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唇或面
部作卸妝。 

清潔及爽膚 柳葉蘭舒緩潔面泡沫 
柳葉蘭舒緩抗污染噴霧 

泵適量潔面泡沬清潔面及頸部，用濕
棉花抹淨，然後噴上抗污染噴霧。 

去角質 舒緩活膚玉液   取2.5ml，均勻塗上面上，待3分鐘，
用濕棉花抹淨。 

精華 SOS降敏甘露 用於特別薄弱或微血管顯露位置，輕
按至吸收 

按摩 抗氧降敏按摩油 取2.5ml，均勻塗上面上，配合面膜
掃作淋巴按摩。 

面膜 柳葉蘭舒緩降敏面膜 均勻塗上面上(必須厚敷)，待15分鐘
後用濕棉花抹淨。 

最後修護 
水漾透亮保濕眼霜 
柳葉蘭防曬均色抗炎精華 
柳葉蘭抗敏保護面霜 

適量塗上 

適合 針對幼嫩、敏感性肌膚 

功效 特別為敏感、脆弱及防禦力低的皮膚而設，可減輕發紅、
痕癢等症狀，增強抗敏能力，抗氧化及抗衰老。 

建議 每星期進行1次 

柳葉蘭-治療敏感舒緩療程 (1小時)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唇或面
部作卸妝。 

清潔及爽膚 控油微粒潔淨啫喱 
控油淨化調膚水 (搖勻後使用) 

把適量的潔面乳均勻塗於面及頸部，
輕輕按摩，用濕棉花抹淨，然後塗上
調膚水。 

去角質 天然潔淨軟化角質啫喱 
將5ml角質啫喱均勻塗於面及頸部，
停留5-10分鐘(按皮膚類型而定)，用
濕棉花抹淨。 

疏通淋巴 抗壓降敏草本精華療效油 (左右手掌心) 
淋巴排毒草本精華療效油 (淋巴結) 

各位置1-2滴，配合通淋巴手法作按
摩。 

精華 控油收毛孔精華素 按摩至完全吸收。 

面膜 控油淡印深層軟膜 塗上適量面膜於面及頸部，敷約15分
鐘，用濕棉花抹淨。 

修護眼霜 水漾透亮保濕眼霜 適量塗上 

最後修護 S.O.S防印暗瘡啫喱(直接塗在患處) 
控油調膚防印乳霜 適量塗上 

適合 混合性、油性 (毛孔粗大、泛油光、凹凸不平和有瑕疵的肌膚) 

功效 能有效平衡皮脂分泌，平滑肌膚紋理，保持整天清爽不泛油
光。 

建議 每星期進行1次 

控油調膚潔淨療程 (1小時)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唇或
面部作卸妝。 

清潔及爽膚 平衡調膚潔面乳 
平衡調膚爽膚水 

把適量的潔面乳均勻地於面及頸部，
輕輕按摩，抹淨後塗上爽膚水。 

去角質 袓袓巴軟化角質層乳霜 把2-3ml乳霜配合適量清水，在面
上輕柔按摩，用濕棉花抹淨。 

深層潔淨 
 

草本降敏保護面膜 (全面) 
或 
草本冷凍美白面膜 ( T 字位 ) 

把適量草本潔淨面膜塗於面部，約
8分鐘後，用濕棉花抹淨。 

疏通淋巴 抗壓降敏草本精華療效油 (左右手掌心) 
淋巴排毒草本精華療效油 (淋巴結) 

各位置1-2滴，配合通淋巴手法作
按摩。 

按摩 
複合草本精華療效油系列 (選其一)  
+ 
Omega 專業按摩乳霜  

選擇其一種療效油 ，約3-5滴，加
入約5ml按摩乳霜作按摩，約15分
鐘。 

 
 
 
面膜 
 
 

複合礦物元素療效精華(可同時使用多種) 
配合 
控油淡印深層面膜  或 
水凝透亮保濕面膜  或 
4C亮白礦物面膜  或 
柳葉蘭舒緩降敏面膜 

選擇適合的礦物元素作精華打底或
混合在面膜內，再塗上適合的面膜，
敷約15分鐘。 
 
 

最後修護 水漾透亮保濕眼霜 
水凝透亮保濕日霜 適量塗上 

OLIGOMINERALS 
複合礦物元素療效精華系列 

OLI ESSENZIALI 
複合草本精華療效油系列 

基本個人草本調膚護理療程 (1小時) 

適合 任何性質皮膚 

功效 疏通淋巴，排毒，持續補充肌膚水份，滋養肌膚，令肌膚回
復光彩柔澤。 

建議 每星期進行1次 



適合: 暗啞及色素沉澱肌膚，對抗因歲月或日曬而形成的雀斑及因荷 
爾蒙引致的色斑問題。 

功效: 具修護、保護、抗氧化及抗衰老等功效，高度促進肌膚更新。 
蘊含熊果素能抑制黑色素形成，強效淡斑美白效果。 

建議: 每10日進行1次 

亮白去斑煥膚再生療程(30分鐘/1小時) 

「誘惑…30mins煥膚再生」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
唇或面部作卸妝。 

清潔 絲質嫩肌潔面乳 將洗面奶抺於面部及頸部四周，
輕輕按摩，然後濕綿抺淨。 

煥膚再生 

亮白去斑專業煥膚套裝 
I. 亮白去斑煥膚液 

煥膚液於面上、頸部，8-12分
鐘，然後用濕綿抺去 

II. PH 補濕舒緩液  等待10- 20分鐘 

精華素護理 4C亮白淡斑精華素 按摩至完全吸收。 

面膜 4C亮白礦物面膜 等待15-20分鐘,然後用濕綿抺去 

最後修護 
水漾透亮保濕眼霜 
亮白去斑專業煥膚套裝 
III. 亮白去斑日間乳液 (SPF 15) 

適量塗上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
唇或面部作卸妝。 

清潔 絲質嫩肌潔面乳 
將洗面奶抺於面部及頸部四周，
輕輕按摩，然後用清水洗淨或
濕海綿抺淨。 

煥膚再生 

嫩肌去印專業煥膚套裝 
I. 嫩肌去印煥膚液 

煥膚液於面上、頸部，8-12分
鐘，然後用濕綿抺去 

II. PH 補濕舒緩液膚液 
 等待10- 20分鐘 

精華素護理 控油收毛孔精華素 按摩至完全吸收。 

面膜 控油淡印深層軟膜 等待15-20分鐘,然後用濕綿抺
去 

最後修護 
水漾透亮保濕眼霜 
嫩肌去印專業煥膚套裝 
III. 嫩肌去印日間乳液 (SPF 15) 

適量塗上 

適合: 混合性及暗瘡治癒後，留有暗瘡印的肌膚 

功效: 平衡皮脂分泌，改善滿面油光的問題，減退暗瘡印痕，改善粗 
厚膚質及收細毛孔，喚醒肌膚再生機能，令皮膚幼嫩美白。 

建議: 每10日進行1次 

「誘惑…30mins煥膚再生」 

嫩肌去印煥膚再生療程(30分鐘/1小時) 



適合: 適合疲倦及成熟性肌膚，對抗因歲月或日曬而形成的皺紋及皮 
膚粗糙問題。 

功效: 喚醒肌膚再生機能，修復重組皮膚表層的皮脂外膜，令肌膚得 
到最周全的呵護，賦予肌膚緊緻及彈性，撃退皺紋及改善皮膚 
質感，加速細胞更新，促進膠原及彈性纖維增生。 

建議: 每10日進行1次 

「誘惑…30mins煥膚再生」 

鎖緊青春煥膚再生療程(30分鐘/1小時) 

程序  使用產品 使用方法    

卸妝 清爽補濕卸妝液 用棉花沾上卸妝液，塗抺眼、唇或
面部作卸妝。 

清潔 絲質嫩肌潔面乳 
將洗面奶抺於面部及頸部四周，輕
輕按摩，然後用清水洗淨或濕海綿
抺淨。 

煥膚再生 

鎖緊青春專業煥膚套裝 
I.  鎖緊青春煥膚液 

煥膚液於面上、頸部，8-12分鐘，
然後用濕綿抺去。 

II.  PH 補濕舒緩液  等待10- 20分鐘。 

精華素護理 B5水凝透亮保濕精華素 按摩至完全吸收。 

面膜 水凝透亮保濕面膜 等待15-20分鐘,然後用濕綿抺去。 

最後修護 
Delay去皺拉緊眼唇修護霜 
鎖緊青春專業煥膚套裝 
III. 鎖緊青春日間乳液 (SPF 15) 

適量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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