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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使用方法
獨特不同的使用方法，更周全地保護您的肌膚，以滿足不同膚質的需要，

請於每日早晚洗完臉後，適量按步驟抹於全臉即可。

建議本系列產品按照不同的膚質，早晚同時使用效果更為顯著，讓您擁有

潤白皙彈性與健康的美麗肌膚。

中性肌膚│
嫩白洗面霜　� EGF複合活顏霜　� 玻尿酸　� 三號滋潤霜　� 

一號賦活霜or二號嫩白霜� 後兩者同時使用效果更佳

男性│油性│青少年青春痘肌膚
嫩白洗面霜　� 玻尿酸　� 二號嫩白霜

乾性肌膚│
嫩白洗面霜　� EGF複合活顏霜　� 玻尿酸　� 煥膚精華液　� 三號滋潤霜

一號賦活霜or二號嫩白霜� 後兩者同時使用效果更佳

過敏性肌膚│
嫩白洗面霜　� EGF複合活顏霜　� 玻尿酸　� 煥膚精華液or青春精華液

三號滋潤霜│可多擦，有改善過敏效果　� 二號嫩白霜

混合性肌膚│T-zone以鼻樑的中心部分為油性膚質

嫩白洗面霜　� 玻尿酸　� 二號嫩白霜

混合性肌膚│兩頰為乾性膚質

EGF複合活顏霜　� 玻尿酸　� 三號滋潤霜　� 一號賦活霜or二號嫩白霜
後兩者同時使用效果更佳

本系列產品係特別為東方人設計完整

且全面性功效的護膚產品，針對年輕

、老化、乾性、油性、混合性及敏感

性肌膚，以最自然的平衡方式，有效

的整肌為中性皮膚（弱酸膚質）使用

十天左右，即可發現皮膚與之前大不

相同，呈現年輕的最佳狀態。

本產品系列均以純天然，有機，不含色素及化學香料，並不多層

次過濾雜質以保持一般保養品所流失的營養，並不另加調色卡，

經由高科技合格鑑定研製而成的全面性護膚聖品，特別適合東方

人（麥拉寧色素容易沉澱，易曬黑）的皮膚，可達到皮膚美白、

年輕、健康、細緻、光滑。

過敏性皮膚對季節性溫濕度的變化反應易於敏感或體質關係及使

用過含汞、鉛、�A酸、果酸換膚及含藥性的保養品引起的過敏，月

經即將來臨前，妊娠時及更年期，皮膚感受性的變動會提高，使

皮膚易敏感，平常都不保養皮膚的人，突然給予高單位營養群，

有時反而會使肌膚緊張，產生抵抗性過敏。

本產品不含任何化學成分，如汞、鉛及類固醇，可以放心使用，

如使用者是為過敏者，可暫時不使用�1號賦活霜或少量試之，其他

本產品系列都可使用。

特別過敏性肌膚質使用前，請先塗於耳後約�1�2小時之後，待無發

癢或微紅、緊繃不適反應後，即可正常使用，極少數人（萬分之

一左右）使用後會出現以上不同程度的現象，這是因為老化細胞

或色素層分解脫落的反應，屬於正常的，約三天即可恢復正常，

如個別反應較強者，可能對產品內的薄荷產生暫時性的不適應，

不必擔心，用清水沖約�5分鐘，沖淨即可，也可將蛋白置於手心拍

打出泡沫敷於臉上，或以小黃瓜磨成泥狀敷上，待乾後以清水沖

淨，即可於完全恢復正常後，再以更薄量（如原用量的�1�/�6）在更

小局部自行來回測驗，或調加入原使用保養霜內使用。

何謂＂美麗肌膚＂

當科技站在女人這一邊，時間不再和女人對立了

肌膚自然展現白金般

璀璨光芒……

肌膚健康就是年輕



天然完美海洋精華、麥胚芽經過生化科技嚴格之篩檢取出之活性精華、

清潔嫩白雙效一次完成，適用於任何類型皮膚使用，改善面皰、粉刺、

毛孔粗大、斑點及粗黃皮膚，將皮膚更為柔潤、致嫩、保持微妙平衡，

散發璀璨青春。

本產品不同於坊間產品，是以大溪地域區 Bora Bora 波拉島周邊海域，

深海海藻植物精華為訴求，能深入清潔皮膚的深層污垢，美國好萊塢名

整形醫生Dr.Lee利用超音波潔膚器加上本產品使用來証明，即發現清水

變黑水的驚人潔膚效果。

記住！美白更應從基礎開始做起，重視潔面的重要。

嫩白洗面霜� Brightening Cleansing Cream

製成是以28天肌膚角質形成的原理來淨潤洗淨肌膚，有效退粉刺疤

痕，黑色素疤痕，預防細紋、斑點、淡釋分解已形成的烏深色素，

整肌為中性，長年青春痘凹痕，養嫩柔白修護平滑。

This cleanser contains various kinds of natural marine essence and 
vitamins. It can effectively clean blemish, reduce large pores and 
revitalize the skin.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海藻活性精華� Seaweed Extract
　含氧柔膚泡泡瞬效去汙並形成保護膜

‧麥胚芽� Wheat Germ
　洗後滋潤、保濕、高防護、亮白潤澤

‧綜合營養素群� Multi Vitamins
　皮膚所需的營養素，能得到修護、養嫩

‧能量精製水� Power Refined Water
　南極無汙染精製水，親水性佳，皮膚無負擔

‧甘油� Glycerol
　溫和成分，敏感肌膚也不覺得刺激

‧天然珍珠粉� Natural Pearl Powder
　防止代謝不良的面皰痘肌，黑色素疤斑，修護肌膚

使用方法│Usage
和一般清潔霜用法完全不同，請依照使用方法以確保功效。

將臉部用溫水拍濕後，少量壓取加水於手掌調和後「敷」在臉上，痘肌及

油性皮膚約30秒，中性皮膚約15秒，乾性、脆弱、易過敏肌膚約8秒再

搓洗，用清水沖淨即可。

Mix an adequate amount with water on palms. Apple onto face 
and leave on for about 20 seconds. Then rinse off thoroughly. For 
blemished skin, may leave on for 60 seconds.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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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為多種純植物萃取高濃度的精華成分，包括劃時代諾貝爾生物醫

學得獎得主 Dr. Cohen 研究出的表皮生長因子簡稱 E.G.F 原液。由於年

齡增長，皮膚內的膠原蛋白流失以至皮膚變薄、脆弱、彈性變差、皺紋

增現，甚至臉上微血管暴現。此時若能即時給皮膚補充 E.G.F 讓新的膠

原纖維得到修護，皮膚自然表皮增厚、彈性增加、皺紋自然也逐漸平復

消失，也可降低皮膚中黑色素細胞的含量，進而淡化色斑。本原液為最

精純的頂級保養品再加上法國醫生的獨家專利成分（複合植物精華）將

精華露迅速滲至皮膚真皮層，促進新生具生長力及活性作用。

Whitening, Lightening flecks, moisturizing, preventing from erinkles 
and pimples, maintaining skin health, transferring energy and 
displaying youth.

EGF複合活顏露� Essential Liquid Herbal ExtractEGF複合活顏露� Essential Liquid Herbal Extract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E.G.F原液�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幫助皮膚快速更新、撫平紋路、增進彈力、令皮膚充滿活力散發亮彩

‧洋甘菊� Chamomile
　舒緩、安撫、加強防護、抗氧化，極溫和的有效幫助皮膚組織的緊密和

生氣

‧金縷梅� Witch Hazel
　具有緊膚拉提作用，縮細毛孔、充滿潤澤

‧胺基酸� Amino Acid
　幫助角質代謝，令脆弱肌膚恢復健康

‧六胜肽 Argireline
　促進膠原蛋白生長充分獲得能量與水分

‧玫瑰花萃取液� Rose Extract
　萃取自玫瑰花瓣，具有調和及平衡的作用，對皮膚具有鎮靜功效

‧人蔘萃取液� Ginseng Extract
　內含有一種蛋白質促進因子，可增加RNA與蛋白質合成、並提高肌膚

免疫功能

‧微量元素� Trace Elements
　回復肌膚的生機及自我的修復力

主要功能│Function
‧撫平紋路，消除皺紋

‧有效促進真皮層增厚，防治臉上微血管增生

‧緊實彈性，展現水嫩光澤

‧防止色斑及治療皮膚乾裂

‧能有效改善脆弱的肌膚

‧對於換膚失敗，皮膚長期紅腫，易敏感的膚質有效及明顯的改善

使用方法│Usage
每天早晚二至三滴，滴於指尖擦抹於全臉

Apply a few drops onto the whole face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It is compatible to all ski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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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 Hydrating Gel� 含有天然綜合營養微量元素精華� TGM+Fac2、
玻尿酸� Hyaluronic Acid、膠原蛋白� Collagen� 等，特別適合鬆粗及乾

荒的肌膚，使用後會在皮膚基底層（能量轉換）稚嫩緊膚、鎖水、活化，

讓肌膚飽滿明亮，有緊繃活化肌膚的效果，號稱是最有【天然拉皮】的

美容聖品。

As you age, your skin has much difficulty repairing itself. Hydrating 
Gel contains 3 special key ingredients : Hydrating Acid, Collagen 
and TGM-Fac 2, that can improve moisturization, clarity and 
firmness of your skin. Also been call : Nature Firming Gel.

玻尿酸� Hydrating Gel玻尿酸� Hydrating Gel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玻尿酸� Hydrating Acid
　保水性之高為自然保濕因子之首，可加速所有保養品的有效成份的滲透

力，並可修復受損肌膚

‧TGM + Fac 2 + 營養微量精華元素

　經完整吸收後可讓已角質化之代謝表層迅速剝落，保持正常循環功能

‧膠原蛋白� Collagen
　防止毛孔粗大，老化及皮膚鬆弛，長期使用對收斂毛細孔有奇效

‧全葉蘆薈膠� Aloe Vera
　滋潤肌膚，有效舒緩受刺激的皮膚

‧完美海洋精華� Seaweed Extract
　淨深海域所產海藻，有良好的淨膚潤膚、吸收空氣中氧之功效

‧檸檬精華 + 果膠營養群

　Lemo Extract Essence Plus Fruit Gel Nutritional Complex
　豐富的維他命C能抑制黑色素生長，有抗自由基及肌膚早衰

　並淡化細紋

主要功能│Function
‧早晚淨膚後取極薄量擦勻全臉，不需按摩，比化妝水還水

‧深層滲透毛細孔，促進細胞膜吸收

‧能分解、濾除空氣中所受鉛、汽車油垢等重金屬的傷害

‧可以徹底喚膚清潔毛細孔，進而讓天然成分的營養品徹底吸收

‧全面提升緊致、健康、亮彩洋溢

使用方法│Usage
本產品全臉用量每次只需一粒花生大小即可，採漸進吸收效果更好

After toning and moisturizing, apply a thin layer of the product onto 
entire face. For best results, Apply twice a day,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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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內含活膚酵素，可加速細胞再生，防止老化，淡化斑點，使肌膚

更新、平滑、柔嫩、滋潤，更能有效抑制黑色素製造，減少色斑出現，

防止皮膚暗沉，內含微量營養素有高抗氧化作用，保護細胞膜迅速滲透

肌底膜，擦抹臉部迅速吸收，再造光澤美肌。

The High Efficiency (Anti-Wrinkle Essence) can help enhance the 
production of collagen and elastic. Hence it can diminish fine skin 
lines and make the skin resilient, supple and firm.

煥膚精華液� High Efficiency (Anti-Wrinkle Essence)煥膚精華液� High Efficiency (Anti-Wrinkle Essence)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植物胎座精粹親水油

　Botanic Placenta Refined Extract Hydrophilic Oil
　內含保濕成分PCA鈉，可防止肌膚脫水、乾燥，保持光澤滋潤

‧桑白皮萃取液� Liquid Extract of White Mulberry
　淨化沉澱的麥拉寧黑色素，溫和、嫩白作用，而不刺激

‧卵磷脂� Lecithin
　直接滲入細胞核心，活化細胞，重整細胞生機

‧天然滋養多酚� Natural Nutrient Polyphenos
　由果粒中提出的多酚營養群成分，有效使肌膚復活、滋養恢復彈性

‧保濕因子� Sodium PGA�(Moisturizing Element Sodium PGA�)

　具強力保水性成份，能使肌膚充滿活力與水份

‧精製水� Refined Water
　完美南極海洋精華煥白水，可調節水份平衡，易於吸收，使肌膚得到柔

軟及舒適感

主要功能│Function
‧能令脆弱、過敏肌膚得到修護，恢復健康

‧對於乾荒肌膚得到所需營養，防止肌膚脫水乾燥

　使肌膚得到滋潤及舒適感

‧揮別老化，修護活化肌膚

‧直接減緩肌肉收縮，避免皺紋延伸

‧瞬間吸收，不油膩，保持光澤滋潤

使用方法│Usage
每天早晚二至三滴，滴於指尖，擦抹於全臉

Apply a few drops onto the whole face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ing. It is compatible to all skin types.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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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純度的植物精華液，能有效營養、滋潤和活化肌膚，為缺脂性皮膚補

充營養和深度滋潤的特效聖品。能被肌膚迅速吸收，可有效補充深層皮

脂，特別是和乾性皮膚及乾冷氣候地區使用。

Young Essential Liquid can speed up the generation of collagen so 
as to make the skin tight and resilient. It also retains moisture and 
smoothes the skin.

青春精華液� Young Essential Liquid青春精華液� Young Essential Liquid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鮫鯊烷油� Squalane Oil
　可刺激細胞新生，增加細胞的青春值

‧琉璃苣油� Borage Oil
　具有調和平衡之效用，對皮膚具有鎮定功效

‧酪梨油� Avocado Oil
　內含有一種蛋白促進因子，可增加RNA和蛋白質合成

　並提高肌膚免疫能力

‧卵磷脂� Lecithin
　直接滲入細胞核心，活化細胞，重整細胞生機

‧蘆薈油� Aloe Vera Oil
　滋潤肌膚，有效舒緩受刺激的皮膚

‧杏核油� Apricot Kernel Oil
　具強力保水性成份，能使肌膚充滿活力與水分

主要功能│Function
‧滲透性極佳，可使皮膚細胞中的水分與皮脂呈現平衡的狀態

　具供氧與活化細胞之效果

‧不具刺激性的透明液體，是透氧率極佳的保養品

‧促進皮膚的新陳代謝，活化肌膚細胞，呈現健康的膚質

‧有效防止水分流失，令肌膚更加柔潤、光澤

‧延緩皮膚衰老進程，使肌膚呈現均勻細緻，有效減少皺紋產生

使用方法│Usage
每天早晚二至三滴，滴於指尖，擦抹於全臉及頸部即可

Apply an appropriate amount all over face and neck. Preferably in 
the morning and the evening.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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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可清除陽光中紫外線傷害，在肌膚表面形成保護膜，徹底改善粗

糙，防止脫妝，維持完美平衡，真正的從基底層保養，尤其對於斑點雷

射手術或換膚過的皮膚，可做為完善的修護，迅速有效，回復彈性與光

滑外表，再現年輕光采。

Liposome enhances penetra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into cells 
forming aprotective membrance that filters out the harmful ultravi-
olet rays of the sun. This Mis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undesirable 
hyperpigmentation. Improve skin tone and restore your skin’s vitali-
ty.

3號滋潤霜� Regenerate Cream3號滋潤霜� Regenerate Cream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磷脂囊� Liposome
　能直接滲入細胞核心，活化細胞，重整細胞生機

‧生膠質� Procollagen
　可進入肌膚的深層，增加細胞的青春值，可使活細胞充分滲透

　並發揮最佳的修護效果

‧醣醛酸觸媒� Hyaluronic Acid
　使細胞膜易吸收營養，會帶動基底層瞬效吸收，能量轉換改善

　暗沉與鬆弛

‧角鯊烷� Squalane Oil
　深海魚鮫油可刺激細胞新生，徹底清除毛孔累積的汙垢分解暗沉黑色素

粉刺使毛孔不見了，自然展現細嫩

‧生化營養素� DNA Biochemeical Compound
　有新陳代謝的功能，深度調理肌膚細胞

‧桑白萃取液� Liquid Extract of White Mulberry
　淨化沉澱的麥拉寧黑色素，溫和嫩白作用，而不刺激

‧甘草萃取液� Liquid Extract of Licorice
　可讓肌膚感覺自然清爽，不油膩，不黏濁

‧三甘脂� Triglyceride
　可淡化分解斑點疤痕，深層瞬效滋潤、強化，使皺紋不見了

　肌膚光澤潤白晢

主要功能│Function
‧使皮膚達到飽滿緊致，充滿彈性明亮

‧防止皮膚水分流失，並能形成天然保濕膜，使皮膚變得更加柔軟與光滑

‧淨化毛細孔，活化肌膚的再生機能，促進新陳代謝增進細胞新生

‧主成分能加強皮下營的的酵素作用，再現青春光采

‧強化抗皺，讓衰弱或不健康的細胞能迅速代謝，強健早衰鬆弛的肌膚，

　讓你風華絕倫美麗永遠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Step6



由於皮膚表層很難滲透，所以本產品採用了法國皮膚科生化處方，經由

最新科技研製而成，所含的物質包括維他命、礦物質、蛋白質、酵素、

胺基酸，能直接滲透到皮膚深層，將皮膚老化之細胞推出外層，毛皮色

素自然脫落，加速皮膚新陳代謝，其營養成分完全符合人體肌膚組織生

理功能，本產品另加入多種天然精華物如：Conflower Extract黃雛菊萃

取液、Cetyl Alcohol十六醇、Myristyl Myristate十四酸十四脂。

Activating Cream utilizes an advanced French dermatological 
formulation. It penetrates effectively into deep skin level promot-
ing skin metabolism. It also allows full absorption of useful nutritional 
ingredients to actively stimulate skin regeneration.

1號賦活霜� Activating Cream1號賦活霜� Activating Cream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薄荷� Mint
　是最好天然收斂劑，可由內到外幫助收縮毛孔粗大

‧卵磷脂� Lecithin
　能促進皮膚的甦醒，刺激毛孔的吸收作用，使細胞充氧而活化，有效改

善皮膚鬆弛。

‧亞麻仁油酸� Linolenic Acid
　促進血液循環，排除雜質，是代謝的活化劑，重整肌膚

　使粗糙皮膚細緻

‧蘆薈葉汁� Aloe Vera
　修復焦黃、疲憊及自然代謝角質，增進肌膚保濕力、張力

‧甘菊萃取液� Chamomile Extract
　天然消毒及舒暢皮膚的功能，防止空氣中有害物質的汙染及

　紫外線的傷害

‧蜂蠟� Bees Wax
　最佳保濕劑，微量元素的攜帶體

‧桑白萃取液� Mulberry Extract
　過濾紫外線，使皮膚白皙嫩白

主要功能│Function
‧促進皮膚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的正常功能

‧收縮毛細孔，使肌膚細嫩，光澤，神彩再現

‧充沛滋潤肌膚，淡化細紋，延遲老化，改善膚質

‧以天然的酸鹼平衡法，激發細胞再生能力，促進健康的細胞再生

　增進細胞的生命力，再現年輕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Step7Step7



是由深海鮫鯊烯�(SQUALANE�)膠原蛋白�(COLLAGEN�)及濕潤因子

�(M.N.F.�)和多種天然成分研製而成，它含有碳元素和氫元素的油液體，

在極低溫下不會凝固，非常溫和，人體內的細胞，尤其是皮膚細胞所產

生的皮下脂肪中被發現含有鮫鯊烯的成分，像十幾歲時期，皮下脂肪含

有最多量的鮫鯊烯，所以這段期間皮膚最為光滑細緻，由此可知鮫鯊烯

可使細胞活化，提供皮膚氧氣，淨化表皮，除去皺紋和皮膚乾裂是不需

懷疑的。

人類皮膚的彈性，基本上在38歲左右，已開始走下坡，但膠原蛋白的功

效即在讓人年過38歲，依然可以保持皮膚真皮層的厚度，談性於不墜，

更可抵擋陽光對皮膚的傷害，所以膠原蛋白具有啟動人體內自我修復的

能力，從內部重新組織皮膚的結構，因而發揮養顏美容的很大神效。

2號嫩白霜� Lightening Cream2號嫩白霜� Lightening Cream

Lightening Cream
Restores natural glow and radiant appearance of the skin. Exfoli-
ates dry and fatigued skin. Repairs blemishes and reduces large 
pores. Whitens facial skin and presents a flawless finish. Prevents 
undesirable production of melanin. Fades out unpleasant spots 
and brightens the skin. The skin becomes lighter and more lustrous 
afterwards.

主要成分│Ingredients
‧木瓜酵素群� Papain
　可白皙、舒緩、柔嫩美白肌膚

‧小麥胚芽油� Wheat Germ Oil
　瞬效保濕，調整皮脂分泌量，可抗菌、防痘、減少細紋

‧山胡蘿蔔素� Carrot Oil
　內含豐富維生素及B群，增強皮膚免疫功能，對嬌弱型及

　敏感肌膚加強抗體

‧海藻活性還原素� Seaweed Extract
　海藻內含大量抗斑素，能抑制及分解麥拉寧色素，淡化斑點、疤痕、淨

膚，使皮膚光滑明亮

‧綿羊親水脂� Lanolin
　防皺抗地心引力

主要功能│Function
‧能淨化肌膚，分解斑點、疤痕，有效治療毛細孔粗大

‧放曬改善皮膚貯存水分功能，整肌為中性柔白、細緻

‧改善膚質，消除皮膚暗沉改善膚色

‧平衡油脂分泌，防止皮膚因不潔而阻塞毛孔所引起的粉刺、黑頭

　暗瘡、膿皰

‧防紫外線及隔離不潔空氣，以達清新感覺

‧本產品可當作隔離霜或粉底使用

保存方法│Storage Method
請存放於常溫下，避免高溫或陽光直射。

Keep prodouct at a cool and airy location, avoid exposure to 
direct su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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