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真的會洗臉嗎？

你知道日常洗臉有多麽重要嗎？認真洗臉是
養膚的第一步，我們臉上每天都有許多污垢，
油脂和老廢的角質，只有把它們洗乾淨了，才
可以吸收後續護膚品中的營養。通過清潔使得
皮膚盡可能處於無污染和無侵害的狀態中，為
皮膚提供良好的生理條件。而如果日常清潔步
驟繁多，過度清潔易導致肌膚屏障脆弱，加重
肌膚問題。根據不同的膚質和肌膚需求選一
款適合自己的潔面乳也是十分重要的。

為什麼每天洗臉，肌膚問題還是層出不窮？
你的臉真的洗乾淨了嗎？

實踐證明：
85％的肌膚問題源於潔面產品選擇不當。

清潔不徹底，護膚效果減半會導致：痘痘，黑
頭，水油不平衡；
過於刺激，肌膚嚴重受損會導致：毛孔粗大，
粉刺，緊綳和敏感。

選擇合適的一款潔面產品，拯救問題肌膚如
此簡單。
潔面，保濕，修護三效合一的MAIONE青春無
瑕潔面乳融入純植物萃取精華，全新科技溫
潤呵護配方，絲般柔滑，泡沫豐富，溫和潔顏，
洗淨臉部殘留污垢，讓肌膚輕鬆呼吸。安全保
證，品質之選。
• 無酒精            
• 無色素
• 無礦油                      
• 無人工香精 
• 無紫外綫吸收劑        
• 無動物來源成分

開啟潔膚新體驗，做好“肌”礎功

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含有皂基成分，清潔
更到位，無需擔心臉上殘留污垢；特別添加了
椰油醯甘氨酸鹽，溫和潔淨不緊繃，肌膚滑爽
有彈性；絲滑的質感猶如綿密的奶油，溫和不
刺激；舒緩滋養肌膚，驅走暗沉，讓肌膚嫩白
透亮。

明星成分有哪些？

椰油醯甘氨酸鉀
潔膚，更能養膚。溫和親膚的潔淨能力，選取
天然成分為原料，清潔能力強；含有甘氨酸，
是20種氨基酸裡最簡單的氨基酸；不刺激，不
影響肌膚的酸鹼度；潔淨力適中，用後無殘留
，減少對肌膚天然保護層的傷害。

雛菊提取物
萃取雛菊精華，富含單寧、皂苷和粘液等多種
成分；抗炎症，鎮靜舒緩，修護曬後脆弱肌膚
，喚醒暗沉。雛菊屬於菊花科植物，內含豐富
的精油、菊色素，運用於美容護膚之中，可有
效抑制皮膚黑色素的產生，柔化表皮細胞，達
到很好的亮白功效。

糖基海藻醣
在肌膚表面形成一層保護膜，抵抗衰老，保持
活力；舒緩緊致肌膚，增加光滑性；保護和活
化細胞，防止肌膚乾燥，殺菌抗炎；當它進入
到細胞中時能發揮獨特的功能，提高細胞的
抗乾燥和抗冷凍能力，繼而提高皮膚適應環
境的能力；有著保護表皮細胞膜結構的作用，

在惡劣環境下皮膚容易失去水分，而海藻醣以
在細胞表層形成保護 膜保持皮膚水分，從而
避免皮膚黑色素沉澱、避免皮膚出現老化的
現象。

甜菜鹼
優秀的保濕能力，使肌膚乾爽、溫和；在肌膚
遭遇惡劣環境時，能平衡細胞滲透壓；在細胞
失水時，能協助細胞恢復平衡和保濕狀態。甜
菜鹼從天然植物的根、莖、葉及果實中提取，
能夠緩衝降低皂基體系產品較高的PH值，改
善皂基體系的泡沫性質，降低皂基產品帶來的
乾澀膚感，使皮膚乾爽不緊繃。

主要功效有哪些？

溫和舒緩，擊退暗沉
深層潔淨，溫潤呵護
補水保濕，清爽控油

潔面知識Q＆A

Q：潔面乳有酸鹼性之分嗎？MAIONE青春無
瑕潔面乳屬於什麽性質？
A：一般的潔面乳會根據成分不同而分為酸性
，弱鹼性和中性，使用PH試紙看其顏色變化
便可以得出結論。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屬
於中性，適合任何膚質使用。

Q：我的臉屬於敏感性肌膚，是否可以用
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
A：敏感性肌膚表面比較脆弱，需要更多溫和

的保護。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屬於中性，
質地十分水潤溫和，不會對肌膚造成刺激，很
適合敏感性肌膚使用。

Q：混合或乾燥的皮膚容易出現膚色不均的情
況應該怎麽辦？
A：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很適合您，它可以
溫和的洗去附著在面部的污垢，對均勻膚色問
題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Q：一天內洗臉的頻率怎樣最好？
A：一般大部分人是早晚各洗一次，但是會根
據膚質，或是現在的季節去調整，控制在2-3
次範圍內。很多人早上只用清水沖臉，其實應
該早晚各用潔面乳洗一次，徹底清除臉上污垢
和細菌，晚上不管有沒有化妝都須徹底清潔，
後續保養才能吸收。

適用膚質

適合各類膚質包括油性，中性，乾性，混合性
肌膚等。

使用步驟

①   溫水打濕面部，取適量潔面乳擠在手心；
②   用雙手的溫度將其乳化；
③   塗在面部和頸部，輕輕打圈按摩；
④   清水將面部沖洗乾淨。

早晚使用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獨一無二
的清潔保養系列，成分天然，相輔相成，質地

水潤，令人驚艷，可以徹底清潔污垢，淨透煥
亮，讓臉龐綻放光采。
 
如輕紗般的絲滑精萃可完美洗淨肌膚，重現
柔嫩平滑的臉龐，讓你時時刻刻沐浴在舒適
幸福的保養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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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水時，能協助細胞恢復平衡和保濕狀態。甜
菜鹼從天然植物的根、莖、葉及果實中提取，
能夠緩衝降低皂基體系產品較高的PH值，改
善皂基體系的泡沫性質，降低皂基產品帶來的
乾澀膚感，使皮膚乾爽不緊繃。

主要功效有哪些？

溫和舒緩，擊退暗沉
深層潔淨，溫潤呵護
補水保濕，清爽控油

潔面知識Q＆A

Q：潔面乳有酸鹼性之分嗎？MAIONE青春無
瑕潔面乳屬於什麽性質？
A：一般的潔面乳會根據成分不同而分為酸性
，弱鹼性和中性，使用PH試紙看其顏色變化
便可以得出結論。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屬
於中性，適合任何膚質使用。

Q：我的臉屬於敏感性肌膚，是否可以用
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
A：敏感性肌膚表面比較脆弱，需要更多溫和

的保護。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屬於中性，
質地十分水潤溫和，不會對肌膚造成刺激，很
適合敏感性肌膚使用。

Q：混合或乾燥的皮膚容易出現膚色不均的情
況應該怎麽辦？
A：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很適合您，它可以
溫和的洗去附著在面部的污垢，對均勻膚色問
題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Q：一天內洗臉的頻率怎樣最好？
A：一般大部分人是早晚各洗一次，但是會根
據膚質，或是現在的季節去調整，控制在2-3
次範圍內。很多人早上只用清水沖臉，其實應
該早晚各用潔面乳洗一次，徹底清除臉上污垢
和細菌，晚上不管有沒有化妝都須徹底清潔，
後續保養才能吸收。

適用膚質

適合各類膚質包括油性，中性，乾性，混合性
肌膚等。

使用步驟

①   溫水打濕面部，取適量潔面乳擠在手心；
②   用雙手的溫度將其乳化；
③   塗在面部和頸部，輕輕打圈按摩；
④   清水將面部沖洗乾淨。

早晚使用MAIONE青春無瑕潔面乳，獨一無二
的清潔保養系列，成分天然，相輔相成，質地

水潤，令人驚艷，可以徹底清潔污垢，淨透煥
亮，讓臉龐綻放光采。
 
如輕紗般的絲滑精萃可完美洗淨肌膚，重現
柔嫩平滑的臉龐，讓你時時刻刻沐浴在舒適
幸福的保養體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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