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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透系列

亮白、保濕、防護

Eastern Global New Network Marketing



自然美傾注四十餘年經驗，研發出適合東方女性膚質的森美妍晶透系列

運用植物力量，由內而外，喚醒肌膚新生、修護能力

智慧光感應囊球能將有效成分包覆住，淨白成分持續釋放，使肌膚呈現透亮光澤

植萃、溫和、有效，重啟肌膚好肌能

森美妍晶透系列

亮白、保濕、防護



品名：保水淨卸乳（80g）

售價：NT$1,300 元/條（PV 25）

取適量於手掌心，均勻塗抹按摩於全臉與頸部，再以乾淨面紙輕柔擦拭（如有彩妝者，

請重複以上動作多回至面紙擦拭時無粉垢狀態為佳），之後以溫水打溼臉部，使用適合

膚質之潔顏乳輕輕按摩約1-2分鐘，再以溫水洗淨後拭乾；清潔後請依一般早晚保養程

序即可。

使用方法：

添加豐富植物精華，能有效清除彩妝、

髒汙，溫和卸妝無負擔。

高效能酵素型卸妝乳

含有洋甘菊、荷荷芭、小黃瓜等植萃精

華，溫和清除肌膚彩妝、髒污，卸妝同

時防護保濕柔嫩肌膚。

數種植萃配方

晶透系列 使用順序：

步驟
1

徹底卸除

森美妍
保水淨卸乳

NT$1,300 (PV25)

步驟
2

溫和清潔

森美妍
保水潔顏乳

NT$1,300 (PV25)

步驟
4

保濕透亮

森美妍
晶透潤膚水

NT$3,150 (PV60)

步驟
3

角質淨化

森美妍
晶透煥妍角質霜
NT$1,750 (PV30)

步驟
5

舒活美眸

森美妍
晶透靚眼凝霜

NT$3,390 (PV60)

步驟
6

加強調理

森美妍
晶透精華液

NT$5,200 (PV100)

步驟
7

美白鎖水

森美妍
晶透雪潤霜

NT$3,600 (PV70)

步驟
8

隔離防護

森美妍
純淨隔離霜

NT$3,600 (PV70)

步驟
9

防曬保護

森美妍
物理潤色防曬乳
SPF30  ★★★
NT$3,600 (PV70)



品名：保水潔顏乳（80g）

售價：NT$1,300 元/條（PV 25）

能將有效成分包覆住，淨

白成分持續釋放，清潔同

時使肌膚呈現透亮光澤。

智慧光感應囊球

添加豐富植物精華，可溫

和代謝肌膚角質，柔軟粗

糙肌膚，幫助維持肌膚光

滑水嫩。

高效能酵素型潔顏乳

來自椰子油並經ECOCERT

認證為天然界面活性劑，

幫助清潔臉部油脂及毛孔

髒污。

天然來源界面活性劑

含多種植萃成分及天然來

源之生化醣醛酸，去角質

同時深層保濕、溫和不傷

肌膚。

溫和去角質不傷肌膚

白茶萃取含大量多酚、類

黃酮，可活化肌膚，有效

保護肌膚免於外在環境因

素所引起之傷害。

白茶萃取

ECOCERT認證，天然來源

溫和磨砂圓珠，使用過程

中會釋放荷荷芭酯，使皮

膚滋潤柔軟。

天然潔淨圓珠

卸除彩妝後，以溫水打溼臉部，接續使用潔顏乳，輕輕按摩約1-2分鐘，再以溫水洗淨

後拭乾，清潔後請依一般早晚保養程序即可。

使用方法：

品名：晶透煥妍角質霜（30 ml）

售價：NT$1,750 元/瓶（PV30）

取適量塗抹於臉部與頸部肌膚，輕柔按摩後以清水沖洗。

使用方法：



清潔肌膚後，以化妝棉沾取適量塗抹於全臉；之後請依一般早晚保養程序即可。

使用方法：

品名：晶透潤膚水（120ml）

售價：NT$3,150 元/瓶（PV 60）

能夠防禦、抑制、攔截造

成肌膚黯沉的因子，更能

安撫肌膚因外在刺激而引

起的乾燥與不適，提升肌

膚光澤淨透感。

桑白皮萃取

含玻尿酸精華與多種植物

複合經萃，為乾燥肌膚補

水，呈現水嫩、柔亮與彈

性。

專為暗沉、乾燥肌膚設計

喚醒肌膚年輕能量，幫助

後續保養精華吸收，散發

健康光采。

幫助後續保養

品名：晶透靚眼凝霜（15 ml）

售價：NT$3,390 元/罐（PV60）

富含防風、當歸、馬尾

草等多種天然漢方植物

精萃，使肌膚緊緻活力

有彈性。

漢方活膚緊緻植粹

採用ECOCERT有機認

證甘蔗來源角鯊烷，滋

養眼周肌膚，質地輕盈

迅效吸收不黏膩。

質地輕盈無負擔

具保濕、抗皺、緊實、

改善眼周暗沉等多種功

效，一瓶抵多瓶。

改善多種眼部問題

白茶萃取含大量多酚、

類黃酮，可活化肌膚，

有效保護肌膚免於外在

環境因素所引起之傷

害。

白茶萃取

每天早晚使用。使用時，稍加按摩、效果更佳。

使用方法：



品名：晶透精華液（20ml）

售價：NT$5,200 元/瓶（PV 100）

蘊含數種植萃成分（沙

棘油、桑白皮、小黃瓜

萃取等），能調整暗沉

肌膚、缺乏彈性、毛孔

粗大等老化徵兆，使肌

膚重回緊緻透亮。

多種高效植萃成分

海藻萃取搭配玻尿酸，

深度補水，使肌膚飽

水，還原平滑膚觸，讓

肌膚透亮無瑕。

高效保濕成分

將有效成分包覆住，持續

釋放淨白成分，淡化黑色

素、改善斑點與暗沉等狀

況，使肌膚更淨白透亮。

專為輕熟齡及熟齡肌打造

的抗老成分，緊緻拉提，

再現澎潤Ｑ彈肌。

智慧光感應囊球

雞尾酒複合配方，有效

延緩肌膚暗沉、缺乏彈

性、毛孔粗大等初老徵

兆，天天使用喚回肌膚

青春能量，實現彈、

嫩、透、亮！

養膚，減肌齡

品名：晶透雪潤霜（30g）

售價：NT$3,600 元/罐（PV 70）

調和多種植物油的保養精

華，由內而外潤澤修護，

從根本保濕透亮，改善瑕

疵。

複合植物油精華

玻尿酸及十種以上植萃精

華，為肌膚補水，淡化乾燥

紋路，幫助肌膚緊實彈嫩，

散發透亮光澤。

賦予肌膚能量的植萃乳霜

將有效成分包覆住，持續

釋放淨白成分，淡化黑色

素、改善斑點與暗沉等狀

況，使肌膚更淨白透亮。

專為輕熟齡及熟齡肌打造

的抗老成分，緊緻拉提，

再現澎潤Ｑ彈肌。

智慧光感應囊球

建議於晶透潤膚水及精華液後使用。完成基礎保養後，取適量塗抹於臉部及頸部，輕推

至吸收即可。

使用方法：

建議於晶透潤膚水後使用。完成基礎保養後，取適量塗抹於臉部及頸部，輕推至吸收即

可。

使用方法：



品名：物理潤色防曬乳 SPF30 ★★★ 

售價：NT$3,600 元/瓶（PV 70）

使用親膚配方的物理性防

曬成分，能阻隔陽光對肌

膚的傷害，全方面預防黑

斑及肌膚老化。

無負擔的極致防護

溫和防曬、不黏不悶，另

添加淡紫色修色因子，幫

助提升氣色，揮別暗沉蠟

黃。

潤色提亮 保濕防護

為後續底妝創造水潤感，

維持妝容明亮不暗沉，提

供肌膚全天候舒適的上妝

感受。

防曬同時替妝容打底

品名：純淨隔離霜（30g）

售價：NT$3,600 元/罐（PV 70）

強化肌膚防禦力，減少陽

光、壓力等因素對肌膚產

生的傷害，修護抗老、舒

緩鎮定。

調和多種植萃精華

多 種 植 物 精 華 搭 配 玻 尿

酸，能在肌膚表面形成保

護膜，提升肌膚防護力，

隔 離 同 時 保 濕 、 滋 養 肌

膚。

保濕、隔離 一次搞定

適用於各種膚質，自然貼

合肌膚，增添肌膚自然光

澤，為後續底妝創造水潤

澎彈的完美膚觸。

猶如第二層肌膚

用於日常護膚程序後，取適量均勻塗抹於臉部，可化妝前或單獨使用。

使用方法：

完成肌膚保養程序後，於外出前取適量塗抹於臉部及頸部，輕推至吸收即可。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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