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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概述
您準備好獨家首創，擁有雙重功效，單次療程就能同時進行
深層淨膚、緊緻的美顏系統嗎? 由權威組織認證的皮膚科醫
生聯合研製，ageLOC LumiSpa 的創作靈感源自皮膚膠原
蛋白製造的基因研究。

柔軟的矽膠導頭，ageLOC LumiSpa 在移動中提供精準頻
率幫助皮膚再生，單次使用已經達到肌膚光滑、幼嫩效果。

LumiSpa 誘過其申請專利中的反旋設計，緊緻毛孔的動作
溫和 – 但深層地 – 洗走污垢、油脂、彩妝和毒素。提高皮膚
光澤度和透亮度同時，減低毛孔明顯度。LumiSpa的活膚臉
部按摩亦會令您期待下一次療程。

體驗更光滑幼嫩的皮膚和提神的臉部按摩。每天兩次
花簡單的兩分鐘，少至兩星期就能享受更健康年輕的
肌膚。

主要市場對象
ageLOC LumiSpa 適合任何對皮膚抗衰老有興趣或者追求
保持健康年輕肌膚的成年人。

產品焦點
  •	 機身 – ageLOC LumiSpa 是一台防水，可足電的手持

式個人皮膚護理儀器。配合特別研製的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s 一併使用，淨膚同時活化臉部肌
膚細胞。

  •	 導頭	– ageLOC LumiSpa 附上兩款導頭: 普通及加
強。它們溫和、不會磨蝕的銀離子抗菌矽膠表面，比其
他一般洗臉儀器使用的毛擦頭更衛生。它們細緻的設
計有助提升皮膚吸收度，幫您增強產品最大效益。

  • Treatment Cleansers – ageLOC LumiSpa 附上4種針
對不同肌膚類型的 treatment cleanser選擇: 乾性皮膚、
一般/混合型、油性皮膚，和敏感性皮膚。含Nu Skin獨
家專利研發ageLOC成份的強效產品。特別為LumiSpa

而設，臨床實驗證明儀器配合此產品使用能有助達到
最完美的潔膚效果 – 展示健康、充滿光澤、年輕

        的肌膚。

優點
  • 即時效果，單次使用後皮膚立即感覺更柔軟光滑 
  • 7種對皮膚的好處: 更生肌膚、平滑度、透亮度、清新的

氣息、乾淨的皮膚、毛孔明顯度減到最低、增加整體飽
滿度。

  • 堅持每天兩次，每次使用兩分鐘更能顯示LumiSpa的
 功效。
  • 早上使用LumiSpa能提升皮膚活力，得到更清新、光滑

的肌膚，回復青春氣息。
  • 晚上使用LumiSpa 深層清潔皮膚，透過按摩為皮膚
 減壓。
  • 帶走老化角質層，促進皮膚更生、改善皮膚光澤度和

緊緻彈性。
  • 柔軟的矽膠導頭更清潔衛生，不易磨損，比起市面上一

般擦頭更易清潔。
  • 少至兩星期便能擁有更年輕健康、充滿光澤的皮膚。
  • 性質溫和，適合每天兩次使用。
  • 獨特的迴旋動作帶走老化角質層同時減低毛孔顯
        眼度。
  • 專利的反旋設計傳送清潔以外的美容療程。
  • 減低毛孔明顯度。. 
  • 不傷皮膚，清潔但保持皮膚自然平衡濕度。
  • 柔和不刺激皮膚地洗走雜質、彩妝、污垢和毒素。
  • 含有Nu Skin獨家專利研發的ageLOC成份，針對皮膚

老化根源及鎖緊年輕外表。

臨床實驗證明的好處
連續使用ageLOC LumiSpa 12星期的初步研究顯示試用
者一致認同皮膚質素有改善:
  • 光滑度
  • 柔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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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彈性
  • 透光感
  • 充滿光澤
試用者單次試用後已經體驗數項改變。

用法
要達到最佳效果，每天使用 ageLOC LumiSpa 兩次、每次
兩分鐘，作為您的清潔步驟。早上及晚上，利用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 淨化及保護肌膚。隨之使用您
所選的化妝水，精華液和保濕面霜。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S
ageLOC LumiSpa 附上4種針對不同肌膚類型的 
treatment cleanser 選擇: 乾性皮膚、一般/混合型、油性皮
膚，和敏感性皮膚。含 Nu Skin 獨家專利研發針對抗衰老的 
ageLOC 成份的強效產品，有效維持健康、
光澤、年輕的皮膚。

ageLOC treatment cleansers 的研製，是為了在 LumiSpa申
請專利中的導頭與皮膚接觸時提供精確的緩衝、清潔，增強
抗衰老效益。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S 主要成份
•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油性                 

原料含有日本虎杖 (虎杖根提取物) 精華、蜂蠟醇、PCA 去
幫助減低油脂的製造和平滑肌膚，亦含有石榴(Punica 
Granatum)汁精華和肌肽以提供抗氧化保護。

•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 一般/混合皮膚			
含有乳薊 (Silybum Marianum Seed) 油、臍形紫菜精華，
和擬球藻精華去幫助維持皮膚天然的濕度保護層，亦有
杜鵑 (Ferrugineum)精華提供抗氧化保護。

•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乾性皮膚		      
含有乳酸鈉、Sodium PCA、甘氨酸、果糖、菸鹼醯胺，和
肌醇幫助保護皮膚天然濕度，角鯊烷有助維持皮膚天然
的濕度保護層，其中的水楊醯植物鞘氨醇可以撫平肌膚。

•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敏感性皮膚				
是我們最溫和的配方。粉色凝膠由於只有輕微的界面活
性劑，只會製造少量泡沫。配方含有Avena Sativa Kernel  
(燕麥)精華、松樹皮精華 (粉紅色來源)，和沒藥醇去幫助
鎮靜和撫平幼嫩肌膚。尿囊素亦有助調理皮膚。

補充產品
• ageLOC Galvanic Spa/Nu Skin Facial Spa – ageLOC 

Galvanic Spa 利用直流電復原您本來的氣息和增加皮膚
活力。Nu Skin Facial Spa 運用微電流去刺激和調理肌
膚。每星期2至3次使用Galvanic Spa或者Facial Spa，配
合每天使用ageLOC LumiSpa 療程效果更加顯著。

• ageLOC Me® — 創造全新量身訂做的抗老護膚品。卓越
但易於使用，ageLOC Me 一次送上5種強效抗老產品，

從近乎2,000種可能中選專屬您的護膚組合。
• Tru Face® Line Corrector—創造全新量身訂做的抗老護

膚品。卓越但易於使用，ageLOC Me 一次送上5種強效
抗老產品，從近乎2,000種可能中選專屬您的護膚組
合。ageLOC® Tru Face® Essence Ultra—Formulated with 
the power of Ethocyn®* and Nu Skin’s revolutionary anti-
aging science to target the sources of aging that lead to 
the loss of firmness. 

常見問題
ageLOC LumiSpa 操作原理?
以其柔軟矽膠導頭，ageLOC LumiSpa 專利的微脈衝振盪
技術在儀器移動時以精準頻率促進皮膚再生、單次使用皮膚
已經變得幼嫩光滑。同時間，LumiSpa 溫和 – 但深屠的 – 以
其專利的反旋收緊毛孔的律動洗去污垢、油脂、彩妝，和毒
素，令肌膚感覺更光滑之餘亦收細毛孔。

哪些是 ageLOC LumiSpa 與別不同的主要原因?
ageLOC LumiSpa 與別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1. 有別於現今市面上的潔面儀器通常使用的一般毛擦頭

或鬃毛擦頭，ageLOC LumiSpa使用的醫療級矽膠導
頭不會破壞皮膚或損壞皮膚細胞。

2. ageLOC LumiSpa專利的微脈衝振盪技術更有效地清
潔和調理肌膚，帶給您更優越肌膚更生效果。

3. ageLOC LumiSpa 煥膚潔淨的雙重功效，為您節省時
間 - 在活化肌膚細胞的同時深度清潔及去除角質層。

名字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Lumi” 意指 “發光的”，強調最初開始使用此儀器的對您
皮膚帶來的改善。“Spa” 去重申此儀器、導頭，和 
Treatment cleansers 在每次使用時都會為您帶來專業美容
的效果。

如何知道	ageLOC LumiSpa 導頭是否適合我?	
根據您的皮膚類型和療程需要去選擇專屬您的導頭。兩款導
頭都能帶走油污和淨化肌膚，柔和的接觸適合敏感、乾燥、
偏油和普通/混合型皮膚。效硬身的導頭提供比較激烈的清
潔選擇。
導頭壽命有多長?
我們建議您每三個月更換一次導頭以確保您的肌膚持續地
得到最佳效果。

如何配合ageLOC LumiSpa	與treatment cleansers使用?
Treatment cleansers 是特別為了配合ageLOC LumiSpa使
用而研製。它們特定的配方幫助反旋式設計導頭有效率地
在清潔和去角質的同時，將其中特別的抗老精華分散到面
上各處，令肌膚看起來更年輕健康。

Treatment cleanser 可用多久?
一支 treatment cleanser 應30日左右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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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Skin	為 ageLOC LumiSpa	進行了多少研究?
在ageLOC LumiSpa的研製期間Nu Skin總共進行了11次科
研，亦會在未來繼續進行額外的臨床實驗去證實其優勝
之處。

ageLOC LumiSpa有專利權嗎?
有，數種專利包括ageLOC LumiSpa儀器及其獨特的微脈
衝振盪技術。

一定要用配合ageLOC LumiSpa 和ageLOC LumiSpa treat-
ment cleansers使用嗎?	如果我用其他的潔面霜或乳液呢?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s 是特別為了配合
ageLOC LumiSpa使用而研製。它們容許更LumiSpa的專利
導頭可以在清潔時和皮膚有更輕柔互動，提高最佳效果。它
們亦是市面上唯一有實驗測試證明配合ageLOC LumiSpa使
用可得到儀器最大功效，感覺年輕健康的肌膚。

ageLOC LumiSpa 與ageLOC Galvanic Spa®	或	Nu Skin® 
Facial Spa的不同之處?
ageLOC LumiSpa提供每天兩次的調理潔膚功效同時亦應
該是您日常皮膚護理步驟之一，ageLOC Galvanic Spa 和 
Nu Skin Facial Spa卻是每星期使用三次去提供特別的護膚
療程。ageLOC LumiSpa 和 ageLOC Galvanic Spa/Nu 
Skin Facial Spa 都有全面的抗老益處: ageLOC LumiSpa
調理及清潔皮膚，達至光滑、幼嫩、更閃亮耀眼的外表 ; 
ageLOC Galvanic Spa調整、更生、滋潤皮膚; Nu Skin 
Facial Spa利用微電流去改善及收緊皮膚。

ageLOC LumiSpa 可治癒粉刺暗瘡嗎?
ageLOC LumiSpa的設計並非用來治癒粉刺暗瘡。此系統
的研製是為了改善皮膚年輕健康程度，為肌膚帶來更生淨化
的好處。希望治癒粉刺暗瘡者，應繼續您日常的護膚程序，
並在使用ageLOC LumiSpa前徵詢皮膚科醫生的意見。
ageLOC LumiSpa可用在身上嗎?
ageLOC LumiSpa 專門針對面部皮膚及提供該部位抗老淨
化功效而設。我們不建議在身體任何其他部位上使用該
儀器。

我可以在洗澡期間用ageLOC LumiSpa嗎?
可以，ageLOC LumiSpa的防水設計讓您可於洗澡或其他較
濕的環境使用。

充滿電池後ageLOC LumiSpa可維持多久?
ageLOC LumiSpa 充電後以一般用電量而言，維持一星期
左右。

成份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normal/
combo
水(Aqua)、椰油鹼性界面活性劑、椰油酰谷氨酸鈉Sodium 
Cocoyl Glycinate、甘油、丙烯酸酯聚合體、甲基乙基酯、二
乙醇二硬脂酸、PEG-8、杜鵑花精華、擬球藻精華、五味子果
實提取物、臍形紫菜提取物、奶薊籽油、歐洲水仙花球提取
物、水稻(米)提取物、丙烯酸酯/丙烯酸C 10-30烷基酯交聯聚
合物、聚季銨鹽-39、苯氧乙醇、氯苯甘醚、苯甲酸鈉、植物
酸、氫氧化鈉、植酸鈉、香味(香水)、氟金雲母、二氧化鈦(CI 
77891)、礬土、氧化錫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oily
水(Aqua)、椰油酰胺丙基甜菜鹼、丙烯酸酯共聚物、月桂基醚
硫酸銨、甘油、聚乙二醇-80、二PPG-2 肉豆蔻油醇聚醚-10 己
二酸酯、椰油基葡糖苷、石榴汁精華、歐洲水仙花球提取物、
虎杖提取物、五味子果實提取物、水稻(米)提取物、甘油油酸
酯、聚季銨鹽-10、蜂蠟醇、PCA、肌肽、1,2-己二醇、香味(香
水)、檸檬酸、氨甲基丙醇、脫氫乙酸、氯苯甘醚、苯氧乙醇、
苯甲酸鈉、丙二醇、辛甘醇、Disodium EDTA、雲母(CI 77019)
、二氧化鈦(CI 77891)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dry
水(Aqua)、碳酸二辛酯、蘋果酸二異硬脂酸、Tribehenin 
PEG-20 Esters、甘油、甘油醇26、角鯊烷、鯨蠟醇、矽靈、辛
酸/癸酸/肉豆蔻酸/硬脂酸甘油三酯、木鲁星果棕油酸钠、水
稻(米)提取物、五味子果實提取物、葉黃素、歐洲水仙花球提
取物、丙烯酸酯/丙烯酸C 10-30烷基酯交聯聚合物、烟酰胺、
尿素、Methylsilanol Hydroxyproline Aspartate、 聚氧乙烯
(40)氫化蓖麻油、乳酸鈉、Sodium PCA、植物油、 黃原膠、
鯊肝醇、丁二醇、戊二醇、植物甾醇/辛基十二醇月桂醯谷氨酸
酯、麥芽糊精、芸薹油醯胺丙基二甲基胺、羥苯基丙醯胺苯
甲酸、水楊醯植物鞘氨醇、果糖、甘氨酸、肌醇、乳酸、卵磷
脂、苯氧乙醇、羥基苯乙酮、Disodium EDTA, Sodium 
Hydroxide、香味(香水) 

ageloc lumispa treatment cleanser—sensitive
水(Aqua)、鯨蠟醇、甘油、聚二甲基矽氧烷、椰油酰胺丙基
甜菜鹼、辛基/癸基葡糖苷、辛酰/癸酰氨丙基甜菜鹼、卡波
姆、歐洲水仙花球提取物、松樹皮提取物、五味子果實提取
物、燕麥(米)萃取物、尿囊素、生薑提取物、紅沒藥醇、肌
肽、黃原膠、羥基苯乙酮、苯氧乙醇、Disodium EDTA、氫氧
化鈉、氯化鈉、檸檬酸

* Ethocyn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B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