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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八週臨床研究的一部分，參與者被要求根據他們使用
TrueScience產品完成一項自我評估調。 個別結果可能會有所
不同。

*

甚麼是TrueScience ?
TrueScience美膚系列採用先進的Nrf2技術和各種護膚解決方
案。 它代表了下一代護膚領域的一次令人興奮的躍進，並且已
被證實能解決臉部老化的痕跡。 本系列產品的協同作用，能幫
助肌膚更年輕、更明亮、更緊緻以及深度保濕，同時改善整體
膚色。

為什麼選擇TrueScience美膚系列？
TrueScience美膚系列讓你看得見肌膚的改變。因為每一款產
品之間都是有關聯的，每一款產品所針對的肌膚問題都是不
一樣的，所以共同使用的效果會更加明顯。此外，TrueScience
還為您提供了極佳的收入來源

是什麼使得TrueScience如此獨一無二？
是的。 除了生命優勢客戶已慣用全球補添得混合物之外，還添
加了其他Nrf2成分。 它們都是植物萃取物。

NRF2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的複合物嗎？
我們的護膚品系列包含獨家配方原料，僅供生命優勢公司使
用，是直銷界唯一使用Nrf2技術的產品系列。 此外，市場上的
許多臨床研究都是針對其產品中的各種成分進行的。 我們的
臨床研究是在成品上進行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的
認可率非常高。 百分之九十三的參與者認為他們會推薦這款
產品。*

我如何知道本美膚系列產品是安全的？
生命優勢公司遵守所有有關化粧品業的相關法規，並且已經
進行了廣泛的護膚產品安全性測試。 在人體重複傷害貼片測
試（HRIPT）中，並無發現刺激現象。 在Het-Cam測試中，這是一
個眼刺激測試，沒有發現刺激; 此外，在TrueScience產品的測
試中，沒有動物受到傷害。

每個TRUESCIENCE 產品中都含有香料嗎？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搭配使用柚子香精 -這是一
種類似小柚子的柑橘類水果，源自東亞。 這是您的客戶知道並
喜愛的原始TrueScience香味。而 眼部精華液則未使用任何香
精，因此更適用於眼部周圍。

TRUESCIENCE 產品是在哪裡製造的？
TRUESCIENCE 產品是在美國製造的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進行動物試驗?
TRUESCIENCE 產品並未進行任何動物試驗

TrueScience 產品含有苯甲酸、穀蛋白、轉基因物或
人工色素嗎？
所有 TrueScience 產品都不含苯甲酸，穀蛋白，轉基因物和人
工色素。

TRUESCIENCE產品在保存期限後是否會失去效力和效能？
生命優勢不建議在保存期限之後仍繼續使用TrueScience產
品，因為我們無法保證在保存期限之後的產品安全或品質

我該如何使用TRUESCIENCE產品？
步驟一 潔面乳
將少量潔面乳擠入掌心。加水產生細膩泡沫，輕柔按摩整個臉
部，頸部和肩部，然後用溫水清洗。早晚使用。
步驟二 修復柔膚水
倒出約1茶匙的量於掌心，輕輕地塗抹於臉部、頸部和肩部。早
晚使用。
步驟三 眼部精華液
擠出少量眼部精華液到手背上，用無名指沾取後輕拍於雙眼
的上下四周。早晚使用。
步驟四 抗老化乳液
按壓乳液壓頭約3次的量到手掌心，用指尖塗抹臉部、頸部和
肩部。早晚使用。

如果我有皮膚乾癬或 玫瑰斑等皮膚狀況，可以使用這個
美膚產品嗎？
TrueScience並不是為了治癒、治療或緩解任何疾病的產品。對
於任何使用生命優勢產品以解決您的個人問題，我們建議您
在使用前諮詢您的醫生。

如果我有痤瘡，是否可以使用這個美膚產品？
TrueScience採用不阻塞毛孔的配方，正常使用應不會影響痤
瘡狀況。 但是，如果您有其他疑慮，請諮詢您的皮膚科醫生或
您的醫療保健人員。
對於敏感皮膚可有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嗎？
如果您屬於敏感型皮膚，我們建議您在使用前將少量的產品
塗抹在前臂內側皮膚上，以進行測試。 如果幾分鐘後沒有發生
刺激現象，則請按照指示塗抹於臉部。

要多久我才可以看到使用的效果？
使用的效果將視個別差異而有所不同。但依據 我們獨立測試
TrueScience產品的結果，當每天使用兩次至少達28天*，結果
顯示它在減少老化痕跡上（如細紋，皺紋，改善肌膚彈性等）方
面是有效的。

我沒有任何皺紋，我的皮膚仍然能從TRUESCIENCE產品中
獲益嗎？如果是這樣，該如何做？
當然可以。 幫助皮膚保持年輕永遠不會嫌太早! 正如同正確的
飲食可以幫助身體達到最佳狀態，也永遠不會太早!

如果我不使用所有的 TRUESCIENCE產品，會怎麼樣嗎？
單獨而言，TrueScience產品能有效幫助肌膚抵禦老化的明顯
跡象，但TrueScience的產品設計著重的是整體使用時的協同
作用，並藉以獲得最佳效果。每種產品都針對不同的皮膚問題
而設計，並且這些效果都是互為加乘的。

這套產品僅僅適用於臉部嗎？
這將取決於個別產品。眼部精華液僅適用於臉部。潔面乳、修
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可用於臉部、頸部和胸部。 修復柔膚水
可用於手部、前臂和雙腿等部位。

本美膚系列最多可以在一天內使用幾次? 對於每種個別產
品又可以使用幾次？
我們建議每種產品可在早上和晚上各使用一次。 然而每天使
用兩次以上仍是安全的，因為它們不會維持很長時間。

TRUCESCIENCE產品可以在磨皮、做臉、化學換膚或脫毛
後使用嗎？
在此情況下，生命優勢建議您在使用TrueScience產品之前，
先諮詢您的醫生。

有任何原因可能導致人們無法使用此新護膚系列產
品嗎？
我們建議任何有皮膚狀況的人，在使用TrueScience產品之前，
應先諮詢醫生。

TRUSESENCE產品是否得安全使用於彩妝程序前後？
TrueScience產品皆可以安全使用在彩妝程序之前。如果您的
皮膚有破損、變紅或者高度敏感等情形，我們建議先諮詢您的
醫生。

何時為使用TrueScience產品的最佳時機?
TrueScience產品被設計為每天使用兩次，早晚各一次。

如果皮膚在使用一個月後變成有一些粉紅色，這是正
常的嗎？
這是完全正常的。 粉紅色反應的是健康和年輕的皮膚。 隨著
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膚色會呈現出橄欖綠或褐色調。

我需要/我可以使用卸妝產品嗎？
TrueScience潔面乳是一款淡妝卸妝產品。 根據您的化妝的濃
淡，您可能需要額外添購其他卸妝產品。

我應該如何儲存TRUESCIENCE產品？
TrueScience產品應儲存在室溫下，避免長時間暴露在陽光照
射下和極端溫度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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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八週臨床研究的一部分，參與者被要求根據他們使用
TrueScience產品完成一項自我評估調。 個別結果可能會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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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TrueScience ?
TrueScience美膚系列採用先進的Nrf2技術和各種護膚解決方
案。 它代表了下一代護膚領域的一次令人興奮的躍進，並且已
被證實能解決臉部老化的痕跡。 本系列產品的協同作用，能幫
助肌膚更年輕、更明亮、更緊緻以及深度保濕，同時改善整體
膚色。

為什麼選擇TrueScience美膚系列？
TrueScience美膚系列讓你看得見肌膚的改變。因為每一款產
品之間都是有關聯的，每一款產品所針對的肌膚問題都是不
一樣的，所以共同使用的效果會更加明顯。此外，TrueScience
還為您提供了極佳的收入來源

是什麼使得TrueScience如此獨一無二？
是的。 除了生命優勢客戶已慣用全球補添得混合物之外，還添
加了其他Nrf2成分。 它們都是植物萃取物。

NRF2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的複合物嗎？
我們的護膚品系列包含獨家配方原料，僅供生命優勢公司使
用，是直銷界唯一使用Nrf2技術的產品系列。 此外，市場上的
許多臨床研究都是針對其產品中的各種成分進行的。 我們的
臨床研究是在成品上進行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的
認可率非常高。 百分之九十三的參與者認為他們會推薦這款
產品。*

我如何知道本美膚系列產品是安全的？
生命優勢公司遵守所有有關化粧品業的相關法規，並且已經
進行了廣泛的護膚產品安全性測試。 在人體重複傷害貼片測
試（HRIPT）中，並無發現刺激現象。 在Het-Cam測試中，這是一
個眼刺激測試，沒有發現刺激; 此外，在TrueScience產品的測
試中，沒有動物受到傷害。

每個TRUESCIENCE 產品中都含有香料嗎？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搭配使用柚子香精 -這是一
種類似小柚子的柑橘類水果，源自東亞。 這是您的客戶知道並
喜愛的原始TrueScience香味。而 眼部精華液則未使用任何香
精，因此更適用於眼部周圍。

TRUESCIENCE 產品是在哪裡製造的？
TRUESCIENCE 產品是在美國製造的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進行動物試驗?
TRUESCIENCE 產品並未進行任何動物試驗

TrueScience 產品含有苯甲酸、穀蛋白、轉基因物或
人工色素嗎？
所有 TrueScience 產品都不含苯甲酸，穀蛋白，轉基因物和人
工色素。

TRUESCIENCE產品在保存期限後是否會失去效力和效能？
生命優勢不建議在保存期限之後仍繼續使用TrueScience產
品，因為我們無法保證在保存期限之後的產品安全或品質

我該如何使用TRUESCIENCE產品？
步驟一 潔面乳
將少量潔面乳擠入掌心。加水產生細膩泡沫，輕柔按摩整個臉
部，頸部和肩部，然後用溫水清洗。早晚使用。
步驟二 修復柔膚水
倒出約1茶匙的量於掌心，輕輕地塗抹於臉部、頸部和肩部。早
晚使用。
步驟三 眼部精華液
擠出少量眼部精華液到手背上，用無名指沾取後輕拍於雙眼
的上下四周。早晚使用。
步驟四 抗老化乳液
按壓乳液壓頭約3次的量到手掌心，用指尖塗抹臉部、頸部和
肩部。早晚使用。

如果我有皮膚乾癬或 玫瑰斑等皮膚狀況，可以使用這個
美膚產品嗎？
TrueScience並不是為了治癒、治療或緩解任何疾病的產品。對
於任何使用生命優勢產品以解決您的個人問題，我們建議您
在使用前諮詢您的醫生。

如果我有痤瘡，是否可以使用這個美膚產品？
TrueScience採用不阻塞毛孔的配方，正常使用應不會影響痤
瘡狀況。 但是，如果您有其他疑慮，請諮詢您的皮膚科醫生或
您的醫療保健人員。
對於敏感皮膚可有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嗎？
如果您屬於敏感型皮膚，我們建議您在使用前將少量的產品
塗抹在前臂內側皮膚上，以進行測試。 如果幾分鐘後沒有發生
刺激現象，則請按照指示塗抹於臉部。

要多久我才可以看到使用的效果？
使用的效果將視個別差異而有所不同。但依據 我們獨立測試
TrueScience產品的結果，當每天使用兩次至少達28天*，結果
顯示它在減少老化痕跡上（如細紋，皺紋，改善肌膚彈性等）方
面是有效的。

我沒有任何皺紋，我的皮膚仍然能從TRUESCIENCE產品中
獲益嗎？如果是這樣，該如何做？
當然可以。 幫助皮膚保持年輕永遠不會嫌太早! 正如同正確的
飲食可以幫助身體達到最佳狀態，也永遠不會太早!

如果我不使用所有的 TRUESCIENCE產品，會怎麼樣嗎？
單獨而言，TrueScience產品能有效幫助肌膚抵禦老化的明顯
跡象，但TrueScience的產品設計著重的是整體使用時的協同
作用，並藉以獲得最佳效果。每種產品都針對不同的皮膚問題
而設計，並且這些效果都是互為加乘的。

這套產品僅僅適用於臉部嗎？
這將取決於個別產品。眼部精華液僅適用於臉部。潔面乳、修
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可用於臉部、頸部和胸部。 修復柔膚水
可用於手部、前臂和雙腿等部位。

本美膚系列最多可以在一天內使用幾次? 對於每種個別產
品又可以使用幾次？
我們建議每種產品可在早上和晚上各使用一次。 然而每天使
用兩次以上仍是安全的，因為它們不會維持很長時間。

TRUCESCIENCE產品可以在磨皮、做臉、化學換膚或脫毛
後使用嗎？
在此情況下，生命優勢建議您在使用TrueScience產品之前，
先諮詢您的醫生。

有任何原因可能導致人們無法使用此新護膚系列產
品嗎？
我們建議任何有皮膚狀況的人，在使用TrueScience產品之前，
應先諮詢醫生。

TRUSESENCE產品是否得安全使用於彩妝程序前後？
TrueScience產品皆可以安全使用在彩妝程序之前。如果您的
皮膚有破損、變紅或者高度敏感等情形，我們建議先諮詢您的
醫生。

何時為使用TrueScience產品的最佳時機?
TrueScience產品被設計為每天使用兩次，早晚各一次。

如果皮膚在使用一個月後變成有一些粉紅色，這是正
常的嗎？
這是完全正常的。 粉紅色反應的是健康和年輕的皮膚。 隨著
年齡的增長，我們的膚色會呈現出橄欖綠或褐色調。

我需要/我可以使用卸妝產品嗎？
TrueScience潔面乳是一款淡妝卸妝產品。 根據您的化妝的濃
淡，您可能需要額外添購其他卸妝產品。

我應該如何儲存TRUESCIENCE產品？
TrueScience產品應儲存在室溫下，避免長時間暴露在陽光照
射下和極端溫度的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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