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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áge®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然护肤品系列，以天然肌肤保养品滋养

及滋润肌肤，并减少外在的老化现象，同时也促进肌肤的光滑和柔

软。Veráge®精油肌肤保养系列采用先进的植物科技，可促进理想

的、健康、年轻肌肤所呈现的脂质平衡状态。此保养系列中的每一个

产品都含有来自大地的礼物，包含：具滋养的植物萃取物、纯正且强

而有力的精油，和精心挑选的天然成分。使用Veráge®精油肌肤保养

系列，您可以看见并感受其天然效力。

 的自然哲学®



成分：水、癸基葡糖苷、月桂基葡糖苷、甘油、钠橄榄酰/椰油基氨基酸果糖苷、黄原胶、聚甘油-4 癸酸
酯、柑橘 (野橘) 果皮提取物、罗勒油 、互生叶白千层叶油、椰油基葡糖苷、甘油油酸酯、抗坏血酸（维
生素C）、生育酚（维生素E）、乙酰丙酸钠、柠檬酸、苦橙果提取、柑橘果实提取物、柑橘果皮提取物、苯
甲醇、乳酸、植酸钠

含野橘、茶树、罗勒精油

  精油洁面凝胶 
 
健康、滑顺的肌肤，从Veráge®精油洁面凝胶开始。含有野橘、茶树和
罗勒精油，Veráge®精油洁面凝胶的天然胶状配方，当在清洁及活络肌
肤的同时，可使肌肤软化、滋养及保湿，让您拥有容光焕发、青春洋溢
的好气色。Veráge®精油洁面凝胶可轻柔地除去脸上的脏污及彩妆，并
深入毛孔，净化肌肤。同时还有胺基酸、脂质及果糖等大分子，可提供
肌肤养分和抗氧化的效果，并帮助减少皮肤表层水分流失。做为每日肌
肤保养的第一步，Veráge®精油洁面凝胶所含的清新草本香气在赋予肌
肤能量时，亦可让您的肌肤感觉洁净、柔软。

• 野橘及罗勒精油以其清洁及净化的功效而闻名

• 茶树精油以其清洁、赋活及修护肌肤的效益而广为人知 

• 胺基酸和脂质可保湿及滋润肌肤 

• 椰子油可提高天然表面活性剂的有效性

• 橄榄油可滋润肌肤并减少肌肤表皮的水分流失 

使用方法：取少量直接用于湿润的脸部及颈部，以向上画圆的方式按
摩，用清水彻底洗净并用毛巾擦干。早晚皆可使用。接续使用Veráge®
精油爽肤水。避免接触眼睛。

60210624 60毫升/ 2 液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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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伊兰伊兰、胡荽、丝柏、玫瑰草精油

成分：水、芦荟叶汁、金缕梅水、丙二醇、庚基葡糖苷、伊兰花油、马缨丹油、玫瑰草油、丝柏油、胡荽
油、PCA铜盐、 葡糖醛酸、苯甲酸钠、孔雀石矿物萃取、癸基葡糖苷、氢氧化钠

  精油爽肤水 
 
Veráge®精油爽肤水结合了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认证精油滋养的植物
萃取成分，可随时随地帮助紧实、收敛及平滑肌肤。这瓶爽肤水可防御
和清爽肌肤，并提振感官活力，使心情愉悦并让肌肤散发光采。这款爽
肤水为多特瑞Veráge®精油肌肤保养系列中的第二步骤，可让肌肤准备
好从接下来使用的Veráge®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和精油保湿乳液中，获
得丰富的营养及保湿成分。结合了金缕梅、芦荟及其他对肌肤有益的成
分，每日使用Veráge®精油爽肤水，可净化、紧致毛孔，并可改善肌肤
纹路及增进肌肤清透感。这瓶清爽、具有活力配方的爽肤水也可做为清
爽喷雾，于全天候使用，为您带来清新纯净的肤色。

• 伊兰伊兰精油可平滑、滋养及保护肌肤

•  胡荽及丝柏精油以其对肌肤带来紧致、镇定及使肌肤恢复年轻的好处
著称

•  玫瑰草精油因其对肌肤的修复和平衡而广为人知，最适合添加在每日
的爽肤水中

•  金缕梅对肌肤有许多好处

• 芦荟长久以来被用于镇静及滋润肌肤

使用方法：早晚皆可使用，或于一天之中有需要时使用。接续使用
Veráge®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以达到最佳效果。

60215945 50毫升/ 1.7 液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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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荷荷巴/澳洲坚果油、乳香油、角鯊烷、夏威夷檀香木油、薰衣草油、没药油、植物甾醇澳洲坚果油
酸酯、永久花油、大马士革玫瑰花油、植物甾醇、维生素E。

含乳香、夏威夷檀香、薰衣草、没药、永久花和玫瑰精油

  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
 
体验Veráge®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的抗衰老效果。这个强而有力的配方以特殊
的栽种技术结合了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认证精油，可达到理想的脂质平衡，
使肌肤更滑顺、看起来更年轻。利用天然但科学的方法达到肌肤水合作用。藉
由模拟肌肤在最巅峰、最理想的健康、年轻状态的表面皮脂，用於Veráge®花
漾年华保湿精华露中的脂质聚合物领先并超越了传统的保湿精华液。这个脂质
复合物可使肌肤紧致、有弹性，特别是针对老化及晒伤的肌肤，且已被证实可
改善肌肤屏障功能的复元。Veráge®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是一种创新、非常有
效的配方，可让您立即看见并感受到成果。

•  含有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认证精油，包含：乳香、夏威夷檀香、薰衣草、
没药、永久花及玫瑰精油，使肌肤达到整体健康

•  透过模拟皮肤表层基本的脂质状态，这个脂质复合物领先并超越了传统的保
湿精华液

• 深度保湿，可减少细纹及皱纹产生

•  先进的升级配方结合了橄榄油、荷荷巴油及向日葵油，能使肌肤变得更柔
软、平滑  

使用方法：直接用于干净的脸部及颈部，以向上画圆的方式按摩，早晚皆可
使用。可接续或同时搭配使用Veráge®精油保湿乳。 

37401507 15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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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茉莉花、天竺葵、沙棘果和杜松浆果精油

成分：水、芦荟萃取、玉米丙二醇、有机挥发性椰子油、甘油、野大豆油、聚甘油-10二硬脂酸酯、鲸蜡硬
脂醇、木薯淀粉聚甲基倍半矽氧烷、栽培二棱大麦萃取、稻糠提取、甘油硬脂酸酯柠檬酸酯、杜松浆果精
油、沙棘果油、茉莉花萃取、天竺葵精油、植酸、山梨酸钾、甜菜碱，银耳萃取、黄原胶、椰油醇-辛酸
酯/癸酸酯、檀香木提取物、黄柏提取物、乳油木果油、甘油辛酸酯、甘油十一碳烯酸酯

  精油保湿乳 
 
适用于所有肤质，Veráge®精油保湿乳结合植物萃取的CPTG®专业纯正
调理级认证精油，包含：茉莉、天竺葵、沙棘果及杜松浆果精油，可深
层保湿并滋养肌肤。使用先进的栽种技术，这款清爽、不油腻的保湿乳
可快速吸收，而乳木果油及软化剂成分可深度保湿。Veráge®精油保湿
乳可促进肌肤达到理想的水分平衡状态，并帮助减少细纹及皱纹产生，
带给您光滑、均匀的肤色。

•  含有CPTG®专业纯正调理级认证精油，包含：茉莉、天竺葵、沙棘果
及杜松浆果，可全面改善外观，使肌肤健康

•   杜松浆果能有效防止肌肤老化 

•  沙棘果油有助于肌肤保湿，滋养及柔嫩肌肤 

•  富含维生素E和脂肪酸，米糠油可渗透肌肤底层，达到有效的保湿效
果

•  乳木果油含有脂肪酸，可提供丰富的保湿效用，同时具拉提效果

•  黄柏皮萃取物能有效舒缓肌肤

使用方法：在清洁后，以由下往上画圈的方式按摩脸部及颈部肌肤
处，直到吸收。早上和晚上都可以使用。若要获得最佳效果，请接续
使用多特瑞Veráge®精油肌肤保养系列产品。 

37411507 30毫升/ 1 液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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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精油肌肤保养系列，您可以看见
并感受其天然效力*

使用前

使用前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后

使用后

*使用两星期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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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洁面凝胶成分 
成分 功效 成分来源

水 基础 纯净水

癸基葡萄糖苷，癸基葡糖苷 洗面乳 植物

月桂基葡糖苷 洗面乳 植物

甘油，丙三醇 保湿剂 植物

橄榄油酰/椰油酰基氨基酸类钠 洗面乳 植物

黄原胶 增稠剂 植物酵素

聚甘油-4 癸酸酯 护肤品 植物

野橘精油压榨而成 精油 果皮

罗勒提取油 精油 香料

白千层（茶树）叶油 精油 叶子

椰油基-葡糖苷 洗面乳 植物

甘油油酸酯, 甘油油酸酯; 洗面乳 植物

抗坏血酸（维生素C） 抗氧化 植物

生育酚（维生素E） 抗氧化 植物

乙酰丙酸钠 护肤品 植物

柠檬酸 稳定剂 植物

茴香酸钠，4-甲氧基苯甲酸钠 抗菌剂 植物

苦橙果提取 护肤品 植物

柑橘果提取 护肤品 植物

甜橙果提取 护肤品 植物

苯甲醇 天然防腐剂 植物

乳酸 pH值调节剂 植物酵素

植酸钠 稳定剂 植物

®



  精油爽肤水成分 
成分 功效 成分来源

水 基础 纯净水

库拉索芦荟叶汁 护肤品 植物

北美金缕梅水 护肤品 植物

1, 3-丙二醇 基础 植物

庚基葡萄糖苷 洗面乳 植物

依兰花油 精油 花卉类

玫瑰草油 精油 香料

地中海柏木油 精油 叶子

芫荽籽油 精油 种子

PCA铜盐 保湿剂 植物

葡萄糖酸 保湿剂 植物

苯甲酸钠 天然防腐剂 植物

孔雀石提取 抗氧化 矿物质

癸基葡萄糖苷，癸基葡糖苷 乳化剂 植物

氢氧化钠 pH值调节剂 矿物质

®



  花漾年华保湿精华露成分 

成分 功效 成分来源

荷荷巴/澳洲坚果油酯 护肤品 植物

乳香油 精油 树脂类

角鯊烷 护肤品 植物

夏威夷檀香木油 精油 树木类

薰衣草油 精油 花卉类

没药油 精油 树脂类

植物甾醇澳洲坚果油酸酯 护肤品 植物

永久花油 精油 花卉类

大马士革玫瑰花油 精油 花卉类

植物甾醇 护肤品 植物 

生育酚（维生素E） 抗氧化 植物

®



  精油保湿乳成分

成分 功效 成分来源

水 基础 纯净水

库拉索芦荟叶汁 护肤品 植物

1, 3-丙二醇 基础 植物

有机挥发性椰子油 润肤剂 植物

甘油，丙三醇 保湿剂 植物

野大豆油 护肤品 植物

聚甘油-10二硬脂酸酯 润肤剂 植物

鲸蜡硬脂醇 稳定剂 植物

木薯淀粉聚甲基倍半矽氧烷 增稠剂 植物

栽培二棱大麦萃取 护肤品 植物

稻糠提取 护肤品 植物

甘油硬脂酸酯柠檬酸酯 润肤剂 植物

杜松浆果油 精油 植物

沙棘果油 精油 植物

茉莉花萃取 精油 花卉类

天竺葵油 精油 植物

植酸 稳定剂 植物

山梨酸钾 天然防腐剂 植物

甜菜碱 保湿剂 植物

银耳萃取 保湿剂 植物

黄原胶 增稠剂 植物酵素

椰油醇-辛酸酯/癸酸酯 润肤剂 植物

檀香木提取物 护肤品 植物

黄柏提取物 护肤品 植物

乳油木果油 护肤品 植物

甘油辛酸酯 润肤剂 植物

甘油十一碳烯酸酯 润肤剂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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