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和致富在婕斯已是必然
選擇婕斯，成就未來

2019 年即將進入尾聲，經過這一年，相信每位婕斯家人不論在健康促進，或
是積極的透過 ZEN28 調整自我，再加上 E·VŌK 的香氛體驗，生活上必定充滿熱
情與活力。除此之外在婕斯事業的發展上，也一定是樂於分享並朝著自己的目標
邁進，為迎接下一個階段而努力。
回顧 2019 讓我們沉澱深思，您是否曾獲得他人的協助進而成就自己？是否曾在
自己行有餘力的時候也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這些過程中也許充滿了歡笑與淚
水、包容和體諒，相信這些都是屬於我們美好的回憶。

因為有支持你的家人，所以你可以放心衝刺事業，安心翱翔。
因為有支持你的團隊，所以你可以認真耕耘事業，拓展商機。
因為有支持你的公司，所以你可以達成人生夢想，築夢踏實。
最重要的還有你自己，因為你的相信與堅持，成就完整人生。

2019年感恩有您，在這充滿感恩與祝福的節日，伸出你的雙手展開雙臂，給身在
你左右的家人們一個深深的擁抱，讓我們一起攜手邁向 2020，緊緊相依、攜手並
進，創造屬於我們的人生巔峰！

緊緊相依、感恩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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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爆動能成長營 
 in 高雄

活動剪影



婕斯名人講堂 
 in 台北、高雄

活動剪影



E·VŌK精油講座 
 in 台北、高雄

活動剪影



Z明星爭霸賽成果發表
暨檢測體驗會
 in 台北、高雄

活動剪影



2019 經典英倫
獎勵計劃之旅

活動剪影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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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身體最

的負擔

看不見的

為什麼到了秋冬就特別容易發胖？

現代人壓力大缺乏運動、飲食失調以致出現身體

陰陽失調，代謝失衡的情況，加上中西節慶都集中

在秋冬兩季，密集的聚餐和豐富的菜餚容易令體

脂肪直線上升。但是與皮下脂肪不同的是，內臟脂

肪的存在並不與身形成正比。

纖瘦而缺少運動的人，內臟脂肪可能高於正常水

準，卻因為難以被發現而常被忽視。內臟脂肪不僅

僅是儲存多餘的能量，還會產生賀爾蒙和炎症物

質。過多的內臟脂肪細胞活躍，會引起更多的炎症

以及使身體的內分泌與新陳代謝失調引起高血

脂、心臟病、脂肪肝及不孕等各種健康問題。所以

內臟脂肪過高是健康的隱形殺手，瘦子的噩夢。

內臟脂肪

皮下脂肪

腹部肌肉

健康專欄



要降低內臟脂肪，可以利用PFC平衡飲食法，以少量多餐的方式，搭配正確食物選

擇，讓血糖能夠穩定的落在燃脂區間，啟動身體的代謝力。所謂的PFC平衡飲食法

指的就是每餐需要攝取一個手掌大的蛋白質(P)、一節姆指大的脂肪(F)以及一個

拳頭大的碳水化合物(C)，並且每3-4個小時進食一次。食物的選擇上則是要以天

然食材為主，盡量避免攝取加工食品，例如麵包以及餅乾、糖果等精製食品。

PFC平衡飲食法
Protein / Fat / Carbohydrate

選擇食用手掌大小的
優質蛋白質

餐餐攝取一節大拇指的
好油脂

食用和拳頭一樣大小的
五穀根莖類及蔬果



另外像是坊間提倡的間歇性斷食法，如果腸胃不

健康的人在短時間內進食的方法，會增加胃痛、腸

胃脹氣、胃酸逆流和消化不良的可能！像是準備懷

孕的女性以及在妊娠期間和餵哺母乳的女性，還

有患有糖尿病、低血壓、內分泌失調、厭食症、暴食

症以及癌症的人，都不建議進行間歇性斷食，特別

是健康的人也不建議長期採用間歇性斷食法。

除了飲食習慣的改變外，建議搭配早晚都可以服

用的維他命輔助營養攝取，讓白天更有精神，晚上

的睡眠品質提升，再輔以持續性的運動也是非常

重要的。身體的代謝功能是非常複雜的，維持穩定

的血糖不僅可以減低飢餓感，減少吃零食的機會，

還能促進脂肪的燃燒。

其實肥胖的主要原因是食物的份量以及選擇錯誤

食物所造成的，過多的碳水化合物以及糖份會造

成血糖飆升，而過多的血糖只能轉換成脂肪貯存

在體內，或者變成游離脂肪酸，容易造成身體的負

擔，所以健康均衡的飲食方法是降低內臟脂肪的

不二法門。讓我們這個秋冬一起養出健康瘦體質，

度過沒有負擔的冬季喔~

健康專欄



聖誕節，給我們的印象多為：白雪靄靄的聖誕節、駕著麋鹿送禮物的聖誕老公
公以及迪士尼的動畫冰雪奇緣吧！！在歐美國家，聖誕節對他們來說除了延續11月

底的感恩節外，更是一年之中最重要與家人團聚的溫馨節日，無論是在外地工作，

或是已經成家立業的孩子們，都會在這節日回到家裡，和家人共度。點上蠟燭，再

加上誇張的聖誕布置、滿滿一桌聖誕大餐和聖誕樹下堆滿的禮物…，這是他們分

享與感恩的時候，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最溫馨最親近的時刻。

以前照明不足且天氣寒冷的關係，需要點蠟燭獲得微弱燭光以及取暖，慢慢的蠟

燭演進已經加上精油配方，且搭配不同的精油來達到不同的香氣與功效，也就是

現在常聽到的香氛蠟燭。國外的研究發現，好的氣味，會讓聞到的人，提振精神或

是達到舒壓的效果；不好的氣味，可能會影響一天的心情或是食慾不振，因此慢慢

的有香水，香氛機…等的出現。這幾年常常聽到「芳香療法」一詞，是一種以芳香植

物所萃取出的精油為媒介，並利用按摩、泡澡、薰香等方式，經由呼吸或皮膚吸收

進入體內，達到預防疾病與保健的功效，所以「芳香療法」可說是一種預防醫學。

    

      
空 間 魔 法

溫馨聖誕之

幸福香氛

青春之漾



研究報告顯示，嗅覺能影響人的認知與情緒。每一種精油均具有天然有機化學成

份的特殊組合，令其產生各種獨特的特質和氣味。芳香療法主要是藉由純天然植

物精油為基礎，以薰香方式吸入精油的香味，藉由嗅覺引發各類情緒影響神經、心

理、生理與行為的效果。所以令人愉快的香味，可以將負面情緒轉變成正面情緒；

也可以平衡身心靈，舒壓放鬆及有助入眠。透過最近非常夯的行動香氛機，推薦給

您適合在聖誕節使用的精油，透過精油香氛的空間魔法，達到釋放、舒壓外，更能

拉近彼此的距離呦~

青春之漾



平衡複方精油(Balance)是一款柑橘基

底精油，以世界上最優質的佛手柑為特

色，其源自義大利卡拉布里亞的田野，這

個地方被尊為地球上最珍貴的土地。佛

手柑搭配依蘭依蘭和岩蘭草花朵散發特

有的氣味，有助於穩定和鎮靜情緒。快樂

鼠尾草為這款精油增添了令人愉悅的大

地氣息，催生出一款清新的植物香氛，彷

彿置身於花叢中。

平衡複方精油

用清晰複方精油(Clarity)喚醒頭腦。這

款精油融合了沁入心脾的檸檬清香與

羅勒和乳香的甜蜜香氣，以及來自美國

令人振奮的綠薄荷來保持精神活力。

清晰複方精油

青春之漾



防禦複方精油(Defend)通過使用幾個

世紀以來常用精油配方，來幫助您促進

清新順暢的呼吸。搭配種植於西班牙的

藍膠尤加利葉和迷迭香與源自華盛頓亞

基馬穀的優質埃及天竺葵和薄荷。這些

精油混合在一起被譽為能讓人放鬆的有

效方式，同時小荳蔻則能夠舒緩身心。

防禦複方精油

能量複方精油(Energize)富含柑橘精

華，來自西班牙瓦倫西亞‒歐洲柑橘產

量最多之地，混合了藍膠尤加利葉和

高度濃縮的迷迭香泥土氣息而賦予感

官能量。

能量複方精油

青春之漾



優化複方精油(Enhance)的舒適香味撫

慰您的心靈，融合地中海真正薰衣草和

醒目薰衣草油的香氣，並帶有西印度檀

香的放鬆氣味。混合了辛辣的中國肉桂

與錫蘭肉桂，使得索馬里沒藥、奶香味的

印度檀香及香甜味的洋茴香變的醇香，

優化複方精油有助於寧靜、睡眠和沉思。

優化複方精油

精油的香氣會為情緒帶來明顯的回饋，因為人的嗅覺與情緒、記憶、心情有着緊密的連

結，令心理壓力隨即舒放。方便攜帶的行動香氛，在這溫馨且值得感恩的季節，希望能

為您帶來屬於您的空間魔法，釋放您的壓力並且獲得滿滿能量！

青春之漾



12/01                     Discover JEUNESSE ‒ Paris
12/01                     Discover JEUNESSE ‒ Madrid
12/01                     Discover JEUNESSE - Sochi
12/01                     Discover JEUNESSE - Hamburger
12/06                     Discover JEUNESSE ‒ North America
12/06                     Star Gala ‒ Tokyo
12/07                     JEUNESSE University ‒ Tokyo
12/07                     Discover JEUNESSE ‒ Almaty
12/07                     Discover JEUNESSE - UK
12/10                     Christmas Party ‒ Malaysia
12/14                     Discover JEUNESSE ‒ Bangkok
12/18                     Discover JEUNESSE - Israel
12/21                     JEUNESSE University ‒ Roma
12/22                     JEUNESSE University - Milan

12/12                     7:00PM~9:00PM 新創知識講座 (高雄)
12/13                     7:00PM~9:00PM 新創知識講座 (台北)
12/19                     5:00PM~7:00PM 婕斯鬧聖誕 (高雄)
12/20                     5:00PM~7:00PM 婕斯鬧聖誕 (台北)

2019年12月全球活動看板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香港地區課程日期與相關課程請參考官網公告課程內容**

2019年12月香港培訓課程資訊 

2019年12月台灣培訓課程資訊 



夏 季 日 光 節 約 時 間
結 束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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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訊息

政策程序

全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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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cowMoscow莫 斯 科俄羅斯傳奇
2020獎勵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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