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您帶來健康、
美麗肌膚的配方





為您帶來健康、
美麗肌膚的配方
瑞士人因製造出時間精準的鐘錶而聞名於世，但由於擁有護膚科學領域的專長，
他們也十份擅長讓時間靜止不動 … 或甚至逆轉時間。 Skincode AG 成立於 
1998 年，是一家位於瑞士的美容公司，由一群深刻了解化妝品行業並擁有豐富經
驗的專家所創立，該公司為瑞士先進的護膚聲譽錦上添花。

Skincode 產品包括效果明顯的兩個產品系列，不但能滿足您的需求，還能滿足
您的個人偏好。 Skincode 公司的理念是：肌膚是有生命的組織，且我們必須尊
重肌膚的基因“編碼”；基於上述理念，公司為消費者提供了高效、創新的護膚產
品，反映出精準、純淨及優質的特點，這些特點也是瑞士的同義詞。





為您提供肌膚所需的所有成
份，不含其他多餘成份

Skincode Essentials

Skincode Essentials 是一套先進的護膚產品，能滿足男士與女士的日常護
膚需求，同時也適合最敏感的肌膚。從清潔到抗衰老、保濕到美容甚至提亮膚
色，Skincode Essentials 的功效應有盡有。經專業肌膚科測試，本產品富含天然
萃取物及生物技術成份（一些藥用類別）的精密混合物，同時

絕不
– 含防腐劑
– 含色素
– 含香精
– 含動物性衍生物
– 在動物身上測試

酵母葡聚多醣體 (CM-Glucan) 是所有產品的關鍵成份，它能保護肌膚的天然抵
禦機制，並促進膠原和彈力蛋白的生成，其抗衰老功效已久經驗證。



Gentle cleansing lotion 柔淨潔顏卸妝乳
20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輕質溫和卸妝乳能給肌膚帶來清新的感覺，清除臉上雜質、老廢角質與彩妝，並維持肌膚本身
的水份平衡狀態。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豆油、維生素 E

潔面產品與爽膚水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柔淨潔顏蜜
125 ml |    |  適合混合型 – 油性 – 長痘痘的肌膚
本款潔顏蜜能調理油脂份泌，有效去除彩妝，讓肌膚感受無比的潔淨舒暢，輕鬆告別油光。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蕁麻萃取物、迷迭香葉子萃取物、甘菊萃取物、金盞草萃取物

ref.1002.2

ref.1001



Fortifying toning lotion 柔護調理水
20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強效潔顏柔膚水俱有雙重功效，可輕柔去除所有彩妝殘餘及雜質，並為肌膚後續護理打
好基礎。它含有乳酸，可輕柔去除肌膚死皮，牛油樹脂可調理肌膚，而透明質酸可為您帶來柔
軟、彈性十足、煥發光彩的肌膚。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牛油樹脂、乳酸、透明質酸

Micellar water all-in-one cleanser All-in-one 高效潔膚液
20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柔淨多效卸妝乳含有微小油脂顆粒，即“膠束”，肉眼是無法看到這些顆粒的，但它們能
有效去除臉上雜質和彩妝，只需簡單的一步，便可徹底清潔肌膚，讓肌膚倍感清爽。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酸豆籽萃取物、庫拉索蘆薈葉汁

潔面產品與爽膚水

ref.1026

ref.1025



Pore refining mask 毛孔淨緻調理膜
75 ml |    |  適合混合型– 油性 – 長痘痘的肌膚
白泥面膜質地細膩，專為油性肌膚和混合性肌膚設計，可以吸出毛孔中的污垢並吸附多餘油
脂，減少肌膚出油。面膜包含一種通過生物科技從植物中提取的獨特配料，可以抗菌、抗炎
症並收細毛孔。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高嶺土、毛孔隱形細膩活性因子

Extra gentle skin resurfacing cream 柔淨角質煥膚膜
7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清新細緻去角質霜富含 α-羥基酸和維他命，可除去老化角質並加速細胞新陳代謝，溫和修復
老化肌膚結構。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乳酸酯、蘋果、黃瓜與人參萃取物、維生素 A

滿足 特別需求

Lifting moisture mask 緊緻超潤保濕面膜
7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純淨、晶狀清潔面膜能為疲倦的肌膚補充能量和水份，並調和膚色，使肌膚煥發光彩。只
需 10 份鐘，便能提升肌膚緊緻度，讓您擁有更加光彩奪人的水嫩肌膚。將面膜置於冰箱後再
使用，可讓您倍感清新。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維生素 C 和 E、固化劑

ref.1031

ref.1008

ref.1029



急救美麗 超級呵護
Intensive lifting serum 緊緻超潤修護露
3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 – 缺水肌膚

本輕柔精華霜能緊緻疲倦的肌膚，增添肌膚明亮光彩。它能深層補水，讓肌膚恢復柔嫩狀
態，而其他活性物質能緊緻肌膚。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蘆薈萃取物、維生素 A、C 與 E、透明質酸
ref.1009



急救美麗 超級呵護

Firming eye zone gel 緊緻超潤眼凝露
2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輕質眼凝露具有超級補水的功效，可舒緩與拉提敏感嬌嫩的眼周肌膚。眼周肌膚將會
煥發健康光彩。它能讓肌膚水份充盈，並撫平細紋。將產品放於冰箱中，可獲得更佳的冰涼
效果。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金縷梅萃取物、透明質酸

Revitalizing eye contour cream 多元賦活肌密眼霜
1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溫和、順滑的眼霜能全方位地保護您的眼周。本配方可有效舒緩眼周浮腫現象，並減輕黑眼
圈，同時為脆弱的眼周肌膚帶去健康與活力。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咖啡因、七葉樹籽萃取物、植物亮彩混合物

Advanced skin perfector 瞬修完美肌凝露
3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這款清亮如絲的啫喱霜特為您的嬌膚而生，即使皮膚極為敏感的人士亦可使用，塗抹本品後
會產生光滑畫布般的完美效果。本品蘊含專門對抗皮膚瑕疵的聚焦柔化技術，有助於調勻膚
色。本品極易在面部推勻，啫喱霜中的水份滲入到皮膚之後便可收到滋潤之功，令您倍覺清
爽。

有效成份：酵母Beta-葡聚醣、透明質酸，乳酸。維生素 C、自然保濕皺紋修復乳

眼部護理 保濕霜
ref.1027

ref.1007.20

ref.1018



24h 護理 保濕霜

24 h cell energizer cream 24h 新肌活膚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輕柔的面霜是敏感性及無活力肌膚的完美選擇。它的獨特配方蘊含豐富酵母葡聚多醣
體，因為該物質具有刺激細胞再生及提高肌膚抵禦機制的功能，數十年來被用於製藥界。它
具有緊緻肌膚、減少皺紋的功效，對於表現出過早衰老痕蹟的肌膚類型而言，它是護理該肌
膚類型的理想成份。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大米澱粉、維生素 C 與 E

24 h de-stress comfort balm 24h 肌活舒膚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 – 缺水肌膚
強化型保濕滋潤膏是乾燥、極度乾燥，以及敏感皮膚的理想選擇。本品富含一種多功能活性成
份，可緩解皮膚充血症狀，有助於瘙癢皮膚和受刺激皮膚回到舒適狀態。本品晝夜皆可使用，
且在身體過於乾燥或受壓過大的多個部位亦可使用；您的面部、唇部、手部、膝部，肘部均可得
到這款多功能“救星膏”的滋潤。

有效成份：酵母Beta-葡聚醣、抗刺激舒緩活性物、紅藻、乳木果油，透明質酸

ref.1011

ref.1028



Intensive moisturizing emulsion spf 10 緊緻保濕乳液SPF10
50 ml |    |  適合混合型 – 油性肌膚

輕質乳液不含任何油脂，能將肌膚的含水量維持在理想的狀態。配方富含抗氧化劑，幫助肌
膚免受環境的傷害。酵母葡聚多醣體支持肌膚的天然功能，同時它還具有緊緻和再生功能，
是抵抗衰老痕蹟的理想成份。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維生素 C 與 E、蘆薈萃取物、UV 過濾因子

Daily defense & recovery veil spf 30 清爽控油保濕霜 SPF30
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清爽控油保濕霜含有防臭氧提取物配方,保護肌膚免受 UVA/UVB 輻射、污染物和自由基
的侵害，塗抹在皮膚上起到保護膜的作用。 CM 葡聚醣可修復、再生並改善肌膚健康狀況，
全天候持續提供水份。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臭氧防禦複合素、Teflose、 海茴香乾細胞與黃金海藻提取物、 
UV 過濾因子

Protective day cream spf 12 清爽防護保濕霜SPF12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日霜可鎖住水份，並淡化提早衰老的痕跡。它能舒緩肌膚，深層補水，同時保護肌膚免受 
UV 射線及游離基的傷害。您將再次擁有健康的肌膚，並且您的肌膚將時刻受到呵護。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大米澱粉、維生素 C 與 E、UV 過濾因子

日間護理 保濕霜

ref.1006.3

ref.1030

ref.1004



夜間護理 保濕霜

Regenerating night cream 夜間睡眠修護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營養豐富、質地絲滑的晚霜為肌膚提供源源不絕的養份，在夜間悄悄地喚醒肌膚再生，並
減少皺紋，改善肌膚彈性。它富含酵母葡聚多醣體和獨有的肽生物嫩膚因子 (BioNymph 
peptide)，能改善膠原再生及合成，並激發 DNA 修復功能。當早晨甦醒時，您便擁有柔嫩、
更緊緻、水盈剔透的肌膚。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肽生物嫩膚因子、泛酰醇、維生素 C、白茶

Sun protection face lotion spf 50 + 全時防禦UV保濕隔離乳SPF50+
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產品能提供廣譜 UVA / UVB 保護，使肌膚免受 UV 射線及各種其他傷害。因為它能促進肌
膚的自我保護與修復機制，進而保護肌膚，使肌膚免受氧化應激、過敏以及曬傷的傷害。它為
肌膚持續提供水份，讓您擁有柔滑的肌膚。

有效成份：酵母葡聚多醣體、UV 過濾因子、香莢蘭果實萃取物、維生素 C 與 E

防曬
ref.1005.2

ref.1500



alpine white 淨白亮彩

Brightening day cream spf 15 阿爾卑斯雪白無瑕日霜SPF15
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補水面霜質地輕滑、易於吸收，用後無油膩感。含有  UVA 和  UVB 隔離物質，幫助敏感肌
膚抵抗陽光灼傷及  UVA  光線造成的隱形傷害，預防肌膚提前老化。獨特的肌膚提亮活性物可
抑制歲月斑點和色斑生成，塑造水潤肌膚，均衡膚色。

有效成份： 酵母Beta-葡聚醣、維生素 B3、阿爾卑斯山植物提取物，維生素 C 和 E

思蔻爾精華系列中的阿爾卑斯雪白系列產品有助於消除皮膚斑點和色素沉積，非
常適合於皮膚敏感者。

此系列的產品均含有高濃度的維生素 B3 即煙酰胺和從瑞士阿爾卑斯山七種植物
提取的複合物。這些植物生長在瑞士阿爾卑斯山的高山地區。通過減少皮膚深色
斑點和改善皮膚的紋理，這些成份的特別組合對皮膚起到增亮作用。

白如瑞士的雪

ref.1600



Brightening total clarity serum 阿爾卑斯雪白無瑕精華露
3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輕質補水潤膚液含有維他命 B3 和阿爾卑斯植物提取物，修復出現色斑和其他瑕疵的問
題區域。配合阿爾卑斯雪白無瑕日霜使用，可淡化黑斑。

有效成份： 酵母Beta-葡聚醣、維生素 B3、阿爾卑斯山植物提取物、甘草次酸，維生素 C

Brightening eye contour cream 阿爾卑斯雪白無瑕眼霜
1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款眼霜含有多種活性成份，可顯著提亮、緊緻眼部肌膚，清除毒素。同時富含維他命 B3 和
阿爾卑斯植物提取物，可抑制黑斑生成，含有綠藻提取物，有效消除黑眼圈。

有效成份： 酵母Beta-葡聚醣、維生素 B3、阿爾卑斯山植物提取物、綠藻、乳木果油，咖啡因

Brightening hand cream 阿爾卑斯雪白植萃護手霜
7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阿爾卑斯白系列護手霜可被皮膚快速吸收，使您的雙手柔軟光滑。本品配方獨特，含有維他
命 B3 和阿爾卑斯植物提取物，有助於抑制歲月斑點，同時富含維他命 C 和 E，保護雙手免受
日常環境侵害。

有效成份： 酵母Beta-葡聚醣、維生素 B3、阿爾卑斯山植物提取物，維生素 C 和 E

alpine white 淨白亮彩
Brightening overnight mask 阿爾卑斯雪白無瑕睡眠面膜
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阿爾卑斯雪白無瑕睡眠面膜是一種細膩、滋養、超輕量化的創新凝膠霜，可以融入肌膚。它包
含一種獨有的阿爾卑斯植物提取精華素和維他命 B3（尼克酰胺），在夜間幫助淨白、平滑肌
膚的外觀。

有效成份：酵母Beta-葡聚醣, 維他命 B3, 阿爾卑斯植物提取精華素, 牛油果。 , 超氧化物歧化
酶, 透明質酸鈉 ref.1604

ref.1602

ref.1601

ref.1603



Skincode Essentials age lab

時光實驗室證明，
讓時光逆轉是可能的
逆轉時光修護系列
時光實驗室是抗衰老的新一代護膚產品，它通過模仿肌膚本身的層次結構，進而
對肌膚有了深刻的了解。 “逆轉時光技術”包含專利成份，層次乳液為此成份提供
了最佳的交換錶面。

時光實驗室的功效如同為您帶來第二層肌膚，因此，即使是最敏感的肌膚，最新研
發出的化妝品也能為其帶來各種益處，進而逆轉時光，讓肌膚擁有再生的機會。

融合 2 個不同領域的創新：
– 層次技術
– 逆轉時光技術

層次技術乳液 普通乳液



時光實驗室

Time rewinding day cream spf 15 時光回朔保濕霜SPF15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先進配方提供物理防護網，讓您的肌膚免受 UV 射線及污染物等各種日常環境侵略物的傷
害。它能消除衰老痕跡，同時支持肌膚自身的修復與抵禦機制。這是您完美的日常搭檔，讓您
輕鬆維持肌膚的健康與平衡。

有效成份：逆轉時光技術、牛油樹籽油、UV 過濾因子

Time rewinding night cream 逆時抗痕晚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歲月實驗室”保濕霜在夜間集中修復肌膚所受的傷害，並支持肌膚的自然功能，為肌膚提
供營養，並優化肌膚的彈性。它還能舒緩肌膚，撫平表情紋與皺紋。當您清晨醒來時，肌膚看
起來水份充盈、活力十足且更加年輕。

有效成份：逆轉時光技術、牛油樹籽油、人參萃取物

Time rewinding serum 逆時抗痕精華
3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憑藉其逆轉時光技術，本精華液可讓您的肌膚恢復青春狀態。它的配方包含強大的抗氧化劑，
以恢復並維持肌膚的健康，讓您的肌膚煥發健康光彩。

有效成份：逆轉時光技術、白茶、維生素 C 與 E、透明質酸

Time rewinding eye cream 逆時抗痕眼霜
15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特別配方專為眼周敏感肌膚打造，本眼霜裡的先進配方能有效減少細紋與皺紋。它還能補充
大量的水份，同時加強肌膚結構，讓您擁有更加緊緻的肌膚。

有效成份：逆轉時光技術、白茶、維生素 C 與 E、透明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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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code Essentials S.O.S oil control

要有效控油，護理痘痘肌膚，使肌膚保持光潔粉嫩，使用適合自己膚質的護膚產
品、保證良好吸收是關鍵。
Skincode Essentials S.O.S oil control 護膚系列能夠高效控油，
幫助撫平和預防粉刺和痤瘡，滿足早晚護膚需求，包括洗面奶、精華液和保濕乳
液。該系列產品可深入肌膚底層，幫助調節油脂產生，溫和排出堵塞毛孔的雜質，
舒緩鎮靜肌膚。該系列產品有助於收緊毛孔，使肌膚乾淨清透，煥發青春光彩，長
久保持光潔粉嫩。
S.O.S oil control 護膚系列採用特效配方，
溫和、不刺激，即使最敏感的肌膚也毫無壓力，可快速消除面部瑕疵，縮小毛孔，
解決肌膚出油或泛紅問題，讓皮膚更舒緩、更乾淨、更光滑，輕鬆打造無痘無油光
肌膚。

S.O.S oil control 系列含有獨特的活性成份:
– 酵母 Beta-葡聚醣, 所有 Skincode Essentials 產品都含有的主要成份。
– 獨有的生物科技細緻毛孔活性成份
– 蕁麻提取物

S.O.S oil control 粉刺及油性皮膚
控油解決方案



S.O.S oil control balancing serum S.O.S 控油精華液
50 ml |    |  適合痘痘、油性或易出油肌膚

消滅痘痘和油光。

這款平衡精華液質地輕盈，具有多重功效，專為舒緩平衡肌膚而設計。它能夠調
節肌膚的油脂產生，緩解毛孔粗大問題，有效控製油光。讓肌膚達到完美水油平
衡、乾淨舒緩。

有效成份：酵母 Beta-葡聚醣、毛孔收縮活化物、蕁麻提取物、保濕劑

S.O.S oil control mattifying lotion S.O.S 控油保濕面霜
50 ml |    |  適合痘痘、油性或易出油肌膚

油光終結者。

控油乳液質地非常輕盈，保濕效果出眾，可以幫助調節油脂產生，減少痘痘生
成，打造乾淨、健康、光潔粉嫩的完美肌膚。去除多餘油脂，皮膚無油光，更舒
緩。

有效成份：酵母Beta-葡聚醣、毛孔收縮活化物、蕁麻提取物、保濕劑、維他命 
C、維他命 E

S.O.S oil control clarifying wash S.O.S 控油洗面乳
50 ml |    |  適合痘痘、油性或易出油肌膚

潔面啫喱是一種溫和的潔面產品，可以減少痘痘生成，打造乾淨、健康的肌膚。
泡沫豐富，可有效去除毛孔堵塞物和刺激物，使肌膚柔軟潔淨舒適。

有效成份：酵母 Beta-葡聚醣、細緻毛孔活性成份、水楊酸、高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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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code Exclusive 是奢侈產品系列，從細胞層面進行護膚，具有革命性的意
義，旨在滿足熟齡肌的具體需求。強效的抗衰老護理能加速細胞再生，該過程會
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放緩。

主要成份：第 2 代活性細胞再生復合素 (ACR Complex G2) 是抵禦肌膚衰
老的革命性衝破。該產品富含肽複合素及生物活性膠原蛋白，可改善肌膚的結
構，ACR Complex G2 能提高肌膚的含水量，且能明顯緊緻肌膚，並有效減少
細紋及皺紋。

Skincode Exclusive 產品所使用的香精完全不含過敏原。所有的 ACR G2 
Exclusive 產品均不含對羥苯甲酸酯。

先進的細胞療法，
還您更年輕的肌膚

Skincode Exclusive



Cellular Cleansing Milk 活細胞卸妝乳
20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卸妝乳輕柔、有效地去除彩妝及表面雜質，還您潔淨的肌膚，讓您倍感舒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矢車菊萃取物、維生素 C 與 E、透明質酸

Cellular Revitalizing Toner 活細胞肌膚營養水
20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化妝水能讓肌膚立刻有清新的感覺。它去除各種殘餘物與雜質，並打好基礎，讓肌膚可從後
續產品應用獲得最大的益處。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矢車菊萃取物、維生素原 B5

潔面產品與爽膚水

ref.5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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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Perfect Skin Capsules 活細胞美肌精華膠囊
45 粒膠囊 14.9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溫和的奢華精華素是有效的抗氧化劑組合，能保護肌膚免受游離基的傷害，並改善肌膚彈
性。它能舒緩肌膚，促進肌膚再生。當塗於臉上時，您便擁有如絲般順滑、更加柔軟及容光煥
發的肌膚。

有效成份：來自葡萄籽萃取物的多酚、磷脂、透明質酸、人參萃取物、崩大碗、夜來香萃取物

Cellular Wrinkle Prohibiting Serum 活細胞去皺精華露
3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精華露含有減少皺紋的複合素 (Wrinkle Reducing Complex)，通過撫平肌膚，來減少
現有的皺紋。該配方富含 ACR G2，能從細胞層面讓肌膚新生，而光折變因子能立即讓您的
肌膚煥發光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減少皺紋複合素、人參萃取物、透明質酸

急救美麗 超級呵護

Cellular Power Concentrate 活細胞抗皺超濃縮精華
3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與 Skincode Exclusive ACR 日常護膚產品裡的獨家 ACR Complex G2 相比，本款強效再
生護理產品含有5倍的ACR Complex G2。

ACR Complex G2 濃縮精華液。它為肌膚補充能量，有效促進細胞再生與更新，該過程會隨
著年齡的增長而放緩。就顯現衰老痕蹟的缺水肌膚而言，這是理想的護膚產品，因為它包括很
多可鎖住水份的成份，能立即為肌膚提供水份和營養，讓肌膚恢復健康狀態，更加容光煥發。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水份矩陣 (Moisture matrix)、三肽、透明質酸、紅藻、維
生素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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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Eye-Lift Power Pen 舒活亮眼擦擦筆
1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 是疲勞眼部的理想之選

本款滾珠眼部精華素為眼周帶來能量，消除浮腫，補充水份，並喚醒眼周肌膚。它富含抗衰老
及補水成份，是支隨時可用的“能量筆”，能為眼周提供絕佳的保護。您可將本精華液放在包
中，全天隨時使用，甚至可用於彩妝之上。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SesaflashTM、咖啡因、透明質酸

Cellular Wrinkle Prohibiting Eye Serum 活細胞去眼紋精華
1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用本款多效眼部精華液來護理您的眼周。該配方能使眼周敏感肌膚重獲新生，並減少黑眼圈
及浮腫現象。光折變顆粒能立即讓您的眼周綻放光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秦皮萃取物、咖啡因、透明質酸

Cellular Wrinkle Prohibiting Eye Contour Cream 活細胞無痕眼霜
15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營養豐富的溫和眼霜能促進神經酰胺類的生成，讓疲倦的肌膚重獲新生，且能淡化黑眼
圈，並同時減少眼睛浮腫現象。它抵擋加快肌膚老化的環境刺激物，並讓眼周重放自然光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秦皮萃取物、咖啡因、維生素原 B5、荷荷巴籽油

眼部護理保濕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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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夜間護理 保濕霜
Cellular Anti-Aging Cream 活細胞無痕凍齡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細膩、柔軟的保濕霜從細胞層面抵抗衰老現象，而肌膚衰老正是從細胞開始的。 ACR 
G2 能促進肌膚細胞新生，為您帶來更年輕、健康的肌膚。 DermaxylTM 撫紋勝肽可撫平皺
紋，對於需要再生的熟齡肌膚而言，本款保濕霜是理想的解決方案。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DermaxylTM 撫紋勝肽、維生素 C 與 E、聖約翰麥芽汁、
牛油樹籽油

Cellular Cream 活細胞美顏面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營養豐富的細膩面霜能為您的肌膚帶來充足的維生素。當抹於臉上時，藍色球體將融
化，並釋放維生素 A 與 E。本產品還將改善肌膚的水份平衡，調勻膚色，恢復肌膚彈性。讓肌
膚保持柔嫩緊緻的狀態，並讓肌膚重獲新生。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維生素原 B5、維生素 A、C 與 E

Cellular Firming & Lifting Neck Cream 活細胞緊緻提拉頸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Skincode 獨家的細胞緊緻提拉頸霜專為嬌弱頸部和低領裸露部位研發而成，用於改善皺紋
和下垂肌膚的狀態。

本品含有強大的仿生肽，它可模仿關鍵酶的活動，這種酶可保持肌膚的完整性，保護肌膚彈
性，抵抗衰老。這款凝膠乳霜如絲綢般光滑，只需輕鬆塗抹便可實現深層補水，令肌膚煥然一
新，變得更柔軟、更有彈性。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肌膚緊緻肽、乳木果油、透明質酸，維生素 A 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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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Total Shape Control 纖姿勻體菁華
1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質地輕盈、涼爽的乳液能塑造出完美的腿形和體形，並讓全身維持在最佳狀態。其配方含有
咖啡因，幫助去除組織中的毒素；並富含薄荷醇與薄荷，以改善微循環，讓肌膚重獲新生，還
您絲滑、緊緻、水嫩的肌膚。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咖啡因、水解麥蛋白、塑性活性因子、七葉樹溶血皂角素、
薄荷醇、薄荷精油

日間護理 保濕霜

夜間護理 保濕霜

Cellular Day Cream SPF 15 活細胞水潤日霜 SPF15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肌膚

本款日霜富含維生素，將釋放封於藍色球體內的維生素 A 與 E。它能有效地抵抗游離基，並
延緩衰老過程。它還能改善肌膚結構，減少細紋與皺紋，同時防曬因子能使肌膚免受陽光與
氧化應激的傷害。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維生素原 B5、UVA 與 UVB 過濾因子、維生素 A、C 與 E

Cellular Night Refine & Repair 活細胞抗皺修護晚霜
50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本功效強大的晚霜旨在對抗衰老肌膚，為其帶來活力，使肌膚看起來更明亮、柔軟，更加青春
洋溢。它包括一種特別的“去角質肽”，能促進細胞再生，並模仿更加年輕肌膚的細胞再生過
程。它還與第 2 代活性細胞再生復合素 (ACR Complex G2) 共同起作用，在夜間促進細胞
再生，並優化肌膚細胞的修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完美“去角質”肽P3、AHA 植物混合物、尿素、透明質酸、乳
酸、維生素 A 與 E、牛油樹籽油

滿足 特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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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 特別需求
Cellular Recharge Age-Renewing Mask 活細胞瞬間緊顏膜
50 ml |    |  適合一般乾燥黯淡膚色

高營養細胞再生面膜使皮膚從內部更新而有活力，從而在外觀上有光澤。其獨特的成份組合
有助於“喚醒”皮膚的重要再生細胞。高濃度的面霜既可以作為面膜定期使用，也可以配合專
門設計的自我按摩方法而增強效果。

有效成份：第二代活性細胞再生復合物，合歡樹皮提取物，乳油木果油膏，多礦物質增能複合
物，荷荷芭油

Cellular Line & Wrinkle Filler 活細胞去紋霜
15 ml |  | 適合所有肌膚類型

活細胞去紋霜的配方可填平並消除肌膚上的細紋和皺紋，令肌膚如天鵝絨般柔軟光滑。本品配
備的塗抹器針對性強，可有效軟化肌膚上的唇紋、眉間紋，以及眼周細紋。

本品獨有的活性成份採用天然保濕填平球珠，可令皺紋表面變得豐滿、平滑。使用本品後可使
皮膚表面更加平整，提亮膚色，令肌膚再度煥發青春光彩。

有效成份：水質修復，水嫩柔滑因子（Hyalurosmooth）、維生素 E、維生素 A，蘆薈萃取液

Cellular Extreme Moisture Mask 活細胞美顏保濕凍膜
50 ml |    |  適合乾性 – 正常 – 缺水肌膚

該面膜能立即為肌膚補充大量水份。它富含抗氧化劑和異黃酮，具有拉提、緊緻肌膚功效，讓
肌膚倍感清爽。肌膚水份充盈，細紋也被撫平，肌膚重煥年輕、健康光彩。

有效成份：ACR Complex G2、甜沒藥醇、透明質酸、維生素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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