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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肌系列

 

為期 8 周的臨床研究中，要求參與者根據 Truescience 產品
使用情況，完成自我評估調。效果因人而異。
*

TrueScience 是什麼 ?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採用最先進的 Nrf2 技術，提供最佳肌
膚護理方法。它代表了護膚史上跨出了令人興奮的飛躍，走向
新一代護膚方式，並經證實能解決面部顯現的衰老痕跡。系列
產品組合使用，能是您的肌膚透顯年輕、更加煥發光彩、緊致
飽滿、深層滋養，同時改善整體膚色。

為什麼使用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效果顯著。該系列每個產品都針對不同
的問題，功效相互疊加，TrueScience 讓您的生意財源滾滾。

Nrf2 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物麼？
是。除了 LifeVantage 全球客戶使用的膳食補充成份（牛奶薊，
假馬齒莧、薑黃、綠茶和胡椒鹼混合物）外，還添加了 Nrf2 成份。
均為植物萃取物。

NRF2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的複合物嗎？
我們的護膚產品含有 Lifevantage 獨家配方，且為 Nrf2 技術
產線唯一直銷產品。此外，市場上大多產品都是針對產品成份
單獨進行臨床研究。而我們的臨床研究則在成品上進行。我們
的研究結果顯示，極高的使用者對產品的認可度。
93% 的參與者同意他們會推薦本產品。*

我如何知道美肌系列是否安全？
LifeVantage 符合化妝品行業所有法規，針對護膚產品進行了
大量安全測試。在人重複性損傷性斑貼試驗（HRIPT）測試中，
未發現刺激性反應。在雞胚尿囊膜試驗（刺激性試驗）測試中，
未發現刺激性反應；然而 TrueScience 產品測試過程中，沒有
動物受到傷害。

每款 TrueScience 產品都添加香味了麼？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皆添加了柚子香味──葡
萄大小的柑橘類水果，原產東亞。這是 TrueScience 的原始香
味，廣受您的客戶接受且喜愛。眼部精華液用於眼部嬌嫩肌膚，
無香味。

TrueScience 產品在哪裡製造？
TrueScience 產品全部在美國製造。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經過動物測試？
TrueScience 產品沒有經過動物測試。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含有苯甲酸類防腐劑、麩質、
基因改造成分或者人工色素?
所有的TRUESCIENCE 產品均無添加苯甲酸類防腐劑、麩質、基
因改造成分及人工色素

TrueScience 產品保質期過後，是否還有功效？
LifeVantage 不建議您在 TrueScience 產品過保質期後繼續
使用，我們無法保證產品安全或品質。

如何使用 TrueScience？
步驟 01 潔面乳：
取少量置於掌心。加水揉搓氣泡。輕輕按摩在全臉，頸部和頸
部以下裸露肌膚。用溫水沖洗乾淨。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2 修復柔膚水：
於掌心中倒入約一茶匙量的柔膚水。輕輕塗抹在面部、頸部和
頸部以下裸露肌膚。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3 眼部精華液：
取少量放於手背。用無名指輕輕將精華拍打在雙眼肌膚。
上下眼瞼均勻塗抹。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4 抗老化乳液：
擠壓 3 次乳液，置於掌心。用指尖塗抹在面部、頸部和頸部以
下裸露肌膚。早晚各用一次。

如果我有牛皮癬、紅斑痤瘡之類的皮膚病，可以使用該
美肌系列產品嗎？
TrueScience 不用於治癒，治療或緩解任何疾病。針對某些情
況是否可以使用 LifeVantage 產品的問題，我們建議您諮詢您
的保健醫生。

如果我有痤瘡可以使用美肌系列麼？
TrueScience 採用不產生粉刺的配方，不會導致痤瘡。但是，如
果您有其他疑慮，請諮詢您的皮膚科醫生或您的保健醫生。

敏感肌膚需要注意什麼？
如果您屬於敏感肌膚，我們建議先在前臂內側塗抹少許進行
測試，然後在用於臉部。如果幾分鐘後沒有出現刺痛感，就可
以按照說明塗抹於臉部。

多久能看到成效？
每個人使用的效果都不盡相同。我們已對 TrueScience 進行了
獨立測試，結果表明，每日使用兩次，堅持 28天，可顯著減緩衰
老痕跡（淡化細紋、皺紋、老年斑、恢復彈性、抗應力等）。*

*為期 8 周的臨床研究中，要求參與者根據 Truescience 產品
使用情況，完成自我評估調。效果因人而異。

我沒有皺紋。那我的皮膚使用 TrueScience 能�受益嗎？
如果能，為什麼呢？
絕對能受益。就像健康飲食幫助提升您的身體機能永不嫌早，
同樣的道理，保養皮膚讓您渙發青春也永不嫌早。

如果我不使用 TrueScience 整套產品會怎樣？
TrueScience 每款產品都可以有效幫助您的肌膚抵抗衰老痕
跡，然而組合搭配使用，效果最佳。每個產品都是針對不同問
題，功效會相互疊加。

這僅可用於面部麼？
視產品而定。眼部精華液僅用在面部。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抗
老化乳液可用於臉部、頸部和胸部。 修復柔膚水可以用於手、
前臂和腿部等部位。

肌膚護理系列產品每日予許最大使用次數是多少？是每
個產品分開使用的次數嗎？
我們建議每個產品早晚各用一次。雖然每天使用兩次以上也
是安全的，但如此產品將很快用盡。

可以在磨皮手術、面部護理、化學換膚或除毛後，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麼？
Lifevantage 建議在使用 TrueScience 前，諮詢您的保健醫生。

有哪些特定條件將導致民眾不適合使用本系列新型
護膚品？
我們建議特皮膚情況殊，需要接受醫療護理的人，在使用 
TrueScience 之前諮詢其保健醫生。

整形手術前後，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安全嗎？
整形手術前，可放心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如果您的皮膚出
現破損、發紅，或高度敏感，我們建議您諮詢保健醫生。

什麼時候使用 TrueScience最合適？
TrueScience 產品應一天使用兩次，早晚各一次

如果使用一個月後，皮膚稍帶粉色，這正常嗎？
完全正常。粉色表明肌膚健康年輕。隨著年齡增長，膚色呈現
暗沉褐色。

我需要/可以用卸妝液嗎？
TrueScience 潔面乳可卸載淡妝。根據您的化妝品用量，您可
能還需要使用卸妝液。

如何保存 TrueScience 產品？
請將 TrueScience 產品放在室溫保存，避免陽光直射和長期
暴露在高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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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Science 是什麼 ?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採用最先進的 Nrf2 技術，提供最佳肌
膚護理方法。它代表了護膚史上跨出了令人興奮的飛躍，走向
新一代護膚方式，並經證實能解決面部顯現的衰老痕跡。系列
產品組合使用，能是您的肌膚透顯年輕、更加煥發光彩、緊致
飽滿、深層滋養，同時改善整體膚色。

為什麼使用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
TrueScience 美肌系列效果顯著。該系列每個產品都針對不同
的問題，功效相互疊加，TrueScience 讓您的生意財源滾滾。

Nrf2 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物麼？
是。除了 LifeVantage 全球客戶使用的膳食補充成份（牛奶薊，
假馬齒莧、薑黃、綠茶和胡椒鹼混合物）外，還添加了 Nrf2 成份。
均為植物萃取物。

NRF2技術是天然植物萃取的複合物嗎？
我們的護膚產品含有 Lifevantage 獨家配方，且為 Nrf2 技術
產線唯一直銷產品。此外，市場上大多產品都是針對產品成份
單獨進行臨床研究。而我們的臨床研究則在成品上進行。我們
的研究結果顯示，極高的使用者對產品的認可度。
93% 的參與者同意他們會推薦本產品。*

我如何知道美肌系列是否安全？
LifeVantage 符合化妝品行業所有法規，針對護膚產品進行了
大量安全測試。在人重複性損傷性斑貼試驗（HRIPT）測試中，
未發現刺激性反應。在雞胚尿囊膜試驗（刺激性試驗）測試中，
未發現刺激性反應；然而 TrueScience 產品測試過程中，沒有
動物受到傷害。

每款 TrueScience 產品都添加香味了麼？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和抗老化乳液皆添加了柚子香味──葡
萄大小的柑橘類水果，原產東亞。這是 TrueScience 的原始香
味，廣受您的客戶接受且喜愛。眼部精華液用於眼部嬌嫩肌膚，
無香味。

TrueScience 產品在哪裡製造？
TrueScience 產品全部在美國製造。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經過動物測試？
TrueScience 產品沒有經過動物測試。

TRUESCIENCE 產品是否含有苯甲酸類防腐劑、麩質、
基因改造成分或者人工色素?
所有的TRUESCIENCE 產品均無添加苯甲酸類防腐劑、麩質、基
因改造成分及人工色素

TrueScience 產品保質期過後，是否還有功效？
LifeVantage 不建議您在 TrueScience 產品過保質期後繼續
使用，我們無法保證產品安全或品質。

如何使用 TrueScience？
步驟 01 潔面乳：
取少量置於掌心。加水揉搓氣泡。輕輕按摩在全臉，頸部和頸
部以下裸露肌膚。用溫水沖洗乾淨。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2 修復柔膚水：
於掌心中倒入約一茶匙量的柔膚水。輕輕塗抹在面部、頸部和
頸部以下裸露肌膚。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3 眼部精華液：
取少量放於手背。用無名指輕輕將精華拍打在雙眼肌膚。
上下眼瞼均勻塗抹。早晚各用一次。

步驟 04 抗老化乳液：
擠壓 3 次乳液，置於掌心。用指尖塗抹在面部、頸部和頸部以
下裸露肌膚。早晚各用一次。

如果我有牛皮癬、紅斑痤瘡之類的皮膚病，可以使用該
美肌系列產品嗎？
TrueScience 不用於治癒，治療或緩解任何疾病。針對某些情
況是否可以使用 LifeVantage 產品的問題，我們建議您諮詢您
的保健醫生。

如果我有痤瘡可以使用美肌系列麼？
TrueScience 採用不產生粉刺的配方，不會導致痤瘡。但是，如
果您有其他疑慮，請諮詢您的皮膚科醫生或您的保健醫生。

敏感肌膚需要注意什麼？
如果您屬於敏感肌膚，我們建議先在前臂內側塗抹少許進行
測試，然後在用於臉部。如果幾分鐘後沒有出現刺痛感，就可
以按照說明塗抹於臉部。

多久能看到成效？
每個人使用的效果都不盡相同。我們已對 TrueScience 進行了
獨立測試，結果表明，每日使用兩次，堅持 28天，可顯著減緩衰
老痕跡（淡化細紋、皺紋、老年斑、恢復彈性、抗應力等）。*

*為期 8 周的臨床研究中，要求參與者根據 Truescience 產品
使用情況，完成自我評估調。效果因人而異。

我沒有皺紋。那我的皮膚使用 TrueScience 能�受益嗎？
如果能，為什麼呢？
絕對能受益。就像健康飲食幫助提升您的身體機能永不嫌早，
同樣的道理，保養皮膚讓您渙發青春也永不嫌早。

如果我不使用 TrueScience 整套產品會怎樣？
TrueScience 每款產品都可以有效幫助您的肌膚抵抗衰老痕
跡，然而組合搭配使用，效果最佳。每個產品都是針對不同問
題，功效會相互疊加。

這僅可用於面部麼？
視產品而定。眼部精華液僅用在面部。 潔面乳、修復柔膚水、抗
老化乳液可用於臉部、頸部和胸部。 修復柔膚水可以用於手、
前臂和腿部等部位。

肌膚護理系列產品每日予許最大使用次數是多少？是每
個產品分開使用的次數嗎？
我們建議每個產品早晚各用一次。雖然每天使用兩次以上也
是安全的，但如此產品將很快用盡。

可以在磨皮手術、面部護理、化學換膚或除毛後，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麼？
Lifevantage 建議在使用 TrueScience 前，諮詢您的保健醫生。

有哪些特定條件將導致民眾不適合使用本系列新型
護膚品？
我們建議特皮膚情況殊，需要接受醫療護理的人，在使用 
TrueScience 之前諮詢其保健醫生。

整形手術前後，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安全嗎？
整形手術前，可放心使用 TrueScience 產品。如果您的皮膚出
現破損、發紅，或高度敏感，我們建議您諮詢保健醫生。

什麼時候使用 TrueScience最合適？
TrueScience 產品應一天使用兩次，早晚各一次

如果使用一個月後，皮膚稍帶粉色，這正常嗎？
完全正常。粉色表明肌膚健康年輕。隨著年齡增長，膚色呈現
暗沉褐色。

我需要/可以用卸妝液嗎？
TrueScience 潔面乳可卸載淡妝。根據您的化妝品用量，您可
能還需要使用卸妝液。

如何保存 TrueScience 產品？
請將 TrueScience 產品放在室溫保存，避免陽光直射和長期
暴露在高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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