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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們一樣，

各種各樣的肌膚問題，您可能也同樣遇到……

膚色暗沉

20年來，在沒有專業建議

引導下嘗試各種乳霜，效

果乏善可陳。

脂肪堆積 
我不知道如何有效解決頑

固脂肪的問題。

缺乏柔韌度

整形手術也找不回原本的

青春神采。

脂肪定點積存

我已經嘗試了不同的減肥

飲食方法……

深層皺紋

以注射的方式去皺，醫美

風險讓我難以承受。

肌膚缺水

我需要即時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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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NOT 的美容治療師

你的美容醫生

帶來完美解決方案 每一位GUINOT美容治療師都通過了嚴謹的品牌系

統培訓，他們清楚的了解如何為您提供詳細的皮

膚分析，並提供專業且適合的肌膚護理方案，實現

您的美容護理需求。

   擁有資深的專業技術，提供一流的美容療程；

   為高度滿足您的美容護理需求而獨創專利的專
業美容儀器

完成美容療程後，效果即時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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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擁有超過10,000間法國GUINOT認可的專業美容治療中心及水療會

所，她們的美容治療師可悉心為你提供國際級美容護理療程。

我們更擁有經驗豐富的科研團隊及專業的美容治療師，每天不斷地精研最

新產品及療程，務求為你締造令人欣羡的完美肌膚。

Jean-Daniel Mondin 
Doctor of Pharmacy

 and 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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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失去活力的肌膚

突破科研界限的細胞生物科技配合多種活躍再生元素，有
效延緩衰老。

今天起，選擇適合自己並定位精準的護膚產品有助肌膚長
效保持年輕狀態，讓活力光彩再度綻放。 

 活性成分

防皺因子

Nouvelle vie Cream

活顏亮肌霜

專門解決初現的衰老痕跡專門解決初現的衰老痕跡

提升緊緻、水潤、光澤及柔軟度，回復年輕面容

平滑肌膚、消除倦容

使用方法：早上及晚上徹底潔面後用於面、頸部。

50ml  Ref. 503400

活性成分

水肽複合物

防皺系列

YOUTH SKINCARE

效果

防皺系列有助提升肌膚活力及幼嫩質感。

* 使用防皺柔滑霜1個月後，面上皺紋的深度減淡了27.2%。
* 8 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GUINOT始創的活膚配方，蘊含令肌膚保持健

康狀態的56種活躍成分。此配方亦用於醫療

用途上，有效重建肌膚細胞，使嚴重受損的

部位重獲新肌。

透明質酸透明質酸 TWO HYALURONIC ACIDS

GUINOT將兩個不同分子結構的透明質酸合二為

一，結合成一個強勁的抗皺複合物 :

• 細分子透明質酸:激活天然透明質酸的合

   成，更新及恢復表皮的密度;

• 大分子透明質酸:填補皺紋、平滑表肌。

水肽水肽複合物複合物 HYDRAVIE COMPLEX

富含肽化合物、類黃酮、多酚和礦

物鹽成分，可刺激細胞代謝並強化

表皮結構。

新登場

aNti-WriNkle Cream

防皺柔滑霜

aNti-WriNkle riCh Cream

防皺滋潤霜

抗皺保護，肌膚回復柔滑亮澤抗皺保護，肌膚回復柔滑亮澤

平滑皺紋及幼紋

顯著修復及重建肌膚密度

膚色變得健康亮澤

使用方法：早/晚徹底潔面後輕搽於

面、頸部，從下巴向上揉抹。

50ml  Ref. 504500, 50ml  Ref. 504600

活性成分

透明質酸

loNgue vie Cream

細胞養生劑

全面賦活肌膚狀態全面賦活肌膚狀態

促進細胞再生

優化新陳代謝，修護皮膚

顯著抑制老化進程，柔滑肌膚恢復年輕質感

使用方法：早上及晚上徹底潔面後用於面、

頸部，可全年長期使用。

50ml  Ref. 503424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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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 time FouNdatioN

極緻零瑕霜

細嫩粉底霜，呵護肌膚細嫩粉底霜，呵護肌膚

填補皺紋、強化肌膚緊緻度 

顯著平滑肌膚

兩種色調，具有天然的調色亮肌效果

使用方法：可日常單獨使用，或於塗面霜後，用

指尖塗上適量於面部，再從內向外輕柔地塗抹。

30ml  No.1 Ref. 505030, No.2 Ref. 505040

活性成分

透明質酸

Youth PerFeCt FiNish Cream 
sPF 50 
光感高清vC霜

塑造健康、均勻膚色塑造健康、均勻膚色

特效亮肌配方，即時隱藏面上瑕疵與細紋

提升緊緻度和彈性、減少及防止色斑出現

保護肌膚免受光老化傷害

使用方法：早上潔面後，輕柔按摩塗抹於

整個面部，以確保膚色均勻。

30ml  Ref. 506910

活性成分

微脂囊柔色遮瑕因子

效果

防皺系列有助重啟肌膚活力，喚醒年輕神采。

* 使用細胞養生精華素15天後，面上皺紋的深度減淡17.7%、緊緻度提升26.3%。

* 10 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皮膚顯微鏡及皮膚彈性測試儀）。

防皺系列

YOUTH SKINCARE

煥醒失去活力的肌膚

 活性成分

防皺因子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GUINOT始創的活膚配方，蘊含令肌膚保持健康狀

態的56種活躍成分。此配方亦用於醫療用途上，

有效重建肌膚細胞，使嚴重受損的部位重獲新肌。

真皮刺激素及真皮刺激素及DNA成分成分 
DERMOSTIMULINES - DNA

再生元素，有效更生肌膚細胞，使肌膚更平滑

無瑕，此配方蘊含豐富的DNA脫氧核糖核酸，使

肌膚更潤澤、光滑及水分充裕。

微脂囊柔色遮瑕因子微脂囊柔色遮瑕因子 
ENCAPSULATED PIGMENTS

即時與膚色融合，塑造均勻

亮澤。

loNgue vie serum

細胞養生精華素

有效優化、延長皮膚細胞有效優化、延長皮膚細胞
生命力及活力生命力及活力

強化皮膚屏障功能

重現青春柔嫩美肌

使用方法：早上及晚上塗面霜前

打底使用。

30ml  Ref. 501550

aNti-WriNkle mask

防皺面膜

即時對抗疲勞，平滑肌膚的面膜即時對抗疲勞，平滑肌膚的面膜

真皮刺激素及DNA成分有助激活及更新細胞，

重整緊緻膚質

提升肌膚彈性，減退皺紋

消除倦態，煥發瑩亮光彩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

塗於面部，靜候15至20分鐘，以微濕棉片

抹淨，然後續用爽膚水（每星期兩次）。

50ml  Ref. 503823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活性成分

真皮刺激素及DNA成分

No. 1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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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場

FIRMING SKINCARE

緊緻肌膚

隨著年齡增長，肌膚彈性漸漸喪失。緊膚系列可有效緊緻、「提拉」

及重塑肌膚輪廓。

效果 

肌膚顯得更緊緻、輪廓更清晰。

* 使用煥顏緊膚霜1個月後，肌膚緊緻度提升了72.9%。
**使用煥顏緊膚精華素後，感受到即時提拉效果的人高達90%。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表皮水分測試儀）。
**10位體驗者使用1次後的結果。

.

緊膚系列

 活性成分

緊膚因子

能量膠原分子能量膠原分子  LONGEVITINE

北大西洋翅藻精華可促進骨膠原和彈性蛋白合成，並抑制

其降解。

能量細胞能量細胞  ENERGYCELL

透過增加ATP的生產以提供能量儲備，從而促進細胞新陳代謝。

liFt summum serum

煥顏緊膚精華素

提升輪廓精華提升輪廓精華

提供恢復皮膚緊緻度所需的能量、

煥活年輕

促進細胞新陳代謝及延長細胞壽命

提升肌膚彈性、密度和結構

使用方法：早上及/或晚上塗面霜前

使用。

30ml  Ref. 530630

活性成分

能量細胞

liFt summum mask

煥顏緊膚面膜

即時緊緻肌膚，具「提拉」效果即時緊緻肌膚，具「提拉」效果

平滑細紋及皺紋，緊實肌膚組織

重組肌底結構、回復豐盈密度

使用方法：厚敷面膜，待10分鐘，用濕棉花抹淨

及沖洗乾淨。避開眼周。

50ml  Ref. 505150

活性成分

能量膠原分子

liFt summum Cream

煥顏緊膚霜

提拉緊緻面霜提拉緊緻面霜

由外到內擊退皺紋鬆弛，還原年輕彈滑肌

修復及重組彈性纖維

平滑、緊緻及活化肌膚

使用方法：早上及晚上徹底潔面後用

於面、頸部。

50ml  Ref. 549222

活性成分

能量膠原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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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緊膚系列有助重塑面部輪廓，達到緊緻及柔滑效果。

緊緻肌膚

FIRMING SKINCARE
緊膚系列

 活性成分

緊膚因子

水解膠原蛋白水解膠原蛋白 PRO COLLAGEN

經GUINOT科研團隊研製的水解膠原蛋白，蘊含水解蛋白、

活性肽及海藻精華等元素，有效促進膠原增生、修復受損

的纖維組織，從而提升肌膚的天然彈性及延緩老化。

緊膚能量元素緊膚能量元素 ACTIPROGERIN

抑制反常蛋白(導致衰老)在細胞內形成，有助減緩衰老、抗

皺提肌。

liFtosome Cream

緊膚特效霜

新生「提升」護理霜新生「提升」護理霜

收緊面部線條，肌膚顯得更年輕

由內至外緊緻肌膚

平滑活化肌膚

使用方法：早上及／或晚上使用。

50ml  Ref. 504960

活性成分

水解膠原蛋白

FirmiNg Cream

緊膚柔滑霜

FirmiNg riCh Cream

緊膚滋潤霜

緊緻及提升肌膚，緊緻及提升肌膚，
適合一般/乾性肌膚適合一般/乾性肌膚

促進骨膠原合成，抗氧化，幫助肌膚再生

即時緊緻肌膚、撫平皺紋，提升輪廓

滋潤霜適合乾性肌膚，尤為豐潤

使用方法：早/晚徹底潔面後用於面、頸

部，以向上輕撫手法從下巴塗抹至額頭。

50ml  Ref. 501700, 50ml  Ref. 500800

活性成分

緊膚能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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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醒沉睡中的細胞

抗氧系列蘊含多種強效活性成分來對抗細胞老化：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能量元素和細胞充氧元素。

效果

抗氧系列令肌膚活力四射、散發光澤及緊緻飽滿。

* 使用逆轉時空再生面霜一周後，肌膚緊緻度提高了33.8%。
**使用逆轉時空24再生精華一個月後，面部皺紋的深度減淡

  了45%。

*  25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表皮水分測試儀）；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皮膚顯微鏡）。

ANTI-AGEING SKINCARE
抗氧系列

 活性成分

抗氧因子

免疫修護複合物免疫修護複合物 IMMUNE REPAIR COMPLEX

激活免疫系統，在修復受損細胞中起著關鍵作用

（特別是因光老化而受損的DNA ）。

能量元素能量元素 ATP

逆轉時空產品蘊含此激活年輕能

量的分子，讓肌膚回復年輕。

細胞充氧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CTINERGIE

增強細胞中線粒體的氧分活動，

促進肌膚新陳代謝。

age logiC serum

逆轉時空24再生精華

24小時無間斷抗氧修護24小時無間斷抗氧修護

晚間：促進肌膚細胞活力再生

日間：重煥肌膚光澤及年輕感

使用方法：晚上清潔爽膚後，

在面霜前塗於面頸部進行打底，

連續使用30天以配合肌膚的

更新期。

25ml  Ref. 501581

活性成分

能量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ge logiC Cream

逆轉時空再生面霜

age logiC riCh Cream

逆轉時空再生潤面霜

逆轉衰老定律的高效護理產品逆轉衰老定律的高效護理產品

能激活細胞新陳代謝，延緩及扭轉細胞老化

撫平明顯皺紋及幼紋，對抗緊緻度流失

令肌膚回復活力光澤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輕塗適量於潔淨的面

上，避開眼周肌膚。

50ml  Ref. 502723, 50ml  Ref. 503801

活性成分

能量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ge immuNe serum

煥顏免疫修護精華

減慢肌膚的生理時鐘減慢肌膚的生理時鐘

明顯保持年輕、柔滑和緊緻

淡化色斑，呈現健康光澤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在面霜前塗於面頸部進行打底。

30ml  Ref. 507310

活性成分

免疫修護複合物

新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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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皇牌抗氧免疫面霜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的免疫系統會變慢。

這種具有防禦功效的機制不再能夠抵消導致過早老化的內、外部刺

激源。此外，細胞活性和更新能力也減慢。衰老痕跡以更快的速度

出現。

效果

* 使用煥顏能量修護霜一個月後，皺紋深度減淺45.2%。

*  5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皮膚顯微鏡）。

■   平滑皺紋

■   緊緻肌膚

■   減少色斑

■   重煥光澤

「免疫」 
 對抗衰老帶來的影響 

「復原」
 皮膚細胞的活性，重拾年輕 

age summum Cream

煥顏能量修護霜

24小時無間斷抗氧修護24小時無間斷抗氧修護

使用方法：早晚潔面後塗於面及頸上，

連續使用一個月，發揮最佳效果。

50ml  Ref. 507300

能量元素能量元素 ATP

蘊含推動年輕能量的分子，

讓肌膚回復年輕。

維生素維生素C VITAMIN C

維生素C是維持生物體正常運作的

重要元素，它能賦活細胞，抗自由

基及抗氧化，同時促進膠原增生，

令肌膚重現亮澤透滑。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GUINOT始創的活膚配方，蘊含令肌膚

保持健康狀態的56種活躍成分。此配

方亦用於醫療用途上，有效重建肌膚

細胞，使嚴重受損的部位重獲新肌。

免疫增強複合物 免疫增強複合物 
IMMUNE COMPLEX

具有強大的抗氧活性成分，提升肌膚免

疫功能，對抗衰老痕跡的出現。

保護負責皮膚免疫系統和年輕外觀的細

胞 (朗格漢斯細胞 Langerhans cells)。

細胞充氧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CTINERGIE

增強細胞中線粒體的氧分活動，

刺激新陳代謝。

ANTI-AGEING SKINCARE
抗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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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抗氧因子

能量元素能量元素 ATP

逆轉時空產品蘊含此激活年輕能量的分子，讓肌膚回復年輕。

細胞充氧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CTINERGIE

增強細胞中線粒體的氧分活動，促進肌膚新陳代謝。

EYES, LIPS AND NECK SKINCARE
呵護系列

煥活新肌－特別針對需要呵護的部位

面部肌膚的護理固然重要，但是其他部位如眼部、唇周及頸
部肌膚尤其敏感及脆弱，更容易顯現出老化症狀，因而需要
特別呵護，才能煥發動人神采。

效果

* 使用逆轉時空24再生眼部精華1個月後，眼周皺紋的深度減

  淡了45.1%。
**使用逆轉時空再生眼霜1個月後，肌膚緊緻度增加47.4%。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皮膚顯微鏡）；
** 10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表皮水分測試儀）。

age logiC eYe serum

逆轉時空24再生眼部精華

卓效的晚間眼部再生精華卓效的晚間眼部再生精華

晚間：喚醒沉睡的細胞，激活其功能，

並促進新陳代謝

日間：讓眼部倦容不再，增強肌膚防護

屏障，膚感更光滑

使用方法：晚上使用，用指尖沿眼周

由內至外輕按，直至完全吸收。

15ml  Ref. 501610

age logiC eYe Cream

逆轉時空再生眼霜

有效延緩及扭轉細胞老化定律有效延緩及扭轉細胞老化定律

眼瞼及眼周肌膚更顯緊緻光澤

撫平顯著皺紋、乾紋及魚尾紋

收緊眼袋、緊緻眼部輪廓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

取適量塗於眼周；可全年使用。

15ml  Ref. 529032

活性成分

能量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活性成分

能量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age logiC eYe mask

逆轉時空眼膜

全方位對抗歲月痕跡全方位對抗歲月痕跡

撫平皺紋和細紋，提升眼肌

減輕浮腫及淡化黑眼圈

專利眼膜形狀設計，高度貼合

眼周部位

使用方法：約會前使用或每

星期最少使用1次，連續使用

4星期為1個治療期。

4 packs/box  Ref. 527393

活性成分

能量元素－細胞充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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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抗氧因子

 活性成分

抗氧因子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GUINOT始創的活膚配方，蘊含令肌膚保持健康狀態的56種
活躍成分。此配方亦用於醫療用途上，有效重建肌膚細胞，

使嚴重受損的部位重獲新肌。

眼部緊實配方眼部緊實配方  EYELISS

蘊含3種互補的活性成分，可顯著改善眼袋及鬆弛眼周肌膚。

EYES, LIPS AND NECK SKINCARE
呵護系列

eYe make uP remover 
(tWo-Phase)

眼部卸妝油(水油配方)

水溶性及油溶性配方，水溶性及油溶性配方，
輕易卸除眼妝輕易卸除眼妝

簡單快速去除防水彩妝

幫助排出眼周毒素，柔軟肌膚

清爽無粘膩感

使用方法：使用前先搖勻，

沾濕化妝棉，從眉毛至眼睫毛

輕柔地拭抹，無須沖洗。

100ml  Ref. 502200

aNti-Fatigue eYe mask

保濕眼膜

清爽清爽啫啫喱配方即時煥發喱配方即時煥發
活力神采活力神采

顯著抗皺效果，減退眼紋的

同時預防黑眼圈

眼周肌膚更亮麗年輕

使用方法：徹底清潔眼部後，

取適量眼膜均勻塗於眼周，

靜候約10分鐘，以溫水清洗。

30ml  Ref. 527392

活性成分

眼部緊實配方

活性成分

植物性舒眼精華

活性成分

水脂複合物

loNgue vie Cou NeCk Cream

細胞養生頸霜

讓頸部及肩胸部位肌膚同時得到收緊讓頸部及肩胸部位肌膚同時得到收緊

為頸部及前胸充分補給水分，實時恢復青春潤澤

減淡色素、撫褪斑紋

使用方法：徹底清潔後，塗適量於頸膊及前胸部位，

從下向上以打圈方式揉抹至完全吸收（適合每天早

晚使用）。

30ml  Ref. 527553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loNgue vie eYe Cream

細胞養生眼霜

減退眼部皺紋，具有良好的滋潤及減退眼部皺紋，具有良好的滋潤及
收緊作用收緊作用

瞬間煥活雙眸年輕神采，給予雙眼柔滑舒爽

享受，是眼周最理想的呵護產品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取適量

塗於眼周。

15ml  Ref. 527352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hYdrazoNe eYe Cream serum

水分保濕眼霜

持續為眼部肌膚輸送水分持續為眼部肌膚輸送水分

滋潤和平滑眼瞼肌膚、減淡魚尾紋

使眼周變得更年輕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輕塗適量

於眼周（可利用按摩手法幫助其徹底吸收）。

15ml  Ref. 527381

loNgue vie levres Balm

細胞養生護唇素

雙唇立現飽滿年輕雙唇立現飽滿年輕

深層滋潤、撫平唇紋

強化唇膏的色澤持久度

使用方法：隨時隨地根據需要塗抹於雙唇部位

（可單獨使用或在塗唇膏前使用）。

15ml  Ref. 527453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eYe Fresh Cream

清新亮眼霜

改善眼部浮腫及黑眼圈的清爽護理改善眼部浮腫及黑眼圈的清爽護理

清涼金屬按摩頭，有效減退眼腫及黑眼圈

排走毒素，提升眼部輪廓

即時亮澤、煥活肌膚

使用方法：早晚以按摩方法，於使用面霜前塗抹。

15ml  Ref. 527510

活性成分

舒倦複合物

水脂複合物水脂複合物 HYDRO-LIPOSOMES

極微細的活性水分子，能高度滲

透及滋潤肌膚，持續地為細胞注

滿水分。

舒倦複合物舒倦複合物 VEINOFRESH COMPLEX

複合物由馬栗精華、咖啡因及綠藻精

華組成，可顯著減退眼部浮腫及黑眼

圈，發揮排毒功效。

植物性舒眼精華植物性舒眼精華 DECONGESTING PLANT EXTRACT

眼周，是面部最容易流露出倦態的部位。一旦出現浮

腫及黑眼圈，疲憊感無所遁形。七葉樹可有效暢通毛

細血管及促進微循環，從根源避免眼周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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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水分活躍之源

多重補水複合物多重補水複合物  HYDRALOGIC COMPLEX

透過三重技術，讓肌膚回復水潤度、煥活年輕：

˙形成能抵抗水分蒸發的屏障

˙提升補水及鎖水力

˙加強水分輸送

水脂複合物水脂複合物  HYDROCYTE LIPOSOMES

極微細的活性水分子，由於其結構與細胞的薄膜相近，故能

高度滲透及滋潤肌膚，持續為細胞注滿水分。

MOISTURISING SKINCARE
水分修護系列

煥活新肌－為缺水肌膚而設

水乃美麗之源泉，GUINOT以精心研製的配方，全面呵護肌膚，
維持長效的水分平衡，令嬌膚柔軟潤澤，明亮動人。

效果

水分修護系列為肌膚帶來水潤、柔軟及舒適感。

* 使用活肌水凝霜7小時後，肌膚水分含量平均增加55%。

**使用活肌水凝精華素1次及1個月後，100%女士們分別感
  覺到肌膚得到保濕及豐盈、舒適和有光澤。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表皮水分測試儀）；
** 7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hYdrazoNe Cream

水分特效霜-任何皮膚

hYdrazoNe Cream- dehYdrated skiN

水分特效霜-缺水型皮膚

深層水分治療霜深層水分治療霜

帶來長效持久的保濕效果

將多種活躍滋潤元素輸送至肌底

築起保護屏障防止表皮水分流失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取適量

面霜塗於面、頸部肌膚。

50 ml Ref. 506044, 50 ml Ref. 506065

活性成分

水脂複合物

hYdra summum serum

活肌水凝精華素

令肌膚的保濕能力重回令肌膚的保濕能力重回
年輕時的巔峰狀態年輕時的巔峰狀態

肌膚迅速回復到最佳的水潤度

同時實現舒適、豐盈、柔滑

和充滿光澤的功效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在塗抹面霜前使用。尤其適合希望

通過補充水分來快速回復年輕肌膚

以及偶然出現缺水問題的女性。

30ml  Ref. 506890

hYdra summum Cream

活肌水凝霜

激活自身補水機能，完美水潤肌膚激活自身補水機能，完美水潤肌膚

肌膚提升鎖水能力、促進水分

從真皮層向表皮層的輸送

令肌膚回復柔軟、彈性及亮澤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取適量面霜塗於面、頸部肌膚。

50ml  Ref. 506900

活性成分

多重補水複合物

活性成分

多重補水複合物

新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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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水分活躍之源

水分複合物水分複合物  HYDROCYTE COMPLEX

強效的保濕因子蘊含透明質酸，能持續將水分鎖於細胞內，

抑制水分蒸發，令肌膚時刻潤澤。

水分聚合因子水分聚合因子  HYDROPLASMA®

為肌膚細胞作深層補濕鎖水，持久發揮水潤效果。

MOISTURISING SKINCARE
水分修護系列

 活性成分

水分活躍之源

水分複合物水分複合物  HYDROCYTE COMPLEX

強效的保濕因子蘊含透明質酸，能持續將水分鎖於細胞內，

抑制水分蒸發，令肌膚時刻潤澤。

水脂複合物水脂複合物  HYDROCYTE LIPOSOMES

極微細的活性水分子，由於其結構與細胞的薄膜相近，故能

高度滲透及滋潤肌膚，持續為細胞注滿水分。

hYdra Cellulaire serum

水潤精華素

深入細胞核心注滿水分深入細胞核心注滿水分

使用30分鐘後，肌膚水潤度提升了40.5%。
10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測量方法：表皮水分測試儀）。

速效改善肌膚乾燥、緊繃、缺水

平滑及填補因缺水導致的細紋乾紋

提升肌膚柔潤及光澤度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在塗抹面霜前使用。

30ml  Ref. 501510

活性成分

水分聚合因子

hYdra Beaute Cream

水分修護霜

有助重建皮膚保護膜，有助重建皮膚保護膜，
防止水分蒸發及鎖水防止水分蒸發及鎖水

即時為缺水肌膚補充水分

舒解乾燥及繃緊感

柔軟肌膚，並增強保護力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取適量面霜塗於面、頸部肌膚。

50ml  Ref. 502803

活性成分

水分複合物

hYdrazoNe Fluid Cream

水分保濕乳液

持久補水，肌膚時刻啞緻亮澤持久補水，肌膚時刻啞緻亮澤

瞬間保濕鎖水，深入肌底滋潤真皮層

為肌膚築起防護屏障，防止水分流失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

在塗抹面霜前作為打底使用。

50ml  Ref. 507200

活性成分

水脂複合物

hYdra Beaute mist

水分活肌噴霧

清新補濕噴霧清新補濕噴霧

即時補充水分，含綠茶成分有效抗氧化

活躍肌膚，保持清爽柔韌

使用方法：直接平均噴灑於皮膚，

化妝後噴於妝容上亦可。

100ml  Ref. 507270

hYdra Beaute mask

水分修護面膜

徹底滋潤肌膚，補充水分和消除倦容徹底滋潤肌膚，補充水分和消除倦容

即時補給水分，強化肌膚柔軟度及彈潤度

猶如進行了一次面部水療SPA，
肌膚立現亮澤舒爽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塗於

面部，靜候約15至20分鐘，以微濕棉片抹淨，

然後續用爽膚水（每星期兩次）。

50ml  Ref. 503844

活性成分

水分複合物

活性成分

水分複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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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柔潤使者

微脂質囊群微脂質囊群 PRO CERAMIDES

有效使脂質儲存及製造更多脂質

群，可加強脂質膜及填補細胞空

隙來重組肌膚結構。

奧米加油及維生素奧米加油及維生素 
OMEGA FATTY ACIDS AND VITAMINS

揉合3、6、9號奧米加油及維生素E，
可輸送必須元素－脂肪酸，重組肌膚

屏障，帶來舒適、濕潤和柔軟感受。

香薰油 (百里香，迷迭香，薰衣草) 香薰油 (百里香，迷迭香，薰衣草) ESSENTIAL OILS

即時回復肌膚光澤，去除倦容，滋潤同時快速回復舒

適感。精油的獨特香味有效舒緩身心，堅持使用可讓

肌膚愈顯剔透亮白。

煥活新肌－為乾性肌膚而設

乾燥的肌膚通常比較脆弱敏感，繃緊不適如影隨形，長期缺
乏護理會令其喪失柔軟亮澤。舒緩養分系列能全面提供充裕
的滋養及修護，使乾燥肌膚表皮上脆弱的水脂膜得到充分的
保護。

效果

舒緩養分系列為肌膚帶來舒適、柔軟及飽滿觸感。

NOURISHING SKINCARE
舒緩養分系列

Nutri Cellulaire serum

舒緩細胞活膚精華

修護及滋養肌膚修護及滋養肌膚

能補充極乾燥、失去活力的

肌膚所需滋養元素

加強皮膚的天然保護功能

重拾皮膚的舒適及柔軟度

使用方法：早上及/或晚上

在塗面霜前打底使用。

30ml  Ref. 505050

NutrizoNe Cream

舒緩養分特效霜

為肌膚迅速補充營養，滋養活膚為肌膚迅速補充營養，滋養活膚

複合物能深入滲透皮膚，促進細胞更新。

為乾燥肌膚重拾自然舒適感

徹底改善柔軟度和彈潤度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取適量
面霜塗於面、頸部肌膚。

50ml  Ref. 502794

活性成分

微脂質囊群

活性成分

奧米加油及維生素

esseNtiel Nutri CoNFort mask

舒緩養分面膜

即時回復柔韌光澤即時回復柔韌光澤

香薰精油的能量令肌膚回復光芒

及活力

天然精油可有效滋潤表皮層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

塗於面部，靜候15至20分鐘，以微濕棉

片抹淨，然後續用爽膚水（每星期兩次）。

50ml  Ref. 503786

活性成分

香薰油

Nutri CoNFort Cream

舒緩養分霜

深層補充養分，膚色復展光彩潤澤深層補充養分，膚色復展光彩潤澤

源頭滋養，屏障保護，肌膚重拾舒適感

徹底改善柔軟度和彈潤度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取適量面霜塗
於面、頸部肌膚。

50ml  Ref. 502834

活性成分

香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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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深層柔敏配方

植物性抗敏滋潤素植物性抗敏滋潤素 LYMPHOKININE

可促進血液微循環，具備即時舒緩作用，

不但有效減退敏感不適，更能強化天然防

衛屏障。

舒緩因子舒緩因子 DERMALINE

抑制過敏反應，保護肌膚免受刺激。

脂肪酸 脂肪酸 OMEGA 6

肌膚健康生長所必需的脂肪酸，除有效

滋養肌膚外，更可以支援免疫功能，降

低敏感機率。

煥活新肌－為敏感肌膚而設

敏感性肌膚皮層細薄脆弱，天然水脂膜的保護不足，乾燥繃
緊、紅點湧現等問題層出不窮。柔敏系列蘊含多種活躍植物
元素，有效降敏、舒緩及均勻膚色。

效果

柔敏系列專門為營造柔軟及舒適感而設立，顯著緩解外在環
境對肌膚的刺激。

* 使用舒緩保護霜SPF15 1個月後，100%女性測試者認為肌膚 
  變得柔潤舒適。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SOOTHING SKINCARE
柔敏系列

ProteCtioN Cream

降敏保護面霜

為高度敏感肌量膚定制為高度敏感肌量膚定制

防禦外在環境對皮膚的刺激，

有效減緩不適反應

降敏、降壓的愈顏良方

重組肌膚天然保護膜

柔軟鎮靜，肌膚逐步回復健康平衡美態

使用方法：早/晚上，因應皮膚需要，

連續使用1個月為治療期；可單獨或於

日常面霜後使用。

50ml  Ref. 502770

活性成分

脂肪酸

Pur CoNFort sPF15 Cream

舒緩保護霜sPF15
令肌膚回復柔軟滋潤令肌膚回復柔軟滋潤

築起保護屏障，保護肌膚免受環境侵害

從內開始強化肌膚

舒緩敏感，改善泛紅

使用方法：每天早上清潔爽膚後，

取適量面霜塗於面、頸部肌膚。

50ml  Ref. 507400

hYdra seNsitive Cream

柔敏保護霜

保護及修復肌膚保護及修復肌膚

舒緩泛紅、緩解肌膚的刺激感

重建肌膚天然保護屏障

使用方法：早/晚上全面使用，可因應

肌膚所需，連續使用1個月為治療期。

50ml  Ref. 527584

活性成分

舒緩因子

活性成分

植物性抗敏滋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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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深層柔敏配方

植物性抗敏滋潤素植物性抗敏滋潤素 LYMPHOKININE

可促進血液微循環，具備即時舒緩作用，不但有效減退敏感不適，更能強化天然防衛屏障。

煥活新肌－敏感肌膚

效果

柔敏系列專門為營造柔軟及舒適感而設立，顯著緩解外在環
境對肌膚的刺激。

* 首次使用柔敏面膜後，100%測試者感覺肌膚更舒適。

*  8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SOOTHING SKINCARE
柔敏系列

hYdra seNsitive mask

柔敏面膜

即時舒緩不適反應，高效及即時舒緩不適反應，高效及
持久地為肌膚增強防禦持久地為肌膚增強防禦

防治結合，重組肌膚天然保護膜的承載力

由表及裡，使肌膚具備更優更強的抵抗力

明顯改善敏感、泛紅、不適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塗於

面部，靜候15至20分鐘，以微濕棉片抹淨，

然後續用爽膚水（每星期兩次）。

50ml  Ref. 527590

活性成分

植物性抗敏滋潤素

hYdra seNsitive serum

柔敏精華素

高度敏感肌膚的急救用品高度敏感肌膚的急救用品

修復天然防禦膜、守護肌膚，平衡美態

預防及降緩皮膚過敏反應，

如緊繃、泛紅、敏感等

使用方法：早/晚上塗面霜前打底使用，

尤其針對敏感部位；可因應肌膚所需，

連續使用一個月為治療期。

30ml  Ref. 527622

活性成分

植物性抗敏滋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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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為油性肌膚而設

GUINOT以精湛科研，調配出一系列高效平衡油脂分泌、細緻
毛孔和抗菌的護理產品。
肌膚能更快及持久擁有明淨柔麗。

效果

控油淨膚系列徹底清潔、淨化及啞緻肌膚。

* 使用淨膚日霜15天後，有助減少油脂分泌32.3%。

*  7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PURIFYING SKINCARE
控油淨膚系列

 活性成分

淨化因子

控油因子控油因子 SEBUM-REGULATING COMPLEX

為油性及混合性肌膚調整油脂失衡問題。持

續使用，有助平衡油脂分泌及細緻毛孔。面

上油光減少，肌膚顯得更啞緻、潔淨、美麗。

高濃縮控油成分高濃縮控油成分 ACNICIDINE®

5大活性療效:

• 減少粉刺及黑頭

• 淨化過多油脂分泌

• 平衡肌膚

• 淨化肌膚

• 減少油光

控油抗菌配方 控油抗菌配方 SEBOCIDINE COMPLEX

能抑制引致面部泛油的微生物活動及抗

菌，同時淨化肌膚，徹底清潔毛孔管道。

Pure BalaNCe mask

淨膚面膜

集中深層治療油性肌膚集中深層治療油性肌膚

具去角質功效，疏通毛孔

吸走面上多餘油脂，回復均勻細緻

平衡膚色重拾健康光彩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塗

於面部，靜候10至15分鐘後，以指腹加水於

面膜上打圈，針對容易積聚不潔物的位置，

如：前額、鼻子、下巴等然後徹底清洗、

爽膚（每星期一至兩次）。

50ml  Ref. 503824

活性成分

控油抗菌配方

aCNilogiC Cream serum

控油修護精華

調控油脂的乳霜精華調控油脂的乳霜精華

Acnicidine®使過度活躍的油脂腺受到控制，

減低微垢和細菌滋生

使油脂正常化，平衡肌膚

淨化及啞緻肌膚

使用方法：早晚塗於潔淨面上，可接續使用其它面

霜。持續使用一個月或以上，使效果更理想。

30ml  Ref. 529091

活性成分

高濃縮控油成分

Pure BalaNCe Cream

淨膚日霜

不泛油光的平衡霜，不泛油光的平衡霜，
針對混合性及偏油肌膚針對混合性及偏油肌膚

即時及持久啞緻肌膚

平衡油脂分泌、細緻毛孔以及

抑制黑頭形成

重煥肌膚自然光澤

使用方法：早晚徹底潔淨後塗於

臉上，尤其著重鼻、額及下巴位置。

50ml  Ref. 502953

miCoBiotiC CleaNsiNg Foam

控油淨膚泡沫

徹底潔淨、深層淨化徹底潔淨、深層淨化

調節皮脂分泌

具抗菌功效

使用方法：早晚取適量塗於已濕面上，

再打圈清洗，徹底用清水洗淨。

150ml  Ref. 500325

活性成分

控油因子

活性成分

控油抗菌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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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缺氧的肌膚

肌膚因為受生活方式相關的環境刺激產生細胞機能失常，容易變得灰

暗，失去光澤。能量注氧產品含有天然活躍成分，保護肌膚免受環境

傷害，令肌膚光彩再現。

效果 

* 使用能量注氧面霜一個月後，100%女性測試者察覺到膚色更清新亮

  麗、容光煥發，肌膚保護力增強，環境造成的刺激感明顯降低。
* 9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

BIOXYGÈNE

 活性成分 

亮澤因子

BioxYgeNe serum

能量注氧精華素

為缺氧暗啞肌注入動力為缺氧暗啞肌注入動力

皮膚細胞彷如吸入新鮮空氣，

受壓疲倦肌膚得以舒緩

提升肌膚亮澤度，膚色更均勻透淨

令肌膚重獲清爽、活力

使用方法：早晚塗於潔淨面上，

可接續使用其他面霜。

30ml  Ref. 507100

活性成分

排毒因子

活性成分

植物精煉活氧元素

能量注氧護理

植物精煉活氧元素植物精煉活氧元素 PRO-OXYGENE

提取自植物的精華，能刺激細胞的「呼吸」系統，為

細胞充氧，從而改善整體氣色，膚色更顯亮麗健康。

排毒因子排毒因子 DETOXILINE

促進肌膚排毒機制，膚色顯得更健康清新、亮麗光澤。

BioxYgeNe Cream

能量注氧面霜

令肌膚回復亮澤光采令肌膚回復亮澤光采

保護肌膚免受環境及污染傷害，重展健康

亮麗的自然肌膚

三重注氧保濕效果，細胞分別獲得不同層

面的能量供應

肌膚重展柔潤亮麗，倦容不再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取適量

面霜塗於面部（適合任何膚質全年使用）。

50ml  Ref. 500450

活性成分

植物精煉活氧元素

BioxYgeNe CleaNsiNg Foam

能量注氧潔膚泡沫

充氧潔膚泡沫充氧潔膚泡沫

徹底淨膚及卸妝，舒爽潔淨；適合任何膚質

促進細胞充氧，令肌膚亮澤透潤

用後肌膚更明亮、潔淨和柔軟

使用方法：壓2至3泵出泡，用於微濕的面、

頸部，避開眼周，以指尖輕輕打圈後用

溫水清洗乾淨，續用合適的爽膚水。

150ml  Ref. 5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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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為暗啞肌膚而設

肌膚因為長期疲勞或受到生理衰老影響，容易變得灰暗粗
糙，瑩采系列特別為黯淡肌膚，作出更新護理，令肌膚回復
細滑衡美，光彩再現。

效果

瑩采系列有效增加肌膚水潤度及改善粗糙感，重拾透亮嫩滑。

RADIANCE SKINCARE

 活性成分

亮澤因子

清涼精華配方清涼精華配方  COLD ESSENCES OILS

由清涼的薄荷及尤加利精華油調配而成，為肌膚注入能量、

光澤。

時空晚間精華時空晚間精華  CHRONONIGHT

透過生物技術提取而成，與皮膚細胞的日夜生長節奏規律非

常相似，啟動自我修復程序。

瑩采系列

dYNamisaNt aNti-Fatigue mask

柔亮緊緻面膜

恢復肌膚光澤恢復肌膚光澤

平滑肌膚，消除面上黯淡及疲勞痕跡

深層保濕效果，長效補充水分

使用方法：清潔並爽膚後，取適量面膜塗於

面部，靜候15至20分鐘，以微濕棉片抹淨，

然後續用爽膚水（每星期兩次）。

50ml  Ref. 500550

活性成分

清涼精華配方

Night logiC Cream

逆轉時空晚霜

散發動人光彩的秘密散發動人光彩的秘密

三大活膚功效：刺激細胞新陳代謝，

促進微循環及滋潤保濕

減少面上疲憊痕跡

中和壓力及舒緩繃緊

使用方法：每天晚上潔面後，塗適量

於面、頸部位。

50ml  Ref. 507460

活性成分

時空晚間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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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全面改善肌膚色斑及暗沉現象

美白亮麗護膚系列專門為淨白膚色而設立，可針對性修復色素紊亂的問題，有效
減緩黑色素的形成，用後膚色明晰亮白，具有10分鐘即時亮白、14天深層瑩膚及
30天完美淨白的傳奇效果。

效果

美白亮麗護膚系列具有顯著均勻膚色、淡化黑色素及減退色斑的作用。

* 使用美白亮麗維C精華素14天後，減少黑色素指數達12.7%。

*  7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ANTI-DARK SPOT SKINCARE
美白亮麗護膚系列

 活性成分

美白因子

美白元素美白元素  MELANOXYL

植物提煉配方，可有效減淡面部已有

黑色素，阻隔並預防紫外線等外因導

致的新生色素產生。

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

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

維生素維生素C  VITAMIN C

維生素C有助加強美白效果及抑制黑色素形

成的作用，幫助肌膚對抗自由基及抗氧化，

並促進骨膠原纖維合成，提升肌膚彈性。

NeWhite serum

美白亮麗維C精華素

全力擊退色斑全力擊退色斑

集中淡化色斑並抑制其發展

均勻膚色，肌膚更顯淨白亮澤

14天深層美白護理

使用方法：從包裝內拿出穩定性純維生素C
小瓶後折斷其頂端，將小瓶內的穩定性純

維生素C倒入精華液瓶中徹底混合。

每天早、晚清潔爽膚後，將精華液塗搽於

面、頸部位，於塗面霜前作為打底使用

（必須連續使用14天為一個治療週期）。

25ml  Ref. 5058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NeWhite sPF30 daY Cream

美白亮麗日霜 sPF30
NeWhite Night Cream

美白亮麗晚霜

只需只需3030天，體驗完美防曬及美白效果天，體驗完美防曬及美白效果

提升膚色的亮麗度及淨白感

抑制面上黑色素，並預防新生色斑形成

日霜：抵禦及保護肌膚免受UVA及UVB的侵害

晚霜：延長日霜的亮白效果

使用方法：早上及晚上潔面後，可塗用美白亮麗維C
精華素作打底，再分別塗搽日霜及晚霜於面、頸部位，

持續日夜無間斷亮白效果。

50ml  Ref. 505500, 50ml  Ref. 5054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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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美白因子

美白元素美白元素  MELANOXYL

植物提煉配方，可有效減淡面部已有

黑色素，阻隔並預防紫外線等外因導

致的新生色素產生。

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

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

維生素維生素C  VITAMIN C

維生素C有助加強美白效果及抑制黑色素形

成的作用，幫助肌膚對抗自由基及抗氧化，

並促進骨膠原纖維合成，提升肌膚彈性。

NeWhite mask

美白亮麗面膜

即時亮白淡斑即時亮白淡斑

膚色淨白亮眼 

即時改善及平衡膚色

重現透亮肌膚

10分鐘密集式護理

使用方法：徹底潔面、爽膚後，

敷上及撫平面膜，待10分鐘後

用指尖在面部打圈，使剩餘的

面膜精華滲入肌膚，再續用其

他美白產品。

7 packs/box  Ref. 5057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NeWhite CoNCeNtrate

重點淨白修護霜

淡斑抗黑，再現柔嫩亮白膚色淡斑抗黑，再現柔嫩亮白膚色

針對色素過度沉澱

預防及淡化色斑

均勻膚色

14天局部密集式護理

使用方法：早晚塗面霜前用於色斑位置，

持續使用14天，避開眼周。

15ml  Ref. 506100

NeWhite uv 50 Cream

美白亮麗uv隔離霜

「保護傘」效能，「保護傘」效能，

SPF 50SPF 50高度抗禦紫外線高度抗禦紫外線

保護肌膚抵禦UVA及UVB

膚色顯著明亮透白

含有微脂囊柔色遮瑕因子，

能即時均勻及調整自然膚色

減淡及抑制色斑，兼具保濕及柔化

功能，肌膚更亮白、啞緻、柔軟。

使用方法：每天早上潔面及潤膚後使用，

或塗搽美白亮麗日霜SPF30後使用。

30ml  Ref. 5063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ANTI-DARK SPOT SKINCARE
美白亮麗護膚系列

 活性成分

美白因子

美白元素美白元素  MELANOXYL

植物提煉配方，可有效減淡面部已有

黑色素，阻隔並預防紫外線等外因導

致的新生色素產生。

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通過干預黑色素的合成來解

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決頑固色素積存問題。

維生素維生素C  VITAMIN C

維生素C有助加強美白效果及抑制黑色素形

成的作用，幫助肌膚對抗自由基及抗氧化，

並促進骨膠原纖維合成，提升肌膚彈性。

NeWhite CleaNsiNg milk

美白亮麗潔面乳

集潔淨、卸妝及美白於一身集潔淨、卸妝及美白於一身

質地輕柔，使清潔效果更快、更顯著

更易卸走殘餘化妝品、不潔物及微垢

加強後續美白亮麗護膚產品的功效

使用方法：早晚用指尖打小圈輕按

肌膚，然後以清水洗淨。

200ml  Ref. 505200

NeWhite toNiNg lotioN

美白亮麗爽膚水

膚色即時變得清新亮麗膚色即時變得清新亮麗

清除面部殘留的雜質及毒素

煥活清爽肌膚

提升後續美白亮麗護膚產品的功效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潔面後，以化妝棉

沾適量爽膚水，由下至上翻擦清潔後

的面、頸部位（避開眼周）。

200ml  Ref. 5051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

NeWhite CleaNsiNg Foam

美白亮麗潔膚泡沫

卸妝及清潔，細緻毛孔卸妝及清潔，細緻毛孔

淨化皮膚，抑制黑色素形成，提亮膚色。

徹底清除污垢，提升後續美白護膚產品的功效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按壓2至3次泵出泡沫，

塗於預濕的面部肌膚，以打圈手法加以揉按，

再用清水洗淨即可（避開眼周）。

150ml  Ref. 5062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

NeWhite CleaNsiNg oil

美白亮麗潔膚油

溫和潔膚、卸妝、美白產品溫和潔膚、卸妝、美白產品

徹底淨膚，卸除面上難卸的化妝品，

包括防水性產品

用後肌膚柔軟舒適

提升後續美白亮麗護膚產品的功效

使用方法：早晚將適量潔膚油倒入掌心，直接

用指尖在面上打圈，再以清水沾濕指尖，打小圈

輕按肌膚，直至潔膚油呈乳液狀，用水徹底洗淨。

200ml  Ref. 505300

活性成分

美白元素－維生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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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曬同時抗氧

長期受到日光照射會令細胞受到損傷，肌膚因而產生皺紋，
變得鬆弛粗糙，黑色素沉積等問題也愈發明顯。所以，我們
每天須塗抹防曬產品，以保護肌膚免受光老化的傷害。

效果

防曬護理產品兼具抗氧美肌功效，適合所有皮膚類型，尤其是戶
外活動（如登山、沙灘浴）愛好者。

* 100%測試者表示塗抹逆轉防曬潤面霜後表示肌膚感覺舒適。

**100%測試者使用逆轉防曬身體乳後感覺肌膚得到滋潤。

*  11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 7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SUN LOGIC
防曬護理

 活性成分

防曬因子

核心防衛成分核心防衛成分  DNA

避免紫外線對肌膚造成的影響，保護細胞的DNA免受損傷。

保護彈性膠原保護彈性膠原  ELASTOPROTECTIN

有助修護彈性纖維，預防鬆弛下垂和皺紋產生。

aNti-ageiNg suN Balm 
- seNsitive areas sPF 50+
逆轉防曬潤面霜-敏感部位適用

高度防曬保護高度防曬保護

專為經常受到陽光照射的部位：前額、鼻子、

臉頰、唇邊及肩膀等而設

獨特塗抹端，能準確應用於目標部位

使用方法：使用日常護膚品或逆轉防曬霜SPF50
後塗抹於前額、鼻子、臉頰、唇邊及肩膀等容易

曬到的部位；定時重複塗抹。

15ml  Ref. 517201

活性成分

核心防衛成分DNA－保護彈性膠原

aNti-ageiNg suN lotioN - BodY sPF 50
逆轉防曬身體乳 sPF 50

為全身築起保護網為全身築起保護網

容易被皮膚吸收、不留白痕，

使用後感覺潤澤、舒適及柔軟

提供高度防曬並有助於預防光老化

加強皮膚的自我防禦能力，

並減少藍光帶來的有害影響

使用方法：接觸陽光前，均勻及

定時重複地塗抹在身體上。

150ml  Ref. 515200

aNti-ageiNg suN Cream sPF50
逆轉防曬霜sPF50

保護肌膚細胞免被「光老化」保護肌膚細胞免被「光老化」

築起天然屏障，對抗因陽光照射

所引起的提早老化問題

高效抵禦紫外線UVA和UVB、藍光等

有害光線的傷害

保護彈性纖維，預防鬆弛及皺紋

使用方法：接觸陽光前，均勻及

定時重複地塗抹在面上。

50ml  Ref. 515040

活性成分

核心防衛成分DNA－保護彈性膠原

活性成分

核心防衛成分DNA－保護彈性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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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護理  DAILY CARE 
為確保肌膚真正獲得舒暢清新感，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重視每
日早晚的潔膚程序，定期清潔及爽膚，有效祛除阻礙肌膚順
暢呼吸的雜質。
潔膚系列富含使肌膚變得更加柔軟舒適的活躍成分，並為後
續護膚品的吸收作好準備。

CLEANSING & EXFOLIATING SKINCARE

 活性成分

潔淨因子

人參提取物人參提取物  GINSENG EXTRACT

蘊含各種維生素及植物潔淨因子，具

有抗禦衰老、賦活細胞及均勻膚色的

效用，並能為肌膚補充礦物質。

蘆薈提取物蘆薈提取物  ALOE VERA EXTRACTS

蘆薈蘊含多種活性成分如礦物質、

維生素及氨基酸等，有助恢復肌膚

的柔軟度及彈性。

乳果油乳果油  SHEA OIL

蘊含脂肪酸，擁有高

度滋潤的特性，能軟

化及舒緩脆弱肌膚。

無花果提取物無花果提取物  

FIG EXTRACT

深層保濕補水，

防止水分流失。

潔膚及去角質系列

CleaNsiNg milk - Normal skiN

中性潔面乳

凝膠乳狀，適合任何肌膚類型凝膠乳狀，適合任何肌膚類型

潔膚及卸妝二合一，徹底去除面部污垢

用後肌膚頓感清新舒爽

保濕及柔軟肌膚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取適量潔面乳

塗抹在面、頸部，輕輕打圈按摩，

清洗後續用中性爽膚水。

200ml  Ref. 500200

toNiNg lotioN - Normal skiN

中性爽膚水

質地溫和清爽的護膚水-適合任何肌膚質地溫和清爽的護膚水-適合任何肌膚

潔膚及卸妝二合一，徹底去除面部污垢

用後肌膚頓感清新舒爽

保濕及柔軟肌膚

使用方法：取化妝棉蘸取適量爽膚水，

由下至上翻擦清潔後的的面頸部。

200ml  Ref. 500210

活性成分

蘆薈提取物

活性成分

人參提取物

CleaNsiNg milk - drY skiN

滋潤潔面乳

豐潤乳狀，適合乾性肌膚類型豐潤乳狀，適合乾性肌膚類型

潔膚及卸妝二合一，徹底去除面部

污垢、雜質

滋養、柔軟及舒緩肌膚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取適量潔面乳塗抹在面、

頸部，輕輕打圈按摩，清洗後續用滋潤爽膚水。

200ml  Ref. 500302

活性成分

乳果油

toNiNg lotioN - drY skiN

滋潤爽膚水

質地豐盈滋潤的護膚水質地豐盈滋潤的護膚水
－適合乾性肌膚－適合乾性肌膚

二次清潔肌膚，徹底淨膚及清除殘留污垢

舒緩、柔化及保護乾性肌膚

使用方法：取化妝棉蘸取適量爽膚水，

由下至上翻擦清潔後的的面頸部。

200ml  Ref. 500312

活性成分

無花果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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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性成分

修護因子

能量膠原分子能量膠原分子  LONGEVITINE

修復及重組彈性纖維，從內到外恢復肌膚的緊緻度和密度。

微量元素微量元素  TRACE ELEMENTS

令面部肌膚重獲活力及緊緻。

CleaN logiC CleaNsiNg Cream

逆轉時空潔面膏

膏狀質地，適合成熟肌膚膏狀質地，適合成熟肌膚

全面卸妝和清除污垢雜質，用後滋潤不繃緊

重建脂質保護屏障，帶來柔軟、舒適感

煥活年輕肌膚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輕輕地以打圈

的方式將逆轉時空潔面膏塗抹整個

面部，再績用逆轉時空活膚液。

150ml  Ref. 500691

活性成分

能量膠原分子

CleaN logiC lotioN

逆轉時空活膚液

乳液質地，適合成熟肌膚乳液質地，適合成熟肌膚

具溫和的去角質效果、加速細胞更新，徹底淨膚

富含脂質強化皮脂膜，令肌膚重獲柔軟、

舒適及潤澤

提升後續護膚品功效

使用方法：使用化妝棉塗抹已潔淨的面及頸部。

200ml  Ref. 500692

活性成分

微量元素

CLEANSING & EXFOLIATING SKINCARE

 活性成分

潔淨因子

微果酸及綠茶微果酸及綠茶  AHA AND GREEN TEA

溫和地去除老化角質，綠茶成分為敏

感及薄弱肌膚提供抗氧化效果，煥發

健康光澤感。

蘆薈提取物蘆薈提取物  ALOE VERA EXTRACTS

蘆薈蘊含多種活性成分如礦物質、

維生素及氨基酸等，有助恢復肌膚

的柔軟度及彈性。

乳木果微粒乳木果微粒  SHEA MICROBEADS

提取自乳木果外殼的微粒，具備治療、舒

緩及滋養肌膚的功效。

潔膚及去角質系列

hYdra teNdre CleaNsiNg Cream

平衡潔面膏

專為喜愛清水潔面者而設立專為喜愛清水潔面者而設立

溫和清潔、卸除妝容和污垢

高效潔淨能力，且不會讓肌膚感覺乾燥

用後倍感舒爽柔軟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取適量潔面膏塗於

面頸部（避免觸及眼周），加水輕輕按

摩並以水清洗。拭淨後，續用爽膚水

（適合各類型肌膚使用）。

150ml  Ref. 500144

活性成分

蘆薈提取物

exFoliatiNg Cream

亮肌磨砂膏

溫和的雙微粒去角質乳霜溫和的雙微粒去角質乳霜

深層清除雜質污垢，疏通毛孔、活化肌膚

溫和去除死皮細胞，促進細胞更新，

令續用護膚品更易吸收

肌膚回復亮麗及光澤感

使用方法：取適量磨砂膏塗於濕潤的面、

頸部（避免觸及眼周），以指尖輕輕打圈，

然後徹底清洗乾淨（每週使用一至兩次）。

50ml  Ref. 503640

活性成分

乳木果微粒

BiologiC exFoliatiNg gel

亮肌退皮啫喱

天然而溫和的清除角質天然而溫和的清除角質啫啫喱喱

溫和地清除老化細胞，令肌膚即時亮麗及柔滑。

更有效及快捷的柔滑表皮產品

使用方法：塗於面及頸部，待啫喱變成油狀後

打圈按摩，然後用水清洗。按膚質而定，每周

使用一至兩次。適合各類型及敏感皮膚，眼部

及唇部均可使用。

50ml  Ref. 503622

活性成分

微果酸及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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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男士度身訂造的皮膚護理

專門為男士而設，具有緊緻及煥活肌膚功效。

MEN SKINCARE
男士系列

 活性成分

護膚因子

維生素維生素E
VITAMIN E
具抗氧及抗自由
基功效。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蘊含令肌膚保持健康狀態的56種活躍成
分，有效延長肌膚細胞壽命及再生能力。

七葉樹精華七葉樹精華 
HORSE CHESTNUT EXTRACT
暢通毛細血管及促進微循環。

薄荷薄荷 
MENTHOL
清爽，即時令肌膚恢復
清新感覺。

CleaNsiNg gel

活力潔面啫喱

瞬間回復清新氣息瞬間回復清新氣息

深層潔淨，去除污垢雜質

均勻膚色、清爽舒暢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取適量塗抹

在微濕的面部輕輕打圈，然後

徹底清洗乾淨。

150ml  Ref. 501800

活性成分

薄荷

aFter-shave Balm

活力保濕霜

極緻舒柔面霜極緻舒柔面霜

剃鬚後使用，即時重獲舒適感

提供持久保護、滋潤及清爽肌膚

使用方法：每天塗適量於面、頸部位。

75ml  Ref. 501811

活性成分

維生素E

aNti-Fatigue exPress eYe gel

活力除倦眼部凝膠

消除眼周疲憊感消除眼周疲憊感

顯著減退浮腫及黑眼圈

撫平缺水紋、平滑緊緻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取適量

以輕按的方式塗於眼周。

20ml  Ref. 501830

loNgue vie Cream

細胞養生男士面霜

肌膚再生護理肌膚再生護理

持久保濕、煥活光澤

重啟年輕膚色

使用方法：每天早、晚潔面後，

塗適量於面、頸部位。

50ml  Ref. 501850

活性成分

七葉樹精華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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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時刻打造年輕體態

GUINOT充分利用再生及自我修復的護膚技術，將面部護理
的科研專長伸延至身體護理的範疇，為身體肌膚提供非凡呵
護，打造更緊緻柔美的輕盈體態。

效果

有助活化及收緊身體肌膚，令嬌軀更年輕纖細、緊滑柔潤。

* 使用細胞養生頸胸精華霜1個月後，肌膚緊緻度提升了32.9%。

*  7位體驗者的測試結果。

YOUTH AND TONICITY BODY SKINCARE
青春及緊緻身體護理系列

 活性成分

抗氧配方

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56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56 CELLULAR INGREDIENTS
GUINOT始創的活膚配方，蘊含令肌膚保持健康狀態的56種活躍成分。此配方亦用於醫療用途上，有效重建肌膚細胞，使嚴重受
損的部位重獲新肌。

loNgue vie Pieds Foot Cream

細胞養生護足霜

足部新生亮麗霜足部新生亮麗霜

煥活肌膚，帶來柔軟、光滑和舒適的雙足

補水滋潤，並強化足甲

舒緩磨擦不適，並具有淨化及抗菌功效

使用方法：早晚以打圈方式塗抹至完全吸收。

125ml  Ref. 512280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loNgue vie maiNs haNd Cream

細胞養生手霜

滋潤雙手的淡紋霜滋潤雙手的淡紋霜

回復肌膚柔軟舒適，青春細嫩

平滑表肌，全面去皺並減淡色斑

保護手部肌膚免受外界環境傷害

使用方法：取適量潤手霜塗於雙手，

按摩至完全吸收（任何時間均可使用）。

75ml  Ref. 512265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loNgue vie deCollete serum

細胞養生美胸精華霜

為頸胸部位而設的護理為頸胸部位而設的護理

肌膚回復緊緻，看上去

更年輕嬌嫩、更有吸引力

撫紋，柔滑及緊緻肌膚

迅速被肌膚吸收，帶來深層滋潤

使用方法：早晚塗抹於整個頸胸位置。

50ml  Ref. 528551

loNgue vie CorPs BodY Cream

細胞養生潤體霜

奢華身體緊膚滋潤霜奢華身體緊膚滋潤霜

更生皮膚細胞組織，回復年輕膚質

收緊和活化肌膚

具保濕及淡化幼紋功能，肌膚重現柔軟絲滑

使用方法：早晚沐浴後使用

（適合任何肌膚類型）。

200ml  Ref. 527912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活性成分

56 種細胞滋養能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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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活新肌－柔滑緊膚

面部護理固然重要，但身體肌膚的護理亦不容忽視。身體護
理系列精選多種活性養分，能為全身或指定部位的肌膚帶來
無與倫比的輕盈活力。

效果

具有與眾不同的活膚效果，用後肌膚倍感輕鬆、舒爽及細緻。

YOUTH AND TONICITY BODY SKINCARE
青春及緊緻身體護理系列

 活性成分

活肌因子

植物微球海藻精華植物微球海藻精華
CRELASTINE B
含豐富多肽和胺基酸，
有效增強肌膚的彈性。

紅海藻複合物紅海藻複合物 
CELLULYSIUM®

萃取自紅海藻的高效
元素，能預防脂肪積
聚及消除脂肪細胞。

山金車精華及薄荷山金車精華及薄荷 
ARNICA AND MENTHOL
山金車精華能刺激微循環和預防腳
部腫脹；薄荷成分則可瞬間舒緩，
為雙腿及足部帶來清爽感受。

絲瓜萃取物絲瓜萃取物 
LOOFA EXTRACTS
溫和深層清潔，絲瓜的纖維能
輕鬆去除老化角質及死皮，令
肌膚更幼滑、健康。

soothiNg gel For legs

舒緩腿部凝膠

冰涼清爽，舒緩腿部腫脹冰涼清爽，舒緩腿部腫脹

令肌膚即時擁有清涼感覺

促進微循環，讓腿腳部位獲得全面放鬆

使用方法：按需要塗抹於腿腳部位。尤其

當腿部感覺腫脹時，可在塗抹後輕輕

由腳部打圈按摩至大腿。

150ml  Ref. 528201

活性成分

山金車精華及薄荷

slimmiNg Cream

逆轉瘦身霜

針對頑固脂肪團，針對頑固脂肪團，
1515天密集式纖體產品天密集式纖體產品

刺激新陳代謝，著重瓦解結實脂肪團

及纖維性脂肪組織

肌膚更平滑緊緻、明顯減少橙皮紋

使用方法：早晚於所需的身體部位，

以打圈方式作按摩，並連續使用15天
作一個療程階段。

125ml  Ref. 527992

活性成分

紅海藻複合物stretCh mark Cream

身體除紋活化霜

柔軟肌膚表皮，舒展動人美體柔軟肌膚表皮，舒展動人美體

促進膠原蛋白纖維增生，強化纖維網絡的

承托、修補破損，有效預防及改善妊娠紋

潤澤及柔軟肌膚

使用方法：早晚沐浴後使用，可單獨

塗於所需部位或再使用續用產品。

200ml  Ref. 528560

easY BodY sCruB

全身磨皮膏

三合一配方：清潔、磨砂及保護三合一配方：清潔、磨砂及保護

溫和清除粗糙死皮細胞及老化角質

用後肌膚重獲柔軟、絲滑觸感

使用方法：用於預濕肌膚，打圈按摩後徹底洗
淨即可，後續無需再使用其他潔膚產品（可重
點針對手肘、膝蓋及腳踝肌膚等粗糙部位）。

200ml  Ref. 528167

活性成分

植物微球海藻精華

活性成分

絲瓜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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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LASTING DEPILATION SKINCARE

緩毛複合物緩毛複合物 BULBAINE®

此植物性複合物由3種具有互補
作用的植物組成，透過減緩毛髮
再生來延長脫毛療程的效果。

明礬石明礬石 ALUM STONE
天然淨味成分，有效消除難聞氣
味；同時調節過量排出的汗液。

緩毛複合物對抗毛髮生長：緩毛複合物對抗毛髮生長：

從根部 沿髮身

對照組 

毫米

剛完成脫毛 時間
脫毛一星期後

*於實驗室測量

脫毛兩星期後

使用緩毛複合物組

兩星期後毛髮長度*

脫毛後護理系列

更長效、更柔滑的肌膚

蘊含獨有配方Bulbaine®緩毛複合物，使脫毛後的家居護理產
品更專業完善，此配方有效延緩毛髮生長之餘，更保持肌膚
細滑，淡化毛髮色素，產品中的活躍成分，適合任何肌膚人
士，甚至極敏感肌膚。

效果

脫毛後的護理產品有效延緩毛髮生長，令毛髮色澤更淺色、更不
顯眼。

 活性成分

脫毛後護理因子

aNti-hair regroWth FaCe Cream

抗毛髮再生面霜

特別適合敏感肌膚及幼細毛髮特別適合敏感肌膚及幼細毛髮

使再生毛髮更柔軟幼細

抑制毛髮生長，減慢毛髮生長期

特製舒緩配方為幼嫩部位而設，如面頰及下巴。

特別適合面部脫毛後使用

使用方法：脫毛後，持續使用及塗於所需部位，

可早晚使用。

15ml  Ref. 502642

活性成分

緩毛複合物

dePil logiC deodoraNt Cream

止汗緩毛霜

同時解決腋下毛髮及異味問題同時解決腋下毛髮及異味問題

專為腋下肌膚而設，消炎殺菌、

清除異味，保持清新怡人

減慢毛髮生長，使毛髮更細軟

脫毛後紓緩及軟化皮膚

使用方法：可每天使用，利用產品上的

圓形塗抹頭於肌膚上直接塗搽。

50ml  Ref. 527903

aNti-hair regroWth BodY lotioN

抗毛髮再生身體乳

抑制毛髮再生，加強脫毛效果抑制毛髮再生，加強脫毛效果

減弱毛髮生長速度及令新生的毛髮變得幼細

淡化色素，令毛髮變淡不明顯

為脫毛後的肌膚補充水分及滋潤呵護，預防毛髮倒生

使用方法：脫毛後，持續使用及塗於所需部位，可早晚使用。

125ml  Ref. 528154

活性成分

明礬石及緩毛複合物

活性成分

緩毛複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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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的 美 容 治 療 師

www.guinot.com  / www.kingstar.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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