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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效淨妍卸妝水
Essential Cleansing Lotion

全效清爽溫和的臉部卸粧水，完美的卸除彩粧和臉
上污垢，溫柔清潔眼周脆弱肌膚，給予肌膚呵護，
臉龐水嫩晶透。

1. 洗臉前取適量的卸妝水於化妝棉上。
2. 眼妝先卸除後，臉部由內而向外輕輕擦拭。
3. 待彩妝、汙垢清除後直接以清水沖洗即可。

水芹萃取
含微量元素 ( 鐵、錳、鈣、錪 ..)、維生素
A、C、D 等，具保濕、柔軟、收斂、安定、
爽膚等滋養肌膚的功效。

小黃瓜萃取
含豐富維生素 C，胺基酸及酵素等活性成
份，具平衡油脂分泌、保濕、嫩白、滋養
修護肌膚的作用。

甜菜鹼
肌膚的保濕劑，強化角質功能使肌膚保濕
度增加。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t can gently and effectively remove makeup and dirt on face without irritating the delicate skin around eyes and over-drying skin. 
Ingredients: Water Cress Extract, Cucumber Extract, Betaine, Propylene Glycol, PEG-7 Glycol Cocoate, PEG-60 Hydrogenated Castor Oil, 
Butylene Glycol, Methyl Gluceth-10, Ethylhexylglycerin, Phenoxyethanol, Water
Direction: Use a cotton pad to apply this make-up remover to face, eyes and lip with gentle wipes and then rinse with wat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油性肌膚等。

容量：150 ml
顏色：透明
狀態：水狀

1. 能有效清除臉上
難卸的眼妝、
彩妝。

2. 卸妝過程維持
清爽，不會有
卸妝油所造成
的油膩感，肌
膚沒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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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洗卸凝膠
2-in-1 Deep Cleansing Gel 

新一代保濕加強配方，清潔同時肌膚保養，利用最
新微粒聚合技術，將毛孔中卸除之污垢及彩妝吸附
在凝膠球內，直接用清水洗淨，即可達到卸妝洗臉
深層清潔的功效。卸妝清潔溫和好洗不緊繃。

1. 將臉部和雙手肌膚沾水打濕。
2. 按壓 2-3 下加水起泡全臉清潔、即可

將彩妝、汙垢完全卸除。
3. 直接以清水沖洗即可。

小黃瓜萃取
含大量酵素，適用全臉部肌膚具保濕淨
白、暢通毛孔的作用，對於安撫舒緩肌
膚有很好的效果。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可減緩皮膚的不
適，調理敏感性肌膚並保濕。

生化聚醣膠
具保濕與舒緩功能、包覆吸附溶解粉
妝、粉垢，達到深層潔淨效果，能賦予
肌膚光澤及極佳的保濕度。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This newly formulated double-action cleanser helps remove makeup and dissolve dirt leaving your skin fresh, healthy and smooth from a 
deep, thorough cleansing. 
Ingredients: Pure water, Sodium cocoamphoacetate, Tea cocoyl glutamate, Sodium lauryl ether sulfate, Propylene glycol, Butylene glycol, 
Biosaccharide gum-1, Cucumber extract, Chamomile extract, Lavender extract, Methylparaben, Grapefruit extract .Direction: Apply a small 
amount and gently massage in damp facial areas in upward, circular motion to create a foaming lather. Rinse thoroughly with water. 

A02
容量：
150 ml / 500ml　　     
顏色：透明　　
狀態：膠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最新特殊配方可
將臉部之汙垢及
彩妝清潔，後以
清水清洗即可達
到卸妝洗臉雙效
合一的效果 ( 省
去卸妝後的洗臉
程序 )  。

全膚質系列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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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花活膚再造安瓶
Super Soothing Ampoule

皮膚的膠原蛋白流失是產生皺紋的主因。含主要成
份 - 蘭花萃取和抗皺複合物 Micro-collagen ™，一
種抗皺縮氨酸，能將膠原蛋白直達皮膚，專利配方
能進一步結合皮膚膠原蛋白和葡萄氨聚糖，能撫平
細紋，緊實肌膚柔敏保濕，恢復彈性。

化妝水後，取適量全臉及頸部至完全
吸收，再搭配依個人膚質的乳霜。

蘭花萃取 (3%)
經過嚴選之後萃取來自蘭花根部，在
每 1000 克的蘭花根部萃取液中只能
提煉出 1 克的獨家精華成份，能恢復
及維持皮膚油水平衡，具預防老化、
撫平細紋，使肌膚更緊實、柔嫩，對
老化皺紋及表情紋有極佳效果。

抗皺複合物 (3%)
又稱為微膠原蛋白 , 其中包含了獨家
專利配方 Micro-collagen ™，分子
極小，易滲透肌膚底層，賦予最豐盛
滋潤的活膚因子，同時撫平細紋和皺
紋、緊緻、 讓肌膚重現健康氣色。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ml x 10pcs per box/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uitable for sensitive, dry, and wrinkled skin. It restores and maintains the hydrolipidic balance preventing skin from aging. With patented 
ingredients, it tightens your skin and makes it radiant, firm, moisturized and nourished. Wrinkles and expression marks are smoothed away 
effectively.  
Ingredients: Orchid extract, Anti-wrinkle complex (Micro- collagen™)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and gently pat it on your face and neck until full absorption.

A03
適用敏感性肌膚，包括老化、細紋、缺水等。

容量：
3mlx10 支 /1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1. 防止老化，使肌膚
恢復彈性，增加肌
膚緊實度。

 2. 呵護肌膚，使肌膚
維持在健康狀態。

 3. 對於老化、敏感性
肌膚可使用。

全膚質系列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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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修護活膚精萃
Snail Slime Regenerative Gel (Repair) 

採集自厄瓜多爾螺旋蝸牛（Helix Aspersa Müller）
的腺體分泌物。這令人驚嘆的凝膠中含有化妝品及
皮膚產業努力想加入最具價值的保養成分，如尿囊
素、膠原蛋白、彈力蛋白、天然抗菌胜肽、蛋白質
等。

1. 潔膚後，取適量塗抹於局部或全臉。
2. 全臉當面膜打底厚敷，敷在發紅部位

或全臉，可安撫肌膚。
3. 可作加強修護之保養品，早晚使用，

使肌膚回復健康細緻。

蝸牛腺體分泌
能修復肌膚，改善肌膚問題，幫助肌膚恢復
健康，更具良好的保濕能力。
尿囊素
能提高肌膚對養分的吸收率，防止肌膚粗
糙。舒緩及預防乾癢、舒緩受刺激的皮膚，
改善皺紋收斂毛孔作用、保濕與柔軟潤膚。
膠原蛋白
(1) 彈力蛋白是維持肌膚彈性一種天然保濕因
子「NMF」。 (2) 保護肌膚，平衡肌膚油脂
分泌，恢復肌膚平滑。具有保持皮膚張力及
彈力的作用。(3) 能撫平肌膚，光滑亮麗。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5ml/1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Extracted from Ecuador Spiral Snail (Helix Aspersa Müller), it can solve acne problems, effectively improve acne scars, wrinkles, aging 
skin, gain skin rejuvenation, and make skin soft and shiny. Ingredients: Snail secretion filtrate, Allantoin, Collagen protein, Vitamin A, C, E, 
Glycolic acid, Methyllparaben, Propylparaben, Aqua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small amount to the area in need or whole face to smooth skin and prevent repeated infection. It can be 
used day and night as a skin care product after surgery to make skin restored to health status.

容量：
55ml / 150ml　　　　
顏色：半透明　　　　
狀態：凝膠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改善細紋、恢
復肌膚彈性與光
澤，提供了肌膚
所需要的養份。
調整皮膚回復肌
膚彈性，讓肌膚
變得柔嫩有光
澤。

A04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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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保濕活膚精萃
Snail Slime Regenerative Gel (Hydrating) 

蝸牛腺體修護受損的肌膚 ; 含甜沒藥、玻尿酸、蘆
薈萃取液等成份，這些營養成份能舒緩、滋養肌膚、
幫助肌膚達到補水、鎖水功能、並呈現潤澤、保水
最佳狀態。

1. 潔膚後，取適量塗抹於局部或全臉。
2. 可舒緩鎮定肌膚。

蝸牛腺體分泌
能修復肌膚，改善肌膚問題，幫助肌膚恢復肌
膚良好的保濕能力。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皮膚調理敏感性肌膚並
給予保濕。

玻尿酸
又稱透明質酸或醣醛酸，存在於人體的結締
組織及真皮層中。玻尿酸可以吸收本身 500-
1000 倍的水分，含有透明質酸鈉活性成分的
潤膚產品，改善緩解皮膚乾燥。

蘆薈萃取液
美膚潤顏安撫肌膚，舒緩肌膚不適感。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5ml/1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hydrate, soothe and moisturize the skin, with antioxidant protection, purifying pores and help develop a natural 
youthful glow. Ingredients: Aqua, Alpha Bisabolol, Sodium Hyaluronate, Sodium PCA, Xanthan Gum, Glycerin, Butylene Glycol, 
Cyclopentasiloxane, Phenoxyethanol, Capric Triglyeride, Carbomer, Fragrance 
Direction: Apply appropriate amount to a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or reddish area. It can be treated as special skin care after surgery.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

容量：
55ml / 150ml　　　　
顏色：透明　　　　
狀態：凝膠狀　

A05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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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r 修護保濕精華
24-Hour Nourish Moisturizing Essence

清新潤膚乳液，富含寶貴的脂肪酸保護皮膚，高度
的保濕功能，能夠讓肌膚亮度由內而外的透亮出來，
擁有長時間的保濕與柔軟效果；並幫助肌膚修護，
防止老化，使肌膚柔軟與緊緻，絕對新鮮的乳液質
感，讓肌膚常常保持水嫩明亮，如絲綢般光滑。

早晚清潔後化妝水之後使用，取適量於臉部
及頸部，並輕加按摩至完全吸收即可。

組合寡糖
為褐藻和小球藻中提取物，是一個組合的低
聚醣物質，與存在皮膚內的水份非常相似。
具強效保濕性，皮膚變乾時，讓肌膚可以儲
存更長保濕，並使肌膚柔嫩、光滑與細緻。
異構寡糖
別名 : 泛維他保濕因子，也稱為鎖水磁石。
調整皮膚的 pH 值，同時可以在皮膚表面形
成保護膜以維持最佳水合作用，協助水分結
合角質層中之角蛋白，以達保濕效果，把水
份鎖進皮膚，讓肌膚長時間保濕。
水解貽貝
貽貝是海中雙殼貝類，貽貝提取的精華，含
有至少 8 種胺基酸，多種維生素及人體必需
的錳、鋅、硒、碘等多種微量元素讓皮膚變
得更緊實，更有彈性。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long lasting moisturizing effect, brighten and smoothen skin. Ingredients: Algohydrane, Petavitin, Hydrolyzed Mytilus Edulis Byssus, 
Sodium Ascorbate, Passion Flower oil
Direction: Morning and evening, apply to a cleansed face and neck with a light massage until completely absorbed.

容量：10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液狀

適用中乾性、缺水、角質受損肌膚、暗沉、老化等肌膚。

長時間維持保濕
與柔軟，並讓肌
膚亮度由內而外
的透亮出來。

A06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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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深層修護精華霜
Advanced Hydrating Cream    

強化肌膚防禦力，滋潤、修護舒緩肌膚不適感，提
升肌膚舒適度。

蝸牛修護活膚精萃打底，再使用精華霜適量塗抹全
臉，厚敷可加強皮膚滋潤。

蝸牛萃取液
幫助去角質死皮堆積，保持肌膚水嫩，
形成肌膚保護膜，防止痘痘肌膚細菌重
複感染， 更具良好的保濕能力。
尿囊素
能提高肌膚對養分的吸收率，防止肌膚
粗糙。尿囊素還有其他功效，像是舒緩
及預防乾癢，幫助受刺激的皮膚減少紅
腫、脫皮等不愉快的感覺、緊緻毛孔作
用、保濕與柔軟潤膚。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可減緩日曬後皮膚
的損傷 , 調理敏感性肌膚並保濕。
薰衣草萃取
呵護脆弱肌膚安定有舒緩與安撫的效果，
將肌膚調理至水嫩光澤的健康狀態，有
效滋養肌膚、維持肌膚彈性 !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ml/2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pair, increase skin protection, moisturize, and make skin softer. This cream has a light texture good for all skin types. Ingredients: Pure 
water,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Sodium hyaluronate, Meadowfoam seed oil, Olive oil, Polyacrylamide & C13-14Isoparaffin & Laureth-7, 
Lavender extract, Biosaccharide gum-1, Chamomile extract, Shea butter, Jojoba oil, Arctium lappa root extract, Snail secretion filtrate, 
Phenoxyethanol, Allantion, Lecithin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on whole face daily after cleansing. Improve skin moisture after 
cosmetic surgery.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50ml / 200ml　　　　
顏色：乳色　　　　
狀態：霜狀　　       

含蝸牛萃取物可深
層修護肌膚，幫助
受損的肌膚保濕與
恢復肌膚彈性。 
輕柔如羽绒般的
乳霜質地，清爽不
黏膩，適合所有膚
質。多重保溼因子
可保濕潤澤肌膚，
使肌膚散發柔嫩光
采。 

A07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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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角質霜
Algae Exfoliating Cream

海藻纖維微小顆粒，使用時能徹底釋放大量
的營養，迅速恢復细滑白皙。保持肌膚正常
PH 值 5.5，穩定膚質細緻、嫩白。

潔膚後，取適量於肌膚上靜置 1 分鐘後按摩 2 分鐘，
就會發現出油度亮度明顯這時即便完成去角質。

海藻研磨纖維
海藻泥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的微小顆粒，使
用時能徹底釋放大量的皮膚營養，高滲透
力，能由內而外的水化皮膚。 讓肌膚變得更
年輕、更有彈性、更健康。

澳洲胡桃油
內含的大量棕櫚烯酸與皮膚脂肪酸有很大的
相似度，對老化、缺水肌膚有益，也能幫助
修復、調節皮質角質化。內含豐富維他命 E
的保護，堅果油質豐潤，使用時堅果油瞬間
在肌膚融化後就像在陽光下的蜂蜜。堅果殼
細緻粉末，按摩於全臉輕柔地去除角質，讓
肌膚更柔軟明亮。

甘草萃取
含有大量的甘草黃酮類及類黃酮化合物，能
強化肌膚，對肌膚暗沉有醒膚、亮白作用。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latest technology of micro-particles, continuous use can permanently help to balance skin’s PH levels and increase its resistance 
against environmental damage, leaving the skin soft and radiant. Ingredients: Aqua, Octyl Palmitate, Macadamia Oil, Seaweed Powder, 
Glycerin, Glyceryl Monostearate, Licorice Extract, Dimethicone, Bisabolol, Triethanolamine, Carbomer, Imidazolidinyl Urea, Methyl Paraben, 
Propyl Paraben, Tocopherol Acetate, Rose Oil, CI 19140 (F,D&C Yellow No.5), CI 42090 (F,D&C Blue No.1).Direction: Gently apply an even 
layer over the face, leave on for 30 to 40 seconds then massage in circular motion. Rinse clean with water and follow with moisturizer. 

容量：
150ml / 500ml　　　　
顏色：青色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去除老化角質，
使肌膚恢復光滑柔
细。
質地柔細、不緊繃，
定期使用有助於活
化肌膚。
注意特色：適量
於肌膚上按摩一分
鐘，會出現角質層
及深層汙垢的剝
落，會使肌膚更柔
亮且不乾澀。

A09
全膚質系列

角



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 9

亮晶晶按摩霜
Glow Massage Cream

對於晦暗乾粗肌膚，以亮晶晶按摩霜按摩，
具有明亮膚色、增加肌膚含水作用。

潔膚後，取適量塗抹於肌膚上按摩 4 至 5 分鐘活
絡肌膚即完成。

吉拉索蘆薈
肌膚的天然水庫，獨特的長鏈多醣 
(Polysaccharide) 凝膠用來儲存水分又稱為
植物性玻尿酸， 保濕補水、修復癒合。
澳洲胡桃油
對老化、缺水肌膚有益，也能幫助修復、
調節皮質角質化。內含豐富維他命 E，堅果
油質豐潤，使用時堅果油瞬間在肌膚融化
後就像在陽光下的蜂蜜，使肌膚表面多了
柔軟保護層。
薰衣草萃取
呵護脆弱肌膚安定，有舒緩與安撫的效果，
將肌膚調理至水嫩光澤的健康狀態，有效
滋養肌膚、維持肌膚彈性。
覆盆子
含有豐富營養元素，如維生素 B2、鈣、鋅、
鐵、鎂等，還含維生素 E、SOD、氨基丁
等抗衰老物質，有效延緩肌膚衰老。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after surgery
Lighten your skin, improve dark skin tone, and make skin radiant 
Ingredients: Aloe vera, Macadamia Oil, Lavender Extract, Raspberry Extract, Geranium Extract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this cream and gently massage the face and neck for any preferred time until ful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晦暗、蠟黃、缺水、色澤不均肌膚等。

容量：500ml　　　　
顏色：乳白色　　　　
狀態：霜狀　

能使肌膚白皙、明
亮，並可深層調理
肌膚粗荒暗沉、協
助肌膚恢復自我調
節能力，回復亮澤
的紅潤膚色。

A11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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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瑪萃 - 特潤水亮面膜
Moisturizing Mask

螺旋蝸牛的腺體分泌物。這些腺體分泌讓蝸牛一旦
受傷或受感染時能夠很快地能再生它的外殼及身體
組織。這個令人驚嘆的凝膠中含有化妝品及皮膚醫
療產業努力想加入最具價值的保養成分，如尿囊
素、膠原蛋白、彈力蛋白、蛋白質等，並以天然有
機的方式保存。

淨臉後，取出面膜與臉部肌膚密合後，20 分鐘後取下，
將殘餘的精華液以指腹輕拍至吸收，可每天使用。

蝸牛腺體分泌
能修復肌膚，改善肌膚問題，幫助肌膚恢復
良好的保濕能力。
玻尿酸
又稱透明質酸或醣醛酸，存在於人體的結締
組織及真皮層中，是一種透明的膠狀物質。
玻尿酸可以吸收本身 500-1000 倍的水分，
最佳的保濕成份含有透明質酸鈉活性成分的
潤膚產品改善緩解皮膚乾燥。
尿囊素
能提高肌膚對養分的吸收率，防止肌膚粗
糙。舒緩及預防受刺激的皮膚，改善皺紋收
斂、緊緻毛孔作用、保濕與柔軟潤膚。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pc (5 pcs/box)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othe dry skin, improve acne scars, reduce wrinkles, and keep skin hydrated.
Ingredients: Rose damascena extract, Biosaccharide gum-1, Sodium PCA, Soluble collagen, Aloe extract, Snail Secretion Filtrate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remove the pearlescent layer and spread the silk and blue ones on face. Then, remove the blue layer. Place 
firmly on your face, leave on 20 minutes. Remove the mask and massage until all residue essence is fully absorbed. 

容量：(5 片 / 盒 )/
(350 片 / 箱 )
顏色：透明
狀態：凝膠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舒緩肌膚不適
感。把皮膚水分
達到水嫩保濕、
增加彈性之功
效。

A12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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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光采防護隔離霜
Ultra Protection Sun Cream

兼具物理折射及多種防護之防曬隔離霜，極佳鎖水潤
滑成分，防護同時具紓緩、柔滑肌膚功能，清爽不油
膩，透氣性佳有效完全防護一整天。

適量輕拍全臉、肩頸，手臂亦可。

醣基海藻醣
「生命之糖」醣基海藻醣能形成獨特的保護
膜，有效抵抗肌膚老化現象，使肌膚更有活
力。舒緩、緊緻肌膚，增加肌膚潤滑性、滋
潤卻不黏膩，使肌膚觸感變的柔軟、賦予肌
膚嶄新柔潤細滑的觸感，高保濕性可防止肌
膚乾燥。

棕櫚酰三肽 -1
加強真皮層，使皮膚變得更厚，緊緻，皺紋
得到舒緩，對抗紫外線照射的能力更強。

神經酰胺 NP/OP/EOP
1. 角質層內重要組成，使肌膚維持柔軟平
滑，更具彈性及張力。
2. 皮膚保水性能的關鍵成份：神經醯胺會在
皮膚上形成薄膜，能防止水分蒸發，維持並
調節表皮的含水量。
3. 能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讓皮膚
更自然亮麗。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With physical refraction and multiple protection, it has excellent moisture and effective ingredients 
such as Titanium dioxide, Ceramide NP/OP/EOP, and Trehalose, etc. which can sooth your skin and form a protective film to protect your skin from irritation and 
damage caused by sun exposure and pollution.Ingredients: Purified Water, PEG-30 Dipolyhydroxystearate, Polyglyceryl-4 Isostearate, Cetyl PEG/PPG-10/1 
Dimethicone, Hexyl Laurate, PEG-10 Dimethicone, C12-15 Alkyl Benzoate, Dimethicone/PEG-10/15 Crosspolymer, Dimethicone, Ethylhexyl Methoxycinnamate, 
Benzophenone-3, Diethylhexyl Syringylidenemalonate,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Cyclopentasiloxane, Titanium Dioxide /Talc/Aluminum hydroxide/ 
Methylhydrogenpolisiloxane, CI 77492, CI 77491, CI 77499, Disteardimonium Hectorite, Glycerin, Propanediol, Xanthan gum, Magnesium sulfate, MethylParaben, 
PropylParaben, Diazolidinyl Urea/MethylParaben/Propylene Glyco/PropylParaben, Perfume, Glycosyl Trehalose / Hydrogenated Starch Hydrolysate, Caprylic/
Capric Triglyceride (and) Diacetyl Boldine, Glycerin (and) Aqua (and) Butylene Glycol (and) Carbomer (and) Polysorbate 20 (and) Palmitoyl Tripeptide-1 (and) 
Palmitoyl Tetrapeptide-7, Ceramide NP/Ceramide OP/Ceramide EOP/Phytoshingosine/Cholesterol/ Sodium Lauroyl Lactylate/Carbomer/ Xanthan Gum
Direction: After moisturizer or daytime cream, gently pat and apply to whole face, neck, shoulder, and arms.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30ml / 150ml　　　　
顏色：膚色　　　　
狀態：乳霜狀

肌膚中的神經醯胺充足就

能抵擋外界的刺激；肌膚

缺乏，皮膚就失去了自身

天然的防護作用對外界所

有傷害沒有了防禦能力。

A14
全膚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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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膠原化妝水
Marine Collagen Toner

Citric Acid 促進老廢角質更新，撫平淺層紋路。配
合納豆萃取精華與玻尿酸，給予肌膚充分保溼滋
潤、柔軟，使皮膚回復細緻光滑。

適量塗抹於全臉及頸部，建議濕敷補水滋潤。

玫瑰精油
使暗沉蠟黃肌膚恢復緊實、細緻、柔滑。

植物性膠原蛋白
具有長效保濕功效，鎖住肌膚水分，在
肌膚表面形成薄膜，防止水分流失，讓
肌膚恢復彈力與緊實滋養，維持皮膚的
完整性，減少細紋與粗糙的外表，使肌
膚細緻滑順。

小黃瓜萃取
含豐富維生素 C，胺基酸及酵素等活性
成份，具平衡油脂、淨白細緻肌膚。

玻尿酸
又稱為琉璃醣醛酸，或透明質酸；含豐
富黏多醣體、氨基酸。玻尿酸隨著年齡
增加而逐步流失，玻尿酸流失後的皮膚
會使含水量降低，漸漸失去彈性與光澤。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freshing essence toners that tighten pores, moisturize the skin and support skin cell renewal. 
Ingredients: Sodium Hyaluronate, Cucumber Extract, Sodium PCA, Polysaccharide, Butylene Glycol, Sodium Citrate, Citric Acid, 
Methylparaben, Diazolidinyl Urea, Propylparaben, Rose Essential Oil, Dist. Water.Direction: Apply to skin every morning and evening, add 
an adequate amount to facial cotton and gently pat on face and neck for an in-depth moisturizing of skin.

容量：
5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水凝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1. 增加皮膚保
水，調整表
層油脂取得
平衡。

2. 使皮膚表面
光滑柔嫩。

B02
除皺抗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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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迴齡精萃
Anti-aging Serum 

蘊含微粒攜帶因子將高濃縮的活性成分，有效深入
肌層，針對膚況給予不同修護功能，每日早晚使用，
能有效提高肌膚的保濕、淨白與抗老效果，更能進
階提升肌膚完美輪廓、紋理、明亮膚色！ 

早晚清潔後適量塗擦於臉部、頸部
肌膚，於乳液或面霜前使用。 

L-Arginine 精氨酸
是一種天然基礎胺基酸，因擁有強大的自癒
力，也被科學家命名為「奇蹟分子」，1998
年諾貝爾醫學獎已證實了左旋精胺酸，海洋
膠原蛋白 : 以海洋生物膠原蛋白來源，經生
物科技方法萃取製成，能撫平皺紋、 減緩
老化。
六胜肽 -8
幫助改善因肌肉收縮造成的表情紋，並能逹
到舒緩、淡化細紋、 預防皮膚老化，減緩
細紋產生，使肌膚回復到柔順平滑。 
蠟菊萃取
來自地中海象徵金黃般的永久花，屬於菊
科植物生長於地中海濱，在植物學名上稱    
(Helichrysum) 含豐富氨基酸、類黃酮、菊
色素、維生素 A、B、E 及微量元素等活性
成分能增加肌膚活化，延緩肌膚老化，讓肌
膚看起來更加明亮、柔潤。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Delay skin from aging, strengthen resistance against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smoothen away wrinkles and tighten skin.Ingredients: Aqua ( Water), Butylene Glycol , Sodium PCA, Aloe Barbadenisis Leaf Extract, 
Glycerin, Dipalmitoyl Hydroxyproline, Chamomile Extract, Cyclopentasiloxane , L–Arginine, Caprylic/Capric Triglyeride, Sodium 
Hyaluronate, Carbomer, Phenoxyethanol, Alpha Bisabolol , Fragrance 
Direction: Apply several drops to clean skin before your moisturizer and gently massage all over face and neck.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抗老化、缺水、敏感、暗沉等。
容量：
30 ml  /  1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1. 手部輕盈按摩，讓

成份快速滲透、恢

復彈力細緻，並加

強滋潤度、維持肌

膚緊實。

2. 本產品含天然植物

萃取，外觀及氣味

會隨著氣候的變化

而稍有差異，此乃

正常現象。

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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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麵包樹瞬效緊緻精華
Baobab Active Essence 

可賦予肌膚保濕、舒緩、柔軟、加強肌膚保

護及緊實效果。

1. 早晚潔膚後，適量輕輕按摩臉部及頸部至吸收，搭配
N-BTX 胜肽無痕霜效果更佳。

2. 可搭配儀器導入，立即增加肌膚彈性撫平細紋。
3. 妝前打底使用，整天妝彩服貼不泛油光。

甘草萃取
含有大量的甘草黃酮類及類黃酮化合
物，能強化肌膚，對肌膚暗沉有醒膚、
亮白作用。
綜合胺基酸精華
富含 NMF( 天然保濕因子 ) 成分的高效
保濕劑。由於結構中含有 L- 脯胺酸與
PCA 鈉鹽，使產品具有更好的保濕性。
富含 8 種氨基酸，類似皮膚的氨基酸結
構，自然保濕效果更佳。
猴麵包樹籽果肉萃取
取自 Baobab 果肉的凝膠物含有膠漿，
富含糖類和更獨特的木糖 (Xylose) 和果
酸 (Alpha-hydroxy-acids) 具有安撫、
緊實平滑作用。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Extracted from baobab sarcocarp, this essence contains thick glue liquid, is rich in monosaccharide, unique xylose and apha-hydroxy-acids 
and can smooth facial expression wrinkles, recover vitality and nourish skin. Ingredients: Baobab Extract, Licorice Extract, Mixed Amino 
Acid Essence
Direction: Apply to clean skin before your moisturizer. It’s better to use together with NB-TOX A Cream. 

容量：
30ml / 1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1. 平滑表情皺紋
2. 使皮膚恢復活力
3. 滋潤皮膚

B05
除皺抗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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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基因賦活精萃
Oceagen Dna Repair Essence

海洋膠原蛋白 Oceagen® (Soluble Collagen)，增
進肌膚緊緻彈性，改善粗糙、鬆弛老化現象，加強
保濕功效，使肌膚光澤柔嫩有彈性。海洋膠原蛋白
是做為最佳打底的成份，幫助肌膚表皮層達到保濕，
鎖水功效。  

用於精華乳或霜之後，適量輕拍
全臉、肩頸，手臂亦可。

海洋膠原蛋白 Oceagen®( 法國專利
註冊序號 :LS 8424)
又稱為 Native Marine Collagen，以
海洋生物（海帶、海藻、北大西洋長
鱈魚）等膠原蛋白來源，經科學方法
萃取製成，能撫平皺紋，延緩老化。
Oceagen® 被列為第一型的水溶性膠
原蛋白 , 能有效幫助肌膚鎖住水份。
玻尿酸
又稱透明質酸或醣醛酸，含有透明質酸
鈉活性成分，改善緩解皮膚乾燥。
天然保濕因子
肌膚角質中自然存在的親水性保濕成
分。天然保濕因子能在角質層中與水結
合，保持角質間的含水量，使肌膚柔嫩
光滑。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patented Oceagen (Soluble Collagen), this can tighten, moisturize skin and improve aging problems and can make your skin radiant 
and beam with youthful exuberance. Ingredients: Oceagan (Soluble Collagen/Native Marine Collagen), Hyaluronan, 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s.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face and neck until ful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1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1. 減少皺紋深度，預防
皮膚老化。

2. 加強保濕功效，使肌
膚光澤柔嫩有彈性。

3. 具有高效的保濕效
果，使肌膚亮麗動人。

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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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瑪萃 - 蠶絲緊緻精華液
Hydrolyzed Silk Protein Serum

具親合性、防紫外線及調節溼度的功能，兼具保濕、
吸油、優越的穿透能力。含有 18 種胺基酸，經水解
後始分子變的極為細小，迅速吸收的效果，立即可
見效。

1. 每日早晚使用，適量按摩臉部及頸部即可。
2.可搭配儀器導入，增加肌膚彈性撫平細紋。
3. 搭配所有防曬霜品調和一起更服貼膚色更

亮麗動人。

蠶絲蛋白
是保濕功效極佳的保養成分，蠶絲親
水性極佳，能鎖住水份，防止乾糙、
脫妝。

胺基酸
於皮膚中游離的胺基酸有甘氧酸、丙
氨酸、絲氨酸、 蘇氨酸、精氨酸及組
氨酸，為角質層重要的水合成份。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
Contains 18 kinds of amino acid that highly moisturize skin and prevent skin from aging and dullness. Ingredients: Cyclopentasiloxane, 
Cyclomethicone, IMETHICONE/PHENYL VINYL DIMETHICONE CROSSPOLYMER, DEXTRIN PALMITATE, Hydrolyzed Silk, Fragrance, 
Bisabolol, Tocopheryl Acetate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your clean face and neck and gently massage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
30ml ／ 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等。

滲透力極強，在
最短時間內就
能滲透皮膚角質
層，並發揮保濕
功能，其透過角
質層和皮膚表皮
結合，被作為營
養所吸收。

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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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絲蛋白緊緻抗皺安瓶
Ampoules Of  Moisture

質地清爽易吸收 , 賦予肌膚飽滿水分與彈性 , 重現亮
潤細緻 , 撫平細紋 , 使肌膚緊緻有彈性 , 散發迷人的
自信風采。

1. 每日早晚化妝水之後使用，取適量塗抹於臉部及頸部。
2. 搭配儀器，導入 10 － 15 分鐘，加速抗皺緊緻效果。

PHYTALURONATE
萃取自聖約翰樹的種子，兼具有玻尿酸及
膠原蛋白的優點，對保濕、抗老、更新均
有相當明顯的效果，能使肌膚平滑有彈性，
溫和撫平細紋、 緊實肌膚，恢復年輕光采
入皮膚底層給予濕潤，達到高效集中補水
與鎖水，提升肌膚光澤與彈性。
白茅
提供肌膚強效鎖水、補水，達到高保濕效
果，解決乾燥問題。
河草根 (Imperata cylindrical root)
提供肌膚所需水分，大量且持久的濕潤度，
由於分子小、滲透力強，能幫助肌膚給予
滋潤，達到高效集中補水與鎖水，提升肌
膚光澤與彈性。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ml x 12pcs/ box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This ampoule delays skin from aging, restores youthfulness, aids anti-oxidization and revives skin. It also helps increase skin elasticity, 
suppleness and firmness. Ingredients: Phytaluronate, Imperata cylindrical root extract
Direction: Apply to your face and neck after ton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缺水、舒緩肌膚乾燥、使肌膚留住水分。
容量： 
3mlx12 支 / 盒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萃取物富含鉀離
子，維持表皮含水
量，是肌膚深層保
濕的鎖水網，維持
表皮含水量，賦予
肌膚飽滿水分與彈
性，使肌膚亮潤細
緻、撫平細紋、高
效補水、鎖水功效。

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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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老保濕乳
Anti-Aging Moisturizing Lotion 

修護專科保濕，滋潤肌膚，角質再生修護，使皮
膚年輕、活力、光澤、有彈性。

早晚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吸收。

皺波角叉菜萃取
來自北極紅藻的天然萃取物，提供皮膚活
力和能量，能抗皺、修復，並柔敏皮膚。
乳油木果油
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質地滋潤，氣味香，
易吸收，高度的保濕能力，對角質受損之
肌膚能加以滋潤能力能使肌膚平滑富彈
性。
小黃瓜萃取
含大量酵素，淨白作用使肌膚明亮。
維生素 E
可聚集在皮膚的角質層，阻止皮膚內及角
質層水分蒸發散失。
澳洲胡桃油
內含的大量棕櫚烯酸，對老化、缺水肌膚
有益，也能幫助修復、調節皮質角質化。
內含豐富維他命 E，是對抗自由基的保護
劑。堅果油質豐潤，使用時堅果油瞬間在
肌膚融化後就像在陽光下的蜂蜜，使肌膚
表面多了柔軟保護層。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2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new skin cells, repair collagen fibers, and recover skin flexibility and skin renewal. Ingredients: Chondrus 
Crispus (Carrageenan) Extract, Cucumis Sativus (Cucumber) Fruit Extract, Sodium Hyaluronate, Butyrospermum Parkii (Shea Butter) Oil, 
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 Tocopheryl Acetate, Panthenol, Propylene Glycol, Squalane, Octyldodecanol, Isodecyl Neopentanoate, 
Stearic Acid, Glycerin, Glyceryl Stearate, Dimethicone, Ethylhexylglycerin, Phenoxyethanol, Parfum, Water
Direction: Apply to a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and neck and gently massage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
120 ml / 500ml　　　　
顏色：乳白色　　　　
狀態：水乳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B09
除皺抗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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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子細緻無痕霜
Caviar Day Emulision

蛋白質、胺基酸、重組基本脂肪酸、使肌膚細緻光
滑。歐洲貴族視為私密的養顏秘方。

每日早晚使用，取適量按摩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吸收。

魚子精華
最高等級是萃取自鱘魚的魚子精華，具卓
越營養、滋潤肌膚之功效。含豐富的蛋白
質、胺基酸、礦物鹽、微量元素，加強膠
原彈力蛋白增加的功效，具提升肌膚細緻
度。水嫩、預防肌膚乾燥老化減少皺紋產
生。

荷荷巴油
含豐富的蛋白質、膠原蛋白膠質物，具高
滲透力，滋潤度最佳植物油能有效預防皮
膚乾燥、脫皮，細小紋路產生。

維他命 B5
肌膚強效保濕劑，有效曬後修復， 加強肌
膚正常角質化作用緩和乾燥肌膚。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60ml/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This anti-aging wrinkle recovery emulsion contains caviar extract and can prevent and reduce wrinkles effectively and leave skin moist and 
full of resilience.Ingredients: Caviar Extract,Jojoba Oil,Pure Water, Vitamin B5,Glycerine,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Ethylhexyl Palmitate, 
Shea Butter, Glyceryl Stearate, Propanediol, Glyceryl Stearate&PEG-100Stearate, Rosa damascena  extract, Meadowfoam Seed Oil, Olive 
oil, Cetyl Alcohol, Stearic Acid, Phenoxyethanol; Caprylyl Glycol, Ginkgo Biloba Leaf Extract, Biosaccharide Gum-1, Xanthan Gum, Soluble 
collagen, Carbomer, Fragrance, CeramideDirection: Apply to a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and neck with gentle pressing motions until ful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60ml / 
150ml / 500ml
顏色：水藍　　　　
狀態：乳霜狀

Anti-Aging Moisturizing Lotion 

早晚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吸收。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1. 防止老化，撫
平臉部及眼周
細紋。

2. 迅速給予角質
再生修護所需
的營養成分。

3. 快速給予肌膚
高質純活性成
分，撫平細紋、
使肌膚保濕、
色澤健康亮麗。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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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X 胜肽無痕霜
NB-TOX Cream

濕、悶、熱的氣候使用，吸收能力強，保濕力持久。
有效成分皆屬蛋白質胺基酸，分子細緻，可滲透至
真皮層，減少細紋，調理肌膚紋路，改善肌膚老化
現象，提昇肌膚緊實度。

早晚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吸收。

深海藻萃取柔膚配方
具天然海洋生物活性成分，有助修復肌膚，
重建角質層，促進角質更新，天然肌膚的
保護劑，提升肌膚的防禦力。

乳油木果油
乳木果油，含 40-50% 的植物油脂，保護
長期受陽光曝曬的肌膚。質地滋潤、氣味
香、高度的保濕能力，能夠使肌膚具有彈
性、平滑。

蘭花精華
能恢復及維持皮膚油水平衡，具預防老化、
撫平細紋，使肌膚更緊實、柔嫩，對老化
皺紋及表情紋有極佳效果。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ml/1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Contains various effective ingredients, helps to eliminate expression wrinkles, prevent skin from aging and recover youthful skin. Tighten with flexibility. Ingredients: 
Aqua (Water), Propylene Glycol, Isopropyl Palmitate, Octyldodecanol, Glycerin, Cetyl Alcohol, PEG-100 Stearate, Glyceryl Stearate, Butyrospermum Parkii 
(Shea) Butter, Cyclopentasiloxane, Calcium Aluminum Borosilicate, Acetyl Hexapeptide-8, Caprylyl Glycol, Ethylhexylglycerin, Dimethicone, Acrylates/C10-30 
Alkyl Acrylate Crosspolymer, Xanthan Gum, Parfum (Fragrance), Triethanolamine, Disodium EDTA, Phenoxyethanol, Hexyl Cinnamal, Benzyl Alcohol, Citronellol, 
Linalool, Butylphenyl Methylpropional.Direction: Apply a small amount to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neck and eye area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
50ml / 15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在抗老淨白的同
時，胜肽舒緩
肌膚，五胜肽
Matrixyl、六胜肽
Argireline 有臨床
及基礎研究以外，
特別是組合胜肽，
醫學界表示以六單
位以下的胜肽，吸
收效果較佳。

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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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瑪萃 - 多效滋潤晚霜
Ultrarich Nighttime Cream

強效機能型，高滲透易吸收的頂級滋養晚霜，能補
充皮膚必要脂肪酸，讓肌膚鎖住水分，穩定肌膚自
我保護機能；修復並滋潤乾燥及角質受損肌膚，瞬
間再生滋養皮膚，刺激膠原蛋白的生長，明顯減少
皺紋，回復肌膚彈力光澤，讓肌膚更緊實、飽滿。

1. 清膚後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並輕加按摩至完全吸收即可。
2. 睡前可當晚安霜面膜敷全臉，隔日肌膚明顯變的細緻平滑。
3. 建議一個星期兩次當營養霜按摩全臉，找回年輕肌膚的活力。

澳洲胡桃油
內含的大量棕櫚烯酸，對老化、缺水肌膚有
益，也能幫助修復、調節皮質角質化。內含
豐富維他命 E 堅果油質豐潤，使用時堅果油
瞬間在肌膚融化後就像在陽光下的蜂蜜，使
肌膚表面多了柔軟保護層。
酪梨油 Avocadol®
義大利公司 CosmoCare 的註冊成份。適合極
乾燥的肌膚，油脂含不飽和脂肪酸，富含維
他命Ａ、Ｅ、C 植物固醇，幫助皮膚增加抵抗
力、滋潤保濕、易滲透、抗老化、修護功效。
水解羽扇豆蛋白 Strukturine®
別名 Hydrolyzed lupine protein，功效為保濕，
提升肌膚的活力，保持潤澤及彈性。 。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60ml/2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 
Ideal for dry to very dry skin. It contains highly effective lipid sources and moisturizers with soothing active substances that strengthen skin 
and stimulate collagen production and return skin to its natural elasticity and firmness. Ingredients: Aqua (Water),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Sweet Almond) Oil, Hydrogenated Polydecene, Stearic Acid,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Squalane, Octyldodecyl Myristate, Glycerin, 
Persea Gratissima (Avocado) Oil, 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 Butyrospermum Parkii (Shea) Butter, Propylene Glycol, Isodecyl 
Neopentanoate, Persea Gratissima (Avocado) Oil Unsaponifiables, Dimethicone, Glyceryl Stearate, Cetearyl Alcohol, Hydrogenated 
Palm Glyceride, Hydrolyzed Mytilus Edulis Byssus, Potassium Cetyl Phosphate, Maris Aqua [Sea Water], Hydrolyzed Lupine Protein, 
Chlorella Vulgaris Extract, Hydrolyzed Algin, Xanthan Gum, Lecithin, Tocopherol, Ascorbyl Palmitate, Glyceryl Oleate, Sodium Citrate, 
Phenoxyethanol, Chlorphenesin, Methylparaben, Parfum (Fragrance)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face, and neck with gentle 
pressing motions until full absorption after thoroughly cleansing at night. 

適用乾性、乾燥、脆弱、角質受損肌膚、暗沉、老化、鬆弛肌膚等。

容量：
60ml / 20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霜狀

1. 防止老化，撫平
臉部及眼周細
紋。

2. 迅速給予角質再
生修護所需的營
養成分。

3. 快速給予肌膚高
質純活性成分，
撫平細紋、使肌
膚保濕、色澤健
康亮麗。

早晚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吸收。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B12
除皺抗老系列

霜



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22

德瑪萃 - 煥采極緻茉莉面膜
Jasmine Wheat Germ Revitalizing Mask

茉莉感性的花香使此面膜更顯奢華，讓肌膚溫暖並
得到充分的保護，可幫助肌膚活化、柔軟保濕潤滑
效果，在任何季節皆可盡情使用。

1. 每週 3 ～ 5 次，清潔肌膚後厚敷於全臉，大約 20 ～ 30
分鐘後以溫水洗淨。

2. 在肌膚特別乾燥疲憊、及粗糙枯荒的狀況，可當作急
救面膜天天使用，取量於臉部及頸部並輕加按摩數分
鐘，可活化肌膚與吸收功能，接著再厚敷全臉，隔日
再洗淨會有非常滿意的表現。

茉莉 jasmine
針對乾燥和敏感及皮膚不適的肌膚，能夠保
濕、安撫，增強皮膚的彈性、達到緊緻肌膚。
車前草萃取精華
草本植物車前草的萃取物，強化肌膚對外的
抵抗力。幫助肌膚柔嫩保濕，有安撫效果。
冰島苔蘚萃取精華
為一種草本藥用植物，含豐富營養元素，胺
基酸、礦物和維生素包含碘、鈣、鉀和磷。
具有潤膚光滑潔淨作用，降低皮膚的粗糙部
份，讓皮膚均勻平整，減緩不適感，軟化並
使皮膚光滑柔嫩。
柳樹皮萃取精華
含有水楊苷吸收後經酵素轉化成水楊酸，通
過幫助老化表皮脫落及收斂性質。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mproves dry and aging skin problems, especially nourishes damaged and weak skin after cosmetic surgery. Ingredients: aqua, 
polyglyceryl-3 stearate,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Simmondsia Chinensis Oil, butyrospermum parkii butter, sodium stearoyl lactylate , 
glycerin, stearic acid, persea gratissima oil, triticum vulgare germ oil, xanthan gum, Tocopherol, Jasminum officinale essential oil 
Direction: Apply a thin layer to clean skin for about 10 to 20 minutes, once or twice a week at night. Rinse clean with warm water. For 
extremely dry and damaged skin, leave it on face overnight, and rinse off in the morning.

容量：
100 ml / 5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乳霜狀

適用乾燥、脆弱、角質受損肌膚、粗糙枯荒、暗沉老化鬆弛肌膚等。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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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原蛋白面膜霜
Collagen Mask 

含高量天然的維生素 E，是一種抗氧化劑。

潔膚後取適量敷於整臉，約 15 分鐘後用清水洗淨。

玻尿酸
含豐富黏多醣體、氨基酸。醫界證實
現今公認最佳保溼因子之ㄧ。

維他命 B5
泛酸可維持皮膚正常成長也是脂肪和
碳水化合物物質。泛酸增強肌膚膚質
的健康。

小麥胚芽油
預防老化，並含有豐富的脂肪酸，對
於乾性皮膚有滋養的效果。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high portion of natural Vitamin, it increases skin flexibility, eliminates wrinkles, and moisturizes skin. Ingredients: Hyaluronan, Vitamin 
B5, Wheat Germ Oil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face for 15 minutes and rinse clean with wat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150ml/50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霜狀   

Jasmine Wheat Germ Revitalizing Mask B14
除皺抗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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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肌膚彈性，
可改善細紋，加
強保濕效果，肌
膚緊緻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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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X 胜肽緊緻安瓶
 NB-TOX Serum Ampoule 

舒緩臉部紋路，適合濕、悶、熱的氣候使用，吸收
能力強，保濕力持久。有效成分皆屬蛋白質胺基酸，
其分子細緻，可滲透至真皮層，減少細紋及皺紋，
徹底改善肌膚老化現象，賦活提昇肌膚緊實度。

早晚洗完臉後，取適量塗抹於臉部肌膚即可，眼部周圍
肌膚亦可使用。

玻尿酸
迅速補水保濕，滋養潤澤肌膚。促使營養
物質的吸收利用，延緩肌膚老化。

卵磷脂
可滲透皮膚吸收的增長和滋潤，調節皮膚
酸鹼值，防止皮膚乾燥，並增加皮膚光澤
與彈性，有效防止皺紋滋長。

甜杏仁油
肌膚易吸收，含豐富維他命，具有滋養與
保濕功效適合乾燥、敏感、不適及無光澤
的肌膚，它是一種天然的潤濕劑。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2.5ml x 14pcs/ box or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Effectively eliminates expression marks and wrinkles, prevents skin from aging, recovers youthful skin and greatly tightens your skin.
Ingredients: Aqua (Water), Glycerin, Cyclopentasiloxane, Triethanolamine, Pentylene Glycol, Carbomer,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Sweet Almond) Oil, Caprylyl Glycol, Dimethiconol, Chlorphenesin, Decylene Glycol, Linoleic Acid, Parfum (Fragrance), Alcohol Denat., 
Phenoxyethanol, Lecithin, Titanium Dioxide (CI 77891), Mica (CI 77019), Sodium Hyaluronate, Disodium EDTA, Biosaccharide Gum-1, 
Acetyl Hexapeptide-8, Tocopheryl Acetate, Linolenic Acid
Direction: Apply a small amount to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neck and eye area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
2.5mlX14/100ml　　　
顏色：白色半透明　　　　
狀態：水凝露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撫平細紋保濕、
緊緻改善肌膚老
化現象，賦活肌
膚緊實度。

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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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修護精質乳
SOS Repairing Serum

讓肌膚鎖住水份，穩定肌膚針對脆弱膚質加強補
水保濕，即刻修護。

早晚上適量全臉至脖子，可當營養霜按摩，皮膚潤澤
明亮。

蘭花萃取液
經過嚴選萃取于來自歐洲等地的蘭花根
部，每 1000 克的蘭花根部只能提煉出 1
克的獨家精華成份，能恢復及維持皮膚
油水平衡，預防老化、撫平細紋，使肌
膚更緊實柔嫩，對老化肌膚有極佳效果。
玫瑰水
大馬士革有機玫瑰花瓣萃取之 100% 蒸
餾出來純露。具再次清潔效果，可調整
皮膚成正常 PH 值，幫助後續保養品吸
收預防肌膚乾燥缺水，提高皮膚含水量，
維持健康肌質狀態。
白松露萃取液
富含豐富胺基酸、礦物質和多種醣類衍
生物，滋潤平滑膚質，更賦予肌膚高修
護能量。
乳油木果油
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質地滋潤、氣味香、
易吸收，高度的的保濕能力使肌膚平滑
富彈性。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tains moisture of skin and stabilizes skin protection function. Ingredients: Orchid Extract, Hyaluronan, Rose Water, White Truffle Extract, 
Hydrolyzed silk protein, Macadamia nut oil, Avocado Oil, Hydrolyzed lupine protein, Seaweed Extract, Butyrospermum Parkii Oil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face and neck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100ml　　　　
顏色：乳白色　　　　
狀態：乳液狀　

1. 肌膚及時補水、水
嫩、淨白、透亮。

2. 肌膚對外界的抵
禦力，使肌膚健
康更有彈性。

B18
除皺抗老系列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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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保加利亞〈BULGARIA〉品種
保加利亞大馬士革玫瑰花瓣萃取之 100%
蒸餾出來的純露。

主要成分

保加利亞玫瑰純露
Premium Bulgarian Rose Water  

以古老蒸餾方式萃取，直接空運進口，保持產品新
鮮度真正第一道蒸餾萃取出的天然晶露最好玫瑰純
露，無農藥及落塵殘留，味甜清香，為天然芬多精，
可迅速提升皮膚健康好氣色恢復肌膚白淨柔嫩，增
加肌膚保濕度，預防細紋，幫助脆弱敏感肌膚，平
衡油性肌膚，安撫各種不適的肌膚。

1. 早晚洗完臉後全臉噴濕靜待自然乾，不要拍。
2. 濕膚 40 分鐘，可立即提升肌膚改善所有肌膚問題。  
3. 妝後噴於臉上，具定妝效果。
4. 隨身攜帶，隨時補充臉上所需保濕力，預防乾燥缺水。 
5. 可加入軟膜或面泥中使用，加強產品保濕度。 
6. 男士刮鬍後與女士除毛後擦拭，可降低刺痛感。  
7. 男士刮鬍後與女士除毛後擦拭，可降低刺痛感。    
8. 全身噴霧使用小孩孕婦皆可用。  
9. 直接深呼吸吸聞於鼻子，於頭頂噴３下，如同森林芬多精。
10. 室內空調最佳保濕品，及室內空間芳香 。
11. 秀髮保濕劑。

使用方法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Keeps your complexion highly hydrated from the inside out, revitalizes your skin throughout the day, fixes makeup, and soothes irritations. 
Ingredients: 100% pure distilled damascene rose water 
Direction: Spray on face as toner after cleansing, or for an immediate energizing sensation at any time, or for the purpose of fixing makeup. 
Spray on hairs as hair moisturizer, on body for eliminating irritation and itch after shaving. Wet cotton pads with rose water as mask and 
apply to face or eye area for 10 to 20 minutes to reduce heat sensitivity and eye fatigue, and improve oily skin. Spray in air as the best 
moisturizer and fragrance sprayer in indoor space. 

容量：
150 ml / 5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水狀　　  

任何肌膚適用，特別針對脆弱敏感型肌膚 

再次清潔效果，
可平衡肌膚油脂，
幫助後續保養品
吸收預防肌膚乾
燥缺水。

C01
嫩白系列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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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嫩白淨顏安瓶
Super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Whitening Amouple

1. 高安全性，高穩定性，高生化適應性
2. 添加多種高效淨白成份協同保濕成份及微量果酸   
    促進淨白肌膚。
3. 微脂囊劑型包覆活性成分，可增進肌膚吸收度，
    使活性成分深入肌膚。

1. 早晚化妝水之後使用，取適量塗抹於臉部及頸部。
2. 超聲波導入 10 － 15 分鐘，加速潔白肌膚淨化效果。
3. 日間搭配潤色晶亮隔離霜效果更佳。

Biowhite 複合淨白成分
虎耳草萃取、葡萄萃取、黃岑萃取、雞桑
萃取、熊果萃取、葡萄柚萃取等能安定酪
胺酸酶活性，柔白穩定性佳。

純米萃取
具淨白、保濕之功效，使肌膚淨白更加水
嫩。

酵母萃取
促進肌膚健康活力保濕肌膚。 
 
甘油
使肌膚柔順平滑有彈性，可減少表皮層的
水分蒸發。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mlx10pcs/ box or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uitable for dull, dark spot, and uneven skin tone; with high functional patented plant complex ingredients that help brighten and lighten 
pigmentation skin. Ingredients: water, glycerine, butylene glycol, gluconolactone, sodium benzoate, acrylates/C10-30 alkyl acrylate 
crosspolymer, saxifraga sarmentosa extract, vitis vinifera (grape) fruit extract, hydrogenated lecithin, potassium azeloyl diglycinate, 
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stearoxy ether, sodium hydroxide, triethanolamine, disodium EDTA, alcohol, squalane, arctostaphylos uva 
ursi leaf extract, morus bombycis root extract,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root extract, sodium methyl stearoyl taurate, citrus grandis (grapefruit) 
seed extract, oryza sativa (rice) extract
Direction: Apply to a cleansed face and neck after toner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缺水、舒緩肌膚乾燥、使肌膚留住水分、色素沉澱。

容量： 
3mlx10 支 /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Premium Bulgarian Rose Water  
任何肌膚適用，特別針對脆弱敏感型肌膚 

Biowhite—複合
淨白成分，對肌
膚具有極佳的淨
白效果。

C02
嫩白系列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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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胡蘿蔔
改善膚色、使肌膚更緊實有彈性，
使肌膚柔潤 , 有收斂效果。

稻米胚芽油
含有維他命和植物甾醇等活性成分。

向日葵萃取
具有強化肌膚提升及環境保護功能，柔嫩
亮白系列的訴求成分。

羊毛脂
來源羊毛是一種天然的纖維 , 羊毛脂能預防
皮膚過於乾燥。

尿囊素
是國外流行的有效成分，學名叫 5- 尿基醋
酸內酰胺，能夠促進保濕潤膚效果。

主要成分

阿爾卑斯極亮面膜
ALPS Moisturing Detoxifying Mask

嫩白效果，使肌膚明亮；有效柔潤、緊緻毛孔。

化妝水後全臉敷勻 ( 含眼周 )15-20 分，清水洗淨即可。

使用方法

20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Marvelous face mask with cleansing and moisturizing function. Reduce redness, refresh and leaves behind a soft, radiant complexion. Ingredients: AQUA, 
ISOPROPYL MYRISTATE, ORYZA SATIVA (Rice Plumule Oil), TITANIUM DIOXIDE, STEARIC ACID, LANOLIN (Wool Fat), POTASSIUM CETYL PHOSPHATE, 
KAOLIN, HELIANTHUS ANNUUS(Sunflower Extract), PRUNUS DULCIS, TRIETHANOLAMINE, DAUCUS CAROTA (Wild Carrot), CARBOMER, CUCUMIS 
SATIVUS, ALLANTOIN (Allantoin), IMIDAZOLIDINYL UREA, METHYLPARABEN, TRITICUM VULGARE, PARFUM, PHENOXYETHANOL, ETHYLPARABEN, 
PROPYLPARABEN, BUTYLPARABEN
Direction: Apply a thin layer of mask on whole face including eye area. Leave on for
10 to 15 minutes, then rinse clean with water.

容量：
200ml / 500ml      
顏色：白色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缺水、晦暗、膚色不均、乾性、敏感性膚質。

C06
嫩白系列

霜

幫助改善暗沉、加
強水亮潤白、控油，
使肌膚明亮，同時
達到淨化毛孔、柔
嫩保濕、緊緻調理
肌膚，達到由內而
外恢復光澤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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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軟膜粉
Rose Powder Mask  

玫瑰
玫瑰花既然稱為「花中之后」，可見它受歡迎的
程度。保加利亞玫瑰植栽於山區，必須在朝露初
降時把花摘下，立即蒸餾才能得到最多與最佳的
精油。基本上玫瑰會更適合用作護膚保養具有延
緩肌膚老化的過程及保濕功效，對於各種型態的
肌膚都具有很好的效果，然而更適合乾性、無生
氣、黯沈的肌膚。 具舒緩功效，可以迅速補充
肌膚水分，深度保濕，更可淡化肌膚表面細紋。
新鮮、潔淨的玫瑰花香，可深層舒緩肌膚壓力與
協助肌膚恢復自我調節能力，讓肌膚能主動隨著
季節、肌膚狀況悠然變化掌控，不再鬧情緒。持
續使用，將可調理出亮麗、耀眼的健康膚色。

用精華液打底後，取出約 30g，純水或玫瑰
水，攪拌後敷於臉部和頸部，20 分鐘後整
片取下，洗淨即可。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0g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Activates and moisturizes skin, eliminates fine lines and wrinkles, softens and whitens skin. Ingredients: Corn Starch, Sodium Alginate, 
Hydrolyzed Collagen, Diatomite, Rose Petals, Rose Extract, Rose Essential Oil
Direction: After serum, add 30g of mask powder with pure water or rose water, mix evenly and apply it to entire face for 20 minutes. Peel 
off the mask, clean your face and apply routine skin care.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1000g           
顏色﹕白色         
狀態：粉狀  

阿爾卑斯極亮面膜
ALPS Moisturing Detoxifying Mask

嫩白效果，使肌膚明亮；有效柔潤、緊緻毛孔。

化妝水後全臉敷勻 ( 含眼周 )15-20 分，清水洗淨即可。

適用任何肌膚，缺水、晦暗、膚色不均、乾性、敏感性膚質。

有效明亮膚色，
放鬆心情，防止
肌膚老化，清潔
毛孔污垢使皮膚
白皙柔嫩。

C07
嫩白系列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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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酸
由植物萃取的天然有機酸促進堆積於表皮之
暗沉排除能改善皮膚質量，使其細膩光澤，
富有彈性。
葡萄酸
溫和舒緩，具良好之吸水能力，可發揮優異
的保濕效果。
玻尿酸
保持皮膚彈性的功能，還能鎖住大量水分
子，對皮膚組織具有保濕潤滑作用。
乳醣酸
能使皮膚變得年輕豐潤輔助肌膚形成障壁保
護膜，使肌膚呈現柔軟平滑的膚觸。
甘醇酸
能加速老廢角質增進皮膚健康速度，因此可
以改善過度角化、粗糙暗沉或異常，使皮膚
變得光滑明亮。

主要成分

AHA 瞬效煥顏精華 2.5
Instant Revival Essence

可讓頑固角質迅速軟化、有效深入肌膚底層，加速
角質快速更新，減少皺紋，清理阻塞於皮脂出口的
不潔角質暢通毛孔，緊緻皮膚更結實、有彈性。

依照膚質耐受度 5-12 分鐘後清水洗淨，若微紅屬使用後
的自然現象，全臉可搭精華液或霜同時使用。

使用方法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moves excess cuticles and old cells, improves skin roughness and dullness, reduces wrinkles and acne, shrinks pores and returns to a healthy state.
Ingredients: Ferulic Acid, Pyruvic acid, Hyaluronan, Lactobionic Acid, Glycolic Acid
Direction: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kin tolerance, apply to skin for 5 to 12 minutes and rinse off with water. Getting reddish on face is normal after use. Essence and 
cream can be used with at the same time.

容量：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建議專業人士操作，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
色澤不均等。

1. 調理角質與油脂
分泌、粉刺。

2.改善肌膚暗沉，
加速亮白。

3.改善輕度皺紋，
恢復肌膚彈性
與光澤度。

肌膚敏感者 , 請先做敏感性測試 . 肌膚有紅腫傷口不宜使用使用後若持續紅腫或不適感 , 請立即停止。
請擦防曬品 , 逼免陽光直射皮膚。

C08
嫩白系列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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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賦活煥顏精華 3.5
Revitalizing Essence

除去多餘角質，改善皮膚粗糙、晦暗、撫平細紋、
通暢毛孔、緊縮皮膚更結實、有彈性。

1. 調理角質與油脂分泌、粉刺。
2. 加速亮白。
3. 改善輕度皺紋，恢復肌膚彈性與光澤度。

阿魏酸
由植物萃取的天然有機酸，能改善堆積於表
皮之暗沉皮膚質量，使其細膩光澤，富有彈
性。
葡萄酸
溫和舒緩，具良好之吸水能力，可發揮優異
的保濕效果。
玻尿酸
保持皮膚彈性的功能，還能鎖住大量水分
子，對皮膚組織具有保濕潤滑作用。
乳醣酸
能使皮膚變得年輕豐潤輔助肌膚形成障壁保
護膜，使肌膚呈現柔軟平滑的膚觸。
甘醇酸
能加速老廢角質增進皮膚健康速度，因此可
以改善過度角化、粗糙暗沉或異常，使皮膚
變得光滑明亮。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moves excess cuticles and old cells, improves skin roughness and dullness, reduces wrinkles and acne, shrinks pores and returns to a healthy state.
Ingredients: Ferulic Acid, Pyruvic acid, Hyaluronan, Lactobionic Acid, Glycolic Acid
Direction: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kin tolerance, apply to skin for 5 to 12 minutes and rinse off with water. Getting reddish on face is normal after use. Essence and 
cream can be used with at the same time.

居家護理使用，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
色澤不均等。

容量：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AHA 瞬效煥顏精華 2.5
Instant Revival Essence

1. 調理角質與油脂
分泌、粉刺。

2. 加速亮白。
3.改善輕度皺紋，

恢復肌膚彈性
與光澤度。

肌膚敏感者 , 請先做敏感性測試 . 肌膚有紅腫傷口不宜使用使用後若持續紅腫或不適感 , 請立即停止。
請擦防曬品 , 逼免陽光直射皮膚。

C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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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敏感者 , 請先做敏感性測試 . 肌膚有紅腫傷口不宜使用使用後若持續紅腫或不適感 , 請立即停止。
請擦防曬品 , 逼免陽光直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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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酸
由植物萃取的天然有機酸促進堆積於表皮之
暗沉排除能改善皮膚質量，使其細膩光澤，
富有彈性。

葡萄酸
溫和舒緩，具良好之吸水能力，可發揮優異
的保濕效果。

玻尿酸
保持皮膚彈性的功能，還能鎖住大量水分子，
對皮膚組織具有保濕潤滑作用。

乳醣酸
能使皮膚變得年輕豐潤輔助肌膚形成障壁保
護膜，使肌膚呈現柔軟平滑的膚觸。

甘醇酸
能加速老廢角質增進皮膚健康速度，因此可
以改善過度角化、粗糙暗沉或異常，使皮膚
變得光滑明亮。

主要成分

AHA 柔膚煥顏精華 4.5
Instant Revival Essence

除去多餘角質，改善皮膚粗糙、晦暗，減少皺紋，毛
孔緊縮皮膚更結實有彈性。

適量全臉可搭精華液或霜同時使用。使用方法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moves excess cuticles and old cells, improves skin roughness and dullness, reduces wrinkles and acne, shrinks pores and returns to a 
healthy state.
Ingredients: Ferulic Acid, Pyruvic acid, Hyaluronan, Lactobionic Acid, Glycolic Acid
Direction: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kin tolerance, apply to skin for 5 to 12 minutes and rinse off with water. Getting reddish on face is normal 
after use. Essence and cream can be used with at the same time.

容量：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平日保養使用，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
色澤不均等。

1. 調理角質與油脂
分泌。

2. 加速亮白。
3.改善輕度皺紋，

恢復肌膚彈性
與光澤度。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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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敏感者 , 請先做敏感性測試 . 肌膚有紅腫傷口不宜使用使用後若持續紅腫或不適感 , 請立即停止。
請擦防曬品 , 逼免陽光直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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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柔膚煥顏精華 4.5
Instant Revival Essence

適量全臉可搭精華液或霜同時使用。

沒黑淨白保濕精華
Brightenyl Dark Spot Essence

內外兼備全面亮白機制，創新的智慧美白科技，抑
止黑色素形成，迅速將有效成分傳送到肌膚提升肌
膚淨白度，內外全面亮白，緊緻撫紋。

化妝水後，取適量輕擦拭於全臉及頸
部至完全吸收。

沒黑素
改善日照皮膚光害 / 降低肌膚泛紅，提升
肌膚明亮度。   

傳明酸
抑制黑色素形成及防止色素的形成，有效
淨白。 
 
α- 熊果素
淨白，作用比維他命快，沒有光敏感疑慮。

雪耳萃取
植物源性類透明質酸，銀耳中萃取的水溶
性高分子異多糖，極佳的保濕護膚效果。

醣基海藻醣
賦活、保護肌膚作用，防止肌膚粗糙等作
用，專利保濕成分。

PMA 抗敏鎖水液
促進皮膚代謝及再生，天然鎖水屏障，有
效鎖水促進皮膚張力與彈性，加強肌膚的
支撐結構，預防細紋形成與加強緊緻。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the latest innovative whitening technology, it prevents the formation of pigmented spots and quickly transfers the active ingredients to deeper layer of skin 
and lighten it from the inside out. Ingredients: Pure Water, Caprylic/Capric/Succinic Triglyceride, 1,3-Butylene Glycol, Diglycerin, Glycosyl Trehalose, Niacinamide, 
Tocopherol Acetate, Argania Spinosa Kernel Oil, PMA ( Sodium PCA / Trehalose / Sorbitol / Glycerin / Panthenol / Sodium Hyaluronate /Urea / Water / 
PolyQuaternium-51 ), Dipotassium Glycyrrhizate, β-White™(Water / Butylene Glycol / Hydrogenated Lecithin / Sodium Oleate / Oligopeptide-68 / Disodium EDTA), 
Nannochloropsis Oculata Extract , Arginine/Lysine polypeptide, Brightenyl®(Water/Glycerin/Diglucosyl Gallic Acid), Sodium Hyaluronate, Hydrolyzed Hyaluronic 
Acid, Hydroxypropyltrimonium Hyaluronate, PEG-40 Hydrogenated Castor Oil, Phenoxyethanol / Ethylhexylglycerin, Chlorphenesin, Tranexamic Acid, Alpha-
Arbutin, UNIPEARLS(Mannitol/Cellulose/Iron Oxides/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UNIPEARLS(Lactose/Cellulose/Tocopheryl Acetate/Ascorbyl Palmitate/
Hydroxypropyl Methylcellulose), Fragrance.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proper amount to face and neck until full absorption. Apply some to spots or dull skin area 
to improve skin problems.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斑點、色澤不均等。

容量：
50 ml/5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增加明亮、均勻膚色、
改善暗沉、呈現自然
美肌。三大抗老活性 :
有效撫紋，重返青春。
三大專利保濕 : 補水、
儲水、鎖水。

C11
嫩白系列

精

肌膚敏感者 , 請先做敏感性測試 . 肌膚有紅腫傷口不宜使用使用後若持續紅腫或不適感 , 請立即停止。
請擦防曬品 , 逼免陽光直射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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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明酸
抑制黑色素形成及防止色素斑的形成，抑
制黑色素活性與活力，改善斑點，淨白肌
膚，呈現白皙透亮
鎖水磁石
強效鎖水，皮膚保持水嫩，舒緩乾燥肌膚
造成的不適現象。來自植物經過生化科技
製造的異構化 D- 葡聚糖，在肌膚上發揮強
力水合作用，防止經皮水分散失 (TEWL)，
維持皮膚水平衡，發揮長效保濕作用。散
發出光澤水嫩，富有彈性和透明感的完美
膚質。
洋甘菊萃取
又稱『大地的蘋果』，有淨化與舒緩的功
能 , 可減緩皮膚的不適 , 調理敏感性肌膚並
保濕。

主要成分

貴婦速妍霜
Crystal Whitening Cream

徹底解決 : 熬夜暗沉、氣色不佳、立即出門，妝前
打底秒速煥白，全新底妝神器，30 秒超速完妝立即
出門，肌膚呈現白皙透亮，擁有柔嫩光滑的完美肌。

1. 日間基礎保養程序完使用，取適量輕拍按摩全臉與頸
部，立即矯正膚色。

2.夜間最後一道保養程序，取適量輕輕按摩臉部及頸部，
夜間美白滲透效果加倍。

使用方法

3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nstantly corrects skin tone to perfection within 30 seconds, lighten your skin, and makes your skin soft and radiant
Ingredients: Pure Water, Tribehenin PEG-20 Esters 1,3-Butylene Glycol, Cethyl Ethylhexanoate, Helianthus Annuus (Sunflower) Seed Oil, Saccharide Isomerate, 
Biosaccharide Gum-1, Chamomilla Recutita (Matricaria) Extract, Gigawhite(Malva Sylvestris (Mallow) Extract /Mentha Piperita (Peppermint) Leaf Extract/Primula 
Veris Extract /Alchemilla Vulgaris Extract / Veronica Officinalis Extract /Melissa Officinalis Leaf Extract / Achillea Millefolium Extract),Calendula Officinalis Flower 
Extract, Glycosyl Trehalose,Tranexamic Acid, Tourmaline, Cyanocobalamin, Phenoxyethanol, Fragrance q.s
Direction: In the daytime, after basic skin care procedures, take appropriate amount, gently massage full face and neck to correct skin tone. In the nighttime, as the 
last skin care step, apply proper amount to face and neck, gently massage and let the whitening ingredient penetrate at night to bring more powerful results.

容量：
30 ml/150ml　　　　
顏色：白色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斑點、色澤不均等。

美肌的秘密 : 保
濕、淨白、修護、
深層改善膚色不
均，揮別黯淡無
光，維持白皙彈
力肌，逆時瞬白
超有感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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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卸妝乳
Creamy Cleansing Milk

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可以淨化以及滋潤的有效成分。
溫和的清潔效果可以清除化妝品及髒汙。連眼部周
圍也可以使用。

取適量均勻塗抹於全臉、輕輕按摩數
秒後以清水洗淨即可將汙垢完全卸除。

澳洲胡桃油
內含的大量棕櫚烯酸與皮膚脂肪酸有很大
的相似度 , 對老化、缺水肌膚有益，能幫助
修復、調節皮脂角質。內含豐富維他命 E，
對抗自由基保護劑。堅果油質豐潤，使用
時堅果油瞬間在肌膚融化後就像在陽光下
的蜂蜜，使肌膚表面多了柔軟保護層。

羊毛脂醇
羊毛脂中提取的柔潤劑。具有優良的去污、
潤濕、渗透、溶解和乳化能力。與皮膚有
很好的相容性。

蜂蠟
能滋養及柔軟皮膚，增加產品的持久性，
亦有抗氧化、抗菌的特性。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A rich creamy cleanser that gently and effectively sweeps away dirt, grime, makeup, and other impurities while nourishing and conditioning 
the skin. Ingredients: 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 Isostearyl Alcohol/ Glycerin/ Liquid Paraffin/ Isopropyl Palmitate/ Beeswax/ Lanolin 
Alcohol/ PEG-7 Glyceryl Cocoate/ Potassium Hydroxide/ Propylene Glycol/ Lauryl Glucoside/ Phenoxyethanol/ Cetyl Alcohol/ Stearic Acid/ 
Tetrasodium EDTA/ Glyceryl Monostearate/ Carbomer/ Butylene Glycol/ Methylparaben/ Propylparaben/ Perfume/ Distilled Water.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and gently massage over face for seconds, and then rinse with wat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暗沉等。

容量：50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狀　　

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可以淨化以及滋潤
的有效成分。
可以不傷害肌膚的
清除化妝品及髒
汙。連眼部周圍也
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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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縷梅蒸餾萃取
溫和，清爽，有效安撫脆弱及泛紅肌膚、
加強肌膚保濕度。

纖連蛋白質
有效連結黏多醣，膠原蛋白彈力蛋白到皮
膚纖維母細胞，可以讓肌膚變得緊實有彈
性，也可撫平皺紋以及顏面鬆垂。

深海膠原蛋白
改善粗糙、鬆弛老化現象，加強保濕功效，
使肌膚光澤柔嫩。

十多種發醇山梨酸
提高肌膚保水度，彈力度和柔軟度，肌膚
維持在健康狀態。

主要成分

玫瑰膠原緊緻安瓶
Superior Moisturizing Ampoule 

含金縷梅蒸餾萃取和頂級玫瑰精油，能使肌膚維持
在最佳狀態，具紓緩、保濕等功效；深海彈力蛋白
的精華萃取自鮪魚和鮭魚，其含有豐富的胺基酸以
及 hydroxyproline( 羥脯氨酸 )，能防止老化，使肌
膚恢復彈性，增加肌膚保濕度和緊實度。 

化妝水後，取適量輕拍於全臉及頸部至完
全吸收。

使用方法

3mlx10pcs/box or 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hydrates, softens and tightens skin. Recovers skin flexibility, smoothes and reduces fine lines and wrinkles. Ingredients: Distilled 
Hamamelis virginiana Extract, Collagen, Various sorbital sorbic acid
Direction: Apply to a cleansed face and neck after toner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容量：
3mlx10 支 /1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等。

1. 防止老化，使肌
膚恢復彈性，增
加肌膚緊實度。

2.加強保濕功效，
使肌膚光澤柔
嫩有彈性。

3. 對乾燥、缺水、
泛紅肌效果最
佳。

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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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高效保濕精華
Hyaluronic Acid

質地濃純不厚重、適合各類型肌膚；高單位的玻尿
酸有著優質親膚特性，能將水分滲入肌理，長時間
慢慢釋放保濕因子潤澤，使肌膚不只喝飽保濕精華，
且牢牢抓住水分不易流失。維持一整天潤澤、Q 彈
肌膚並修飾臉部微小細紋。維持肌膚的年輕感、減
緩肌膚老化的現象，從肌膚的最深層開始修護。

1. 早晚取適量於臉部及頸部，並輕加按摩至完全吸收即可。
2. 清潔後，濕敷 15 分，肌膚水嫩效果加倍。

玻尿酸
天然保濕因子，擦在皮膚表面也能迅速吸
收。比透明質酸更細，更容易吸收。可吸收
比本身重量更多倍水份！不僅水潤皮膚，更
有助於減少水分流失，減淡皺紋和細紋的出
現，是目前最好的保濕劑之一。
黃瓜果萃取液
含有豐富的維他命 C、氨基酸及黏多醣體等
多種活性成份，具有舒緩安撫、收斂平衡、
保濕滋潤、柔軟角質、修護白皙等功效， 
針對曬後肌膚具有良好的保濕及修護作用！
PCA 鈉
由谷氨酸而得到的天然保濕成分，也是天然
保濕因數 (NMF) 中重要保濕成份，質感輕
盈舒爽，無黏膩厚重，PCA-Na 的真正生理
作用是角質層柔潤劑。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tains moisture and creates a cushion to help prevent skin from aging. It moisturizes, smoothens, and eliminates fine line and 
wrinkles. Ingredients: Sodium Hyaluronate, Cucumber Extract, Sodium PCA, Biosaccharide Gum-1, Propylene Glycol, Methylparaben, 
Propylparaben, Imidazolidinyl Urea, Water
Direction: Apply to clean face and neck, gently massage until full absorption. Or after cleansing, apply it for 15 minutes.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容量：
30 ml / 100ml 　　　　
顏色：透明　　　　
狀態：液狀　　  

水分滲入肌理，
親膚性保濕潤澤，
使肌膚鎖住水分，
緊緻潤澤肌膚抗
老化，提升肌膚
舒適度。

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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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蘆薈
美膚潤顏安撫肌膚，舒緩肌膚不適感。 

神經醯胺
具深層保濕作用，是細胞間質的主要成份，
強化肌膚保水能力、防止肌膚乾糙具有優
質的修護保濕力。

燕麥萃取
獨特高滲透性燕麥萃取，細微分子能達到
更快速滲透、深入吸收，滋潤保濕肌膚，
有效改善乾燥肌膚。

甜沒藥
緩和肌膚不適感，降低外在因素所造成的
敏感現象。

琉璃苣油
含豐富的次亞麻仁油酸，補足肌膚所需營
養。並有效改善肌膚乾癢。

主要成分

極緻修護保濕霜
Gentle Softening Moisturizer 

南非原生種植物，野生蘆薈對於敏感肌膚有極佳的
舒緩功效，超過 200 種的生物活性成分，協同作用，
經科學界實驗並證實野生蘆薈具有鎮靜、舒緩、保
濕、淨白、抗氧化之功效。

每日早晚取適量塗抹於全臉與頸部。使用方法

3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t contains over 200 types of active ingredients that highly moisturize, prevent skin from sensitivity, and smoothen skin. Ingredients: Wild 
Aloe, Ceramides, Oat Extract, Chamomile, Borage seed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Apply to a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and neck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容量：30ml　　　　
顏色：白色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1. 快速補給肌膚所
需之營養成分。

2. 使肌膚鎮靜、
保濕、舒緩，加
強抵禦力。

4. 細緻健康，恢
復白皙、柔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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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緻修護保濕霜
Gentle Softening Moisturiz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甜沒藥凍晶
Chamomile Massage Gel

高濃度、最滋養的海藻泥，是肌膚天然營養補充品，
含有豐富稀有的礦物質及活性成分、微量元素，所
以能迅速補充皮膚能量、養份，達到滋潤效果，抵
抗因歲月及人為因素的老化。

1. 潔膚後，取適量塗抹於肌膚上按摩至吸收。
2. 痘痘、粉刺清潔後，敷在局部或全臉，可安撫不適肌膚。
3. 可當加強修護之保養面膜，使肌膚回復健康細緻。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可減緩日曬後皮膚
的損傷 , 調理敏感性肌膚並保濕

甜沒藥
緩和肌膚不適感，降低外在因素所造成的
敏感現象。

蘆薈
美膚潤顏、安撫肌膚，舒緩肌膚不適感。 

海藻
含有存在於藍藻當中的豐富維生素 B 群，
常用天然海藻泥護理臉部和身體。海藻的
深層潔膚能力。能迅速補充皮膚所需的一
切養分。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mproves skin metabolism and softens skin. Ingredients: Chamomile Extract, Sweet Myrrh, Aloe, Alga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to skin until full absorption. For acne treatment, apply to the reddish area or whole face to calm skin and 
prevent bacterial re-infec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150ml/500ml　　　　
顏色：淡藍色　　　　
狀態：膠狀

補充天然保濕因子
NMF，為肌膚解渴
防止乾燥，加強皮
膚蓄水庫醣蛋白的
作用，即可達到長
效保濕作用，溫潤
及抗皺效果。 天然
礦物泥釋放吸附油
脂、污垢。展現肌
膚自然的明亮光彩。

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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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膠原蛋白
補充流失的氨基酸，增進肌膚緊緻彈性，
在清潔肌膚的同時鎖住大量水分，改善粗
糙、鬆弛老化現象，加強保濕功效，使肌
膚光澤柔嫩有彈性。
小白花油
讓肌膚保溼光澤 , 良好的肌膚滲透能力 ,
改善皺紋和肌膚歲月痕跡。
蘆薈萃取物
含有豐富黏多醣，可增加皮膚膠原和彈
性，多重保濕收斂的功效，能舒緩肌膚不
適感。
葡萄柚籽萃取
含維他命 A, C 及 E 等美容保養成份 , 具
多重滋養。
生物多醣體
天然植物性保濕劑、柔軟肌膚，容易滲透
皮膚表層天然植物性保濕劑、柔軟肌膚。

主要成分

賦活再生面膜
Maschera Lenitiva Post-Trattamento Micro-Dermoabrasione

皮膚在復原過程中，因皮膚障壁功能不正常，固鎮
靜舒緩，可增加皮膚防禦能力、恢復皮膚原來樣貌。

潔膚後取適量敷於整臉，約 15 分鐘後用清水洗淨。

使用方法

15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Increases skin defense ability, accelerates wound healing, and reduces pigmentation and scar formation. Ingredients: Soluble collagen, 
Meadowfoam Seed Oil, Aloe Extract, Grape Seed Extract, Biosaccharide Gum-1, Cetearyl alcohol and cetearylglucoside, Glyceryl 
Stearate&PEG-100 Stearate, Stearic Acid, Ethylhexyl Palmitate, Caprylic, Coco-caprylate, Cetearyl Ethylhexanoate, Xanthan Gum, 
Propanediol, Phenoxyethanol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for about 15 minutes and rinse clean with water.

容量 :
150ml/ 500ml 
顏色﹕白色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D08
柔敏保濕系列

霜

即刻使用安撫不
是肌膚，具保濕、
修護、補水，角
質再生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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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活再生面膜
Maschera Lenitiva Post-Trattamento Micro-Dermoabrasione

潔膚後取適量敷於整臉，約 15 分鐘後用清水洗淨。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柔嫩潔顏慕斯
Gentle Facial Cleansing Mousse

潔面幕斯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可以淨化以及滋潤效
果，成分溫和、清爽，輕鬆清除化妝品及髒汙。

1. 取適量均勻塗抹於整臉、輕輕按
摩數秒即可將汙垢完全卸除。

2. 直接以清水沖洗即可。

布列塔尼海洋微量元素
取自於法國布列塔尼外海之 Gulf Stream 洋
流豐富而獨特成分，含多種礦物質、維生
素，使肌膚越來越健康。

矢車菊萃取
具有舒緩效果，其作用非常溫和。

甜菜鹼
保濕劑，能使肌膚保濕度增加。

羊毛脂
能預防皮膚過於乾燥，能達到滋潤效果。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8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With light, smooth foam, precious elements and soft brush, this cleanser can deeply cleanse your skin without stripping it. Ingredients: Gulf 
Stream Sea Water, Cornflower Extract, Betaine Trimethylglycine, Lanolin
Direction: Pump once to twice until the mousse appears, apply the brush directly onto damp skin and gently massage in circular motion for 
seconds. Rinse clean with wate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暗沉等。

容量：180ml　       
顏色：白色　　　　
狀態：慕斯狀　    

含多種營養物質的布列
塔尼海洋微量元素，可
活化舒緩肌膚和滋潤肌
膚，使肌膚起來更細
緻、健康、溫和又帶點
清香，連眼部周圍也可
以使用。

E01
油性混合系列

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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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菊花葉萃取
令肌膚柔嫩光滑，性質極其溫和，可以潤
澤肌膚，舒緩敏感肌膚。

海藻萃取
海藻的深層潔膚能力 , 能迅速補充皮膚所需
的能量及養份，使肌膚相互補作用。

牛蒡根萃取
含有蛋白質、多種礦物質等美容成分。

主要成分

荳液一點靈 
Acne Purifying Treatment

快速有效能調節油脂、恢復皮膚 PH 值平衡、安撫
不適肌膚、容易分泌過量油脂、產品能有效解決以
上問題。

1. 清潔後，取適量塗抹於局部或全臉。
2. 背部亦可以使用。

使用方法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solves all problems of pimples effectively for long time effect, and gets oily skin return to normality. Ingredients: Zinc PCA, Glycyrrhiza 
Glabra (Licorice) Root Extract, Phytosphingosine, Chamomilla Recutita (Matricaria) Flower/leaf Extract, Arctium Lappa Root Extract, 
Hydrolyzed Serum Protein, Hydrolyzed Yeast Protein, Panthenol, Sodium PCA, Allantoin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affected areas or whole face. 

容量：
30ml / 100ml　　　　
顏色：黃褐色　　　　
狀態：液狀

適用肌膚：痘痘 / 粉刺 / 面皰 / 油性肌膚 / 毛孔出粗大等。

複合的活性有效成
份具備了調節油脂
分泌，有效改善面
皰的問題，能使油
性肌膚恢復正常。

E03
油性混合系列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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荳液一點靈 
Acne Purifying Treatment
適用肌膚：痘痘 / 粉刺 / 面皰 / 油性肌膚 / 毛孔出粗大等。

淨化代謝液
Sebum Regulated Fluid 

形成粉刺主要原因，因為毛囊開口處的角質異常堆
積增加，加上皮脂過度分泌，當角質和皮脂所混合
栓塞後，填充在整個毛囊內，便形成所謂的粉刺。
粉刺代謝液能將角質層軟化後使粉刺易於清除，使
毛孔潔淨。

1. 清理粉刺前濕敷 15 分鐘，使粉刺鬆動，
則非常容易清除。

2. 平日濕敷或早晚擦拭，粉刺將自然代謝。

香茅精油
柔軟肌膚，針對粉刺改善、通暢毛孔。

玻尿酸
高度保濕，可鎮定肌膚。其分子對建立彈
力結構的支撐滋養，維持皮膚的 ph 值。

海藻萃取
促進深層潔淨保濕、柔軟肌膚，針對油性
問題肌膚。

百里香
純植物抗痘成分，可調節肌膚的油脂分泌。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70ml/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Clarifies pores, balances sebaceous gland secretion, and prevents pores from clogging. Ingredients: Citronella, Hyaluronic Acid, Alga 
Extract, Thyme
Direction: Before treating acne, apply with cotton pad to the area and leave it for 10minutes for easy removal of acne. 

適用肌膚：痘痘 / 粉刺 / 面皰 / 油性肌膚 / 毛孔出粗大等。
容量：
170ml / 50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液狀　

1. 毛孔潔淨，改
善粉刺、通
暢毛孔。

2. 調節油脂分
泌，預防毛
孔阻塞。

E04
油性混合系列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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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菊
能使肌膚舒緩 不適、鎮靜、調理、潔膚。

黑楊
黑楊是落葉性柳樹，楊樹是 35 種或更多
種類的總稱，包含百楊和棉百楊，生長在
北方溫帶區域，在濕土攮和河邊茁壯茂
盛。有滋潤和柔膚效果，黑楊有調理肌膚
效果。

茶樹精油
超過 50 種類的澳洲土產茶樹，然而只
有”Melaleuta Alternifolia”包含天然油
及柔膚效果。

主要成分

控油調理乳
Acne Purifying Cream

快速有效能調節油脂、恢復皮膚 PH 值平衡、安撫
不適肌膚、容易分泌過量油脂、產品能有效解決以
上問題。

一日使用 3 次以上，亦不會造成脫皮現象，
使用 2 日左右，極嚴重膿皰均有相當好的效果。

使用方法

3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Balances secretion of sebaceous glands, with repairing and relaxing functions, balances PH level, cleans and purifies skin. Ingredients: 
Blueberry Extract, Zinc, BHA, Dendranthema lavandulifolium (Fisch.) Ling et Shih, Tea Tree Essential Oil
Direction: After cleansing,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treated area or whole face once or twice a day. For severe cases or bigger acne, apply 
it three times a day. It is the best to use it in the early stage of acne to avoid inflammation. 

容量：3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乳狀

適用肌膚：痘痘 / 粉刺 / 面皰 / 油性肌膚 / 毛孔出粗大等。

複合的活性有效
成份具備了調節
油脂分泌，能有
效改善面皰的問
題，能使油性肌
膚恢復正常。

E05
油性混合系列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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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采水嫩凝霜
 Moisturizing Facial  Jelly  Cream

多重用途，可作一般保養霜，也可混合滋潤面霜使
用，提升皮膚吸收能力；亦可當作面膜使用，深層
持續滋潤皮膚，有安撫、修復、舒緩、淡化細紋，
徹底改善肌膚深層缺水現象，提升肌膚水潤彈性度。

早晚洗完臉後，取適量塗抹於臉部肌膚即可，
眼部周圍肌膚亦可使用。

玫瑰純露
大馬士革有機玫瑰花瓣萃取之 100% 純露，
預防肌膚乾燥、缺水，提高皮膚含水量，
維持健康肌質狀態迅速提升皮膚活力。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可減緩日曬後皮膚
的不舒適，調理性肌膚並保濕。

多醣玻尿酸鈉
高效優質的天然保濕因子，能立即為乾渴
的肌膚快速補充大量水分，深入調理、保
濕、修護肌膚，持續全天候 24 小時的保
濕效果、淡化細紋。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15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Good for dry and sensitive skin. It can be used solely or mixed with other moisturizing cream to enhance absorption, soothe and repair skin, 
boost collagen regeneration, increase skin elasticity, and completely solve dry problems. It can also be used as mask to highly moisturize 
and clam the skin. Ingredients: Rose water, Chamomile Extract, Sodium Hyaluronate, Biosaccharide Gum-1
Direction: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a thoroughly cleansed face and neck. It can be used around eye area.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油性缺水、細紋、等。

容量： 115ml　　　　
顏色：白色　　　　
狀態：凝露狀　　

水潤質地，觸碰
肌膚瞬間化成源
源不絕的微細水
分子，解除缺失
引起的乾燥、緊
繃現象，也有優
異的舒緩功效作
為水凝霜使用外，
還可混合滋潤面
霜使用，也可厚
敷按摩後洗淨。

E06
油性混合系列

霜

控油調理乳
Acne Purifying Cream

一日使用 3 次以上，亦不會造成脫皮現象，
使用 2 日左右，極嚴重膿皰均有相當好的效果。

適用肌膚：痘痘 / 粉刺 / 面皰 / 油性肌膚 / 毛孔出粗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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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gen
主要維持皮膚的張力和彈性，負責表皮
與真皮之間營養的穿透與輸送。
尿囊素
能提高肌膚對養分的吸收率，防止肌膚
粗糙。尿囊素還有其他功效，像是舒緩
不適的皮膚，收斂毛孔作用、保濕與柔
軟潤膚。
蘭花萃取液
天然保濕植物，調節 PH，具淨白效果。
洋甘菊萃取
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調理敏感性肌膚。

主要成分

極緻亮白活氧眼膠
Hydro Eyes Contour

特殊細緻的敷眼聖品，特別為眼睛周圍細緻改善
的肌膚而設計，同時滋養保護眼部肌理紋，增加
皮膚的彈性。

1. 調整眼部肌膚，展現明亮、細緻，讓原本疲憊的眼
部肌膚重新恢復活力。

2. 可當眼膜使用，不需洗掉，冰冰涼涼的凝膠，更加
的舒緩眼周肌膚，並為眼部周圍的肌膚注入充足的
水分。

3. 使用完極緻亮白活氧眼膜，再搭配 60 秒眼霜，油
水平衡，明亮動人。

使用方法

35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pecially formulated for the skin around eyes, it can eliminate eye puffiness, dilute dark circles, nourishes surrounded skin of eyes, and 
increases skin elasticity. Ingredients: Collagen, Allantoin, Orchid Extract, Chamomile Extract, Hyaluronic Acid, NMF
Direction: Apply a small amount with fingertip under and around the eye area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容量：35ml 　　
顏色：透明　　　　
狀態：膠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1. 鎖水、供水、潤澤
眼周，改善皺紋。

2. 改善眼周暗沉。
3. 調整眼周肌膚，光

滑、飽滿水嫩。
4. 預防眼周乾枯缺

水、老化。
5. 臉部肌膚乾糙缺

水，使用活氧眼膜
敷臉，使肌膚亮澤
有彈性，改善皺紋。

F01
眼部緊緻系列

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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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緻亮白活氧眼膠
Hydro Eyes Contour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德瑪萃 - 驚天動麗眼霜
Anti Aging Wrinkle Eye Cream 

提供眼部高效保濕，快速解決眼部細紋，滋潤緊實、
提升彈性。

用於精華之後，適量塗抹，輕按壓於眼睛週圍。
眼睛周圍的紋路獲得極佳舒緩，並在短時間逐漸
淡化，讓眼周肌膚變得更加緊緻、亮麗、動人。

積雪草萃取物
美容聖物能在肌膚受損時瞬效撫平，質
地很滑順潤澤快速改善眼周老化細紋、
暗沉。

棕櫚酰三胜肽
加強真皮層，使皮膚變得更厚，緊緻，
皺紋得到舒緩。

棕櫚酰四胜肽
增強肌膚耐受力，可有效安撫肌膚。

棕櫚酰六胜肽
舒緩臉部紋路。

神經酰胺 NP/OP/EOP
角質層內重要組成，使肌膚維持柔軟平
滑，更具彈性及張力。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30ml/1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Moisturizes eye area with 5 times of penetration function to quickly get into your skin and fix the problems of wrinkles and fine lines, tighten skin and increase 
elasticity. Ingredients: Pure Water, Rosa Centifolia Flower Water,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Aloe Vera Gel Dried Powder,  Zea Mays (Corn) Kernel Extract,  
Ceramide 1 Ceramide 3 Ceramide 6 ll, Macadamia Terni folia Seed Oil, Crambe Abyssinica Seed Oil, Orbignya Oleifera Seed Oil, Carboxylate Palmitoyl Tri 
Peptide-5,  Palmito yl Tetrapeptide-7, Acetyl Hexapeptide-8, Sodium Hyaluronate,  Tocopherol Acetate, Bisabolol, Allantoin, ,3-Butylene Glycol., Caprylic Capric 
Triglyceride, Phytosphingosine Cholesterol, Tribehenin PEG-20 Esters, Cetyl Ethylhexanoate,  Isononyl lsononanoate, Water/Alcohol Lecithin Ectoin Cyclotetra 
peptide-24 Amin ocyclohexane , Phenoxyethanol Ethylhexylglycerin, Disodium EDTA, Fragrance
Direction: After serum, apply a proper amount and gently press around eyes.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
30 ml/100ml　　　　
顏色：白色　　　　
狀態：乳狀

含有豐富的神經酰
胺，使肌膚能形成
防護膜，增加肌膚
含水量。含珍貴積
雪草萃取及多胜肽，
能撫平細紋，舒緩
臉部紋路。

F02
眼部緊緻系列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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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錦葵萃取
舒緩乾燥肌膚，在肌膚表層形成鎖水膜，
增加肌膚防禦功能。能對肌膚進行 深層補
水，促進肌膚表層形成長效鎖水膜，長時
間保持肌膚水潤感。活化肌膚；增強皮膚
彈性，改善粗糙、細紋，延緩肌膚衰老。

長葉車前葉萃取
具安撫的效果，並能幫助舒緩肌膚不適，
為肌膚賦活修護。

洋甘菊萃取
有淨化與舒緩的功能 , 可減緩日曬後皮膚的
損傷 , 調理敏感性肌膚並保濕

主要成分

柔敏保濕修護精華
Fito  Idro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化妝水後取適量塗抹於全臉，加入面膜或霜前與敷面膜
之前打底效果更佳，可加在精華液與面霜以增加滋潤
度。也適合直接在臉部按摩至吸收。

使用方法

6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othes skin and increases balance of oil and water content, makes skin soft, tender, and comfortable. Ingredients: Malva Sylvestris 
Extract, Plantago Lanceolata Leaf Extract, Chamomile Extract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or add into mask, serum or cream to increase moisture. It’s also good for gently 
massaging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60ml 　       
顏色：茶褐色　　　　
狀態：精華油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H01
HERBELIA 系列

精

保濕柔敏，舒緩增
加油水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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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敏保濕修護精華
Fito  Idro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活氧全效抗紋精華
Ayur Up Oxi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化妝水後取適量塗抹於全臉，加入面膜或霜前與敷面膜
之前打底效果更佳，可加在精華液與面霜以增加滋潤度。
也適合直接在臉部按摩至吸收。

澳洲堅果
含有皮膚形成油脂保護層所必備的營養素，
最重要的是油性溫和，可以做保濕霜，可
以使肌膚柔軟而有活力，滋潤保濕與皮膚
脂性非常接近，使肌膚柔嫩，滲透性好，
保溼效果佳。

錫蘭肉桂
或稱 Ceylon cinnamon，與中國肉桂主要
差異在含有丁香酚 (<8%)，舒緩關節疼痛、
溫暖肌膚、促進血液循環。

百里香
純植物抗痘成分，可調節肌膚的油脂分泌。

丁香酚
具有持久香氣，常作為香皂的香料。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60mlx2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othes skin and increases balance of oil and water content, makes skin soft, tender, and comfortable. Ingredients: 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 Ceylon Cinnamon, Thyme Extract, Eugenol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or add into mask, serum or cream to increase moisture. It’s also good for gently 
massaging until ful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細紋、老化、色澤不均等。

容量：60ml x2　       
顏色：茶褐色　　　　
狀態：精華油狀　

F02
HERBELIA 系列

精

使肌膚年輕活氧
充氣功能，改善
皺紋及暗沉肌
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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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
又稱透明質酸或醣醛酸，存在於人體的結
締組織及真皮層中，是一種透明的膠狀物
質。玻尿酸可以吸收本身 500-1000 倍的
水分，保濕成份含有透明質酸鈉活性成分
的潤膚產品改善緩解皮膚乾燥。
金縷梅
內含單寧質多種如 Ellagtannin 和
Hamamlitannin 可以調節皮脂分泌、具保
濕及嫩白作用。
金盞花
金盞花的花瓣中含有一種名為蘋果酸的物
質。 這種物質含有天然的潤膚成份， 從而
去除皺調節膚色，使皮膚變得嫩白光澤而
有彈性
幾丁聚醣 PCA 幾丁聚醣 PCA 被驗證極佳
保濕效果，是個兼具高補水和高修復的成
分。

主要成分

瞬效柔敏精華
Serum   Luminose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化妝水後取適量塗抹於全臉，加入面膜或霜前與
敷面膜之前打底效果更佳，可加在精華液與面霜
以增加滋潤度。也適合直接在臉部按摩至吸收。

使用方法

3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othes skin and increases balance of oil and water content, makes skin soft, tender, and comfortable. Ingredients: AQUA,PROPYLENE 
GLYCOL,HAMAMELIS VIRGINIANA, CALENDULA OFFICINALIS, CHITOSAN PCA, POLYACRILAMIDE, C13-14 ISOPARAFFIN, 
LAURETH-7, PHOSPHLIPIDS,GLYCYRRHETIC ACID,VACCINUM MYRTILLUS,RUSCUS ACULEATUS, SODIUM HYALURONATE, 
METHYLPARABEN, ETHYLPARABEN, PROPYLPARABEN, BUTYLPARABEN, PHENOXYETHANOL, DISODIUM EDTA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or add into mask, serum or cream to increase moisture. It’s also good for gently 
massaging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30ml 　       

顏色：茶褐色　　　　

狀態：精華油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H03
HERBELIA 系列

精

針對脆弱肌膚回復
健康，提升肌膚舒
適度，使肌白皙透
亮，柔緩舒適、充
分保水由內而外恢
復光澤亮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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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效柔敏精華
Serum   Luminose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瞬效修護霜
Combi Cream

1. 舒緩肌膚，增加油水滋潤。
2. 使肌膚保濕，光澤柔嫩，舒緩。

化妝水後取適量塗抹於全臉，加入面膜或霜前與敷面膜之
前打底效果更佳。

尿囊素
滋潤皮膚，增加彈性與光澤，

庫拉索蘆薈
肌膚的天然水庫，獨特的長鏈多醣 
(Polysaccharide) 凝膠用來儲存水分又稱為
植物性玻尿酸 保濕補水，修復癒合，淨白
淡斑。

金盞花
金盞花的花瓣中含有一種名為蘋果酸的物
質。 這種物質含有天然的潤膚成份從而去
除皺調節膚色，使皮膚變得嫩白光澤而有
彈性。

乳油木果油
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質地滋潤，氣味香，
易吸收，高度的保濕能力對角質受損之肌
膚能加以滋潤能力能使肌膚平滑富彈性。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othes skin and increases balance of oil and water content, makes skin soft, tender, and comfortable. Ingredients: Allantoin, Barbados 
Aloe, Pot Marigold Extract, Butyrospermum Parkii Oil
Direction: After ton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whole face, or add into mask, serum or cream to increase moisture. It’s also good for gently 
massaging until ful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容量：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霜狀

H04
HERBELIA 系列

霜

針對敏感肌
膚、油性肌膚、
除毛後，舒緩
柔敏修護在肌
膚表層形成完
整保護膜，是
義大利人最常
使用的防護隔
離霜。



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52

玫瑰精油
 1. 使肌膚柔軟、滋潤、修復，對暗沉老化
肌膚有良好的改善作用。 
 2. 安撫心靈、舒緩神經緊張和壓力。

JOJOBA
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
增加肌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甜杏仁油
高機能性基底油溫和是天然的保濕劑，具
有良好的親膚性。富含礦物質、蛋白質、
維生素 E 可促進帶氧增加肌膚抗氧化。

主要成分

玫瑰複方按摩精油 
Rose Massage Oil

適用所有的肌膚，特別有益於脆弱、乾燥、敏感的
皮膚。玫瑰具有舒緩的特性，香氣有助於身心靈放
鬆作用。

1. 搭配手技療程，經皮下吸收達到身心靈及滋潤之功效。
2. 泡澡可增加全身活絡之循環。
3. 可調入身體乳液，加強滋潤度、能維持肌膚彈性緊實。

使用方法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trengthens skin moisture, eases inflammation, and helps to relax body and emotion. Ingredients: Rose Essential Oil, Jojob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適用於任何對象

G01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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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複方按摩精油 
Rose Massage Oil
適用於任何對象

淋巴 SPA 按摩精油
Lymph Drainage Massage Oil

氣色不佳、少運動、易感疲倦的體質。具有柔軟肌
膚、增强皮膚彈性，防止乾紋產生。

適量全身或是針對淋巴部位按摩調理，達到安撫情緒與
良好的睡眠品質，平日可當身體乳液擦拭清爽不油膩，
也可全身擦完後再泡澡提升對肌膚的功效。

佛手柑精油
安撫情緒、提振精神。

檸檬精油
舒緩壓力情緒，淨白作用可使肌膚細緻
有光澤。

葡萄柚精油
緊實、緊緻、潔淨毛孔。

迷迭香精油
有 " 神聖之草 " 之稱，呼吸舒坦。   

JOJOBA
良好滋養度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
增加肌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甜杏仁油
極為溫和是天然的保濕劑具有良好的親
膚性蛋白質、維生素 E 提氧亮澤肌膚。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Helps to increase lymphatic circulation, eliminate edema, and enhance metabolism. Ingredents: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Lemon essential oil, Rosemary essential oil, Grapefruit essential oil, Bergamot essential 
oil,Olive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適用於任何對象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G02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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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加利
舒緩、呼吸清新、頭腦清楚、冷靜情緒功
效。

柳橙
有效使人放鬆不易焦慮、緊張壓力安眠效
果。賦予肌膚活力，增加保水度，具有細
緻淨白功效。

薄荷
舒緩煩躁情緒清涼消暑效果，不易肌肉疲
勞、身心靈愉悅醒腦。

JOJOBA
良好的滋養度，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
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甜杏仁油
清爽不油膩高機能性基底油，對肌膚的滋
潤及柔軟細緻。

主要成分

放鬆活力身心按摩精油
Relexing Massage Oil

舒緩肌肉疲勞放鬆思緒提升睡眠品質。具柔軟肌膚、
增强皮膚彈性，防止乾紋產生。

全身按摩並可在肩頸及頭部舒緩，小腿膝蓋後方有壓力
的肌肉進行，適量推拿即可立即舒緩，按完後全身會有
冰涼愉悅的感覺也可以全身塗抹之後泡澡。

使用方法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duces muscle fatigue, pain, improve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relaxes your body and mind. Ingredents: Eucalyptus, Lavender 
Essential Oil, Peppermint Essential Oil, Orange Essential Oil, Rosemary Essential Oil,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適用於任何對象

G03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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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活力身心按摩精油
Relexing Massage Oil
適用於任何對象

薰衣草複方精油 
Lavender Massage Oil

它的平衡特質，對任何狀態的皮膚以及平衡皮脂分
泌都有用；所以曬傷、乾癬、疤痕均可。

1. 搭配手部按摩，吸收達到身心靈之功效。
2. 塗抹全身後泡澡增加身心靈放鬆滋潤全身。

薰衣草精油
1. 減輕壓力、憂鬱不安、失眠，舒緩放鬆平
滑肌作用。
2. 具調理作用，可滋潤乾燥肌膚，鎮靜敏感
肌膚。
3. 舒緩肌肉痛，減輕下腹疼痛，並能調理身
心。
4. 緩和呼吸道疾病，提升免疫功能。

JOJOBA
上等的植物美容護理油，有良好的滋養度含
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膚彈性、光
澤，防止老化。

甜杏仁油
高機能性基底油溫和是天然的保濕劑，具有
良好的親膚性。富含礦物質、蛋白質、維生
素 E 可促進帶氧增加肌膚抗氧化。"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duces stress, relieves anger and headaches, calms, purifies and soothes your mind, improves insomnia, and helps to ease and cure 
sunburn, dryness, eczema, and scars. Ingredients: Lavender Essential Oil,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適用於任何對象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G04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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茴香
調理油性膚質、抗皺、驅蟲等。

檸檬精油
清新宜人舒適的味道，舒緩肌肉緊繃及
舒緩肚子不適。

葡萄柚精油
亮麗光澤肌膚。

JOJOBA
上等植物護理油，有良好的滋養度含豐
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膚彈性光澤
防止老化。

甜杏仁油
高滲透性天然保濕劑，具有良好的親膚
性。富含礦物質、蛋白質及維生素。可
舒緩皮膚滋潤肌膚。

主要成分

排引紓壓按摩精油
Body Drainage Massage Oil

針對女孩婦女各方面不舒適，皆有良好的舒緩並增
加肌膚滋潤度。

1. 搭配手技與療程，經皮下吸收達到身心靈放鬆之功效。
2. 加強肌膚彈性緊實。

使用方法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Boosts lymph and blood circulation for detoxing, improves edema and cellulitis, relieves menstrual and menopausal discomfort, and helps 
to lose weight. Ingredients: Aniseed Oil, Lemon Essential Oil, Grapefruit Essential Oil, Bergamot Essential Oil,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適用於任何對象

G05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僅供內部訓練使用  嚴禁轉發張貼  翻印必究 57

排引紓壓按摩精油
Body Drainage Massage Oil
適用於任何對象

美體緊實按摩精油
Slim Curves Massage Oil

新陳代謝全身，滋潤身體並暖和達到手腳冰冷者暖
和功效。

1. 倒在雙手掌心全身或局部輕柔來回按摩帶動全身韻律循環。
2. 擦拭全身可直接泡澡可增加熱能活力。

茴香

調理油性膚質、抗皺、驅蟲等。

辣椒油

辣椒含有一種物殊物質，使肌膚新陳代

謝保健皮膚，富含維生素 C。

佛手柑精油

氣味清新淡雅身心靈放鬆、舒緩。

海鮫油

保持年輕活化有彈性的皮膚。

甜杏仁油

高機能性基底油，是天然的保濕劑具有

良好的親膚性，富含礦物質維生素 E。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Enhances blood circulation, eases edema and cellulite, achieves slim body curves, has effect of losing weight, and improves cold hands 
and feet situation. Ingredients: Aniseed Oil, Chili oil, Bergamot Essential Oil, Sea Bream Oil,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適用於任何對象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G06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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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薄荷精油
清新醒腦，按摩肌肉，放鬆呼吸達到身心
靈舒暢美容護理，有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
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膚彈性光澤，
防止老化。

JOJOBA
上等的植物美容護理油，有良好的滋養度
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膚彈性、
光澤，預防老化。

甜杏仁油 
清新醒腦，按摩肌肉，放鬆呼吸達到身心
靈舒暢美容護理，有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
維生素 D 及蛋白質，增加肌膚彈性光澤，
防止老化。

主要成分

歐薄荷按摩精油
Peppermint Massage Oil

針對女孩婦女各方面不舒適皆有良好的舒緩並增加
肌膚滋潤度。

1. 適量雙手局部按摩吸收達到身心靈之功效。
2. 可局部或全身擦拭後泡澡。
3. 直接擦拭當身體乳液不需要洗掉，滋潤能維持肌膚彈

性緊實。

使用方法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lieves nervous tension, relieves anger and anxiety, calms and purifies your mind. It’s suitable for skin and head massage. Ingredients: 
Peppermint Essential Oil, Olive Oil, Jojoba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directly apply it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適用於任何對象

G07
精油 / 身體系列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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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薄荷按摩精油
Peppermint Massage Oil
適用於任何對象

法國茉莉複方按摩精油
Jasmine Massage Oil

有撫慰和鎮靜肌膚的特性，不僅可提振精神，能促進
放鬆和停止緊張。

1. 適量雙手局部按摩吸收達到身心靈之
功效。

2. 可局部或全身擦拭後泡澡。
3. 直接擦拭當身體乳液不需要洗掉，滋

潤能維持肌膚彈性緊實。

法國茉莉精油
具有高雅氣味，可舒緩鬱悶情緒，振奮精
神，提升自信心，同時可護理和改善肌膚
乾燥，缺水，過油及敏感的狀況，淡化妊
娠紋與疤痕，增加皮膚。

JOJOBA
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
增加肌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橄欖油
可以嫩白、補水、保濕等滋潤功效，能改
善面部皺紋，預防肌膚衰老。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Relieve physical discomfort, relax body and mind, impro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tter sleep quality, make skin soft and 
elastic, and prevent wrinkles. Ingredients: Jasmine Essential Oil, Jojoba Oil, Olive Oil, SALICYLATE BENZYLE,ANTHRANYLATE 
METHYLE,INDOL,ALDEHYDE HEXYL CINNAMIQUE, ACETATE DMBC,ETHYLHEXYL PALMITATE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適用於任何對象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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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有效舒緩生理與肌
膚的不適感，放鬆
思緒。
可改善睡眠品質，
有效柔软肌膚、增
强皮膚彈性，預防
乾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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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玫瑰 
1. 使肌膚柔軟滋潤修復，對暗沉老化肌膚
   有極佳的回春作用。  
 2. 撫平身心靈情緒提振精神，舒緩神經
     壓力，活絡肌膚回春滋潤。

JOJOBA
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
增加肌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橄欖油
補水保濕等滋潤功效，預防肌膚衰老。

主要成分

埃及玫瑰複方按摩精油
Egyptian Rose  Massage  Oil

滋潤乾燥柔敏的皮膚。
玫瑰緊實舒緩的特性，香氣助於情緒放鬆

1. 搭配手技吸收達到身心靈之功效。
2. 可當身體乳液全身擦完進入泡澡。
3. 可調身體乳液，加強滋潤度、能維持肌膚彈性

緊實。

使用方法

100ml/55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ftens, moisturizes, and repairs skin. Reliev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ease tension and pressure,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prevent 
wrinkles. Ingredients: Bulgarian rose, Jojoba Oil, Olive Oil, SALICYLATE BENZYLE,ANTHRANYLATE METHYLE,INDOL,ALDEHYDE 
HEXYL CINNAMIQUE, ACETATE DMBC,ETHYLHEXYL PALMITATE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適用於任何對象

舒緩放鬆思緒柔
軟肌膚、增强皮
膚彈性，防止乾
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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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玫瑰複方按摩精油
Egyptian Rose  Massage  Oil

滋潤乾燥柔敏的皮膚。
玫瑰緊實舒緩的特性，香氣助於情緒放鬆

適用於任何對象

基底按摩精油
Basic Massage Oil 

針對乾燥、粗糙、晦暗、油性、敏感膚質。其滲透
性及耐高溫性極佳，對肌膚有十分顯著的美容功效。
可用來通暢毛孔，調節油性或混合性肌膚，它的滋
潤和保濕效果非常好，可增加皮膚水分，預防皺紋
和老化，亦可柔軟頭髮以及按摩頭皮，可幫助頭髮
生長及護髮。

1. 搭配手技吸收達到身心靈之功效。
2. 可當身體乳液全身擦完進入泡澡。
3. 可調身體乳液，加強滋潤度、能維持肌膚彈性緊實。

JOJOBA
萃取自荷荷芭豆，保留荷荷巴油最珍貴的
原始物質，也因為取出的油呈漂亮的金黃
色。滋潤、無任何味道、且油質較輕滑似
脂腺分泌的油脂。荷荷芭油有良好的滲透
性，只要有空隙，都可以滲透；也具有耐
高溫的特質，並且分子排列和人的油脂非
常類似，是穩定性極高、延展性特佳的基
礎油。
甜杏仁油
良好的滋養度含豐富維生素 D 及蛋白質，
增加肌膚彈性、光澤，防止老化。
橄欖油
補水保濕等滋潤功效，預防肌膚衰老。

使用方法

主要成分

5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Moisturizes and nourishes the skin to increase skin elasticity, balances PH level, and reduces wrinkles. It has light and 
fresh texture, good for improving any oily, dry, and sensitive skin types. Ingredients: Jojoba Oil, Sweet Almond Oil, Olive 
Oil, MIHACOL 2EHP
Direction: Massage into cleansed skin, add to bathing w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metabolism, or mix with body lotion or 
essential to increase moisture and tighten your skin.

適用於任何對象

容量：
100ml / 550ml 　　　　
顏色：淡黃色　　　　
狀態：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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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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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帶萃取物
強化局部功增加皮膚緊緻度。

乳油木果油
滋養功能，解決乾燥肌膚。

墨角藻
墨角藻含高度的碘化物，如醣、胺基酸達
到媒體緊緻緊實效果。

亞馬遜白泥
能幫助肌膚淨化去除老廢角質，柔化細紋
令肌膚如絲般柔軟光澤。

天然海鹽
海鹽對皮膚具有促進新陳代謝功效。

主要成分

隱形馬甲美體霜
Invisible Vest Slim Cream

針對美體緊實或局部。

洗澡時，取適量塗抹於部位按摩至完全吸收，使皮膚角
質代謝，每周最少使用 2~3 次，搭配 GPS 冷凝緊實膠
使用，效果更佳。

使用方法

2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Solves the problems of edema and cellulite, increases body firmness and skin resiliency, and restores maximum moisture. Ingredients: 
water, Maris sal,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cetearyl alcohol, dimethicone, butyrospermum parkii (shea) butter, xanthan gum, PEG-
20 stearate, kaolin, C12-20 acid PEG-8 ester, fragrance, phenoxyethanol, laminaria digitata extract, butylphenyl methylpropional, hexyl 
cinnamal, linalool, benzyl salicylate, limonene, geraniol, citral, yellow 5
Direction: Apply an appropriate amount to the obese area, massage until full absorption. It’s normal to have white crumbs from cleaning off 
body cuticle. It’s best to be used at least 2 to 3 times a week with Concentrato Notturno and GPS Condensation Tightening Gel. 

容量：200ml 　　　　
顏色：土黃　　　　
狀態：霜狀　

適用任何人，氣色差包括不滿自己美體身材。

美體緊實肌膚，
維持身材漂亮美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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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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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馬甲美體霜
Invisible Vest Slim Cream

針對美體緊實或局部。

適用任何人，氣色差包括不滿自己美體身材。

GPS 冷凝緊實膠
GPS Condensation Tightening Gel

美體肌膚新陳代謝全身滋潤秋冬更加會讓身體暖和
達到手腳冰冷者暖和功效。

美體成份來促進循環，有效成份深入脂肪層。質地

非常清爽，夏天使用，能使您在愉悅清涼的狀況下

達到塑身效

使用方法

20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This is a concentrated skin-firming gel that brings cool feeling, decomposes fat, tighten your skin, and enhances metabolism with encapsulated caffeine and 
effective ingredients. Ingredients: water, alcohol denat., cyclopentasiloxane, glycerine, bis-PEG-18 methyl ether dimethyl silane, menthol, phenoxyethanol, PEG-
8, carbomer, fragrance, triethanolamine, methylparaben, dipropylene glycol, polysorbate 80, ethylparaben, polyacrylamide, alcohol, C13-14 isoparaffin, caffeine, 
juniperus communis fruit extract, hexyl cinnamal, paullinia cupana seed extract, linalool, carnitine, aureth-7, spirulina platensis extract, sphacelaria scoparia extract, 
limonene, citrus aurantium dulcis (orange) peel oil, citronellol, butylphenyl methylpropional, benzyl salicylate, soy isoflavones, ribes nigrum (black currant) seed oil, 
barosma betulina leaf oil, cinnamomum cassia leaf oil, citrus limon (lemon) peel oil, coriandrum sativum (coriander) fruit oil, yellow 5, blue 1
Suggested Usage: After using Concentrato Notturno, apply a proper amount of this product to obese area or preferred places, and massage until absorption.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容量：200ml 　　　　
顏色：淡綠色　　　　
狀態：水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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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拿納
豐富胺基酸，促進肌膚新陳代謝，老化減
緩，含 5% 咖啡因及茶鹼，也含 17 種胺基
酸，多種礦物質 ( 鉀、鈣、鐵、…等 )。維
生素 (B1.B2.B6.B12.E) 兒茶素，植物皂素
等，本身就是一種天然利尿劑，可防止食
物過量所造成的肥胖。更由於豐富的胺基
酸、礦物質等，維持健康。
咖啡因

具有分解的特性，含杜松漿果 juniper 
extract 能美化身體。
瘦身複合素
是由大豆、咖啡因、肉素碱氨基酸所組合
的複合物，是一種高效能的撫平皺紋的成
份，能有美化曲線。

主要成分

膠

先使用精華後取
適量塗抹於重點
部位，按摩至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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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體滋潤身體乳
Moringa  Oleifera Protein Body Lotion

美體肌膚新陳代謝全身滋潤秋冬更加會讓身體暖和
達到手腳冰冷者暖和功效。

建議晚上沐浴後，取適量塗抹於身體部位，按摩至完全
吸收。

使用方法

320ml for all skin types, including dry, sensitive skin
Body moisturizer, makes skin soft, prevents from aging, and helps skin keep in the best condition. Ingredients: Moringa Protein, Butyrospermum Parkii Oil, 
Glycyrrhiza Glabra Root Extract,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Oil, Cetyl Alcohol, Myrrh Extract
Direction: After shower, apply a proper amount to skin and gently massage in a soothing, circular motion until full absorption.

容量：320ml　　　　
顏色：乳白色　　　　
狀態：乳狀　

適用任何肌膚，包括脆弱、缺水、敏感、暗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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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用精華後取
適量塗抹於重點
部位，按摩至吸
收。

辣木蛋白質
又稱奇蹟樹 , 具滋潤 , 保濕 , 抗氧化 . 辣木
早已廣泛地使用在亞洲、非洲和美洲平
衡心靈精神的涼劑。

乳油木果油
含豐富的植物油脂，保護長期受陽光曝
曬的肌膚。質地滋潤，氣味香高度的保
濕能力能夠使肌膚具有彈性、平滑。

光果甘草萃取
能有效降低弱敏。

甜杏仁油
調節容易過敏的肌膚。

甜沒藥萃取
緩和肌膚不適感，降低外在因素所造成
的敏感現象。

主要成分

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