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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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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的理念是提供優良產品，讓所有年齡、背景或教育程度不同

的女性都能獨立自主，在事業上獲得成就 。



3

Joni Rogers-Kante 是仙麗晉絲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 她在研發其

初創產品之前，認為公司的願景應擁有真正有效的產品與可發展的事業

當她研發一款與過去所見不同的長效持久口紅液時，就決定必須與全世

界分享這一項產品 。

在1999年，隨著仙麗晉絲專利麗美絲美唇系列之色彩技術的推出並進入

市場，仙麗晉絲迅速成為長效持久口紅液的創造鼻祖 。

這只是一系列持久化妝品和革命性抗衰老護膚保養品的開始，多年來，

仙麗晉絲一直致力於支持成千上萬的成功事業，並通過堅持其僅使用最

先進技術使皮膚變得更美麗的承諾來滿足世界各地的客戶。

我100% 支持我們的產品，並保證當使用我們的24小時抗衰老護膚保養

品和持久色彩彩妝系統後，您的皮膚在30天內定必變得更美麗動人 。

Joni Rogers-Kante
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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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積極影響全球成千上萬女性的生命與他們的

家庭，這一切都始於我們的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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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pSense®

Joni 正在萬那杜的亞蘇爾峰
收集樣品

使用本地及進口成份
並於美國生產製造

採用 cGMP 生產設
備製造

使用無麩質成分

Joni 與科學家合作在南太平洋的萬那杜群島上發現的自然再生資源，

經證實對肌膚有益 。

今日，在全球許多國家都能找到仙麗晉絲護膚保養系列產品，協助使

肌膚更健康、更亮麗Joni 會定期前往國際的各個地點，將仙麗晉絲分

享給遇到的每一個人，同時指導他們利用真正有效的產品，展現最有

信心的自我 。

由獨特成分結合而成的仙麗晉絲護膚保養系列、SenseCosmetics® 彩

妝系列之美容項目、與仙麗晉絲 重點修護系列，有助於明顯改善膚

質他們同時有助於提供關鍵的防曬保護，而無須使用不必要的化學

物質 。

仙麗晉絲開發出高度先進的抗衰老護膚保養與彩妝系統，有助於每一種

肌膚類型都顯得更亮麗、更容光煥發 。

不使用動物作實驗用
途，無動物副產品
（我們使用替代源料)

不使用乾燥蠟和
有害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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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細胞   的修復力23.3% 

第一週

第二週

第四週

第八週

使用我們的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方，進行八週治療的獨立臨床測試結果 。

四到八週獲得革命性成果

經獨立實驗室驗證，對20位年齡介乎18-55歲的女性進行為期8週的臨床測試，證實含有專
利配方麗珀絲的保濕防敏晚霜在增加肌膚修復方面具有極佳成效，經常使用有助於改善肌
膚，包括: 肌膚光滑度增加45% 幾乎有高達33% 敏感性肌膚的使用者，於使用仙麗晉絲護
膚保養系列後不會產生過敏 。

仙麗晉絲
科研

專利配方仙麗珀絲的科學驗證
所有仙麗晉絲護膚保養及彩妝系列都含有專利配方仙麗珀絲，一種能從肌膚底層至最上層，
影響細胞成長方式的酶動力學，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能透過支持肌膚更新，抵抗老化徵兆 。

仙麗晉絲 護膚保養系列及
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科學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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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科研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方的高級抗衰老系列中的動力酶可清除死皮，並在滲入皮膚表面時產生更健康，

飽滿的細胞的肌膚同時：

168%
增加膠原蛋白合成： 增加皮膚緊緻度與彈性：

51.9%51.9%
增加皮膚滋潤與濕度： 54.2%

增加皮膚光澤：

48.7%48.7% 55.7%
減少細紋與皺紋：

55.7%25%
減少皮膚鬆弛：

25%

2週
4週

及
代

表
：

更
滋

潤
：

因
為

：

然
後

：
然

後
：



全天候的抗衰老護膚系統，

適合所有膚質採用強大的抗

衰老專利配方仙麗珀絲，隨

著時間推移，能顯著改善肌

膚外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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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性
不油膩，感覺緊繃與搔癢，有明
顯的細紋，可能有紅色或粗糙斑
塊，毛孔小，可看見脫皮現象。

中性至乾性
「T」字部分不泛油，一般的健
康外觀，質地潔淨、均勻，可
能偶爾會感覺緊繃或脫皮，出
現小至中等的毛孔 。

中性至油性
油性「T」字部位，一般的健
康外觀，偶爾會出現粉刺或痘
疤、中等至大的毛孔，肌膚發
亮，且感覺油膩 。

找出您的肌膚類型：

三合一卸妝潔面乳 港幣 $240
4 盎司 / 118 毫升

此款三合一卸妝的潔面乳，能清潔、勻色與保濕以及有助於

維持肌膚水分每一項配方都能回復肌膚的pH 值，同時能有

效去除污垢、油脂與細菌 。

逆齡保濕防敏日霜 港幣 $400
1.66 盎司 / 50 毫升

此透薄、日間使用的日霜具有抗衰老的優點與植物性成分，

能平衡水分，自然保濕肌膚為肌膚面層製造一層防護罩，抵

禦環境破壞 。

逆齡保濕防敏晚霜 港幣 $480
1.66 盎司 / 50 毫升

高濃縮專利配方仙麗珀絲可在睡眠時提供加倍的保護，以

抵禦自由基這種豐厚滋潤的晚霜是由奢華的成分組合而成

的，能保濕、保護及促進肌膚活力健康 。

仙麗晉絲
護膚保養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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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護膚保養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蘆薈葉汁
鎮靜與舒緩肌膚

牛油果油
極滋養及潤膚

薰衣草油
舒緩與保護

萬那杜火山灰
去除肌膚角質

蘭花萃取物
抗氧化物與潤膚

荷荷芭
促進舒緩與鎮靜

角鯊烯
天然及滋潤成份

尿囊素
促進肌膚健康

琉璃苣子油
有助於均勻膚色

維他命 E
重要抗養化物可維持肌膚健康

海綿狀軟粒
去除肌膚角質層

海藻萃取物
保濕與軟化肌膚

保濕精華
鎖住肌膚水分

辣木油
平滑、去水腫與滋潤

杏仁油
使肌膚細滑卻不黏膩

荷荷芭
促進舒緩與鎮靜

維他命 B
保濕與促進肌膚健康

玻尿酸
保護避免水分流失

蘆薈葉汁
鎮靜與舒緩肌膚

氨基酸
打造健康肌膚

維他命 E
重要抗養化物可維持肌膚健康

薑根
為肌膚提供保護

牛油果油
極滋養及潤膚

維他命 E
重要抗養化物可維持肌膚
健康

乾性中性至乾性 中性至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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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仙麗珀絲維生素A再生精華 港幣 $600
0.5盎司 / 15 毫升

這種強效的肌膚更新精華可最大程度地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同時使膚色
更年輕、更容光煥發它可以加強您的夜間護膚程序，隨著時間的流逝，讓您的
肌膚變得更雪白、年輕、緊緻 。

納米維生素A：微囊化的遞送系統，在肌膚更新周期中，能持續地釋放

Nephoria®：來自紅毛丹超級果葉的維生素A活性物質，有助保持維生素A的活
性 

白芒花籽油、蘆薈和透明質酸複合物：為肌膚提供補水和鎮靜作用

*由30位年齡界乎30至70歲的女性參與者進行為期六週的獨立
臨床研究作比對，通過專業臨床級別的觀察和分析來測量結

果 。

仙麗珀絲維生素A精華
改善

細紋和皺紋的產生達
23％*

升級仙麗珀維維生素A再生精華深受女士
們歡迎！

在一項為期六週的獨立消費者研究中，大
多數女性同意其肌膚整體外觀得到改善，
並且面部看起來更加年輕 她們還表示：

基於六週的獨立消費者研究得出的結果 百分比反映了同意該聲明的
女士人數 。

88％令面孔顯得更加年輕
85％改善肌膚的整體外觀
85％幫助肌膚變得緊緻
82％改善皮膚清晰度、保持健康均勻的色調
76％減少眼睛周圍的魚尾紋
73％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

仙麗晉絲 
進階抗衰老護膚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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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仙麗珀絲維生素A再生精華 港幣 $600
0.5盎司 / 15 毫升

這種強效的肌膚更新精華可最大程度地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同時使膚色
更年輕、更容光煥發它可以加強您的夜間護膚程序，隨著時間的流逝，讓您的
肌膚變得更雪白、年輕、緊緻 。

納米維生素A：微囊化的遞送系統，在肌膚更新周期中，能持續地釋放

Nephoria®：來自紅毛丹超級果葉的維生素A活性物質，有助保持維生素A的活
性 

白芒花籽油、蘆薈和透明質酸複合物：為肌膚提供補水和鎮靜作用

抗衰老維生素C 港幣 $520
0.5 盎司 / 15 毫升

現今以最先進之抗衰老成分聞名的100%
天然混合性產品，此款抗污染配方是針對
所有肌膚類型而製造，能有效修復受損肌
膚，同時有助於打造更健康、更緊緻與更
年輕的肌膚，十分透薄，早晚於潤膚霜前
使用 。

穩定型維他命 C: 提升膠原蛋白生成與緊
緻肌膚

SeneShield: 有助於保護肌膚避免受到立
即的自由基傷害

保濕肌底精華液 港幣 $480
2.3 盎司 / 68 毫升

從最根本的底層保濕，此瓶含有之「奇蹟」
有助於修復最乾燥、最受損的肌膚，重現健
康光采及補充水份，其獨特的傳遞系統能使
重要成分保持分離，直至搖晃、結合及活化
為止 。

有機硒: 草本油萃取與維他命可增加水分

玻璃酸鈉: 保護防止水分流失

葡萄糖胺鹽酸鹽: 有助於維持彈性

進階抗衰老護膚產品有助於修復與預防老化徵兆

保濕肌底精華液
2.3 盎司

從最根本的底層保濕，此瓶含有之「奇蹟」
有助於修復最乾燥、最受損的肌膚，重現健
康光采及補充水份，其獨特的傳遞系統能使
重要成分保持分離，直至搖晃、結合及活化
為止 。

有機硒:

抗衰老維生素
0.5 

現今以最先進之抗衰老成分聞名的
天然混合性產品
所有肌膚類型而製造

仙麗晉絲 
進階抗衰老護膚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提拉緊緻頸霜 港幣 $720
1.7 盎司 / 50 毫升

這款乳霜配方特別為幫助撫平頸部和肩頸周圍的
細緻部位，使肌膚更加緊緻而設 注入先進的抗
衰老複合成分，可幫助頸部和下巴位置看起來更
緊實、輪廓更優美 。

Essenskin：有助改善薄弱肌膚外觀的複合成分
Actifcol™：香菇混合物，有助於提升緊緻效果
葡萄汁提取物：用於抗氧化保護

膠原蛋白晚霜 (連專用刷子)港幣 $680
1 盎司 / 30 毫升

突破性的抗衰老晚間護理產品，使用天然成分的力量
和最先進的皮膚護理技術，在您入睡時密封水分作為
晚間護膚程序的最後一步，它會形成一層保護屏障，
以防止夜間肌膚因乾燥所導致的不必要衰老跡象 。

植物性海洋膠原蛋白：恢復肌膚水分和緊緻度
咖啡因：恢復肌膚的年輕活力
銅和鋅：用於抗氧化保護

提示：將逆齡保濕防敏晚霜和膠原蛋白晚霜混合在一起，然
後使用 。

結果基於就Essenskin對29位女性進行
為期兩個月之臨床研究

有助減慢衰老跡象的高度先進產品

緊緻除眼紋霜 港幣 $400
0.44 盎司 / 13 毫升

一款油脂與維他命的滋養混合產品，可提供保
護，同時消除眼周細紋與皺紋 此款滋養配方可
於肌膚溫度下融化與乳化，打造出絲質般的外
層，以減少上妝時的摩擦 。

大豆油: 改善肌膚保濕度與光滑度

石栗子油: 舒緩肌膚

維他命 A: 協助增加彈性

仙麗晉絲 
進階抗衰老護膚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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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基於就Essenskin對29位女性進行
為期兩個月之臨床研究

Essenskin™有助肌膚重新變Essenskin™有助肌膚重新變
得緊緻達65％以上，令肌膚得緊緻達65％以上，令肌膚
抵抗力提高達21％抵抗力提高達21％



有助減慢衰老跡象的高度先進產品

數碼紀元修護精華 港幣 $400
1 盎司 / 30 毫升

含提升肌膚活化成份Celligent®的新一代精華素，有助防止因暴露於數碼設備
藍光所產生的明顯老化現象納米乳中的智能NanoDelivery系統，內含能進一步提
升產品功效的混合成份 為疲倦的肌膚增添活力，同時補充水分和令肌膚煥然一
新 。

Celligent：有助於防止與藍光有關的明顯老化現象

SymRelief100：含超微份子幫助減少紅印和色斑的出現

納米乳：有助於鎮靜肌膚

仙麗晉絲 
進階抗衰老護膚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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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之配方有助於淡化黑眼圈高達 120%

針對肌膚與個人保養需求的特定護理產品

維生素亮麗祛斑修護精華 港幣 $600
0.5 盎司 / 15 毫升

此款強大的護理產品係針對暗斑、色素沉澱、粉刺、老化
和紫外線傷害引起的黑斑和變色，隨著時間的推進顯露出
更明亮、緊緻、均勻的膚色 。

二種型態的穩定型維他命C 有助於提亮與均勻膚色

維他命A、B3 與 E：協助緊緻、均勻膚色、抵禦自由基、鎖水 

棕櫚三肽-一 與 三肽-七 : 肽有助於增加肌膚彈性與撫平皺紋

42.66%

穩定型維他命C（ 純正穩定型維他命C ）可有效減

少黑色素形成達

針對肌膚與個人保養需求的特定護理產品

穩定型維他命

維生素亮麗祛斑修護精華 
0.5 

此款強大的護理產品係針對暗斑、色素沉澱、粉刺、老化
和紫外線傷害引起的黑斑和變色，隨著時間的推進顯露出
更明亮、緊緻、均勻的膚色 。

二種型態的穩定型維他命二種型態的穩定型維他命

維他命

棕櫚三

維生素亮麗祛斑修護精華 

達到十六天維他命C 活體試驗取得的成果

內含之配方有助於淡化黑眼圈高達內含之配方有助於淡化黑眼圈高達

擊退黑眼圈精華液 港幣 $400
0.51 盎司 / 15 毫升

眼部提早老化使黑眼圈過深與可見的鬆弛使用有效之
成分混合物進行修復的配方，有助於減少黑眼圈與眼下
肌膚鬆弛 。

巴西人參萃取物、巴西木萃取物 與 聖母百合萃取物的
混合物: 有助於淡化黑眼圈

仙麗晉絲
提亮修護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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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橄欖油 港幣 $360
0.5 盎司 / 15 毫升

以奢華天然的異國爪哇橄欖油與抗氧化成分混合，能密集
保濕與舒緩乾燥肌膚，在熱帶島嶼中發現萬那杜部落，使
用爪哇橄欖油為肌膚提供抗發炎與深層保濕的功效 。

三酸甘油脂: 重要脂肪酸有助於增強肌膚保持珍貴水分
的能力

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方: 增強細胞修復

*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
基線比較所得的臨床結果。

**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

仙麗晉絲
防護修正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天然三酸甘油脂

94-97%
爪哇橄欖油含有

仙麗晉絲
保濕修護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爪哇橄欖油

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在早晚使用再生抗皺精華六週後，通過VisioScan的測量與

再生抗皺精華 $680
0.5 盎司 / 14 毫升

這款高效精華能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使肌膚看起來更年
輕。有助對抗頑固的衰老跡象，尤其是在眼睛（魚尾紋）、嘴
巴（鼻唇溝）和額頭（表情紋）附近部位 。

Neodermyl®: 提升肌膚彈性和質感，使肌膚緊緻柔軟，並
有助減少皺紋的出現。

SYN-STAR®:  可明顯減少眼睛、嘴巴和前額周圍的皺紋。
Liftonin®-Xpress: 這種成膜劑源自紅藻，有助於提供緊實
和提拉效果。

 抗皺精華使眼睛周圍的細紋和
皺紋減少了48％，而嘴部鼻唇溝

附近的則減少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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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護膚保養系列
日間保養

夜間

日間
清潔

(選一種)

清潔
(選一種)

重點修護
(選擇您的情況)

重點修護
(選擇您的情況)

(選用)
進階抗衰老護膚

(選用)
進階抗衰老護膚

∙ 三合一卸妝
潔面乳

∙ 三合一卸妝
潔面乳

∙ 再生抗皺精華

∙ 擊退黑眼圈精華液

∙ 維生素亮麗祛斑修護精華

∙ 再生抗皺精華

∙ 擊退黑眼圈精華液

∙ 維生素亮麗祛斑修護精華

∙ 升級仙麗珀絲維生

  素A再生精華

∙ 數碼紀元修護精華

∙ 保濕肌底精華液

∙ 抗衰老維生素C

∙ 數碼紀元修護精華

∙ 保濕肌底精華液

∙ 抗衰老維生素C

卸妝

∙ 卸妝液

∙ 特效除口紅液

仙麗晉絲
護膚保養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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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護膚保養系列
夜間保養

重點修護 滋潤與保護滋潤

滋潤與保護重點修護

∙ 爪哇橄欖油

∙ 爪哇橄欖油

∙ 緊緻除眼紋霜

∙ 逆齡保濕防敏日霜

∙ 提拉緊緻頸霜

∙ 美顏保濕噴霧

∙ 保濕潤唇膏

∙ 或淡彩保濕潤唇膏

重點修護

∙ 唇部磨沙去角質霜

∙ 保濕潤唇膏
∙ 逆齡保濕防敏晚霜

∙ 緊緻除眼紋霜

仙麗晉絲
護膚保養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 
∙ 

重點修護滋潤與保護

∙ 膠原蛋白 
      晚霜

∙ 緊緻除眼紋霜



Make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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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使用仙麗晉絲護膚保
養系列和彩妝系列，可以為皮膚
提供24小時的保護，讓每張臉
看起來更 美麗，並一直保持嬌
俏妝容！

MakeSense®仙麗晉絲彩妝系列
完美的配搭 膚色修護霜 港幣 $360

1 盎司 / 30 毫升

簡單一個步驟便可感受極致的遮蓋能力，同時均勻膚色和為皮膚提供
保護 。

混合在幼滑的乳霜中，可提供極致及中度遮蓋範圍於保濕霜上及粉底
液之下它有效遮蓋瑕疵並改善皮膚表面問題 。

絲滑底霜及毛孔緊緻霜 港幣 $480
0.5 盎司 / 14 毫升

無瑕嬌顏、絲滑肌膚的完美基礎，透過縮細毛孔、吸收多餘油份、淡化細紋和瑕疵，
快速修復、並提供抗衰老的功效可單獨使用以保持肌膚自然美麗，或用作
MakeSense 粉底前的底霜，以達到完美效果 。

自然 (N)

透白 (N)透白 (N)

粉嫩 (N)

古銅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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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 (W)米黃 (N)米黃 (N)雲呢嗱 (N)雲呢嗱 (N)

美顏保濕噴霧 港幣 $320
2.9 盎司 / 86 毫升

此款輕盈、無油、無酒精成分的快乾精華液，能隨時快速煥新與煥
活肌膚，同時調理肌膚，達到長效抗老的效果，可於妝前或妝後噴
灑 。

鎖水靈複方: 有助於將水分滲入肌膚並鎖住以維持護膚功效

蘋果水果萃取物: 輕柔進行肌膚去角質，以達到光采功效與立即滋
潤

羽衣甘藍萃取物: 富含維他命C、A與E，有助於收緊毛孔及預防自
由基損害

您的靜脈是藍色或紫色？ 如果是這樣，那麼您屬於較冷色調，使
用帶有粉紅色或紅色底色的MakeSense粉底會更好看 。

您的靜脈是綠色或橄欖色？
如果是，則表示您比較暖色調，使用在帶有黃色底色的
MakeSense粉底會更好看 。

分辨不到嗎？ 那您是屬於中性的
（C）=冷（W）=暖（N）=中性

尋找您的底色…
仔細觀察手腕下側的靜脈

MakeSense®

原創粉底 港幣   $400
1 盎司 / 30 毫升

這種無油、防水、長效持久的粉底適用於任何膚質，具有
抗衰老和令肌膚更健康的功效 配方中的豐富色彩能適應
皮膚天然顏色，提供更自然的效果 。

MakeSense
原創粉底 港幣 
1 盎司 / 30 毫升

這種無油、防水、長效持久的粉底適用於任何膚質，具有
抗衰老和令肌膚更健康的功效 配方中的豐富色彩能適應
皮膚天然顏色，提供更自然的效果 。

仙麗晉絲
彩妝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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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效持久眼影 港幣 $176

0.2 盎司 / 5.9 毫升

體驗這些長效持久、抗衰老、像天鵝絨

般柔軟光滑的粉霜眼影吧！設有美麗的

啞面、閃耀和閃粉色調。這種多用途配

方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與其他顏色混

合使用，或用作柔和的眼線，打造令人眼

前一亮的妝容 。

ShadowSense®

閃耀摩卡

灰色系

雪亮潔白

紫色系

粉紫桑椹

棕色系

溫暖燭光

粉色系

甜美粉紅

閃耀砂岩珍珠

仙麗晉絲
彩妝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法式烘培咖啡法式烘培咖啡

沙漠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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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彩妝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長效持久眼線筆   
港幣 $200
0.012 盎司 / 0.35 毫克

這長效持久，防水的眼線筆順
滑柔軟，可利於快速勾畫，持
妝整日亦不會溶化或乳化發揮
最大程度高度著色並具有可伸
縮的筆尖，能畫出精確的線條
及易於使用 。

EyeSense®

棕黑色黑色

濃密防水睫毛液  
港幣 $224
0.24 盎司 / 7 毫升

完美的增長、豐盈、捲曲和型
造每根分明的睫毛並且不會塌
下或剝落使用獨特的豐盈刷第
一層可以型造並增長，而第二
層可以產生強烈豐盈和長度的
效果，並且防水及放心使用其
他有效成分可防止睫毛因脆弱
和乾燥而折斷配方經過眼科醫
生測試，適用於隱形眼鏡配戴
者 。

促眉肽：有助於提供更豐盈，健
康睫毛

巴西棕櫚蠟 : 幫助保持睫毛柔韌

LashSense® LashSense®

黑色 棕黑色

在促眉肽進行的為期八週的臨床研究中，對17位
女性進行了研究 。 促眉肽有助於四周內使新的睫毛增長超過46％

濃密睫毛液   
港幣 $224
0.26 盎司 / 7.8 毫升

將睫毛分開，提起和捲曲，以
達到完美的效果！防潮配方有
助於滋潤，防止從根部到尖端
因干燥脆弱而折斷的睫毛塗滿
第一層可完全將睫毛增長至最
動人效果，塗滿第二層展現濃
密效果並增加如3D般強度和明
顯的捲度獨特的豐盈刷發揮出
最高效果配方經過眼科醫生測
試，適用於隱形眼鏡配戴者 。

促眉肽：有助於提供更豐盈，睫
毛更健康

維他命E : 有助於修復和護理睫
毛，防止睫毛變得易脆

黑色 棕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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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彩妝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長效持久口紅液 港幣 $200
0.25 盎司 / 7.39 毫升

長效持久口紅液是仙麗晉絲的初始產品，不同於一般

傳統的唇膏會留印或變色，此款原創長效持妝的口紅

液，可防水且不脫色、不留印、不脫妝 。

芍藥根萃取物: 天然鎮靜花朵草本植物

聖約翰草萃取物: 天然草本植物具有保護肌膚的特性

菩提花萃取物: 強大抗氧化物

長效持久口紅液持妝最高達十八小時

黃色基底／暖調

藍色基底／冷調

輕吻這裡以見證麗
美絲美唇系列口紅

液的顯著差異！

棕紅香檳

甜蜜玫瑰

霜
感

霜
感

粉紅香檳 

焦糖蘋果

閃
耀 納帕葡萄酒

澳洲玫瑰

啞
面

閃
耀

啞
面

時尚紅人

心醉

初戀

啞
面

女神

玫瑰果仁糖

瑰莓

炫光紅糖

中性

LipSense®

貝拉美人

聖誕甜酒

凱蒂之吻

自然粉紅

鮮紅石榴

粉紅鳶尾花

時尚粉紅裸色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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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彩妝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為了能正確使用，請購買包含口紅液、唇彩與Ooops! 
特效除口紅液的美唇系列•

唇 線 液

口 紅 液－第三 層

口 紅 液－第一層

保 濕 唇 彩

口 紅 液－第二 層

長 效 持妝 感

使用方法：

塗抹於潔淨、乾爽的唇部，先使用持久唇線液勾畫唇型，以突顯

輪廓，雙唇微開，從嘴唇外角開始，以相同的方向塗抹持久口紅

液，以流暢拂掃的動作，將口紅液塗抹至唇部的另一端（請勿來

回塗抹），塗抹三層以達長效持妝，在塗一層後，等待口紅液乾

燥再塗下一層，最後塗上麗美絲美唇系列高亮唇彩，以維持色彩

及潤澤雙唇 。

藍色基底

褐紅

紫莓果

柿子紅

炫光紅

黃色基底

LinerSense®

唇線液     
港幣 $176
0.125 盎司 / 3.69 毫升

以長效色彩技術混合、補充及定

型，打造完美嘟唇的第一步，精確

勾畫出唇型 。

     

型，打造完美嘟唇的第一步，精確

保濕唇彩    
港幣 $160
0.25 盎司 / 7.39 毫升

乳木果油的滋潤力，能修補和豐潤

脫水和受損的雙唇，是一種為各種

不同質感及以天然成分為基礎的

持久唇彩，潤澤唇彩能提升液體唇

彩的持久度，同時能覆蓋與保護嘴

唇 。

乳木果油: 柔軟與保護肌膚

維他命 E: 協助修復乾燥雙唇

LipSense®

黃色基底

閃亮金粉 

藍色基底

晶透玫瑰

中性美人

粉紅細沙

淡紫簕杜鵑

中性美人

晶透水潤

啞面

珠光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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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美絲美唇系列
彩妝

Ooops! 特效除口紅液 港幣 $80
0.25 盎司 / 7.39 毫升

此款潤澤的除口紅液，輕鬆一抹即能去除不小心多塗

抹的長效持久口紅液、卸掉長效持久口紅液，讓您能隨

裝扮改變色彩，或在一天結束時卸除麗美絲美唇系列

口紅液 。

維他命A、B、C 與E : 調理、滋潤和保護嘴唇

LipSense®

卸妝液 港幣 $160
1.7 盎司 / 50 毫升

此款獨特、易於使用的配方，在搖晃後即

能發揮作用，快速輕易地去除長效持久的

SenseCosmetics® 彩妝系列產品，此配方能輕

柔地抺去所有彩妝，包括防水LashSense® 睫

毛膏，並能調整及煥新肌膚，適用於所有肌膚類

型，使臉部與雙眼感覺清涼與放鬆，不會殘餘油

膩感，戴隱型眼鏡者適用 。

綠茶萃取物: 防止膠原蛋白流失

山金車花: 有助於恢復肌膚柔軟幼滑

藍藻: 促進潔淨、輕爽的肌膚

F� 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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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彩草莓

姻脂粉紅

淡彩無色無色

LipSense LipSm� � ®

唇部磨沙去角質霜 港幣 $200
0.5 盎司 / 15 毫升

協助修復、再度滋潤與調理乾燥、受損雙唇，使用

天然去角質配方、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方與天然油

脂加速去角質過程，並展現光滑、亮麗的雙唇 。

竹子與象牙子粉末: 溫和的去角質產品

爪哇橄欖油: 利用水分深層保濕與舒緩肌膚－增強三

酸甘油脂

乳木果油: 軟化與保護肌膚

麗美絲美唇系列
彩妝

保濕潤唇膏 
無色 港幣 $160 淡彩 港幣 $176
0.25 盎司 / 7.3 毫升

此款持妝、滋養的潤唇膏能舒緩雙唇，並以含水分的植物性

成分協助唇部鎖水，加入專利配方仙麗珀絲複方可達到抗衰

老與修復肌膚的功效，此款輕盈潤唇膏設有美麗的淡彩和

無色配方，可供選擇。

椰子油: 提供的滋養水分，可改善乾燥、 裂紋肌膚

可可與乳木果油: 軟化肌膚及保護抵禦環境影響

Lip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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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修護洗髮水 (中性至
乾性) 港幣 $280
7 盎司 / 207 毫升

富含對秀髮有益的植物成分和

維生素，這豐富的起泡配方可

輕柔地清潔秀髮，同時滋潤

頭皮 讓您的秀髮看上去更健

康、柔順高澤 漂染過的頭髮

亦適用 。

Wavemax™複合物：有助於改

善秀髮的光滑度，並使其更易

於打理

Arnimo (PD)™複合物：包含金

蓮花萃取，有助舒緩頭皮

HairPlenish

HairPlenish®

頭髮護理系列含專利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深層修護洗髮水 (中性至

富含對秀髮有益的植物成分和

維生素，這豐富的起泡配方可

頭皮 讓您的秀髮看上去更健

康、柔順高澤 漂染過的頭髮

有助於改

善秀髮的光滑度，並使其更易

深層修護護髮素 (中性至
乾性) 港幣 $280
7 盎司 / 207 毫升

此乳霜修護配方可為秀髮和頭

皮增添豐富水分還可以減少打

結和毛躁的出現，使秀髮更柔

軟、更光滑、更易於打理 漂

染過的頭髮亦適用 。

Hydrovition Plus™複合物：由

天然糖和保濕透明質酸鈉製成

的複合物

橄欖油：使秀髮更光滑水潤

HairPlenish
頭皮及髮質修護精華 (中
性至乾性) 港幣 $440
2.9 盎司 / 86 毫升

蘊含滋養的植物萃取和強力的

多勝，有助滋潤頭皮，這種免

清洗精華可幫助秀髮恢復至最

亮麗、最充滿活力的狀態 。

Aquaxil™：一種天然糖的複合

物，有助於改善脫水的皮膚

Botanimoist AMS™複合物：包

含蘋果果實萃取，可提供自然

的保濕效果和輕盈、不粘膩

的感覺

HairPle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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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爽護髮洗頭水 
(中性至油性) 港幣 $280
7 盎司 / 207 毫升

其潔淨和平衡油脂配方，在撫平和

滋潤秀髮的同時，清除頭髮上累積

的殘餘物、多餘的油脂和雜質漂染

過的頭髮亦可安心使用，配方中不

含硫酸鹽或有機矽，可為您提供輕

爽富彈性的秀髮，而不會使髮絲變

得乾燥 。

薄荷醇：給頭皮帶來清爽和煥然一

新的感覺

泛維他：為頭皮提供即時補水效

果，並幫助肌膚重新獲得平衡，使

頭皮更舒適

HairBalance
輕爽護髮素 
(中性至油性) 港幣 $280
7 盎司 / 207 毫升

這款注入植物成份和維生素的護

髮素，可為秀髮帶來輕爽的保濕

效果 它有助於秀髮變得更健康柔

順，同時明顯增加光澤和彈性 此

護髮素有助平衡肌膚的油份，使頭

皮更舒適，而不會令髮型扁塌 漂

染處理過的秀髮亦可安心使用 。

泛維他：為頭皮提供即時補水效

果，並幫助肌膚重新獲得平衡，使

頭皮更舒適

非揮發性植物油：有助減少髮絲

折斷和梳理時的阻礙、增加秀髮光

澤、並提供對熱力的保護

HairBalance
頭皮及髮質修護精華 (中
性至油性) 港幣 $440
2.9 盎司 / 86 毫升

這種注入了活性炭的免沖洗精

華，能有效去除多餘的油脂，

並為頭皮健康奠定基礎配方有

助對抗油性頭皮，在令髮根恢

復活力的同時，提供一個保護

屏障 。

紅毛丹種子萃取物：形成保護屏

障並令髮根充滿活力

水薄荷：為頭皮提供輕爽、煥然

一新的感覺

HairBalance

這款注入植物成份和維生素的護

髮素，可為秀髮帶來輕爽的保濕

效果 它有助於秀髮變得更健康柔

順，同時明顯增加光澤和彈性 此

護髮素有助平衡肌膚的油份，使頭

皮更舒適，而不會令髮型扁塌 漂

染處理過的秀髮亦可安心使用 。

為頭皮提供即時補水效

頭皮及髮質修護精華 (中
性至油性) 性至油性) 
2.9 盎司 / 86 毫升

這種注入了活性炭的免沖洗精

華，能有效去除多餘的油脂，

並為頭皮健康奠定基礎配方有

助對抗油性頭皮，在令髮根恢

復活力的同時，提供一個保護

屏障 。

紅毛丹種子萃取物：

HairBalance

HairBalance®

輕爽護髮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仙麗晉絲身體護理系 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抗衰老對您的身體和面部肌膚同
樣重要 日常的壓力，如：紫外線
和污染，會導致手、腳和手臂提早
老化 仙麗晉絲身體護理系列，含
有抗衰老潤膚霜和有效的去角質
成分，呵護並保護您的皮肌膚，讓
您從頭到腳享受光滑、容光煥發
的肌膚！

水潤天然礦物排毒面膜    
港幣 $400
4 盎司 / 113 公克

此款乳霜狀、不乾燥之天然礦物與植物性基礎的治療面膜，能溫和去除毛

孔中的雜質，展現更光滑的肌膚，有助於去除角質，並能有效提供舒緩與

保護，適用於所有肌膚類型，包括痘痘肌 。

綠茶與山金車花: 舒緩與對抗臉頰泛紅

高嶺土: 吸附雜質

火山灰: 溫和去角質

保濕養膚沐浴露 港幣 $160
8 盎司 / 236 毫升

豐盈泡沫喱可以溫和地清潔而不會沖走皮膚表面的保護油層傳統肥皂會使肌

膚乾燥破裂，而仙麗晉絲保濕養膚沐浴露則含有蘆薈，可以舒緩和調理肌膚，

同時恢復肌膚的平衡和水分 亦可以作為剃鬚膏或泡泡浴之用 。

蘆薈葉汁：非揮發性植物油

蘭花花萃取：抗氧化和保濕成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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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水療系列

含專利配方仙麗珀絲

我們將水療帶進您的家！ 在現今
繁忙的世界中，花點時間在自己
身上比以往更為重要 這奢華的
護理產品旨在緩解煩惱的肌膚問
題，同時改善皮膚的柔軟度、質
感和外觀，讓您輕鬆獲得美麗的
肌膚 。

煥膚亮白潤手霜 港幣$280
1.5 盎司 / 44 公克

這種不油膩的護手霜可深層滋潤肌膚，並有助減少老化現象 隨著時間推移，它可以增強肌膚的

光澤度，使雙手更光滑明亮 。

Wildplum Harvest：澳洲的超級水果複合物，可保濕並讓肌膚恢復年輕光澤

維生素C：幫助肌膚恢復表面光滑並有提亮效果

橄欖油：使用能夠增強水分的三酸甘油酯，深層滋潤和舒緩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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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會總銷售業績
減去主持人個人訂購額

港幣$1 至 港幣 $2,400
港幣 $2,401 至 $ 港幣 4,800
港幣 $4,801 + 更高

折扣免除額
主持人個人訂購

10%
20%
30%

舉辦一場魅力展示會，主持人將根據展示會零售業績和未來新預約

的個人產品訂單中獲得折扣 。

* 每新增一筆訂單，主持人皆可從他們的個人訂購中獲得額外5%的折扣！

每一位主持人皆有資格獲得一份「感謝」禮，作為主持一場港幣$2,400 以

上之魅力展示會的獎勵，相關詳情及禮物選擇，請詢問您的經銷商 。

仙麗晉絲
激勵計劃

成為顧客或主持人

以及體驗我們的優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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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激勵計劃激勵計劃

預訂您的魅力展示會
發掘我們長效持妝口紅液顏色，麗美絲美唇系列口紅液驚人的耐用

程度規劃與您的仙麗晉絲經銷商進行色彩諮詢，找出最適合您的口

紅液，以及進行唇印測試，見證其不留印或脫色！

從您的訂單總數賺取一部份獎金，另加上獲得免費產品！向您的仙麗晉絲

經銷商詢問有關合作之收益，並將我們的創新長效持妝彩妝產品分享給其

他人，您將會發現取得對於效果嘖嘖稱奇之顧客群的訂單，這不是困難的

事 。

賺取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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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麗晉絲
經銷商的機會

擁有真正由您做主的事業！向批發商購買產品再轉賣，以獲取利潤，當

您與我們攜手開始新事業時，我們保證您一定會感到滿意， 否則我們

將會退還您的申請費用 。

成為經銷商

PV

( 積分，可於經銷商下單網頁查閱 )

1 - 99.99

100 - 299.99

300 - 749.99

750 +

經銷商折扣 
 
建議扣除的零售額

20%
30%
40%
50%

經銷商成本 
 
建議零售額

80%
70%
60%
50%

潛在性利潤 

經銷商可得利潤比例

25%
43%
67%
100%

折扣與潛在零售收入

以上圖表只是範例，非您將體驗這些確切收入的保證或表示 。
相反，是作為一種指導工具，向您展示您的潛在利潤率隨著折扣等級的提高而增加折扣只是適用於轉售，具獎金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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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銷商組合包 ( NDK ) 港幣 $520

仙麗晉絲
經銷商的機會

新經銷商組合包含一切必要的工具可幫助您輕鬆地把握新機會並從而加強起步的實力它包含了所有發展事業
的要素，包括起步清單，美容手冊，麗美絲美唇系列之「 時尚紅人」，「 貝拉美人」和「甜蜜玫瑰」口紅液 另外，

它還包括免費的SeneSite網站和事業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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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持續銷售仙麗晉絲產品達連續三個日曆月，即能在您的事業期間

以月為計算基礎， 每月取得一項免費產品（以及其他令人興奮的獎

勵）。

卓越的SeneSeller 銷售人員計劃 SeneCar 汽車獎勵計劃

選擇您的藍色！
仙麗晉絲提供的每月汽車津貼讓您有機會可以賺取您所選擇之全新

藍色汽車，今天就以您的SeneCar 汽車成為您的代言人吧！

仙麗晉絲
經銷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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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30 天 首 60 天 首 90 天

仙麗晉絲
經銷商的機會經銷商的機會

立即啟動快速入門！
聯繫您的經銷商以查詢計劃的參與性

從加入仙麗晉絲那天開始，當您在首30、60和90天內

訂購1,000 PV或以上的訂單時，就有資格最高可獲得

港幣$ 3,600 的免費產品！

快速入門計劃 1000 PV

從加入仙麗晉絲的那一天開始，您便可在首90天內購買300PV或以上產

品的個人訂單並同時獲得50％的折扣 。

快速起步可節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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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彌敦道132號美麗華廣埸A座6樓613室  |   852-38928232 |   senegence.com

訂購產品或成為經銷商，請聯絡：

2021年1月

SENESCENCE 仙麗晉絲INTELLIGENCE
老化過程 獲得與運用知識的能力 真正有效的長效抗衰老

產品！

+ =

仙麗晉絲名稱的含義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