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簡介

Reveal Facial System 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
產品描述
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為二階段步驟的產品，使您能舒服的在自己家中，讓臉部肌膚享受專業spa般
的呵護。每一個步驟都經過精心設計，搭配共同使用，帶給您超乎想像、洋溢青春光采的肌膚。

¯

步驟一：細緻磨砂精華 運用了來自dōTERRA柑橘系列的野橘與萊姆精油的強效洗淨力，細緻磨砂
精華能徹底淨化您的肌膚。細緻磨砂精華含微細磨砂顆粒與南瓜生物酵素，能同時除角質細胞與毛
孔髒污。在您的肌膚上，輕柔地按摩這些微細磨砂顆粒，能促進健康的血液循環並刺激肌膚新生，
有助促進膠原蛋白與其他保護肌膚基質的反應與生成，幫助肌膚回復青春。這個過程還能強化肌膚
細胞吸收重要營養素與水分的能力。
步驟二：胜肽激活精華 胜肽激活精華是保養過程中十分重要的環節，因為它能將產品中所含的關鍵
營養素與胜肽帶回你的肌膚。豐富的植萃精華，具備良好的舒緩效能，能在蛋白質建造胜肽時，支
持並強化肌膚表層彈力。這個簡單、輕鬆的居家臉部保養系統，能使您的肌膚明艷動人、充滿年輕
亮麗的光彩。

產品概念
人類的皮膚細胞主要由三層構造組成：表皮層、真皮層與基底層。表皮層就是你在鏡子中所見到的皮
膚，表皮層由好幾層細胞組成、其中也包括體表那些最硬最厚的皮膚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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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多層面來看，皮膚是令人驚訝的器官，而因為其所具備的再生能力，皮膚應該也是最容易引起
注意的器官。健康、年輕的肌膚能維持柔嫩與光澤，是因為全新、新生的細胞會持續不斷地形成，
並且被帶到表皮層的表面，而老舊的細胞則會持續地脫落，這整個過程大約需要二至三週的時間。
位於表皮層最底層的皮膚細胞，因為細胞分裂作用而會不斷地分
裂、形成新的角質細胞。角質細胞
是最常見的皮膚細胞類型，它還能夠製造角質，角質能強化皮
膚、頭髮、以及指甲。這個形成新角質細胞的再生過程稱為『皮
膚細胞更新』。當我們逐漸老化，皮膚細胞更新的速率會變慢，
導致皮膚細胞不會再那麼輕易地脫落。而皮膚細胞更新速率變慢
的結果，皮膚會變得更薄、並且更容易被環境毒害所傷，特別是
來自陽光紫外線的『光損傷』，會導致皮膚變得更黑、也更粗
糙。
細紋與深邃的皺紋，則是皮膚上另一個可見的老化徵候。那些結
構蛋白稱為膠原蛋白，膠原蛋白存在於真皮層，為皮膚提供網狀
的支撐與彈力的骨架結構。隨著我們年齡增長，膠原蛋白的製造
速度會下降，而膠原蛋白纖維的斷裂速度卻會比年輕時高出許
多。這會導致真皮層中，膠原蛋白的含量全面性的降低。而那些
支撐度下降的皮膚部位會開始塌陷，同時皺紋也跟著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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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續)

注意事項

最後，當皮膚表面，那些用來撫平並刺激皮膚
細胞新生的去角質動作失敗了，皮膚的外觀就
會每況愈下。

若皮膚出現過敏發炎現象，請立即停止使用本產
品。

使用方法
•
•
•
•

•
•

每週使用一到二次，或依據皮膚需求調整使
用頻率，可於早晨或晚間使用。
先以dōTERRA 的臉部清潔系列產品，充分洗
淨全臉。
將薄薄一層的步驟一：細緻磨砂精華塗在濕
潤、剛洗淨的臉部肌膚。
以往上畫圓的方向，輕柔地按摩臉部一到二
分鐘，並請等步驟二完成後，再沖洗乾淨。
將薄薄一層的步驟二：胜肽激活精華塗在臉
上，並覆蓋過步驟一：細緻磨砂精華，如此
能活化這些去角質顆粒。接著再持續按摩臉
部一至二分鐘。這個步驟可能會產生一點點
泡沫與輕微灼熱、刺激的感覺。
以溫水或濕潤的毛巾洗淨臉部。
接下來您可繼續平日臉部的保養步驟：擦上
化妝水、精華液、以及保濕霜。建議您同時
使用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與dōTERRA的精
油肌膚保養系列，能為您帶來最佳的美肌效
果。

成份
步驟一：細緻磨砂精華 :
PEG-8，純水、高嶺土、丁二醇、聚乙烯、碳
酸氫鈉、澎潤土、甘油醇、棕梠醇、氫化二聚
癸烯、聚甘油-2硬脂酸酯、鯨蠟硬脂基聚二甲
基矽氧烷、環甲基矽氧烷、C12-15 烷醇苯甲酸
酯、 乳酸桿菌/南瓜及水果發酵產物濾液、硬脂醇
林酸酯、山萮酸甲酯、三羥基硬脂精、野橘皮精
油揮發物、萊姆皮精油揮發物、酯化維生素C、
維生素E醋酸酯、神經醯胺 2、PEG-10 菜籽固
醇、棕櫚酸寡胜肽、谷氨酸二乙酸四鈉、己二
醇、乙基己基甘油、辛甘
醇、苯氧基乙醇
步驟二：胜肽激活精華 :
純水、甘油、羥乙基纖維素、聚山梨醇酯20、
野橘皮揮發油、羥丙基環糊精、乳酸、棕櫚
醯三肽-38、六胜肽、八胜肽、己二醇、乙基己
基甘油、辛甘醇、苯氧基乙醇

•

臉部光采重現系列

產品編號: 37340001
會員價: $60.00
建議售價: $80.00
PV: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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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效益（精油）

•

2 支裝—
每支1.7 盎司 / 50 毫升

中文 Chinese

dōTERRA 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能幫助去除
老廢的皮膚細胞，為您的皮膚帶來柔嫩、青春
亮麗的光彩。規律地使用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
列產品，能有助於補充促進膠原蛋白產生所需
要的重要胜肽。

•

認證的野橘與萊姆精油，能潔淨臉部
肌膚，帶來清爽潔淨的感受。
南瓜酵素能有效輔助去除角質的過
程，不帶給皮膚壓力亦不刺激皮膚，
能溫和去除死皮細胞，並且刺激細胞
新生。
山萮酸甲酯是一種胜肽類，能有助強
化皮膚表面的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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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您身心安定的配方
dōTERRA 光采重現臉部保養系列，乃是:
• 無毒性
• 環保配方
• 產品均符合dōTERRA 『純淨無
瑕』的成份哲學與品質堅持：
不含人工色素、二乙醇胺（DEA）、
甲醛釋放成份、對羥基苯甲酸酯、丙
烯乙二醇、鄰苯二甲酸酯類、十二烷
基醚硫酸鈉（SLES）、十二烷基硫酸
鈉（SLS）、甲苯、或是三乙醇（TEA)。
• 產品不進行動物實驗

同系列配套產品
dōTERRA 精油肌膚保養系列
潔柔洗面乳/清肌潔顏慕斯
細緻爽膚水
花漾年華複方精油/新清肌調理複方精油
緊膚精華露
青春保濕乳
青春無齡保濕霜

常見問題
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產品，我可以多久使用一次？
您可以每週2使用一到二次，或依據皮膚需求
調整使用頻率，於早晨或晚間使用。
光彩重現臉部保養系列產品與微晶煥膚產品有何不同？
這兩種產品其實很相似，因為它們都屬於物理性
的去角質原理。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您不必舟
車勞頓跑去SPA館，就能得到類似的效果！你能
夠自行操作這個產品，並且可以舒服地在自己家中，
享受高品質的皮膚美容。
中，享受高品質的皮膚美容。

這個產品適用於所有類型的皮膚嗎？
這個產品是為了各種類型的肌膚所設計的，能
喚醒並重現肌膚風采。然而，如果您的皮膚屬
於敏感性肌膚、痘痘肌、或是膚色呈現暗沉，
記得在使用步驟一的細緻磨砂精華時，按摩力
道與動作要更輕柔，如此能幫助您在皮膚去角
質過程中，發現所可能出現的各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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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產品只能使用於臉部嗎？
雖然這個產品一開始是專為臉部保養所設計
的，但它其實也可用來保養身體皮膚其他粗糙
的部位或硬皮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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