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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迴協會 - 方舟教室兒童節參訪 in 台東
在南迴協會誠摯的邀請下，充滿愛與關懷的婕斯家人們踴躍地參加 – 方舟教室「兒童節慶祝
活動」，當日下午特地安排到老人照護中心探訪並捐贈所需營養補充品、也前往除了野生農作
物外還養殖超搶手且限量放山雞的「曙光農場」參觀，以及到活動現場與孩子們歡慶兒童節。
看著孩子們在有限且資源不足的環境下，仍堅持並努力的學習著，純真的眼神滿是對婕斯付出
的感謝！親愛的孩子們，謝謝你們，讓我們看到生命的堅韌、不被環境影響的純真與不怨天尤
人。『簡單，就很滿足』是孩子們給我們的啟示，送愛到方舟，邀您持續關懷後山家人們。

活動剪影



新創知識講座 in 台北、台中、高雄場
被台灣知名雜誌譽為：台灣第一位說故事行銷實戰講師的陳日新，藉由講座與大家分享累績
20多年的實戰經驗，善用『說故事行銷』的實際案例，帶領我們了解感動商機的心法與技法。
讓在場的婕斯家人們知道：分享自己，原來這麼簡單！透過講座除了產生共鳴外，更希望打
造每個人獨一無二且專屬的故事行銷力。

活動剪影

健康講座 in 台北、高雄場
特地邀請靜宜大學化妝品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也是肌膚保養成分專家 – 吳珮瑄執行
長親臨現場，為我們主講婕斯luminesce™系列明星產品。會中除了給予家人們正確的保養
知識，並以自身對美的堅持與專業，提供更有效的見解；將保養視為生活中的一個環節，
並且運用天然防護力守住每一吋的美麗。透過權威角度，讓家人們看見肌因魅力！



活動剪影

台灣總裁學院 in 台中
透過超人氣講師-王東明的魅力演說，為婕斯家人帶來許多決定性的好感表達方式。王東明老
師不僅分享許多簡單明瞭的吸引力技巧，無論在肢體、表情、動作上都深深吸引了在座的所
有家人們；課程中充滿了有趣的互動，熱情高亢又充滿笑聲，讓家人們沉浸在這熱鬧氛圍，
不僅歡樂更受益良多。

GPS新創表揚會 in 台中
首場GPS新創表揚會非常榮幸邀請到「紅面棋王」周俊勳，他以「棋跡」人生為題向家人們
分享了這一路上的波折與心態改變。從七歲開始學棋，現已是精銳國家隊總教練的棋王，秉
著「全力以赴」四字為人生一次又一次開啟不一樣的格局；會中藉由棋王的分享也勉勵婕斯
家人：生命的力道應由自己決定！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 0 1 8年 0 5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05/08 02:00PM~04:00PM 台北夏日彩妝NV體驗會
05/10 02:00PM~04:00PM 高雄夏日彩妝NV體驗會
05/15 07:00PM~09:00PM 台北NDO
05/17        07:00PM~09:00PM 高雄NDO
05/29        02:00PM~04:00PM 台北夏日彩妝NV體驗會
05/31        02:00PM~04:00PM 高雄夏日彩妝NV體驗會

2 0 1 8年 0 5月全球活動搶鮮報

(活動資訊以各地官網公告為主 )

05/04~06 Jeunesse University - New York
05/04            Star Gala - Bangkok
05/05~06 Jeunesse University - Thailand
05/09~13 Japan Lifestyle Rewards Trip - Hawaii
05/16~20 APAC Lifestyle Rewards Trip - Vancouver
05/19~20    Jeunesse University - Kiev
05/19            Jeunesse University - Baltic
05/23            Discover Jeunesse - Florida

2 0 1 8年 0 5月台灣培訓課程資訊

05/12      02:00PM~06:00PM  新晉表揚晚會
05/16      07:30PM~09:30PM  Dr. Chan 健康講座：關節炎
05/21      07:30PM~09:30PM  經銷商Carroll Li美容講座：

回復年輕
05/30      07:30PM~08:30PM  JEUNESSE 產品全攻略系列

ZEN纖享瘦必修班



打造自我的黃金免疫力！

健康專欄

中醫門診很常遇到患者跟醫師說，覺得自己免疫力失調，需要進行身體調理。
「免疫系統失調」表現出的症狀不外乎就是經常感冒、疲勞或者過敏。確實，
免疫系統為人體抵抗外侵的主要武器，具有擔當自然治癒力的角色，為了讓
人體免於感染症，免疫力就非得強壯不可。但是過度強化免疫力也會產生問
題，西醫普遍認為免疫力太強容易導致自體免疫疾病，如：紅斑性狼瘡、類
風濕性關節炎、僵直性脊椎炎、乾燥症、硬皮症、乾癬等，這便是免疫力失
調引起，而這類型的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罹患感冒或過敏。
西醫一般以治標的角度使用免疫抑制劑來看病，所以中醫門診常有很多患者
因為免疫抑制劑造成的不適感前來看診。相較西醫，中醫較常以疏肝調脾胃
的方式來改善機體的免疫功能，中藥經過配伍（註）後會起雙向調節作用，
能調整人體免疫系統至平衡的狀態。
除了以藥物調整外，也建議平日多攝取色彩鮮豔的天然蔬果，其中含有豐富
的植化素，特別像是白藜蘆醇(resveratrol)具有優異的抗氧化及抗發炎的功
能，對於緩解服用免疫抑制劑所帶來的身體不適感是有幫助的。雖然外食不
可避免，但要避免吃加工食品，以及減少油炸物的攝取。主要是其回鍋油含
有過多的自由基會損害人體的免疫功能，所以盡量自行製作想吃的東西是最
有保障的飲食習慣，雖然麻煩，但能減少不健康的外食頻率，對身體也是一
種保護機制；另外，適度的運動以及充足的睡眠也是啟動自癒力不可獲缺的
基本元素喔！
註：【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藥性特點，有選擇地將兩味以上藥
物配合同用。

資料來源: 周宗翰 顧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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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lem 2.眼周細紋
眼周的皮膚是臉部最薄以及最嬌嫩的地方，由於乾燥、頻繁眼部運動等因素，當
缺水或是血液循環不良時，就很容易形成細紋。

青春之漾
告別臭老臉‧年輕10歲新提案，打造地表最強的明亮雙眸

細紋OUT！黯沉OUT！
美人兒注意，實際年齡年輕沒什麼好驕傲，因為人人都會老，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才是王道，除
了臉部的歲月痕跡，顯老的三大要素就是黑眼圈、眼部細紋、眼袋，由此可知眼睛是暴露自己年齡
的最大關鍵，只要眼睛顧好了，立刻讓你視覺上年輕十歲，現在就來看看保養眼部的撇步吧！

顯老三元素

Problem 1. 黑眼圈、黯沉

眼周的黯沉容易給人精神不濟、滄桑的感
覺，除了體質問題，熬夜、眼睛疲勞、衰
老等問題，導致眼部皮膚血管血流速度過
於緩慢形成滯留，組織供氧不足，血管中
代謝廢物積累過多，造成眼部色素沉著。
而現代人喜歡熬夜長時間使用3C產品，使
得黑眼圈不再是老人的專利。

跟惱人黑眼圈說掰掰
★按摩【睛明穴】位於雙目內眥外上方
的凹陷處，按摩此處有減壓以及改善黑
眼圈之功效。

跟惱人細紋說掰掰
★無論是在洗臉或是擦保養品，甚至是按摩時不
要用搓揉的方式，這樣容易拉扯到眼周肌膚，加
劇細紋的生成，記得用點壓的方式做保養。
★使用彩妝遮瑕時，不要將厚厚一層的遮瑕膏塗
上去，那樣反而會讓紋路更明顯，還會顯得眼睛
浮腫，用少量的遮瑕產品分次的輕拍上去，不但
達到遮瑕效果且看起來較自然。
★無論是眼部還是臉部，形成紋路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缺水，因此可以選擇高保濕的產品，但眼部
肌膚較其他地方來的脆弱，一定要慎選溫和不刺
激的成分。



Problem 3. 眼袋
眼袋又被稱作青春的殺手，是否曾經看過20幾歲的少女卻有著大大的眼袋，不說還以為已經是年
逾30且每天為生活操煩的家庭主婦，除了先天因素，形成原因為眼部皮膚因膠原流失而變得鬆弛，
而且眼瞼後的脂肪會逐漸增多及眼輪匝肌減弱使下眼瞼失去支持而下垂。

青春之漾
告別臭老臉‧年輕10歲新提案，打造地表最強的明亮雙眸

跟惱人眼袋說掰掰
不要再把臥蠶當眼袋自欺欺人，當大大的
眼袋形成，其實只能倚靠醫美，這時擦再
多瓶瓶罐罐都沒用，因此「預防」非常重
要，不要以為現在沒有就掉以輕心，等到
形成了就來不及嘍~。
★避免用眼過度，加速眼睛疲勞，不要養
成揉眼睛、瞇眼睛等壞習慣，少吃高鹽分
食物，切忌不當節食減肥，因為營養不良
導致體重倏然下降，脂肪量會改變肌膚彈
性，造成鬆弛形成眼袋。
★若容易水腫形成眼袋，可將眼睛閉起來，
用食指輕輕按壓攢竹穴，也就是眉頭下方
的凹陷處，幫助多餘水分的排出，還能消
除眼睛疲勞。

★按摩【睛明穴】位於雙目內眥外上方的凹陷
處，按摩此處有減壓以及改善黑眼圈之功效。

攢竹穴

擁有明亮雙眸的新關鍵
眼睛顯老的主因就是在於缺水，所以
長效保濕的產品非常重要，並且挑選
能夠緊緻肌膚的產品，不但撫平細紋，
還能使眼睛看起來更明亮不黯沉，眼
睛明亮動人散發光采，人自然看起來
也年輕呦！
Try it！



重要訊息

政策程序

J-News由婕斯環球台灣分公司發行
www.JeunesseGlobal.com

不得重複申請入會
若申請入會者重複遞交不同推薦人之經銷商加入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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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獲得其他經銷商經營權者, 必須先申請終止本身經銷商之經營權並自申請日起滿18個月
後, 始有資格完成此程序, 所有交易行為皆須遞交本公司”販售/轉讓表格”並由本公司進行
最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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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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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使命

產品檢驗報告更新獨立經銷商申請表
與同意書改版說明

https://s3.hicloud.net.tw/announcement/2018-reseve-30116.pdf
https://s3.hicloud.net.tw/promotion/2x2promotionforGC.jpg
https://www.jeunesseglobal.com/zh-TW/blog/________________d14_310318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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