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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皆宜，純素可食

● 嚴選蔬菜、瓜果及草本植物等食材，傳承日式

   傳統發酵技術，充分保留食材多元營養精華。

● 添加植物乳桿菌，幫助全方位調節生理機能，

   使每天活力滿滿！

售價：NT$2,080元/瓶 (PV 37)

森源綜合蔬果發酵液（750毫升±5%）

● 高單位B群，有助維持能量正常代謝

● 牛磺酸+肌醇，迅速補充能量，元氣滿分

● 一天一錠，補足所需戰鬥力

速威B群糖衣錠（90錠/瓶）

售價：NT$ 960元/盒（PV 20）

適用對象：學生族、上班族、壓力族、
               外食族、熬夜族、應酬族



東森活泉精華膠囊 (60顆/瓶)

售價：NT$7,455 元/盒（PV 140）

東森活泉精華膠囊 (10顆/盒)

售價：NT$1,260 元/盒（PV 20）

食用方法：日常保養1天2顆，加強保健1天4顆，多食無益。

適用族群：追求養顏美容、作息不正常、生活壓力大、

　　　　　追求男性自信、積極追求健康。

「HAUMANU」，毛利語，”新生、再生”的意思。

選用來自紐西蘭最純淨珍貴的鹿胎盤及鹿茸精華，富含源源不

絕的新生能量，搭配高純度濃縮人參皂苷、植萃活力精華，養

顏美容、幫助入睡、精神旺盛，全方位打造健康活力。



東森獨家胜肽的創新突破機密在哪裡？



胜肽系列保健食品貼心小叮嚀

昇衡肽 Railance (40顆/盒)

售價：NT$2,930 元/盒（PV 60）

中日獨家研發，胜肽技術突破性發展

純天然、機能性，上緊身體的發條

讓自身進行修補，重啟新生能量！

倍能肽 Balantides (30顆/盒)

售價：NT$3,255 元/盒（PV 67）

中日獨家研發，胜肽技術突破性發展

純天然、機能性，上緊身體的發條

添加精氨酸及鋅，深層調節生理機能

帶動順暢循環、健康維持！

美姬肽+ Magictides+ (30顆/盒 )

售價：NT$3,420 元/盒（PV 70）

中日獨家研發，胜肽技術突破性發展

純天然、機能性，上緊身體的發條

添加鈣及維生素D，輕鬆補充鈣質

適用對象：日常保養

適用對象：循環不佳、男性加強保養

適用對象：鈣攝取不足、女性加強保養



優適V軟膠囊 Makuclear

售價：NT$1,985 元/盒（PV 40）

食用方式：

每日1次，每次1-2粒，餐後食用。

一日請勿超過2粒，多食無益。

適用對象：低頭族、學生族、上班族、
               眼鏡族、銀髮族

普維康 Pumpwell

售價：NT$1,985 元/盒（PV 40）

一般保養：每日1次，每次1粒，餐後食用

加強保養：每日1次，每次2粒，餐後食用

適用對象：中廣族、銀髮族、外食族、
               肉食族、循環弱、易喘族

★枸杞
★小米草

東方傳統守護配
方，滋補更晶亮

★葉黃素
★玉米黃素

2粒即達每日建議
    攝取量30毫克

★雨生紅藻
★山桑子
★黑豆種皮萃取

蝦紅素加上高濃度
花青素，三重防護
力，健康又舒適

★魚油
★星星果油

Omega-3讓世界水
亮不枯萎

適用對象：銀髮族、運動族、久站/久坐族、過重族

健康清道夫，維持
循環暢通

   提供管道防護力，
       避免脆弱易破裂

提供動能、加壓
幫浦，給予管道
足夠循環壓

倍舒暢300 Probiotics300

售價：NT$1,985 元/盒（PV 40）

一般保養 : 每日一次，一次一包

加強保養 : 每日兩次，一次一包

空腹或飯前兩小時食用

可直接食用或搭配低於40°C溫開水食用

適用對象：肉食主義者、外食族、久坐族、
               不順卡卡族、緊張壓力族

Agility+艾捷力PLUS膠囊食品

售價：NT$2,180 元/盒（PV 40）

升級添加日本大廠玻尿酸，搭配原有強健五大

配方，強勢加強修復、重建力，並採用吸收升

級膠囊，完整吸收讓你靈活有力！



         美益C（3公克/包）

售價：NT$1,985 元/盒（PV 40）

食用方法：保養1天1包，加強1天2包

適用對象：營養不均衡、作息不正常、生活壓力大、
               菸酒過量者、環境危害多

        養護能營養液（20支/盒，25毫升/支）

售價：NT$4,725 元/盒（PV 60）

食用方法：保養1天1瓶，加強1天2瓶，

               可直接或稀釋食用。

適用對象：體力虛弱者，健身族群者，中老年人營養補充，
               成長中兒童，病後調養者。

         欣護能營養液（20支/盒，25毫升/支）

售價：NT$4,725 元/盒（PV 60）

食用方式：保養1天1瓶，加強1天2瓶，

               可直接或稀釋食用。

適用對象：缺乏運動者，菸酒過量者，
               體力虛弱者，新陳代謝差者。



魅力靚顏飲 (50毫升/瓶，24瓶/盒)
售價：NT$1,760 元/盒（PV 35）

嚴選海洋青春元素，由內而外，輕鬆美麗

5000mg小分子膠原蛋白，高效率補充，美

肌更有感。一瓶只有23.2大卡，好喝無負

擔！

彈潤：
法國小分子魚膠原蛋白，持續補充
青春能量。

張力：
小分子鱸魚胜肽，深度活絡，讓美
麗源源不絕。

保護：
海洋紅寶石–蝦紅素，內外雙層提
升保護力。

新生：
珍貴的魚子精華，啟動美肌能量。

光采：
黃金搭配-維生素C，青春能量不只
多，還要更多！

森美妍醇萃飲 (30包/盒，25毫升/包)

售價：NT$3,780 元/盒（PV 70）

一般保養：每日1次，每次1包，餐後飲用
加強保養：每日2次，每次1包，餐後飲用

法國人養身&養顏關鍵—白藜蘆醇（Resveratrol）

白藜蘆醇是多酚的一種，有助於促進新陳代謝、維持青春美麗、保持循環順暢。主要存在於葡

萄、莓果、花生等食物中，有助於植物對抗外界壓力，是保護植物的重要關鍵之一。

1包森美妍醇萃飲的
白藜蘆醇含量

17,500粒葡萄2,100杯紅酒

= =





售價：NT$4,495元/瓶 (PV 95)

多效胜肽精華II（50ml/瓶）

使用方式：每日早晚臉部清潔後，按壓約2~3下，塗抹於臉部及頸部，按摩至完全吸收





晶透系列



保水淨卸乳（80g）

售價：NT$1,300 元/瓶（PV 25）



保水潔顏乳（80g）

售價：NT$1,300 元/瓶（PV 25）

晶透煥妍角質霜（30ml）

售價 : NT$1,750元/瓶（PV 30）



晶透靚眼凝霜（15ml）

售價：NT$3,390元/罐（PV 60）

晶透潤膚水（120ml）

售價：NT$3,150 元/瓶（PV 60）



晶透精華液（20ml）

售價：NT$5,200 元/瓶（PV 100）

晶透雪潤霜（30g）

售價：NT$3,600 元/罐（PV 70）



物理潤色防曬乳 SPF30 ★★★（30ml）

售價：NT$3,600 元/瓶（PV 70）

純淨隔離霜（30g）

售價：NT$3,600 元/罐（PV 70）







白茶賦活保濕露 (140ml)

售價：NT$2,605 元/瓶（PV 50）

白茶賦活保濕精萃 (30ml)

售價 : NT$2,770元/瓶（PV 50）

迅速補水，有效恢復肌膚自我保水功能，使後續保養品
有效吸收滲透

全面活化肌膚水活因子，修復保水屏障，舒緩乾燥沙漠
肌，使肌膚細緻明亮

類精華質地     迅速滲透     保濕超水感

多重功效精華 提供肌膚全方位呵護

嫩白、保濕

小黃瓜

鎖水、保水

玻尿酸

舒緩、安撫

洋甘菊

舒敏、鎮定

蘆薈

美白、修護

桑白皮



白茶賦活保濕眼霜 (15ml)

售價：NT$2,770 元/瓶（PV 50）

深入肌底，啟動肌膚新生力，重現眼周緊緻、水嫩風采。
偕同修護肌膚，恢復深層彈力，啟動再生能量，使眼周更緊緻。

活膚緊緻植萃精華 活化肌膚、修護緊實

植物來源角鯊烷 撫平乾紋、潤澤肌膚

天然來源玻尿酸 ECOCERT天然及有機認證

白茶賦活保濕日霜 (55g)

售價：NT$2,115 元/瓶（PV 40）

肌膚豐盈彈潤、深層滋養，同時強化屏障、增加肌膚防禦力。

維生素原B5(泛醇)

沒藥醇 擊退乾癢不適，有效緩解肌膚問題

尿囊素 帶給肌膚極佳保濕、舒緩、修復力

珍珠萃取 守護肌膚彈潤力，綻放光澤水潤

層層補水，對抗隱形老化



白茶賦活保濕素顏霜 (30ml)

售價：NT$2,605 元/瓶（PV 50）

不上妝也發光，1秒超透亮，為肌膚帶來水嫩活力

物理性防曬 提供肌膚溫和無負擔的保護

賦活肌膚 強化防禦力養成美肌力

全面防護外在傷害 SPF50+ ★★★ 完整防曬力

深入底層打造保濕基礎 提升保水透亮

白茶賦活保濕晚霜（55g）

售價：NT$2,115 元/瓶（PV 40）

質地豐潤滑順，功效滋養成分能迅速滲入肌底，補水保濕、修復
緊緻肌膚，重現年輕澎潤光采。

沒藥醇 有效緩解肌膚問題，增強肌膚抵禦力

角鯊烷 潤澤修復肌表，撫平細紋、延緩肌膚老化

澳洲堅果油 與肌膚油脂成分接近，修復並滋潤乾燥肌膚

白芒花籽油 極佳的乳霜基底油，提供肌膚長效保濕、潤澤感



瞬效保濕卸妝膏 (115g)

售價：NT$1,955 元/瓶（PV 35）

胺基酸保濕潔面霜（150ml）

售價：NT$1,955 元/瓶（PV 35）

溫和的界面活性劑，降低界
面張力，在清潔卸妝的同時
有賦脂特性，加強使用滋潤
感。

PEG-7 甘油椰油酸酯

雙相微乳
技術

精油按摩卸妝，深層潔淨超保濕，卸妝 保養 按摩 all in One

延緩老化，保濕，使
肌膚更柔嫩

ECOCERT有機認證，
親膚配方，溫和有效
卸除彩妝

放鬆清新，舒緩肌膚
壓力，平衡油脂分泌

促進肌膚代謝，調理
肌膚，使肌膚更光滑
明亮

O/W 型 O/W 型雙連續相型(BCME)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Water

Oil

Oil

Oil

Oil
Oil

錯誤洗臉方式，是肌膚出問題的第一步！胺基
酸保濕潔面霜，溫和清潔肌膚，不過度清潔洗
淨，不管是痘痘肌膚或是敏弱肌膚皆可使用。

保養，從洗好臉開始

多重保養成分，洗臉同時保養肌膚

γ-PGA

安撫肌膚乾燥與
不適，有助於長
效保濕

白茶萃取

有效調理肌膚，增
強肌膚屏障同時長
效保濕，使肌膚柔
嫩健康

天竺葵精油

放鬆清新，舒
緩肌膚壓力，
平衡油脂分泌

不含酒精

不含皂鹼

不含香精、香料

適度清潔無負擔

維他命E 植物潤膚油 薰衣草精油 艾草精油



以白茶萃取為基礎，

提供肌膚更多保濕、保護功效
會呼吸的面膜－4D微導蜂巢氣墊布膜

白茶的防護力是維生素C的3倍，維生素E的4.5倍

天然植物來源的γ-PGA，啟動肌膚自我補水力、鞏固肌膚水庫
萃取自納豆菌發酵時產生的納豆絲。純植萃來源的強效保濕成分，可深入肌底，由內而外提升肌膚自我保濕能力，也可協

同提升其它活性成分深層滲透。

天然植物纖維結合純淨硅藻，極致親膚

100%服貼，啟動封閉傳輸系統，深層導入保養精華

0添加、0刺激，溫和親膚

一片賦活導入，15分鐘深度活膚   瞬效滲透，長效水潤，超有感面膜

特潤水光保濕面膜 (3片/盒)

售價：NT$815 元（PV 15）

高載液－精華液載負更多

高導入－高效導入直達肌底

高保濕－深度保濕活膚

高服貼－服貼保養無死角



緊實修護‧重返年輕







極地雪玫瑰精萃 (30ml)

售價：NT$3,255 元/瓶（PV 60）

高濃度賦活成分，深入肌底，層層修護並活化肌膚，重現肌膚年
輕光澤。

雪玫瑰再生精華

喚醒肌膚新生能量
深層修護、強健肌質

三效鎖水配方

拉起肌底鎖水防護網
由內而外提高保濕力

複合植萃成分 

喚醒肌膚修護能量
強化舒緩，安撫肌
膚不適



極地雪玫瑰乳霜 (30g)

售價：NT$3,255 元/瓶（PV 60）

多種活性因子，接觸肌膚的瞬間，即能釋放活性直達肌底，喚醒
肌膚新生能量，還原年輕。

雪玫瑰再生精華

喚醒肌膚新生能量
深層修護、強健肌質

植萃來源抗老胜肽

撫紋、拉提、緊實，
一次解決肌膚老化問
題

複合植萃抗老精華

密集修護老化肌膚
細緻肌膚，再現水
潤光澤

添加專櫃級抗老成分及EGF，從根本逆轉肌齡，重返年輕狀態。

雪玫瑰再生精華

喚醒肌膚新生能量
深層修護、強健肌質

頂級品牌抗老成分
冰川醣海藻

有效修護、有效撫紋
激活肌底，肌膚層層
澎、潤、彈

大自然的醫生
積雪草、紫草根

拯救初老脆弱肌
改善粗糙不適，肌
膚更細緻水嫩

極地雪玫瑰凝霜 (30g)

售價：NT$3,255 元/瓶（PV 60）



潔淨慕斯/水凝霜/DD霜



淨白全效潔淨慕斯 (150ml)

售價：NT$990 元/瓶 (PV16)

淨白全效水凝霜 (60g)

售價：NT$2,180 元/罐 (PV37)



淨白全效DD霜 (50g)

售價：NT$1,750 元/瓶 (PV29)







淨化防護複方精油 (10ml)

售價：NT$1,330 元（PV 20）

放鬆紓壓複方精油 (10ml)

售價：NT$1,960 元（PV 30）

運用羅文莎葉強大的淨化能力，搭配桉油醇

迷迭香與胡椒薄荷，帶來清涼舒暢呼吸的感

受，同時帶來防護的效果。

‧淨化防護的「隱形保護罩」

‧清新與清涼暢通的感受。

‧激勵及振奮精神的力量

純正薰衣草、甜馬鬱蘭、澳洲尤加利、桉油

醇迷迭香、胡椒薄荷、廣藿香、羅文莎葉

羅馬洋甘菊為高酯類精油，可以鎮定安撫生理與

心靈狀況。佛手柑與甜橙，感受被愛的呵護，在

每日緊繃高壓的生活中提供一個寧靜的天堂。

‧鎮定安撫身心靈狀況

‧掃除沉重幫助睡眠品質

‧放鬆情緒的舒適感受

純正薰衣草、甜馬鬱蘭、佛手柑、甜橙、羅

馬洋甘菊

平衡樂活複方精油 (10ml)

售價：NT$1,660 元（PV 25）

全面啟動複方精油 (10ml)

售價：NT$1,960 元（PV 30）

廣藿香與葡萄柚具優秀的疏水特性，而玫瑰

天竺葵針對女性有很棒的調理與平衡的能

力，搭配杜松可以平衡調理男女情緒感受。

‧情緒不沉重身體好輕鬆

‧男性女性平衡調理

‧愉悅與極樂的感受

純正薰衣草、甜馬鬱蘭、玫瑰天竺葵、甜

橙、桉油醇迷迭香、廣藿香、葡萄柚、綠花

白千層、杜松

雪松擁有溫暖的木質調香氣，幫助啟動循環

與代謝。苦橙葉與佛手柑搭配，平衡負面感

受，使身心更加和諧。

‧啟動循環幫助代謝

‧平衡調節負面感受

‧感受陪伴的溫暖力量

純正薰衣草、甜馬鬱蘭、玫瑰天竺葵、佛手

柑、苦橙葉、雪松



舒活調理複方精油 (10ml)

售價：NT$1,330 元（PV 20）

甜橙、葡萄柚、萊姆香甜的氣味適幫助用餐愉悅

情緒。肉桂葉與胡椒薄荷以自然溫柔的方式在飯

前飯後的安撫舒緩。

‧飯前飯後安撫舒緩

‧柑橘類香氣提振用餐情緒

‧舒緩舟車勞頓的不適

純正薰衣草、甜馬鬱蘭、甜橙、葡萄柚、萊姆、

廣藿香、肉桂葉、胡椒薄荷

滴於掌心，慢慢
地搓揉後，緩緩
吸入精油香氣。

使 用 薰 香 器 具
如：水氧機，滴
入5-10滴精油，
藉由薰香淨化室
內空氣，讓身心
獲得釋放。 

將1-2滴精油滴於
面紙或手帕上直
接嗅吸，也可滴
至棉球上，置於
出風口維持室內
及車內清新。

(泡腳)滴入3-4滴
精油於一個奶油
球或高粱酒中，
混合均勻後倒入
泡腳水中，放鬆
舒緩腿部。

(泡澡) 滴入6-8滴
精油於一個奶油
球或高粱酒中，
混合均勻後倒入
泡腳水中，放鬆
舒緩全身肌膚。 

在水杯或盆內盛
滿溫熱水，滴入
2-4滴精油，緩緩
吸入伴隨蒸氣上
揚的精油香氣。

取50圓硬幣大小之純
淨植物按摩油置於手掌
中，放入1 - 2滴混和
後，均勻塗抹按摩部位
至吸收即可。

純淨植物按摩油 (100ml)

售價：NT$690 元（PV 10）

蘊含多種天然美肌油，質地清爽易吸收，長

效潤澤易乾燥的身體肌膚，使用後肌膚光滑

更有彈性。很適合用來按摩調理肌膚，亦適

合乾燥或敏感的肌膚。

金盞花油、芝麻油、澳洲堅果油、葡萄籽

油、甜杏仁油、小麥胚芽油、葵花籽油

舒活調理複方精油

淨化防護複方精油 

放鬆紓壓複方精油

平衡樂活複方精油

全面啟動複方精油





● 採用天然材料的兩階段淨水過濾系統，輕鬆汲取甘甜順口的鹼性健康

   好水。

● 每週期相當於2000個寶特瓶裝水，鹼回健康，同時守護地球環境！

● 40年國際大廠出品，多項國際賽事及展覽指定使用。

售價：NT$5,040元/組 (PV 76)

alkaPLUS鹼性礦泉壺

**限用除氯後之水源，安心又健康

● 上層濾芯：可過濾900公升的水量，約6個月更換一次。

● 主濾芯：可過濾1800公升的水量，約12個月更換一次。

售價：NT$3,970元/組 (PV 60)

alkaPLUS鹼性礦泉壺-濾芯組

上層濾芯(2個) 主濾芯(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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