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M产品介绍 

哑光唇釉 磁铁口红 滋养亮彩唇膏 眼线胶笔 

透亮净白霜 防晒霜 八茶卸妆水 八茶洗面奶 八茶乳液 八茶化妆水 

奇妙眼线液笔 BB霜 亮彩眼影 

奇妙睫毛膏 

三合一眉笔 

锁色唇釉 



8 茶 系 列 护 肤 品 
8 Tea Series Skin Care Products 

 

献给渴求安全肌肤的你！ 

用清新的茶成分让每一位受众者得到身心愉悦
的使用体验! 



BOM8茶卸妆水：PH5.5弱酸性 与皮肤的PH值极为接近，安全性极高 一次洁面到位，滋润深层清洁，
揉和多少种茶叶萃取的精华 带来前所未有的清新力，在全面清除彩妆和污垢的同时，给予肌肤清爽、柔润
的呵护，温和维护肌肤天然平衡力。 
PH5.5 weak acid is very close to the pH value of skin. It has high safety. Once cleansing is in place, moistening and deep cleaning, rubbing the 
essence of many kinds of tea extracts brings unprecedented refreshing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fully refresh skin's makeup and dirt while giving 
skin refreshing, soft care, and gently maintain the natural balance of skin. 



                
 

BOM 8茶卸妆水 
碧波曼茶叶妆效清洁液 
8 tea cleansing water 

菊花茶 
Chrysanthem

um Tea 

乌龙茶 
Oolong Tea 

马黛茶 
Yerba Mate 

薏仁茶 
Coix seed tea 

绿茶 
Green Tea 

红茶 
Black tea 

普洱茶 
Pu'er tea 

路易波士茶 
Louis Bosch Tea 

 
2018年7月新品上市 

获得大众最喜爱的产品评
价第一名 

         韩国  
        Korea 

健康的8种茶成分，让您的肌肤得到完美的补水体验！ 
Healthy 8 tea ingredients, so that your skin get a perfect 

hydration experience! 

BOM         8茶卸妆水的成分： 



KOL试用卸妆水后的感受 

真的好大瓶，500ml，瓶身标注PH6.5弱酸性，配方很
温和，用起来clean力很好，一般清洁力很好的水都黏
腻腻，但这个就很清爽 

卸妆能力可啊，唇釉都轻轻松松解决啦~夏天真的拿来对付淡
妆~nice~很爽快，过后脸上也不会腻粘，大碗！ 





纯天然界面活性剂，产品采用从椰子中提取的天然界面活性剂，长效保湿，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的洗面
奶.弥补了弱酸性洗面奶不易起泡沫的缺点，丰富绵密的泡沫，深层清洁，安全无刺激的洗面奶。 
Pure natural surfactants, the product uses natural surfactant extracted from coconut, moisturizes long time, and can also be relieved by sensitive 
muscles. It makes up for the weakness of weak acid facial cleanser and is rich in dense foam, deep cleansing, and safe and irritating cleanser. 



温和丰富的泡沫 
 

弥补了弱酸性洗面奶不易起泡沫的缺点，丰富绵密的泡沫，深层
清洁，安全无刺激的洗面奶。 

纯天然表面活性剂 
 

产品采用从椰子中提取的天然表面活性剂，长效保
湿，敏感肌放心使用。 

清洁力测试 酸碱度测试 

8茶洗面奶能力测试 



BOM8茶化妆水：温和的配方，安全的使用感受，敏感肌肤安全使用，可以做为面膜精华使用，起

到调节水油平衡的第一步，柔和清爽的质感，爽肤的效果，不粘腻，吸收迅速。 
Mild formula, safe use feeling, safe use of sensitive skin, can be used as the essence of mask, and play the first step to adjust the 
balance of water and oil, soft and refreshing texture, skin refreshing effect, no sticky, rapid absorption. 



绿茶 
Green Tea 

 
 

红茶 
Black tea 

普洱茶 
Pu'er tea 

路易波士茶 
Louis Bosch Tea 

BOM        8茶化妆水的成分有哪些？ 

鱼腥草茶 
Houttuynia cordata tea 

桑白皮茶 
Mulberry White Tea 

黄春菊茶 
Yellow Spring Chrysanthemum Tea 

芍药花茶 
Paeonia lactiflora flower tea 

采用8种茶提取物，打造透亮滋润的水光肌肤! 
Use 8 kinds of tea extracts to create shiny and moist skin! 



KOL试用8茶化妆水后的感受 

年轻肌肤的护肤诉求特别补水保湿，不光外形好看，还超好用。在换
季敏感时都能用，质地轻薄，精华水上脸超好吸收。 

化妆水是有一种淡淡的茶香味，纯茶叶提取精华，它不含酒精，香精。
可以调节水油平衡，可以用来拿湿敷，夏天也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简
直太舒服了 



BOM8茶乳液：特点是没有任何味道，无刺激，PH5.5± 1.0弱酸性，配方安全，EWG绿色等级，敏感
肌安全使用 
It is characterized by no taste, no stimulation, weak acidity of PH5.5 + 1.0, safe formulation, green grade of EWG, 
safe use of sensitive muscles. 



BOM8茶乳液成分为绿色等级 



BOM 8茶乳液 

强烈推荐人群： 
 

1、皮肤敏感不能随便使用化妆品的人 
 
2、水分不足导致不上妆角质多的人 
 
3、希望使用弱酸性滋润乳液的人 
 
4、希望使用柔和清爽快速吸收型乳液的人 



│产品名称：BOM丝滑雾面唇釉 
容量：8.5g 

使用方法

1. 唇釉液沾在唇釉棒上。 

2.  从嘴唇内侧向外侧轻轻涂抹。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无粘稠感的哑光柔和质感 

• 鲜明的上色感 

• 滋润护理嘴唇 



101# 樱桃红色 
MISS CHERRY 

201#蜜柚色 
SUGAR CORAL 

 
301#豆沙色 

LOVELY ROSE 

501#南瓜色 
VINTAGE BRICK 

102#正红色 
VAMPIRE RED 



特点：超强的持久锁色能力 



BOM丝滑雾面唇釉：可以画出像山水墨画般晕染的质感 





│产品名称：BOM丝绒哑光锁色唇釉 
│容量：4g 

│使用方法 

1. 唇釉液沾在唇釉棒上。 

2.  从嘴唇内侧向外侧轻轻涂抹。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无粘稠感的哑光柔和质感 

• 鲜明的上色感 

• 30秒快速成膜，防水，不沾杯 



不是靠染色维持色彩， 
而是在唇面成膜锁色，持久显色 

 
轻盈锁色，将生动的色彩完美展现在唇部， 

卓越的显色力 
 

涂抹后快速成膜，强力防水，卓效持久 
 

丝绒盈薄，渗透紧贴 

六种颜色选择 



1、强力防水，口罩或者杯子也不容易沾染 
 
2、30秒快速成膜，紧密贴合于双唇 
 
3、色彩浓郁，持久显色 



#01 落日红 #02  靓丽桔红 #03 桃粉色 



#04  莓果色 #05  玫瑰豆沙 #06 冷玫紫 



1、不晕染，妆效持久。 
 
2、极细笔头，容易描画。 
 
3、上色饱满。 
 
4、不含防腐剂Paraben Free，对眼睛无刺激。 
 
5、获得过韩国GLOWPICK调查新品上市大众 
     喜爱的产品第一名。 

碧波曼奇妙眼线液笔 



浓郁的棕色 
Rich Brown 

浓郁的黑色 
Rich black 



black：黑色显得眼睛更加有神采，眼   

                  睛轮廓清晰。 

brown：棕色显得眼睛更加自然， 

                    眼睛迷人。 



色彩并不是普通的黑色，而是炭黑色，可打造出更鲜明、更精致的眼线。超强的防水性，使妆面更加持久 

从细腻到宽粗，随心所欲描画完美眼线！ 



│产品名称：BOM宴会珍珠闪亮眼影 
│容量：8.5g 

│使用方法 

1. 眼影涂抹在上眼睑处或者所需位置。 

2.  用眼影刷或者面棒均匀将眼影揉匀。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无粘稠感 

• 持久光亮的颜色 

• 超强的附着能力 



01# 钻石星光色 
MIRROR BALL 
 
像是钻石闪耀的灯光一样钻粉色亮片，
让你的眼睛如同灯光一样，璀璨夺目 

02#闪耀香槟色 
SPARKLING SHAMPAGNE 
 
闪耀的香槟色清纯的米色亮片，轻轻涂
抹于眼部，更加光泽动人。 

03#闪耀烟花色 
FIREWORKS 
 
如同夜空中耀眼的烟火金色与粉色亮片的组
合，璀璨星芒，如临梦境 
 



极细的刷头，可以轻松调节用量化妆初学者也可以无失误地打造完美妆容。 

BOM宴会珍珠闪亮眼影特点 

轻盈持妆，不受汗与分泌出的油脂影响
快速定妆，无飞粉，持妆更长久。 

大小亮片混合令你的双眸绚丽多彩，明亮闪耀 





│产品名称：BOM遮瑕水感BB霜SPF50+, PA+++  

│容量：40mlzhe 

│使用方法 

1. 用粉扑蘸取本品，按压的方法将面部均匀涂抹开。 

2.  用手指将本品轻轻揉开，均匀涂抹在面部。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轻盈服帖，强效遮瑕 

• 长效持久，水润光泽，细腻服帖 

• 颜色自然，打造水润妆效 



如隐隐月光呈现自然光泽 
自带滤镜效果，打造细腻光滑的水光

肌！ 

自然肤色   打造水润妆效  演绎隐隐闪耀的光泽肌肤 

隐隐闪耀的光泽肌肤 
采用特殊配方，不油腻 
演绎月光般的水光肌肤 

 长效服帖遮瑕 
肌肤清透水润细腻 

长效贴服遮瑕，无需修补妆容 
 



无需美白霜也能充满自信的肌肤秘诀 

滤镜BB霜细腻水润 
 

产品特点： 
 
滤镜效果的光滑遮瑕 
 
湿法处理技术进行涂层配方处理 
 
遮瑕力up 暗沉感down 
 
打造滤镜效果的水润磨皮妆容 



│产品名称：BOM 奇妙睫毛膏 
│容量：8g 

│使用方法： 

1.用睫毛刷取适量本品，从睫毛根部向睫毛梢部，“Z”字形向上提刷。 
 
2.涂抹的睫毛膏稍干后，在睫毛梢部分再次涂抹，使其定型。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无粘稠感，不结块 

• 持久防水，防汗，防晕染 

• 能刷出纤细自然的卷翘睫毛 



BOM 奇妙睫毛膏 
BOM wonderful Mascara 

 
可以打造的睫毛效果 

 
惊人的纤长卷翘，强效防水 

 
纤长美瞳，与众不同! 

 
自然纤长，轻盈卷翘 



自然纤长 
 
 
 
 
 
 
 
迷人卷翘 
 
 
 
 
 
 
 
强效防水 



产品名称：滋养亮彩唇膏 
│容量：4.5g Net wt 0.15 oz. 

 

│使用方法 

1. 感觉嘴唇干燥时，随时轻轻涂抹。 
2. 涂抹次数越多，颜色上色越强。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滋润柔软的质感 
• 自然的唇彩颜色 
• 含有乳木果油和维生素E 
 





乳木果油 
 

绿豆 
 

维生素E 
 

珍珠 
 



│产品名称：GREEN UV 防晒霜 
│容量：50ml Net wt 1.69 oz. 

 

│使用方法 

1.涂抹完基础护肤品后，在最后一个阶段取适量均匀涂抹在脸部、胳膊和腿等

受紫外线照射的部位。 

2.长时间受紫外线照射时，请多次涂抹。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EWG绿色等级无机防晒霜 

• 木槿提取物和泛酰醇成分有助于镇定皮肤 

• 三重透明质酸向皮肤内部注入水分 



木槿花提
取物 

 
打造透亮柔滑

皮肤， 
还可增强皮肤
弹力，镇定皮

肤。 

泛酰醇 
 
滋润干燥敏
感的皮肤，
具有无刺激
性的保湿效
果。 

神经酰胺
NP 

 
维持皮肤滋润，
保护皮肤不受
外界刺激。 

三重透
明质酸 

 
维持皮肤滋

润 
保护皮肤不
受外界刺激 



1、强力防晒效果 2、柔软面霜质感 

3、毫不粘稠的柔滑感 4、轻柔的防水效果 



GREEN UV 防晒霜涂抹感受： 



│产品名称：MY磁铁雾面口红
│容量：3.5g Net wt 0.12 oz. 

 

│使用方法 

1. 顺着嘴唇适量轻轻涂抹。 

2. 想要打造更鲜亮颜色时，可再涂抹2~3次。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完美紧贴柔和型 

• 上色度强的上色技术 

• 高雅黑色哑光磁盒 

• 打造滋润柔滑嘴唇 



MY磁铁雾面口红颜色分类： 



801#玫红色 802#红桔色 803#橙色 

804#珊瑚色 805#亮珊瑚色 806#豆沙色 807#大红色 





│产品名称：三合一眉笔 
│容量：0.2g Net wt 0.4 oz. 

 

│使用方法 

 

1. 用三合一眉笔画出眉毛轮廓。 

2. 用气垫轻轻涂抹眉毛间隙。 

3. 用螺旋刷轻轻擦拭眉毛，整理眉毛纹理。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使用方便的自动眉笔 

• 不凝固的防水柔和配方 

• 三合一功能打造细致完美眉毛 

• 气垫打造立体阴影感 

• 螺旋刷整理眉毛纹理 



BOM三合一眉笔颜色分类 



BOM三合一眉笔特点 
BOM三合一眉笔主要成分 



│产品名称：BOM透亮净白霜 
│容量：40ml Net wt 1.35 oz. 

 

│使用方法 

使用基础护肤品后，在最后一个阶段取适量涂抹脸部和颈部，从脸部内侧到外侧慢慢轻

拍直至吸收。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含有70%以上的法国玫瑰花水 

• 含有维生素B12，无需人工色素即可打造透亮皮肤 

• 含有三重透明质酸、桃子提取物和针叶樱桃提取物 



 
                    
                   

普罗旺斯玫瑰水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保湿皮肤，
净白肤色，打造晶莹透亮的皮肤。 
 

桃子提取物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C，可改善
较暗肤色 

净白皮肤，向皮肤注入大量水分。 

BSASM 专利 
 

第10-0812596号 
由具有皮肤镇定卓越效果的7

种植物性成分 
构成的专利成分 

玫瑰水 
 

70%普罗旺斯玫瑰水代替精致水 
保湿皮肤，净白肤色，打造透亮的

肌肤。 

BOM透亮净白霜主要成分： 



BOM透亮净白霜前后对比效果图：全身可以使用 



产品名称：BOM眼线胶笔 
容量：0.7g 
 
使用方法 
 
1.顺着眼睫毛线，从眼角到眼尾紧密涂抹画眼线。 
2.如果笔头粗，后边有小型卷笔刀削笔头。 
 
使用期限：自生产日起的36个月 
 
产品特征 
• 一天持久维持 
• 颜色鲜明清晰 
• 防水防汗防晕染 
• 眼线眼影两用 
 



701#   黑色 
REAL BLACK 

 
702#   棕色 
 
REAL BROWN 

703#   闪亮黑色 
PEARL BLACK 

 
704#   闪亮棕色 
PEARL BROWN 

 
705#   米白色 
PEARL  BEIGE 

BOM眼线胶笔颜色分类： 



不花妆，上色30秒后，用手使劲搓揉，也不会花妆的强力紧贴力！ 

BOM眼线胶笔防水性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