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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美商婕斯
龐塞德．萊昂是第一個率領歐洲探險隊的西班牙探險家，據說當初他在現今美國佛羅

里達州找到傳說中的青春之泉，使得現代人們對這個充滿活力健康的天堂，更加神往

不已∼

然而，青春之泉只是個留住年輕的象徵。現在，來自不老傳奇佛羅里達州的美商婕斯

環球集團(Jeunesse Global)，將要以劃時代的抗老專利技術席捲全球！

美商婕斯環球集團(Jeunesse Global)採用最先進的電子商務模式，於2009年9月9日

全球同步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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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世界創造積極正面的影響」做為我們的使命，讓每個人在婕斯環球，不僅找回年輕

的自信，更逐步成就自己的事業。

婕斯環球文化

服務熱誠心  家庭凝聚力  目標一致性  誠實重誠信  

學習同分享  耐心與傾聽  團隊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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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德拉波碩士 Christian Drapeau, Msc.

當克里斯完成神經生理學學位後，他的跨世紀幹細胞研究已在再生醫學和保

健領域贏得了全球認可。克里斯‧德拉波是一位幹細胞專家，他以優異的成

績畢業於麥吉爾大學，獲得神經生理學理學士學位和神經生理學理學碩士學

位。他的研究包括植萃成分對大腦的獨特研究，這使他在植物幹細胞研究方

面具有相當的專業，並以發現、研究以及開發植物提取物來提升身體自然再

生潛力而聞名。目前除了擔任婕斯科學顧問之外，也是一位暢銷書作者及營

養補充品科學家及國際講師。

路易斯‧馬丁內斯博士 Luis Martinez, M.D.

預防、再生和抗衰老醫學的專家，以再生、激素和營養技術可以修復和恢復

細胞功能，並提高人類的預期壽命方面的專業知識而聞名。

做為一名婕斯科研顧問，路易斯‧馬丁內斯博士主要在拉丁美洲地區，提供

他的專業知識，協助公司及其尖端產品的發展和推廣。他在波多黎各和美國 

擁有私人診所，亦擔任波多黎各龐塞醫學院的附屬醫師，從事生物醫學顧問、

國際講師和臨床研究員。對於如何補充並支持身體組織的重要元素是他的專

長，他將貢獻所長為我們帶來青春美麗與完善的身體功能。・

文森‧賈恩博博士 Vincent Giampapa, M.D.

諾貝爾獎被提名人，全球抗老醫學首先被認證的會員之一，也是國際公認的

創新者。

文森‧賈恩博博士是美國整形外科委員會認證的外科醫師，也在Rutgers大學

擔任臨床助理教授。現任美商婕斯環球集團的醫療顧問兼發言人，曾經擔任

美國太空總署專任營養顧問，是全球抗老醫學界先驅，也是全球第一獲得抗老

化政府認證的醫生，且為美國抗老醫學會的創辦成員兼首任會長，擁有多項

在細胞傳遞、創新藥物傳輸以及外科儀器設計的專利技術。

唐娜‧安塔博士 Donna Antarr, M.D.

安塔博士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醫學院，在運動科學，精神病學和

身心靈健康都受過專業培訓。安塔醫師致力幫助人們透過自然方式得到健康

和強壯體魄。主修食品科學與營養學以及預防醫學，並取得美國運動醫學

學院運動專業認證。安塔醫師曾擔任市值數十億美元健康和保健公司醫療顧問

委員會的唯一女性顧問，以「身體舒適感受」的概念為基礎，並出版了相關

幹細胞營養研究書籍。她的專業領域涵蓋非常廣泛，包括自然醫學以及有效

恢復身體和精神健康活力的方法。

婕斯最堅強的醫學顧問群，不但學有專精，更是各個領域的翹楚，透過他們的融合與

合作，以婕斯創新的Y.E.S.(Youth Enhancement System)管理系統，做為抗老化產品的

研發理論基礎。從開發研究、成分配比及測試生產，皆受到醫學顧問的支持。每一位

醫學顧問都為婕斯貢獻了獨一無二的背景與知識，並與我們一起邁向年輕漾世代。

醫學顧問
科研專家團隊

納森‧紐曼博士 Nathan Newman, M.D.

賦活肌因護膚系列產品的研發者，是全球知名的皮膚科和美容外科醫師，婕斯

科研團隊顧問之一。

納森‧紐曼博士是全球知名的美容醫學外科醫師，在比佛利山擁有一間國際知名

的美容醫學外科診所，目前擔任美商婕斯環球集團的首席醫療顧問。紐曼博士

藉由成人脂肪組織中幹細胞的自然再生能力，讓臉部和體態達到自然又安全的

豐腴拉提效果，引領另一波整形美容醫學之未來趨勢。他傑出的貢獻也讓婕斯

屢獲國際肯定，成為目前業界成長最快速、同時能改變人生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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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管理系統
運用科技與醫學的先進理論建構出

一套完整的健康管理系統，發展出

一種生活和健康的藝術，可促進

優質生活，以此基礎研發全方位的

防禦系統系列產品，幫助人們由外

而內、由內而外的保護、修護及

提供能量，更可以讓人們擁有源源

不絕的能量，使每一個人擁有最理想

的健康體能和狀態，重返年輕。

重新定義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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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級大軍報到‧防護力大升級

(M)Mūn™ 婕益菌

想要康健就要注意飲食與生活習慣以及壓力的平衡，而消化系統的保健是其中非常重要

的一環，補充益生菌來維持生理機能平衡，已成人人必需的保健之道。(M)Mūn™婕益菌

具有獨特益生菌及益生元配比，還添加88種七彩蔬果酵素，全方位健康配方促進

新陳代謝、改變細菌叢生態及調整體質，幫助健康維持平衡，守護您的健康。

由munbio™5株獨家母乳菌株

組成，每包含1,000 億好菌。

麥芽糊精、菊苣纖維、果寡

糖，提供好菌足夠能量來源。

88種蔬果發酵天然七彩植化素

營養，促進代謝、調整體質。

卓越特色 頂級成分精選成分

‧高定殖： 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認證

天然人類菌種。

‧高成本：獨家5合1母乳菌株。

‧高菌數：每包擁有1,000億好菌。

‧高活性： 採微粒三層包覆技術，有效保存
高活性。

使用方法

‧  每日1包，建議早上空腹食用，

可直接倒入口中食用。

‧ 可以與其他營養補充品一同

   食用，但請與藥物間隔至少

   30分鐘。

經常

外食族群

容易

疲倦的您

想要強化

代謝循環的您

體質虛弱

的您

獨家
益生菌

三種
益生元

植化素
幫助

調節生理時鐘‧開啟360°全時防護

AM™早間活力沖飲 │PM™夜安優眠沖飲

現代人大多工作時間不固定且作息不正常，如何讓身體運作日夜分工卻又能全時防護的

進行營養補充，已成為現代人們最重要的課題。AM™│PM™有別於一般綜合維他命，  

由Dr. Vincent Giampapa文森‧賈恩博博士透由超級電腦，以大數據分析出獨特的成分配比

精準補給，挑選出對人體有幫助的六大基礎營養素組合，完整提供日夜不同的健康需求。

早安！活力充沛加強防護

薑黃、黃耆、瓜拿納、綠茶、

葡萄皮萃取物(含白藜蘆醇)、

山桑果、綠藻、褐藻、蜂王乳、

消化酵素

夜安！深層睡眠啟動修護

 迷迭香、甜菜根、西蘭花、

蘿蔔、蕃茄、羽衣甘藍、金盞花、

墨角藻、蜂王乳、褐藻、益生菌、

消化酵素

卓越特色

‧ 抗老先驅Dr. Vincent Giampapa所研發。

‧ 以超級電腦的大數據分析出身體需求。

‧ 富含維生素、礦物質、胺基酸、乳酸菌、

消化酵素以及天然植萃成分。

‧ 一次滿足身體白天和晚上的營養需求。

使用方法

‧ AMTM每日餐後

約以240c.c.適溫冷水，

沖泡1包。

‧ PMTM每日睡前

約以240c.c.適溫冷水，

沖泡1包。

特別
添加

特別
添加 六大營養

日夜接棒

日/夜機能

補充體力

幫助好眠

 抗老醫學博士
Dr. Vincent 

Giampapa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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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青春之鑰‧青春時光定格

環境污染以及紫外線、生活的壓力，再加上不良的生活習慣，例如熬夜、彩妝、飲食

不均衡，讓青春加速流逝。RESERVE○R 沛泉菁華以獨創的特殊配方，將巴西紫梅、藍莓、

康科特葡萄、甜櫻桃、葡萄籽(含白藜蘆醇)、蘆薈、綠茶、紅石榴…等，組合成一個完美的

配比，透過交互協同作用，讓身體持續保持在最佳狀態！

國品字第A01812號

國品字第A02163號

使用方法

‧每日1~2包隨時補充

思緒最佳狀態‧生活最佳動力

M1ND™ 敏動力

當臉上出現第一條皺紋，我們不想要的「初老」來報到，這時候我們會知道要好好保養

肌膚，但思緒的「初老」卻不容易察覺！儘早補充特殊營養品，讓思緒維持在最佳

狀況。M1ND™敏動力含蠶絲蛋白萃取、茶胺酸、麩胺酸發酵物(含GABA)，幫助思緒

清晰更加靈活，讓身處資訊爆炸時代的我們，生活有品質，做事有效率，事業、學業更能

大躍進！

巴西紫梅
富含必需脂肪酸

藍莓
富含Vit C & E

康科特葡萄
富含葡萄多酚

甜櫻桃萃取
富含鐵質

蘆薈
富含多醣體

葡萄籽萃取
富含白藜蘆醇成分

綠茶萃取
富含兒茶素

紅石榴萃取
富含石榴多酚

好吸收 高效能 適合全家人

食用

純素可食

‧ 各種補充活力的植物素配方，集一包菁華。

‧ 運用懸浮凝膠技術提高吸收率，滴滴菁華。

青春成分卓越特色

使用方法

‧每日1~2包隨時補充

Cera-QTM蠶絲蛋白萃取物
經科學臨床實證，專利蠶絲蛋白萃取物，有

助於潛能發展更優秀。

麩胺酸發酵萃取物(含GABA)
γ-胺基丁酸(簡稱GABA)是一種天然胺基酸，

存在於動物與自然植物蔬果中，能幫助調整

體質、樂活舒暢。

茶胺酸
源自茶葉的胺基酸。

卓越特色 獨家成分

‧專利蠶絲蛋白萃取物，菁英必備。

‧增進學習效能、思緒清晰好對策。

‧舒緩情緒、緩解壓力好幫手。

3C愛用者菁英必備 安定紓解

RESERVE R 沛泉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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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活力泉源‧神采飛揚關鍵

FINITI™ 飛樂青春膠囊

人體的健康如同一雙鞋，不良的行走習慣、經常行走或奔跑，就會造成鞋底耗損，如果

在鞋底加強保護墊以避免耗損，就可延長使用壽命。FINITI™飛樂青春膠囊含有專利黃耆

根萃取物，它是一款針對成人所設計的營養補充品，有效率地提升您的生活品質，也是

您擁有健康與青春的最佳的保護墊。

專利黃耆根萃取物
(專利號碼：US 7,846,904 B2)，助您飛樂青春長

青無限。

輔酶Q10  馬齒莧

褐藻   維生素B6

卓越特色 長青成分

‧調整體質、調節生理機能。

‧滋補強身、增強體力。

‧營養補給、精神旺盛。

‧維持健康、青春美麗。

使用方法

‧每日2 粒

粉紅保養力‧彈力美妍好氣色

naära™ 娜妍膠原蛋白飲

20歲以後，隨著年齡增加，膠原蛋白流失並且變得脆弱易分解，開始出現老化跡象，30

歲以後更是逐年流失1%。即早開始補充naä r a™娜妍膠原蛋白飲，讓您不化妝也美麗！

水解小分子機能胜肽為您補充彈力因子，搭配水果精華及維生素，由內而外容光煥發、

展現年輕。

‧5,000毫克胜肽級小分子膠原蛋白

‧7種維生素&礦物質鋅

‧ 8種超級水果：

柑橘 巴西紫梅

紅石榴 藍莓 

西印度櫻桃 櫻桃

覆盆子 葡萄

卓越特色 美妍成分

‧ 高濃度： 5,000毫克小分子胜肽Pro-Hyp(PO)

以及Hyp-Gly(OG)膠原精華。

‧高吸收：8種水果精華好吸收。

‧高營養：富含多種維生素、礦物質。

‧高水溶性：易沖泡、口感佳。

‧高效率：隨身攜帶、即時補充。

使用方法

‧ 每日1包以200c.c.冷水溶解，即可飲用。

‧ 膠原蛋白類的沖飲不建議與超過40度以上

的飲料一同混合飲用，以免破壞產品成分

活性。

青春升級 純素可用

促進代謝啟動新生 美麗升級

最新科學基礎

國品字第B00607號

國品字第B002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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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氣充電站‧推出青春原動力 掌握ZEN28計劃‧輕鬆打造您的質感人生

RevitaBlū™ 束絲藻複方 ( 沖飲 ) ZEN BODI™ Z纖系列

現代人少了需為食物狩獵的生存勞動，但隨著世界的進步，每個人每天要處理的龐大資

訊以及壓力，讓身體狀態就如同產線全開的工廠，高速的運轉也加速工廠零件的耗

損，如何保持產線的運作順暢，KEEP住青春原力，就需借助外來營養素的補

充。RevitaBlū™束絲藻複方(沖飲)由神經生理學及幹細胞研究專家所研發，將超級食物

運用頂尖生物科技，提取達成黃金比例，讓您贏在超前部署。

邁向人生勝利組，就從每天用ZEN 28促進新陳代謝開始!這是一種生活模式的全新體現，

ZEN BODITM Z纖系列是由美國知名營養師、健身教練與婕斯公司共同研發，幫助您輕鬆

執行PFC平衡燃脂飲食，從營養補給到調節生理機能，讓人們充滿活力，迎向ZEN BODITM 

的質感人生。

使用方法

‧每日飲用1或2包。

‧ 使用250毫升的冷水沖泡，

攪拌至均勻後即刻飲用。

卓越特色

‧3種超強珍稀植物，推出你的青春原力。

‧獨特的清爽口感，滋養你的身體所需。

‧全植物成分，適合素食者的營養補充。

‧獨立包裝，容易攜帶分享。

束絲藻
． 含有豐富的64種全方位營養素

．含有幸福因子苯乙胺(PEA)

．含有成長因子CGF

特定物種的蘆薈
．  含200多種特殊有益成分，維生素、

礦物質、胺基酸…等

沙棘漿果
．含有400種以上營養素

．SOD活性成分非常豐富

．含有特殊Omega-7脂肪酸

．富含維生素A、C

植萃成分

 獨立條狀包裝

容易分享

滋養您的

身體所需 

植物性成分

使用方法

‧ ZEN纖益清錠，餐前30分鐘食用

   1顆，每日可選1-2餐補充。

‧ ZEN纖乳清蛋白素，建議可作餐間

或睡前點心。取1湯匙的量，用

250c.c.冷水沖泡。

‧ Z纖膠囊，食量較大的餐前30-60

分鐘食用，每日2-3次。

‧ Z纖飲，餐前30分鐘飲用，每日2次。

可於運動前或作為日常飲品飲用。

將一包Z纖飲倒進250-300c.c.的冷

水中，搖勻即可。

‧富含優質蛋白質

‧胺基酸的專利配方

‧膳食纖維

‧乳酸菌

‧頂級草本成分

朝鮮薊 綠茶

蒲公英萃取 五味子萃取

杜松子萃取 非洲芒果籽

卓越特色 平衡成分

‧健康美形營養補充品。

‧輕鬆執行窈窕管理計劃。

‧調節生理機能、促進新陳代謝。

‧ 以Y.E.S.系統為基礎由專業營養師及

健身教練共同研發。

具體簡單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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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潔淨‧肌礎保濕 婕斯明星產品‧亮妍美力

luminesce™ 賦活肌因潔顏露 luminesce™ 賦活青春精華露

美麗的肌膚要從清潔開始！做好臉部清潔才能將所有保養品吸收到位。luminesce™賦活

肌因潔顏露為專業皮膚科醫師配方，它不只潔顏、更是頂級保養的一個開端；讓珍貴的

成分從肌底吸收，在完美的基礎護理之後，日復一日呈現您的上相美肌。

青春充滿彈性以及細緻光滑的水煮蛋肌，是所有人追求的目標，全球知名的皮膚科和

美容外科醫師Dr. Nathan Newman納森‧紐曼博士以引領全球的APT-200™多胜肽技術，

研發出具突破性抗老保養的賦活肌因護膚系列產品。luminesce™賦活青春精華露含有高

濃度APT-200™，提供肌膚每日所需養分，進而調理肌底，從根源給您光采緊緻美肌。

珍稀植萃與先進科研的完美結合

．代謝： 水楊酸、甘醇酸等成分，幫助溫和去除

老廢角質。

．淨顏： 含天然淨白成分維他命A、C、E，能直擊

暗沉部位，調理肌膚色澤，淨白亮妍。

．保濕： 庫拉索蘆薈萃取擁有強大的天然保濕力，

洗後不緊繃。

使用方法

‧ 乾的手取1元硬幣大小，加水起

泡或直接均勻塗抹於臉上，雙手

以畫圓方式按摩臉部約1分鐘，

可於角質較厚或易堆積粉刺處加

強按摩，再以清水洗淨。

‧ 若臉部出油明顯或有上彩妝者，

可使同樣步驟再次清潔，以達深

層清潔及卸除彩妝效果。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使用方法

‧ 完成清潔後，使用luminesce™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於眼周或其他

細紋處後，再取適量於指尖，

以向上按摩手法均勻塗抹於臉上

和頸部即可。

適用膚質

‧溫和無刺激適合所有膚質。

Micro-partical-微分子晶球強大修護力

‧激活： APT-200™多胜肽技術可激活肌膚「青春訊息」，

促進膠原蛋白再生，減少細紋、皺紋的出現。

‧導入： 全球先進的核心科技，運用Micro-partical-微分子

晶球將所有活性成分滲入肌膚，能深度提供養分

並幫助肌膚強力修護。

保濕

不緊繃

保濕

不緊繃

溫和

去角質

溫和

去角質

自帶

蘋果光

自帶

蘋果光
毛孔

細緻

毛孔

細緻

緊緻

撫紋

緊緻

撫紋
水潤

彈嫩

水潤

彈嫩

肌源

新生

肌源

新生

青春

肌密

青春

肌密

肌礎美妍

青春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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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防護‧一瓶搞定

luminesce™ 賦活保濕日霜

日間肌膚所面對的狀況特別多，所以保養步驟也繁瑣，為了要避免肌膚老化，首重保濕

和防曬。luminesce™賦活保濕日霜運用諾貝爾化學獎「水通道理論」，透過水通道蛋白

(AQP3)將水分注入肌底，延長肌膚保濕續航力，還有SPF30的保護。無油鎖水配方，

讓肌膚一整天不黏膩無負擔。開啟肌膚全方位防護力，天天保水又透亮！

水通道蛋白(AQP3)驚人的保濕作用

．導水： AquaCellTM透過「水通道理論」，將水分有效

導入肌底增加保濕續航力。

．活水： APT-200™多胜肽技術激活代謝，喚醒活力。

．鎖水： 添加深海紅藻萃取物，在肌膚的表層啟動鎖水

屏障，保持水潤。

．防護： 藍綠藻成分幫助阻抗紫外線攻擊。

使用方法

． 日間臉部保養最後一道保養程序；

取適量以指尖往上打圈方式均勻按

摩臉部與頸部肌膚。

． 若皮膚較為乾燥的人，建議以輕拍

方式塗抹於臉上。

． 亦可使用於身體防曬，戶外活動時

間長則建議每30分鐘可補充一次。

適用膚質

‧ 無油鎖水配方、清爽不油膩，適

用所有膚質。

All In One一次改善肌膚五大問題

luminesce™ 賦活肌因修護霜

再怎麼忙碌都不要忘了給肌膚最好的養分，遠離老化；All In One的luminesce™賦活肌因

修護霜不但能一次解決諸多問題，也為你擺脫時間束縛。針對肌膚細紋、粗糙、乾燥、

暗沉及老化問題所設計，搭配突破性抗老菁華，質地輕爽好吸收，也可作為晚安凍膜或

日間加強修護使用。 

使用方法

‧  夜間臉部保養最後一道保養程序；

乾性肌膚亦可日間加強使用，或冬

天天氣乾冷時也可以在luminesce™

賦活保濕日霜前再使用加強潤澤。

‧ 請使用刮棒或指尖取適量塗抹於肌

膚上，以指尖往上打圈方式均勻按

摩臉部與頸部肌膚。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突破性抗老菁華結合APT-200™多胜肽技術

‧賦活菁華： 天然蕈菇萃取、稀有珍貴植物精華-麥硫因，

                 頂級抗老成分能防止老化，使肌膚年輕健康。

‧煥采菁華： 天然桂花萃取，緩解肌膚壓力，煥發自然光采。

‧保濕菁華： AquaCell™植萃成分強化肌膚補水保濕力。

一瓶

多效

一瓶

多效

清爽

不膩

清爽

不膩

超能

防護

超能

防護

深層

潤澤

深層

潤澤

舒緩肌膚

整日疲勞

舒緩肌膚

整日疲勞

卓越抗老

科技配方

卓越抗老

科技配方

提昇肌膚

深層代謝力

提昇肌膚

深層代謝力

1. 眼部拉提至

太陽穴 

3. 按摩法令紋處，

並向上拉提

2. 舒緩額部肌膚 4. 頸部按摩

保養密技：

肌能活水 全面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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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esce™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肌膚要想透亮淨白，除了做足防曬遠離紫外線，還要肅清肌底的暗沉，不當小花貓。 

luminesce™賦活肌因煥妍精粹擁有先進APT-200™多胜肽科技，並以具有「植物燕窩」

之稱的養顏聖品-雪耳為基底，搭配美容級淨白成分，均勻膚色，從肌底自然新生、

煥妍亮白。

使用方法

‧ 可於早上使用luminesce™賦活保濕

日霜前，或是夜晚使用luminesce™

賦活肌因修護霜前，取適量於指

尖，均勻塗抹於臉部肌膚。

‧ 配合按摩手法幫助鑽白因子釋放美

白精華，加速吸收。

‧ 可在暗沉、斑點處局部加強用量及

按摩。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天然滋養成分‧呵護全身完美綺肌 APT-200™肌源掃黑‧由內煥發勻淨透亮

luminesce™ 賦活肌因美體霜

就是想要身體的每一寸肌膚都光滑無瑕，就連手肘、膝蓋、腳踝也要好好保養，就讓

APT-200™多胜肽技術和「水通道理論」來為您效力。luminesce™賦活肌因美體霜不僅

富含AquaCell™天然保濕因子，還添加多種天然植萃成分，由橄欖萃取高純度的角鯊烷

親膚質地發揮高效保濕，為乾燥肌注入活水。 

分子滲透技術讓全身煥發光采

‧抗老：APT-200™多胜肽科技。

‧保濕： AquaCell™、西伯利亞牛蒡根萃取、小黃瓜。

‧亮白： 維生素配方與天然熱帶水果萃取SOD酵素。

‧緊緻：輔酶Q10。

‧滋潤：角鯊烷。

使用方法

‧ 洗完澡後擦乾身體，取適

量均勻塗抹於身體肌膚。

‧ 也可當做護手霜或美頸霜

使用。

‧ 建議可特別加強手肘、膝

蓋等，易粗糙乾燥部位。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緊緻

彈力

長效

潤澤

水嫩

亮白

緊緻

彈力

長效

潤澤

水嫩

亮白

白皙

無瑕

安定

肌膚

水潤

透亮

擊退

暗沉

白皙

無瑕

安定

肌膚

水潤

透亮

擊退

暗沉

清爽潤澤

四階段從肌源掃黑

‧賦活：APT-200™多胜肽科技從肌源找回青春活力。

‧抑制：傳明酸、菸鹼胺為您擊退黑色素。

‧驅黑：內酯型葡萄糖酸、維生素C醣甘還您白皙美肌。

‧修護：雪耳、歐蓍草萃取物給您健康好氣色。

祛黑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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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導水防護科技為您戴上隱形防護罩

luminesce™ 賦活超涵水肌淨面膜

廢氣、工業濃煙、二手菸、空調及臭氧產生的污染物，讓我們進入了空品黑暗期，容易

使肌膚降低防護功能，並提早失去原有的活力與光澤。luminesce™賦活超涵水肌淨面膜

採用天然椰子生物纖維製成之奈導膜，獨家超導水防護科技，快速導入天然乳油木果及

七草金質珍貴植萃草本配方，24小時長效保水，形成透明防護罩，幫助肌膚抵抗環境的

傷害，讓肌膚從底層透出年輕光采。

使用方法

‧ 建議在使用luminesce™賦活肌因潔顏露

清潔臉部後，取出面膜並展開。

‧ 將上層網狀膜撕除並將生物纖維膜(此為

凝膠光滑那面)敷在臉部。

‧ 再將不織布移除。（注意：纖維網狀膜

能讓面膜較易定位於臉部，待面膜服貼

於臉部時再移除即可。）

‧ 靜敷約20分鐘後取下面膜，即可達最佳

使用效果。

‧ 將留在臉部的精華液，以指腹輕輕按摩

幫助吸收。

適用膚質

‧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重啟肌膚三大代謝能量

‧防禦：超導水防護科技。 

‧淨化： 七草金質珍貴植萃草本配方(光果甘草根、積雪草、

洋甘菊、茶葉、虎杖根、迷迭香葉、黃芩根)。

‧修復：APT-200™多胜肽科技。

喝飽水的神奇水面膜

luminesce™ 賦活肌因水面膜

想要使用泥狀面膜來緊緻毛孔，卻總擔心敷完後反而讓肌膚太緊繃?別擔心，APT-200™

突破性的技術來解救你了。luminesce™賦活肌因水面膜是款結合菊苣根和刺雲豆膠萃取

物的抗老面膜，快速提供肌膚水份，並有效鎖住水分，調理紋路、拉提緊緻，肌膚由內

而外恢復青春。

使用方法

‧ 於luminesce™賦活肌因潔顏露清

潔臉部後使用，擦乾水分，從臉

到脖子均勻敷上一層，建議約0.1

公分厚度。

‧ 待全乾後，撕除面膜，再用溫水

清洗臉部。

‧ 擦 乾 臉 部 ， 再 開 始 後 續 保 養 步

驟。建議每週可使用1-2次。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穩定

膚況

穩定

膚況

長效

防護

長效

防護

超導

潤澤

超導

潤澤

舒緩

壓力

舒緩

壓力

嫩嫩

潤潤 養養

提提
多種植萃的神奇水面膜

‧抗老：APT-200™多胜肽科技。

‧導入：菊苣根中的多醣體與刺雲豆膠。

‧亮妍：複合維生素。

‧保濕：黃瓜萃取物。

煥妍緊緻 隱形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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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肽定位技術‧定住神采美眸

luminesce™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

眼周是最細膩、最脆弱的肌膚，也是最容易洩漏年齡的部位。全球知名的皮膚科和美容

外科醫師Dr. Nathan Newman納森‧紐曼博士以引領全球的APT-200™多胜肽技術，為您

啟動肌底原生力。luminesce™賦活肌因晶萃眼膠結合胜肽與長效保濕成分，定位撫紋，

有效調理肌膚紋路，舒緩眼周問題。

獨特核心技術導入眼周保養最佳成分

‧抗老：APT-200™多胜肽科技。

‧明亮：多醣及維他命 K1。

‧緊緻：四胜肽(palmitoyl tetrapeptide-7)。

‧撫紋：六胜肽(acetyl hexapeptide-8)。

使用方法

‧ 可每日早晚各使用一次，建議

在luminesce™賦活肌因潔顏露

清潔臉部後使用。

‧ 按壓眼膠瓶身擠出約米粒大的

眼膠至刷頭，由內往外、向上

輕刷眼周肌膚。

‧靜待3~4分鐘即可達最佳效果。

適用膚質

‧各類型膚質均適用。

撫平

細紋

撫平

細紋

晶亮

光澤

晶亮

光澤

改善

暗沉

改善

暗沉

緊緻

保濕

緊緻

保濕

撫紋有感

基礎
營養

肌膚
防護

精油
香氛

優化
升級

體質
調整

E·V Ō K

婕斯完整產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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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Vincent Giampapa 針對日間機能，以

天然植萃成分，幫助點燃活力，讓您擁

有充足體力以及足夠的防護力以對抗環

境及工作壓力，用健康開啟每一天。

主要成分： 薑黃、黃耆、瓜拿納、綠茶、葡萄

皮萃取物(含白藜蘆醇)、山桑果、

綠藻、褐藻、蜂王乳、消化酵素。

Dr. Vincent Giampapa 針對夜間機能，以

天然植萃成分，幫助提升睡眠品質，讓

身體能夠充分休息。

主要成分： 迷迭香、甜菜根、西蘭花、蘿蔔、

蕃茄、羽衣甘藍、金盞花、墨角

藻、蜂王乳、褐藻、消化酵素、

益生菌。

重量：7.5公克×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1,824元

重量：7.8公克×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1,824元

A M™  早間活力沖飲

P M™  夜安優眠沖飲 RevitaBlū™ 束絲藻複方 (沖飲)

由生理學及幹細胞研究先驅所研發，束絲

藻、沙棘漿果和蘆薈與椰子水粉的植物混

合飲料能夠滋養和支援您身體的系統。

主要成分： 束絲藻、沙棘漿果、蘆薈、燕麥麩  

(含β-葡聚糖) 。

重量：4.2公克×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3,040元

F I N I T I ™  飛樂青春膠囊

容量：60粒×2瓶/盒 建議零售價：NT$6,784元

專利黃耆根萃取物，幫助補充精、氣、

神，輕鬆留住青春，並榮獲SNQ國家品質

標章肯定。

主要成分： 黃耆根萃取物、昆布、馬齒莧萃取

物、輔酵素Q10。

容量：30毫升×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3,040元

M1 N D ™  敏動力

容量：30毫升×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3,040元

專利蠶絲蛋白萃取物，提供您優質營養，

讓思緒更靈光，並榮獲SNQ國家品質標章

肯定。

主要成分： 蠶絲蛋白萃取物、麩胺酸發酵物(含

GABA)。

5,000毫克的TruMarine™膠原蛋白，每日

1包即可讓您由內而外的散發美麗，並榮獲

SNQ國家品質標章肯定。

主要成分：  膠原蛋白胜肽(魚)、莓果萃取物、

維生素C、生物素。

naär a™  娜妍膠原蛋白飲

重量：9.8公克×15包/盒 建議零售價：NT$1,216元

(M)Mūn™  婕益菌
挑戰業界最高規格1,000億菌數，含有

munbio™ 5株母乳益生菌，以及添加88種

蔬果酵素，每日1包守護您全家人的健康。

主要成分： munbio™乳酸菌、88種蔬果酵素、

菊苣纖維、果寡糖。

重量：3公克×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1,600元

沛泉菁華是一款適合現代人的水果營養凝

膠，不僅蘊含優質成分，懸浮凝膠技術更

是提升產品吸收率，並獲得SNQ國家品質

標章肯定。

主要成分： 巴西紫莓、藍莓、康科特葡萄、甜

櫻桃、蘆薈、葡萄籽(含白藜蘆醇)

、綠茶、紅石榴。

。

R E S E R V E R 沛泉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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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纖膠囊含有綠茶與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讓您從體內調節生理機能開始，啟動窈窕

機制。

容量：120粒/瓶 建議零售價：NT$1,536元

ZEN SHAPE™  Z纖膠囊

ZEN纖益清錠專屬成分中含有朝鮮薊、全方

位植物酵素、蒲公英萃取物、五味子萃取物

以及杜松子萃取物，草本成分，幫助調整體

質，促進新陳代謝。

容量：14粒/瓶 建議零售價：NT$704元

ZEN PRIME™ ZEN纖益清錠

(香草/巧克力口味)

ZEN纖乳清蛋白素結合獨家緩釋型TruCELLE™膠

束酪蛋白以及乳清蛋白，超優質蛋白質成分幫助

你輕鬆執行PFC平衡飲食計劃，達到理想目標，

每份產品含有21公克優質蛋白質，5公克膳食纖

維以及5種乳酸菌，是ZEN 28最佳營養補充品。

重量：1159.2公克/袋(香草)；1248.8公克/袋(巧克力)

建議零售價：NT$2,544元

ZEN FUZE™  ZEN纖乳清蛋白素

(西瓜/水果口味)

Z纖飲含有豐富胺基酸，促進新陳代謝，幫

助睡眠，讓您持續窈窕不費力。

容量：30包/盒 建議零售價：NT$1,440元

ZEN FIT™ Z纖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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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nesce™ 賦活肌因系列

啟動肌底原生力，撫平並強化眼

周最細膩且脆弱的肌膚，胜肽定

位技術有效調理肌膚紋路，舒緩

眼周問題。

主要成分：APT-200TM、松茸萃取、

維生素K1、雙胜肽、四胜肽、六胜肽

容量：10毫升

建議零售價：NT$1,920元

先進APT-200TM多胜肽科技，

啟動美白肌因關鍵，從肌底

自然新生煥白!

主要成分：APT -200 TM、傳明

酸、菸鹼胺、內酯型葡萄糖酸、

維生素C醣甘、雪耳、歐蓍草萃

取物

容量：30毫升

建議零售價：NT$3,200元

容量：30毫升 建議零售價：NT$2,528元

核心傳導系統，針對肌膚細紋、粗糙、

乾燥、暗沉及老化問題所設計，質地輕

爽好吸收，可作為晚安凍膜或日間加強

修護使用。

主要成分：APT-200TM、麥硫因、桂花萃取、

肌肽、AquaCe l l TM

賦活肌因修護霜
advanced night repair 

高濃度青春因子，精準

賦活肌因活力，全方位

抗老修護，讓肌膚年輕

看得見。

主要成分：APT-200TM

容量：15毫升

建議零售價：NT$3,040元

賦活保濕日霜
daily moisturizing complex SPF30
結合諾貝爾化學獎「水通

道理論」透過水通道蛋白

( A Q P 3 ) ， 將 水 分 注 入 肌

底，SPF30無油鎖水配方，

預防環境因素造成提早老化

並感受水潤光澤更加年輕。

主要成分：藍綠藻及紅藻萃取物

APT-200TM、AquaCe l l TM

容量：30毫升

 建議零售價：NT$1,824元

賦活肌因潔顏露
youth restoring cleanser

賦活肌因晶萃眼膠
eye firming gel

賦活青春精華露
cellular rejuvenation serum 

賦活肌因煥妍精粹
flawless skin brightener 

專業皮膚科醫師配方，為肌

膚做好頂級保養前的基礎護

理工作，為後續的保養步驟

打好完美基礎，清爽不緊繃

的清爽感受，獲得多數體驗

者一致肯定！

主要成分：水楊酸、甘醇酸、

庫拉索蘆薈萃取

容量：90毫升

建議零售價：NT$1,184元

賦活肌因美體霜
essential body renewal 
橄欖萃取角鯊烷親膚質地，

結合水通道理論，不僅富含

AquaCellTM天然保濕因子，還

添加多種天然植萃成分，為

乾燥肌提供溫和長效潤澤。 

主要成分：APT-200TM、SOD、 

AquaCel l TM、牛蒡根、西番蓮

果、接骨木、輔酶Q10
容量：118毫升

容量：150毫升

賦活肌因水面膜
ultimate lifting masque 
一款結合菊苣根和刺雲豆膠萃

取物的抗衰老面膜，能有效鎖

住水分，並且拉提緊緻肌膚，

使肌膚由內而外恢復青春。 

主要成分：APT-200TM、菊苣根、

刺雲豆膠、維生素E、維生素A

建議零售價：NT$1,920元

建議零售價：NT$1,536元

賦活超涵水肌淨面膜
hydrashield mask 
天然乳油木果及七草金質珍貴

植萃草本精華，超導水防護技

術，幫助肌膚抵抗環境傷害，

舒緩並滋潤疲憊的肌膚。

主要成分：APT-200TM、積雪草、

蜀葵花、茶葉、虎杖根、光果甘

草根、迷迭香葉、黃芩根、乳油

木果

重 量 ： 2 5 公 克 × 5 片 

建議零售價：NT$2,1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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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15毫升×5瓶 建議零售價：NT$5 ,760元

E · V Ō K複方精油，精選地球上珍貴成分，運用並發揮Y.E.S.管理系統，並讓婕斯

Y.E.S.管理系統更加協調和加強效果。我們使用特殊的萃取工法，讓E · V Ō K在最

適當的時刻萃取植物精華，以確保精油擁有最佳的效用。

‧防禦複方精油：藍膠尤加利、迷迭香、薄荷、天竺葵、小豆蔻

‧平衡複方精油： 甜橙、佛手柑、依蘭依蘭、香根草、鼠尾草、醒目薰衣草、羅馬洋甘菊、檸檬

‧優化複方精油： 真正薰衣草、醒目薰衣草、桂皮、洋茴香、西印度檀香、錫蘭肉桂、沒藥、檀香

‧清晰複方精油：檸檬、羅勒、乳香、綠薄荷

‧能量複方精油：甜橙、藍膠尤加利、迷迭香、柑橘

喚醒香氛力量

NVTM 光漾妝前噴霧
NV Primer 
保濕妝前噴霧，簡單輕鬆就

能在短時間為彩妝打底，讓

妝容更顯色並且服貼持久。

主要成分：APT-200TM、蘆薈、

維生素A、維生素E 

容量：118毫升

建議零售價：NT$992元

NVTM 光漾無瑕粉底噴霧
NV BB Perfecting Mist Foundation 
專業噴霧底妝，簡單輕鬆就

能在短時間打造專業的完美

妝感，就像開了美肌模式一

樣令人驚豔，四款亞洲選色

更適合您的需求。

主要成分：APT-200TM、蘆薈、

維生素A、維生素E

  

容量：10毫升×3入

建議零售價：NT$3,296元

RVL™ 健髮護髮素
婕斯獨家HPT-6TM配方結合珍

貴植物幹細胞成分，輕鬆潤澤

髮絲，使秀髮柔順閃耀，不需

水洗，早晚皆可使用。

主 要 成 分 ： 亞 麻 籽 、 黑 小 茴

香、荷荷巴種籽、小合歡、洛

神花、咖哩葉、聖羅勒、余甘子

RVL™ 健髮精華液
婕斯獨家HPT-6TM

 配方結合珍

貴植物幹細胞成分，滋養髮

根，使秀髮豐盈更有活力，

找回頭皮生命力。

主要成分：亞麻籽、小合歡、

洛神花、苦楝葉、咖哩葉、黑

小茴香、聖羅勒、余甘子

NVTM 光漾亮妍噴霧
NV Shimmer 
細緻珍珠光感噴霧，幫助修

容打亮，或者營造水光妝

感，滿足不同妝感需求。

主要成分：APT-200TM、蘆薈、

維生素A、維生素E

 

容量：237毫升

建議零售價：NT$992元

RVL™ 健髮洗髮露
草本植萃成分，不含矽靈，

為頭皮深度清潔，使髮絲再

現健康柔韌。

主要成分：亞麻籽、小合歡、

葫蘆巴種籽

重量：42.5公克 重量：42.5公克 重量：42.5公克

建議零售價：NT$1,472元 建議零售價：NT$1,472元 建議零售價：NT$1,472元

NV™ 光漾無瑕噴霧粉底系列

RVL™ 健髮系列

E·VŌ K 精油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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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美商婕斯環球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w w w. J e u n e s s e G l o b a l . c o m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70號16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