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簡介

CAPSTAY



品牌生產聯盟

區分 技術合作 製造商 責任銷售商

商號 株式會社清休 維羅維化妝品 Sagaface株式會社

地址 首爾特別市松坡區忠民路66號 忠清北道陰城郡金王邑柳村山丹路45號 首爾特別市江西區麻谷中央5路6，西館



區分
希亞·魯羅尼克
輔助面膜

角鯊烷
面膜

維他命
面膜

蘆薈
面膜

黃油
面膜

純金安瓿
閃靈面膜

大小

寬x深x高
14.2 * 4 * 20.3 14.2 * 4 * 20.3 12.3 * 3.5 * 19 12.3 * 3.5 * 19 12.3 * 3.5 * 19 12.3 * 3.5 * 19

重量 30克 30克 25克 25克 25克 25克

區分 多效加速精華 Multi-Intensibrich精華液 男性一體機

大小

水平X垂直X高度）
5 * 5 * 18 5 * 5 * 18 4.5 * 4.5 * 18

重量 100克 100克 120克

產品規格和容量

面膜

精華

區分 女性皮膚軟體 女性護膚產品 男士蒙皮軟體 男性皮膚分析

大小

水平X垂直X高度
4.5 * 4.5 * 19 4.5 * 4.5 * 19 4.5 * 4.5 * 18 4.5 * 4.5 * 18

重量 120克 120克 120克 120克

爽膚水，乳液



區分
希亞·魯羅尼克
輔助面膜

角鯊烷
面膜

維他命
面膜

蘆薈
面膜

黃油
面膜

純金安瓿
閃靈面膜

1箱 10個 10個 10個 10個 10個 10個

1箱 400個 400個 500個介入 500個介入 500個介入 500個介入

區分 多效加速精華 Multi-Intensibrich精華液 男性一體機

1箱 1個介入 1個介入 1個介入

1箱 80個干預措施 80個干預措施 50個介入

按產品列出的數量

面膜

一體機

爽膚水，乳液

區分 女性皮膚軟體 女性護膚產品 男士蒙皮軟體 男性皮膚分析

1箱 1個介入 1個介入 1個介入 1個介入

1箱 50個介入 50個介入 50個介入 50個介入



高一致性解決方案

特定於產品的解決方案

解決之道外之膚質 只有一個方案

高濃縮安瓿解決方案 針對肌膚屏障的解決方案。 單一解決方案

環保自然的天絲床單紙

專為滋潤肌膚量身打造的全成分。

激活皮膚外層屏障

皮膚內層保護膜再生

油水分平衡調節為一體

將皮膚的穩定和保養融為一體

面膜套裝 皮膚 & 乳液 ALL-IN-ONE



Capstay住的地方很漂亮

知道化妝品就能看到皮膚。

皮膚的不平衡和缺點。

健康的皮膚，表面柔軟，有光澤，滋潤有彈性。

然而，隨着皮膚老化，物質代謝失衡，特別是角質層

由於缺乏水分（最佳20%），皮膚表面的各種缺陷

開始產生。

與皮膚直接接觸的床單紙和安瓿。

針對敏感肌膚，用桉樹提取物製成的環保材料

纖維結構光滑，不會刺激皮膚，對敏感的嬰兒皮膚也有效。

為了皮膚的健康，高濃縮安瓿的好成分，增強效果。

它是高度濃縮的，但它是不粘的。

環保床單紙和高端高濃縮安瓿。

CAPSTAY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呢？

與外部環境直接接觸的皮膚最後一層的

激活肌膚屏障，從最敏感的外層開始覆蓋。

補充乳狀水相成分，提高成分的抓地力維持力。

柔軟、光澤、光彩、滋潤，讓您始終保持健康的肌膚。



高一致性解決方案

利用CAPSTAY高濃縮環境的外層增強解決方案

各種化妝品的成分

要深入，非常不容易。
CAPSTAY護膚的首要關鍵是

保持保濕成分在皮膚外層[角質層透明層]的貼合，

很多問題都來自於

皮膚保護管理。

面膜解決方案



主要功效

水分貼合 保持水分

水分絲

水分貼合

含有水分吸收能力強的成分，提高肌膚的水分貼合度，達到最大化肌膚保濕的效果。

保持水分

水分吸收力和維持力高的成分，含有保濕效果非常出色的精油成分，最大化肌膚保濕的維持感。

水分絲

為了提高皮膚的塗抹性，長時間維持不油膩的絲質，打造柔和的光彩。



圖紙紙功能

面罩(MASK)座椅在貼合面部時，由於其本身與外界空氣的阻隔，

具有提高皮膚溫度-血液循環-皮膚柔軟的基本效果。

通過在面膜紙上添加多種保濕成分，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皮膚保濕效果。

可以說是護膚的重要步驟。



Tensell是純纖維素類纖維，採用綠色製造工藝製造而成的纖維，廢棄后回歸自然，是面向自然的材料。

Tensel的床單很薄，所以抓地力和保濕成分的吸收率高，維持力強，皮膚保濕集中護理優秀。

天然材質，彈性好，不會因材質造成皮膚拉扯，抑制皮膚乾燥現象，持久保持皮膚的水潤感。

CAPSTAY面膜單採用環保面料100%天然材料的騰色長纖維

與眾不同的圖紙

WHAT IS TENCEL

什麼是騰訊？

用桉樹提取物製成的 是環保材料。

EFFECTS

張緊座椅的效果

Tensel的床單很薄，所以水分含量，抓地力，

保濕成分的吸收率高，纖維結構

因為光滑不刺激皮膚

對敏感的嬰兒皮膚也有效。



面膜產品介紹

希亞露羅尼克艾希德面膜

狀態

保濕

補習

透明質酸，玫瑰嘻果油

玻尿酸的水分含量是其自身體積的1000倍以上，對空氣中的水分有一定的吸引力。

隨着皮膚老化的發展，玻尿酸不足，就會因為水分不足而變得乾燥、拉緊、失去彈性，

產生皺紋的幾率會增加，所以經常使用的話，對預防上述老化現象有很大的幫助。

玫瑰嘻哈果油的維他命C是檸檬的20倍以上，能給肌膚帶來生機，對肌膚的活性有極大的幫助。



面膜產品介紹

紫杉醇面膜

保濕

提亮

補習

角鯊烷，玫瑰堆果實油

防止肌膚水分蒸發，保持水分，防禦角化現象，使肌膚柔軟。

因為質地細小，所以在皮膚上使用會有很高的貼合感和維持力，使皮膚變得有光澤和柔軟。

玫瑰嘻果油能潤澤肌膚紋理，含大量維生素C，對肌膚活性極佳；

對色素性問題性皮膚的護理非常有效。



面膜產品介紹

蘆薈面膜

皮膚鎮靜

活力

補習

蘆薈恭弘=叶 恭弘、綠茶提取
物

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鎮靜肌膚，在豐滿的水分感中具有特別的保濕效果。

綠茶提取物絕對是肌膚鎮靜成分中的佼佼者，具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對肌膚問題非常有效。



面膜產品介紹

維生素麵膜

活力

提亮

補習

維生素E，玫瑰嘻果油

具有出色的保濕能力，肌膚不會失去水分，強健肌膚屏障。

提高補水能力，使肌膚潤澤柔滑。

維生素E（番茄紅素）

防禦皮膚細胞膜免受外界入侵，從而阻止損傷，幫助皮膚活性；

肌膚抓地力強，保濕力高，抗氧化作用，幫助肌膚健康。

玫瑰嘻果油因維他命C（檸檬的20倍）和其他維他命的效果，為暗沉的肌膚增添生機和活力。



面膜產品介紹

純金色安瓿閃靈面膜

尹光

保濕

彈性蛋白

純黃金，霍霍巴籽油

與皮膚有良好的親和力，不僅保濕，還可去除皮脂和改善清亮皮膚。

含有有效玻尿酸和霍霍巴籽油。

玻尿酸荷荷巴籽油等多種保濕成分，對粗糙疏鬆的皮膚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與肌膚親和力好，不僅保濕，還能有效去除皮脂和改善清亮肌膚。



面膜產品介紹

西爾黃油麵膜

尹光

保濕

彈性蛋白

西爾黃油，霍霍巴油

是產於非洲等地的植物油脂，對肌膚的高保濕和肌膚活性有出色的表現。

和黃油一起含有的玻尿酸是其重量的1000倍

作用非常好，可以含有水分。

荷荷寶油能夠很好的貼合肌膚並且具有非常好的保濕效果，

在皮脂較多的部位均勻塗抹，滾動的話，去除皮脂的效果也很出色。



面膜產品成分

希亞·魯羅尼克·埃西德掩模

玫瑰堆果實油，瑪特麗卡利亞提取物，松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瓶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卡波默，

純凈水、含銦高鋁酸酯、甘油、丁二醇、三烯醇、硬脂酸酯、甘油硬脂酸酯、丙二醇、1，2-正己烷二醇、三乙醇胺、尿烷酮、

泛醇、二甲酯、二氮二鐵、香料

角鯊烷面罩

角鯊烷，玫瑰堆果油，馬特里卡利亞提取物，松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瓶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卡波默，

純凈水、甘油、丁二醇、高鋁鹼、三烯醇、硬脂酰亞胺、甘油硬脂酰亞胺、

丙二醇、1，2-己烷二醇、三乙醇胺、蛋氨酸、泛醇、二甲酯、二銦二鐵、香料

蘆薈面罩

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綠茶提取物，霍霍巴籽油，瓶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

純凈水、甘油、丁二醇、高鋁鹼、三烯醇、硬脂酰亞胺、甘油硬脂酰亞胺、

丙二醇、1，2-己烷二醇、三乙醇胺、蛋氨酸、泛醇、二甲酯、二銦二鐵、香料

維生素麵罩

玫瑰嘻果油，土衛二醋酸酯，馬特里卡利亞提取物，松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瓶草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

純凈水、甘油、丁二醇、高鋁鹼、三烯醇、硬脂酰亞胺、甘油硬脂酰亞胺、

丙二醇、1，2-己烷二醇、三乙醇胺、蛋氨酸、泛醇、二甲酯、二銦二鐵、香料

馬特里卡利亞提取物、松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瓶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丁羥基、合成氟氟高辛酯、紅氧化鐵、鈦二噁英香料、純凈水、

甘油、丁二醇、銦高鋁酸酯、霍霍巴籽油、三烯醇、硬糖苷、甘油硬糖酯、

丙二醇、1，2-正己烷二醇、三乙醇胺、尿烷酮、泛四醇、二甲氧基、二銦二氮酯

純金色安瓿閃蒸面罩

西爾巴特面罩

西爾黃油，霍霍巴籽油，馬特里卡利亞提取物，松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瓶草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薰衣草提取物，卡波默，

純凈水、甘油、丁二醇、高鋁鹼、三烯醇、硬糖醇、甘油硬糖、丙二醇、

正己烷二醇、三乙醇胺、尿烷酮、泛醇、二甲氧基、二銦二鐵、香料



舞步 1

潔面後用化妝水整理皮膚。

舞步 2

除了眼睛和嘴巴，讓精華面罩貼合面部形態。

舞步 3

用粉嫩的面罩在皮膚上休息后取下面罩。

舞步 4

輕輕拍打皮膚上殘留的精華，使其吸收。

如何使用面膜



面膜臨床試驗結果書



皮膚和視覺解決方案

皮外解決方案

激活皮膚的外層屏障

再生皮膚的內層保護膜。

防止皮膚外層損傷和內層問題

光亮、濕潤、富有彈性

用健康的皮膚解決。

皮膚問題的開始

皮膚外層受到外部有害環境的損害，

內層是由於皮膚組織的老化而產生各種痘痘；

會導致皮膚的各種保濕能力下降。



EWG 綠色評級產品

安全的EWG綠色等級全成分

對皮膚的安全度很高成分質地的穩定度很高

同時賦予肌膚保濕感和營養感，以輕盈的使用感

能感受到滋潤光滑貼合肌膚的效果。

什麼是EWG評級？

美國環境研究組織環境工作組(EWG)

作為以危害性為標準進行分類的化妝品原料分級，

“綠色”是最安全的級別。



女性護膚水&護膚水

皮膚再生 皮膚保濕 皮膚鎮靜 皮膚低刺激

加強擋牆 彈性增強 增強自生能力 淡淡的光彩

抗氧化 保護膜形成 改善皺紋 膠原蛋白促進

防止水分流失 改善角質皮膚 補水 抗氧化功效



女性護膚水 & 護膚水

脂肪酸，維生素。

具有防止皮膚氧化的效果，促進皮膚保護膜的形成。

腺苷

EWG 1級天然提取物，幫助皮膚上的細胞，在真皮層內

可以增強細胞增殖，保持皮膚彈性，防止皺紋產生的膠原蛋白。

促進，增強皮膚細胞自生能力，改善皮膚皺紋。

黃油

給肌膚的光滑和淡淡的潤光肌膚帶來健康感。

澳洲堅果籽油

富含不飽和脂肪酸能強化肌膚屏障，

具有很好的皮膚再生、保濕、鎮靜效果，對改善角質皮膚也非常有效。



女性護膚水 & 護膚水

煙酰胺

清透膚色，幫助防止水分流失，防止因乾燥引起的瘙癢。

有助於肌膚屏障活性，呵護肌膚健康。

甘油酰硬脂酸酯

源於椰子果和豆油的成分，對皮膚無刺激，也可用於敏感皮膚。

是溫和的成分。防止肌膚整體水分流失，起到補水及潤滑劑的作用。

迷迭香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

具有保護皮膚免受引起皮膚老化的活性氧侵害和抗氧化作用；

提供抗氧化功效和維他命給肌膚，鎮靜肌膚，起到調理作用。

瓶草提取物

具有治癒皮膚傷口的能力，具有再生抗炎抑菌的功效，激活皮膚再生。



男士爽膚水 & 護膚水

男性皮膚分析

皮膚上的油脂。

為了皮膚的健康

長時間促進皮膚細胞活化，

以男性的整潔、幹練、淡淡的清香

完成長時間的清潔肌膚。

粗糙的男性皮膚

因為經常刮鬍子

防止皮膚問題的發生和損傷

添加了一些幫助癒合傷口的成分

更滋潤鎮靜，用肌膚解決。

男士蒙皮軟體

高度保濕和貼合，治癒肌膚。 長時間持久的清潔水分感。

輕盈光滑的貼合感

油分水分平衡調節科

通過CAPSTAY獨特的技術

以原料組成為構型

更穩定的組合，

更輕盈光滑的貼合感。



男士爽膚水 & 護膚水

…粗糙的男性皮膚。

我們該如何管理？

皮膚的外層。

遠離紫外線、污染物和有害物質

皮膚出現問題。

皮膚的內層。

老化導致角質層的基礎崩潰，

皮膚層不能正常工作

皮膚的各種問題。



男士爽膚水 & 護膚水

濕潤保濕

經常刮鬍子導致的皮膚問題和損傷

幫助傷口癒合和皮膚結晶

更滋潤保濕，幫助肌膚穩定。

我們的日常生活。

一天的一半時間是由戶外活動組成的。

你會發現，

讓肌膚擁有高保濕感和更滋潤不油膩的

用皮膚製作。



女性 & 男性劑型比較

保濕和營養

同時，

長時間保持濕潤

善良的全成分。

充滿濕潤

高濃縮碳粉劑型

皮膚油水分

平衡調節

阿梅爾藥劑型

碳粉 廣告

碳粉 廣告

用於清潔皮膚的

時尚明亮

爽膚水的質地

對男性皮膚屏障

你的健康

阿梅爾藥劑型

修復皮膚問題和

把油膩的皮膚

完美的男性皮膚



女性 & 男性產品

女性皮膚軟體

男士蒙皮軟體

女性護膚產品

男性皮膚分析



女性 & 男性產品成分

女性皮膚軟體

純凈水、丁二醇、尼亞新亞胺、乙醇、甘油、蛋氨酸、卡介苗/卡介苗甘油三酯、

菲吉-60水基內酯卡斯特油、己烯醇甘油、乙基己基甘油、甘油甘油、碳寶油、

壓低的勞里爾卡巴酯，水合內酯卵磷脂，酸黃油，腺苷，澳洲堅果籽油，鈀棕櫚酸酯，

二氮二鐵、1-2正己烷二醇、銦高鋁酸酯、瓶草提取物、黃金提取物、虎掌根根提取物、

西班牙甘草根提取物、綠茶提取物、迷迭香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馬特里卡利亞花提取物。

女性護膚產品

純凈水、甘油、丁二醇、卡介苗/卡介苗甘油三酯、尼亞新亞胺、三乙基己基酯、

環戊基硅烷、三烯醇、甘油硬脂酰、多聚體60、環己基硅烷、

松維烷三聚氰胺、菲吉-100硬脂酰胺、二甲酯、己烯醇、碳寶酯、乙基己基甘油、

蛋氨酸，甘油酰甲酸酯，壓氨酰甲酸酯，羥色胺卵磷脂，腺苷，酸黃油，

澳洲堅果籽油、二銦二鐵、銦棕櫚酸酯、1，2-正己烷二醇、土衛二醋酸酯、

銦高鋁酸酯，瓶草提取物，黃金提取物，虎掌根根提取物，西班牙甘草根提取物，綠茶提取物，

迷迭香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馬特里卡利亞花提取物、香料、苄達水楊酸酯、5-羥香茅粒、利納魯爾。

男士蒙皮軟體

純凈水、乙醇、甘油、丁二酸酯、奈亞新亞胺、菲吉-60氫制內酯卡斯特油、己烯醇酯、

乙基己基甘油、甘油酰己酯、腺苷、三氮氧嘧啶、二氮酰二氮、西特里克阿西德、阿拉托因、

正己烷二醇，順比基樹果實提取物，蕁麻提取物，西柏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霍霍巴氏提取物，上古果實提取物，

牛油果提取物，核桃提取物，維生素樹果實提取物，川芎根提取物，菊花提取物，馬特里卡利亞花提取物，

足道里草根提取物、銅稈根提取物、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糖榆樹根提取物、葛根提取物、大王松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

月見草提取物，香料，丁基苯甲基丙烯酸乙酯，利納魯爾。

男性皮膚分析

純凈水、甘油、尼亞新亞胺、三乙基己內酯、卡介苗/卡介苗甘油三酯、丁二醇、

三烯醇、甘油硬脂酸酯、多醇酯60、葡萄籽油、松維坦硬脂酸酯、二甲酯、

菲吉-100硬脂酸酯、碳寶酯、甘油烯醇、蛋氨酸、乙基己基甘油、甘油烯醇、白細胞介素、腺苷、

二氮二鐵、1，2-正己烷二醇、順飛期樹果實提取物、蕁麻提取物、西柏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霍霍巴氏提取物；

上古果實提取物，牛油果提取物，核桃提取物，維生素樹果實提取物，川芎根提取物，菊花提取物，

馬特里卡利亞花提取物、足道里草根提取物、銅稈根提取物、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糖榆樹根提取物、葛根提取物；

大王松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月見草提取物、香料、丁基苯甲基丙烯酸乙酯、利納魯爾



一體化解決方案

唯一的解決方案

潤膚乳液精華

只用一個簡單的皮膚。

修復皮膚外層和內層的損傷

EWG綠色等級的成分

鎮定，保濕，緊緻，促進

流光溢彩

用皮膚健康地解決。

皮膚問題的開始

皮膚外層受到外部有害環境的損害，

內層是由於皮膚組織的老化而產生各種痘痘；

會導致皮膚的各種保濕能力下降。



女性多重精華

CAPSTAY的

多重精華

為了皮膚表面的活化和健康肌膚的

是保濕集中護理解決方案。
ALL IN 1 

THE CARE AT A TIME
PERFECT

IN 3MOISTURIZING

OBVIUS
COVER SKIN&BASIC

CARE CAPSTAY

It‘s Balancing Skin Out Care
Ex Reset Water Oil

CAPSTAY MULTI INTENSIVE ESSENCE

HIGH MOISTURIZING

Multi Intensive Boosting Essence

Multi Intensive Rich Essence

爽膚水+乳液+精華液3 IN 1]



女性多重精華

一次調節油水分平衡

讓皮膚的穩定和規整

3 IN 1 CAPSTAY MULTI ESSENCE

針對肌膚表面活化和健康肌膚的保濕集中護理解決方案。

提供皮膚表面上層缺乏的成分

專註於皮膚缺陷的遮蓋，為健康肌膚而護理的化妝品。

ㆍㆍ

TIP

- 利用一天中環境變化最小的夜晚，化妝品使用效果會提高。

- 就像按摩多重精華一樣，利用適當的物理摩擦，效果會更促進。

- 使用蒸汽毛巾或床單面膜后再使用多重精華，效果會提高。

讓你的皮膚變得柔軟而有彈性

MULTI INTENSIVE ESSENCE



女性多重精華

爽膚水+乳液+精華液3 IN 1

多重精華省去了潤膚乳液的步驟，只用一個就完成肌膚。

貼合感+保持力+絲滑感

不黏膩，提高保濕，打造健康、光彩、光澤的肌膚。

升溫+強化血行+毛孔護理

強化肌膚上層的漿膜，打造平衡肌膚。



女性多重精華主要成分效果

BALANCING & CONDITIONING

Jojoba Oil

具有良好的皮脂調節能力和油水分平衡

調節，保濕效果好。

REVIVE & MOISTURIZING

Rosehip Oil

玫瑰嘻果油是檸檬的（維他命c）的20倍，活力肌膚，舒緩痘痘，保濕效果

非常好，讓肌膚光滑而不疏鬆。

MOISTURE & BRIGHTENING

HYALURONICACID

玻尿酸可以將其重量的1000倍

含有的特性，保濕作用非常好。

此外，還有皮膚屏障的功能調節，對傷口再生有快速促進作用。

SHOOTHING & ELASTINE

OLV OIL

從橄欖果實中提取的精油，具有很好的保濕效果。

含有大量維生素E，使皮膚柔軟

有彈性，對敏感性皮膚也很有效。

- 皮脂痘痘舒緩及毛孔護理

- 皮膚表面彈性強化及潤光效果

- 皮膚活性和保濕效果



女性多重精華質地比較

長時間的滋潤

好用的保濕感。
多效加速精華粘度

輕巧的使用

提供休息場所的保濕感多重彈性精華粘度

用濃密的濃度

進一步調節油水分平衡

用稀濃度來處理皮膚紋理

進一步穩定和整頓



男性一體機

皮膚鎮靜 傷口癒合

改善皺紋

吸收能力

皮脂調節

尹光彈力

補水

補習

美白

粗糙的男性皮膚

男性的；完成的

只有一個解決方案



男性一體機

皮膚的外層可以抵禦紫外線和污染物等有害物質

內層是因為老化導致角質層的基礎崩潰

不同的皮膚層不能正常工作

就會出現皮膚的各種問題。

是一種很好的成分的原料

最先進的技術

一個產品就能完成。

爽膚水和乳液一次性！

有護理皮膚穩定和規整的效果

長時間的使用體驗

保持柔軟濕潤。

TAN，皮膚的再生

不是剝掉它，而是讓它再生

TAN
改善皮膚紋

理

MAHK
皮膚保護膜再生

美白
提升

改善珍珠紋



男性一體機

強化皮膚屏障

能強化肌膚屏障，再生效果和鎮靜保濕效果。

卓越，抗氧化，對肌膚有活性和潤光作用，

讓您的肌膚變得美麗健康。

調節水分平衡

對於油膩的皮膚類型，通過調節油分水分平衡的能力

使皮膚變得整潔，皮膚有拉傷或乾燥

如果你感覺到了，你可以在你的皮膚上再用一次。

保濕效果更持久。

皮膚的輕度。

給肌膚輕盈的休息。

為那些不喜歡沉悶感覺的男性。

輕鬆吸收，打造不黏膩的肌膚。



男士一體機精藥劑型

易於使用，

用穩定的皮膚

以滋潤幹練的肌膚完成

用一個簡單的

你的健康

清爽的阿美葯妝質地



女性 & 男性產品

女性多效加速精華

男性一體機

女性多重活力精華



一體化產品成分

女性多重活力[Boosting，Rich]精華液

玫瑰嘻果油、霍霍巴籽油、橄欖油、茄子果提取物、弗吉尼亞豐收花樹、瓶草提取物、石榴提取物、黃瓜果提取物、低甜藍莓提取物、蜂蜜提取物、

馬鈴薯提取物、紅參提取物、燕麥粉提取物、海帶提取物、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

純凈水、高鋁鹼、丁二醇、蛋氨酸、甘油、丙二醇、彼得羅圖姆、β--二甲替康、

卡介苗/卡介苗甘油三酯、松維烷三聚醇、1-2正己烷二醇、多聚醇60、卡介苗、番瀉醇、阿拉托因、

三乙醇胺、羥乙基細胞介素、苯氧乙醇、二銫甘酯、二銦二鐵、香料

男性一體機

純凈水、甘油、三乙基己內酯、卡介苗/卡介苗甘油三酯、尼亞新亞胺、乙醇、

菲吉-60水基內酯卡斯特油、甲基丙烷二醇、碳素、烯脂素、碳酰甘油、乙基己基甘油、

蘆薈素，甘油酰己酯，水合內酯卵磷脂，腺苷，壓烯酰己酯，酸黃油，丁二醇，

澳洲堅果籽油，1，2-正己烷二醇，銦棕櫚酸酯四核苷，銦高鋁酸酯，順飛期樹果實提取物，

蕁麻提取物，洋柏樹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霍霍巴氏提取物，上古果實提取物，牛油果提取物，核桃提取物，

維生素樹果實提取物、川芎根提取物、菊花提取物、馬特里卡利亞花提取物、足道里草根提取物、古銅台根提取物；

蘆薈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糖榆樹根提取物、葛根提取物、大王松恭弘=叶 恭弘提取物、月見草提取物、香料、丁基苯甲基丙酮



STEP 1。

潔面後用化妝水整理皮膚。

STEP 2。

除了眼睛和嘴巴，讓精華面罩貼合面部形態。

STEP 3。

用粉嫩的面罩使皮膚平靜下來

一次性輕柔地塗抹一體機多重精華液。

STEP 4。
一體精華液，為了獲得強力的保濕感，再在臉上塗抹1次。

一體精華液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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