幫助多少人！

成功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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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人物
推薦人 劉淑貞

感謝妹妹淑貞還有霽庭我們的好朋

友，在團隊努力的氛圍下成就了我

的夢想，也感謝婕斯平台成就了我

多年來的心願！讓我健康，美麗，

快樂，所以我會更加努力幫助更多好朋友完成他們

在婕斯的夢想，讓我們一起環遊全世界，搭上這婕

斯財富列車！  

感恩
  的心 

紅寶石級總裁  劉玉梅

人生沒有彩排，

努力成為想做的自己。

重回美麗舞台，婕斯讓生活亮起來
愛漂亮是玉梅的天性，一開始妹妹淑貞為了健康找到沛泉，而玉梅看到的

則是婕斯好幾位總裁的「視覺年齡」都比真實年齡更年輕，讓玉梅像找到

寶貝，立馬成為婕斯產品的愛用者。因此，當妹妹不只想當消費者，想要

啟動婕斯事業，玉梅當然也義無反顧的跟進。

玉梅和妹妹感情深厚，兩人在婚後一起創業開了好幾間連鎖飲料店，十幾

年來姊妹合作無間，這一回，依舊聯手開創婕斯，妹妹活潑外向、主外；

玉梅穩定細心、主內，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玉梅喜歡婕斯產品，也

喜歡婕斯人像家人一樣的相處感覺，這一切，都彌補了飲料店忙碌工作的

疲憊。一路跟著妹妹一步步往前走，卻發現另外一個美麗的天空，因為婕

斯的活動，玉梅又有了上舞台的機會，重新穿上美麗的禮服，這是玉梅當

初沒想到的意外收穫，讓她開心的不得了。

原來玉梅 20 幾歲時是禮服設計師，自己做的晚禮服、或是公司要有模特

兒上台展示，玉梅都表現得非常稱職，但有一天下班騎車回家發生車禍，

嚴重到臉部做了好幾次手術，後遺症是玉梅從此怕黑，也不喜歡外出。「婚

後和妹妹開飲料店，生活作息很規律，早早睡覺，然後備料開店，也沒

有機會參加 PARTY 或什麼正式場合，但進入婕斯後，精彩的活動

很多，竟然有機會重新穿上美美的禮服上台，我真是太驚訝了，

還以為一輩子沒有上台的機會了。玉梅的『美夢』重新被婕斯

點燃，更棒的是，透過婕斯活動和人群的交流，玉梅發現自己

現在已經不怕黑了。

「妹妹很適合做生意，我則是慢慢學、也學會做生意。」玉

梅說自己和妹妹是互補，像她這樣沒有想很多的人，只要真

心誠意和別人分享，大家多半會接受，所以玉梅覺得自己實

在很幸福，跟著妹妹跟著團隊走，不用操心；又有機會去婕

斯大學看到如此壯觀的活動，「現在比較快樂。」這是玉梅

身為婕斯人的感想。更快樂的是，一直都在顧店和顧家的玉

梅，卻因婕斯的獎勵旅遊制度，可以讓父母和孩子出國遊玩，

簡直是太不可思議了。

成功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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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人物
推薦人 余鳳珍

紅寶石級總裁  劉淑貞

勇於開始，

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婕斯滿足了我的人生
家裡從事養殖漁業的淑貞，從小跟著父母學習傳產，婚後和姊姊一起開連

鎖飲料店，人生就是這樣打拼，也沒想過其他賺錢的方法，直到有一天，

她自己走進隔壁那間掛著「白藜蘆醇」旗子的店，從此人生因婕斯而有了

豐富色彩。

淑貞原本覺得身體累、想要補充營養，赫然發現原來隔壁的店門口有一支

「白藜蘆醇」的旗子，好像聽過這是不錯的東西，走進去看看吧 ! 第一次

體驗到婕斯的沛泉，淑貞就愛上了，二話不說加入會員。

進入婕斯後的「發現」，開啟了淑貞的新世界，原來公司有獎勵旅遊制度，

可以跟著公司環遊世界，真是太開心了。以前要顧店，根本沒辦法分身，

但成為婕斯人後，不但全省玩透透，還能玩到香港、澳門、瑞士、澳洲、

杜拜等等，這是以前的她不敢想的夢想，如今竟然垂手可得，而且還可以

帶著家人、好友一起去，真是太不可思議了。婕斯終於釋放了淑貞「愛玩」

的靈魂，她把高中的 8 個死黨找回來，姊妹淘加起來不但力量大，還能回

復到年輕時代常常見面、一起邊玩邊分享婕斯，讓淑貞好滿足。

單純的淑貞沒想過要透過網絡行銷賺很多錢，但只要跟著公司和團隊的規

畫走，就能水到渠成。淑貞意識到個人力量有限，但跟著一家強大的公司

就能開始有夢、跨出以前不敢跨出的步伐。在疫情前，她就跟著團隊到泰

國邊玩邊開發；從沒想過可以做跨國生意的她，一開始還不會用公司的電

子錢包，當她學會開啟電子錢包，看到裡面有公司存進去的錢，心裡超感

動，一方面是努力就有收穫，二方面是婕斯系統與制度的公平公正，讓大

家一心向前，無後顧之憂。

「這次紅寶上聘，好像上了高速公路，電子錢包用不完的感覺。」淑貞笑

說她原先以為自己不是很愛舞台的人，但在婕斯激發了潛能，她發現專業

知識和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國際觀的思維；她從單純的產品感動

到被婕斯創辦人的大愛所感動，婕斯創造了暖心文化，大家就像一家人，

團隊互相幫助，分享共享，如今淑貞也可以幫助團隊的新人，貢獻所學，

這是她最開心的成長歷程。

感謝鳳珍姐和我的家人、好姐妹、

好朋友和上屬網店，因他們的力

挺，成就今天的我。最要感謝的

是我的好麻吉李霽庭，無時無刻

在我身邊鼓勵我，讓我先完成夢想，再來我也

要完成他的夢想，這是我對他的承諾，希望未

來我們一起在婕斯創造財富自由的人生。❤️

感恩
  的心 

成功座右銘

19



藍寶石級 上聘表揚

陳怡安
推薦人：劉淑貞 

你不一定要很厲害才能開

始；你要開始，才能很厲

害 !

劉溫婷
推薦人：黃民和
我要的我一定能，我能的

我一定要；堅持到底，成

就團隊。

陳慧娟
推薦人姓名 : 唐金龍
我始終朝著婕斯的目標前

進，只為了成為更好的自

己。

鍾政勳勲

推薦人：張建中
簡單相信、聽話照做，團

隊合作組織才能壯大。

王黃淑美
推薦人：劉昱伶
感恩婕斯，讓我有機會改

變自己，翻轉人生，未來

能幫助更多人！

陳怡方
推薦人：陳筱瑩
啟動善念、種善的種子 ，

將無限善循環的愛，發揮

到極限。

林秀蓮
推薦人：林美琪
由愛為出發點，讓人生更

精彩，彼此為未來喝采。

劉湘君
推薦人：許洪紅 
相信就能創造奇蹟。

陳 O 芬

蔡 O 男

林 O 如

上聘區間：2020/07/01~2020/10/31

謝 O 能

林 O 成 李 O 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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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芬
推薦人：許秀如
我相信我會在婕斯成功，

我會在婕斯成就自己的夢

想。

宋秀芳  

推薦人：潘美秀
來台 21 年，家庭變故變

成單親，感恩婕斯公司讓

我能朝夢想前進。

林甄羽
推薦人：劉玉梅
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李林彩鑾
推薦人：王敏龍
用盡全力做你想做的事，

成為你想成為的人。

胡淑惠(小寶)
推薦人：蔡 週
勇敢造夢，夢想成真。

林子蓉
推薦人：余鳳珍
堅持不下車，夢想再遠，

都會到達成功的地方。

林美華
推薦人：陳金翎
築夢踏實，努力不邂。

龔 O 霆

上聘區間：2020/07/01~2020/10/31

張 O 月 張 O 文

李 O 靜

黃 O 留

林 O 娜

劉潘秋菊
推薦人：童宥慈
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

步都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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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營養

優化升級

調

基礎結構
(鋼骨、地基、磚塊)

 AM/PM

汙水處理設備
婕益菌

管道系統
沛泉菁華 

優質水泥
娜妍膠原蛋白  

智能管家

飛樂
青春膠囊

補

長

彈

推

 

電信系統
(5G WIFI)

敏動力

清

保全系統

束絲藻
複方沖飲

速

用婕斯績優股打造你的智能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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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營養

優化升級

調

基礎結構
(鋼骨、地基、磚塊)

 AM/PM

汙水處理設備
婕益菌

管道系統
沛泉菁華 

優質水泥
娜妍膠原蛋白  

智能管家

飛樂
青春膠囊

補

長

彈

推

 

電信系統
(5G WIFI)

敏動力

清

保全系統

束絲藻
複方沖飲

速

用婕斯績優股打造你的智能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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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生活

今年大家都深深體會到菌相平衡的重要性，如何做好體內環保，讓身體就是一個好的環境，讓益菌

能做工，然後幫助身體更健康，如此形成一個正循環。因此，選擇對你有益的益生菌和益生元，是

大家都要學會的喔 !

Point 1. 需求性

古老的智慧之書聖經有言：康健的人不用醫生，同

樣的道理，飲食均衡、生活作息正常的人也不需要

保健食品，只是現代社會型態壓力大、菌相失衡已

是常態，幾乎無人能置身事外，幫助調整體質、每

天好菌多多，是男女老少共同的需求。

婕益菌→益生菌的起源始於媽媽，母乳含有 700 種

以上不同的菌。婕益菌 munbioTM 來源為獨家 5 合 1

母乳菌株所組成，每包含有 1000 億以上的菌數，

可改變細菌叢生態。並含有可提供好菌足夠能量的

益生元，以及 88 種蔬果發酵的植化素，幫助調節

生理機能，滿足現代人所需。

邁向 2021，強化防護力是王道 !

婕益菌不只給你好菌，更給好菌好環境

Point 2. 存活性

無論是哪一種營養補充，身體真正吸收到了才算

數，否則，就算再貴、再好的補給也是枉然。因此，

從源頭的萃取技術到包覆技術都是大學問，讓我們

的身體真的「吃」到你想吃的菌數和營養，這樣才

不會浪費。

婕益菌→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認證採用菌種

為天然人類菌種、高定殖菌種，生產過程採用線上

鷹眼技術，密切監控菌種的生長過程及活性狀態；

最後再以微粒三層包覆技術，保存高活性。

婕益菌從現代人生活型態的需求出發，研發高成本和高品管

的營養補充品，隨身攜帶，打開就可以直接吃，方便迅速；

大家在拚事業的同時，婕益菌在肚子裡幫你拚健康。

安全安心
看得見

24



婕益菌
不只好菌這麼簡單

1
每包擁有

1000 億好菌   

高菌數

5
獨家 5 合 1
母乳菌株
高成本

8
特殊發酵 88 種
七彩蔬果酵素   

高營養酸甜優格口味
簡單快速幫助您隨時補充好菌

重量：3 公克 ×30 條 / 盒

食用方式：建議空腹食用，每日一包，直接吞食。

好菌防護金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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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然一新、體力充沛是我們每天醒來所渴望的，

希望一整天充滿能量，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就從 RevitaBLū™ 開始 !

束絲藻｜ 21 世紀人類最佳的保健品

●   含有幸福因子苯乙胺 (PEA)，豐富的成分適合忙碌的

現代人。
●   含有維生素 B群，適合素食者作為營養補充品。

世界衛生組織稱束絲藻為「21 世紀人類最佳的保健

品」。束絲藻 (AFA) 是藍綠藻的一種，源自於俄勒岡

州原始的上克拉瑪湖，有“地球上的第一食物”的美

譽，最富有營養價值的食物之一。

生長於美麗的上克拉瑪湖的束絲藻不僅純淨無污染，

更孕涵了豐富的營養素與生命力，均衡的胺基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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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令科學家相當驚艷。

已存在 30 億年的束絲藻，一直默默在為地球進行著光

合作用，為萬物製造氧氣，展現強大的生命力。

沙棘漿果｜自然界的維生素寶庫

●   含有特殊omega-7脂肪酸，又稱棕櫚油酸
●   富含維生素C，比奇異果高出8倍
●   富含維生素A，比胡蘿蔔多3倍

超級食物新寵兒 ! 原產於青藏高原的沙棘，是一種酸

的橙色漿果，在恐龍時代就已存在，至今已有 1300 多

萬年的歷史，能抗高溫與低溫。沙棘漿果的 SOD 活性

成分非常豐富，含有 400 種以上的營養素。不僅含有

大量的維生素、礦物質、纖維和蛋白質，更特別的是，

沙棘還含有生物類黃酮與香豆素，在中藥大字典裡就

記載了它對健康的多樣幫助。

蘆薈｜永恆的植物

●   含200多種特殊有益成分，維生素、礦物質、胺基酸等

大家都不陌生的蘆薈，生長在熱帶氣候區，蘆薈內層

透明的凝膠有加速傷口復原的成分，民間多運用於燙

傷、灼傷、曬傷等。除了外用，蘆薈中的「蘆薈素」

有刺激腸道蠕動的作用，有些人食用會產生腹瀉；如

果自己不會掌握成分，最好的食用方式是透過生技產

品來獲得。

蘆薈的保健功效已使用了近 6000 年，除了我們熟知的

女性美容功效，其運用相當廣泛；在古埃及，蘆薈被

稱為“永恆的植物”，而瑪雅人在許多草藥中加也入

了蘆薈汁，日本人甚至稱它為「不要醫師的植物」呢 !

超讚

超讚

超讚

婕斯

生活

3大植物營養素
驚奇體驗

超強珍稀 ! 超高純度 ! 超級好喝 ! 

RevitaBLū™ 超前部署



束絲藻

沙棘果

蘆薈 30 包 / 盒 ‧ 食用方法 : 每日 1-2 包

 束絲藻複方 ( 沖飲 )

由神經生理學及幹細胞研究專家所研發

全植物成分，素食者可作為營養補充品。

滋養您的身體，幫助維持健康。

獨立包裝，容易攜帶分享。

超級食物       臨床實証       素食推薦

RevitaBL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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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ITITM 飛樂青春膠囊
讓您神采飛揚、充滿活力

國品字第 B00607 號

國品字第 B00607 號

2020 美商婕斯明星產品 FINITITM

榮獲 SNQ 國家品質標章

FINITITM 婕斯官網



「商德約法」為現今直銷產業界能以持續突破向上

的基礎和根基，而商德約法的原文為 World Code 

of Conduct，又稱世界行為守則，由世界直銷聯盟

(WFDSA) 所制定，直接約束直銷的行為必須合乎商德，

乃是世界直銷聯盟一貫的理念。

商德約法之內容中明確訂立直銷業者及直銷商的遵循

方向，其中包括對消費者的禁止行為，該約法充分維

護直銷人員的權益，在自由企業體制下提倡公平的競

爭，客觀地介紹直銷業的創業機會，除滿足消費者的

需求外，同時也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近期應注意？

現今，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所有直銷人員應於銷售或

推銷商品時能嚴格遵行高倫理標準，切勿以不實廣告

宣稱公司產品可因應新冠肺炎、抵抗病毒感染等醫療

效能之情形，進而誤導消費大眾接收到不實的產品宣

稱，如直銷人員或直銷公司有前述的情形，將會違反

商德約法中 2.1( 禁止行為 )、2.7( 商品聲明、品質保證

及售後服務 ) 及 2.8( 文宣 ) 等規定。

請所有婕斯家人們於推廣事業時必須恪遵商德約法及

政策與程序之相關規定，方能以有效且永續之方式經

營婕斯事業，就讓我們成為商德知識家吧！

 <<2.1 禁止行為 >>

任何直銷公司或其直銷商都不可從事具有誤導性、欺

騙性、錯誤性、不道德或違法的業務或招募行為。會

員公司應確保不得發表任何可能誤導潛在消費者或直

銷商之聲明、保證或推薦。

 <<2.7 商品聲明、品質保證及售後服務 >>

直銷公司與所屬直銷商，針對商品所做出的聲明必須

具有效與可靠的證明，並且絕不可誤導消費者。消費

者對商品所下的訂單必須即時處理與完成。訂單或其

他附件或商品上，應明列品質保證條件、售後服務的

方式及範圍、保證人的姓名住址、買方所享有的保證

期限及補償辦法。

 <<2.8 文宣 >>

促銷文宣、廣告或郵寄信件均不得刊載誇大不實、欺

騙性或誤導性的商品介紹、聲明、描述、照片或插圖，

而應印有公司或直銷商之全名及地址或電話。

* 文中部分內容摘錄自直銷協會 2020 年 5 月 (35 期 ) 電子報

商德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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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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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計劃時間 ( 美東時間 )2020/09/01 凌晨 00:01 至 2021/02/01 早上 06:41 為止

您在迪拜的經歷包括歷史和現代奇觀的融合，所有這些都以美麗的沙漠為背景。

您將入住迪拜頂級酒店，感受極緻與尊榮。

在這個多元而充滿戲劇性的城市中，激動人心的戶外探險，

精緻的餐飲和獨特的購物體驗等待著您。

我們等不及要在迪拜見到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