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VEDA 的使命，為保護我們共生共存的地球，並
落實在我們的產品和回饋社會的方式。在 AVEDA
我們不斷致力於環境保育，並樹立企業社會責任
的典範，不只在美的世界，而是在全世界。
- 創辦人 Horst Rechelbacher

OUR MISSION AT AVEDA IS TO CARE FOR THE WORLD WE
LIVE IN, FROM THE PRODUCTS WE MAKE TO THE WAYS IN
WHICH WE GIVE BACK TO SOCIETY. AT AVEDA WE STRIVE
TO SET AN EXAMPLE F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IN THE WORLD OF BEAUTY,
BUT AROUND THE WORLD.
-Horst Rechelbacher, Founder

美就是來自美的實踐
AVEDA 堅持

絕不進行動物實驗
產品研發及製造過程絕不進行任何動物實驗，也絕不由其它單位協
助進行動物實驗。這項舉動自AVEDA於1978年成立以來未曾改變
*AVEDA產品一律為人類實驗，我們由衷感謝每一位給予產品測試忠實回饋的消費者

100% Vegan 成分

自 2021 年起，AVEDA 停止使用蜂蜜、蜂蠟、蜂蠟萃取物等動物
性成分，成為 100%純素的專業級美髮品牌

全球首家100%風力發電

AVEDA製造產品的過程完全由認購風力發電抵銷所有能源需求，
是全球首家100%使用風力發電的美妝保養品牌

包裝使用回收材質製成再生材料

AVEDA是全球第一個使用100%回收塑料為產品包裝的美妝保養品牌

取自純淨天然成分
堅持不使用石化物質，產品以天然花植成分及無汙染的純淨水組成

1. 從原料採集到產品完成，所有的有機認證成分皆可以追溯其來源
2. AVEDA 是第一家使用 100% 回收塑膠 (PET) 的美妝企業，九成的硬塑膠產品來自牛奶瓶回收，一年可以
省下 600 噸以上全新塑膠原料
3. 自 1999 年至今，AVEDA 已投入超過 6470 萬美金於環保行動，讓全球超過 130 萬人口的生活及健康狀
態因此獲得改善
4. AVEDA 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總公司 主要工廠及物流中心的電力使用已經以購買風力發電 100％抵消
5. AVEDA 產品中使用的精油，90% 獲得有機認證
6. 絕不以動物實驗測試產品

薑黃

古布阿蘇

巴巴蘇

在梵語中稱 Kanchani 意為黃金神衹，

古布阿蘇的果核油脂與肌膚油脂成份相

AVEDA洗髮精運用植物果實取代化學起

在印度阿育吠陀醫療系統中已有千

近，能在與體溫接觸後隨即溶化，在使

泡劑，能達到洗淨效果，同時保護我們

年歷史，可治療病痛並具有抗發炎效

用的瞬間就能被肌膚立即完整吸收。

的身體與環境。

果。也是蘊活菁華系列配方中重要的
抗落髮成分。

印度鵝苺

紅石榴

富含溫和抗氧化及抗過敏成分的印度

AV EDA 以 冷 壓 技 術 萃 取 出 珍 貴 的 紅

鵝莓是維持秀髮健康的重要成分，它在

石榴 籽油，完 整保留秀髮保 鮮 關 鍵－

南亞地區廣泛使用並流傳好幾世紀。

Omega 5 不飽和脂肪酸，讓髮絲重現
年輕光澤，並增強環境抗壓性。

我的最愛

蘊活菁華
滋養液

迷迭 / 薄荷
洗髮精

純香洗髮菁

木質髮梳

護色洗髮精

花植結構
重鍵精華

蘊活光萃
Omega 5
高效精華

純型洗髮精

純豐洗髮精

花植結構重鍵護髮膜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結構重鍵

花植結構重鍵洗髮精

花植結構重鍵潤髮乳

花植結構重鍵精華

200ml / $1,300

200ml / $1,300

100ml / $1,350

清潔並恢復受損髮絲。

滋潤並修護受損髮絲。

成分：有機認證印加果油、綠茶、酪梨油、玉米與椰子
萃取物。

成分：有機認證印加果油、綠茶、酪梨油、玉米與椰子
萃取物。

迅速修復、由內而外強韌髮絲，減少糾結與斷裂，並
可預防230度的熱工具傷害。

花植結構重鍵護髮乳

花植結構重鍵護髮膜

150ml / $1,600 · 350ml / $3,000

200ml / $2,200 · 450ml / $3,800

細緻絲綢質地，能深度潤澤髮絲。

濃郁乳霜狀質地，雙倍植物油比例能深層修護，強效
護髮。

botanical repair™ Strengthening Shampoo

botanical repair™ Intensive Strengthening
Masque-Light

成分：有機認證印加果油、綠茶、酪梨油、玉米與椰子
萃取物。

botanical repair™ Strengthening Conditioner

botanical repair™ leave-in treatment

成分：有 機認證印加果油、綠茶、酪梨油、玉米與
椰子萃取物。

botanical repair™ Intensive Strengthening
Masque-Rich

成分：有機認證印加果油、綠茶、酪梨油、玉米與椰子
萃取物。

豐盈強韌

蘊活菁華更新洗髮精

蘊活菁華潤髮乳

蘊活菁華滋養液

蘊活菁華髮根強韌膜

200ml / $1,300 · 1000ml / $4,200

200ml / $1,300 · 1000ml / $4,200

150ml / $2,600 · 環保包 150mlx 2 / $4,000

150ml / $1,800

透過冬青樹萃取水楊酸及 Micellar 潔
淨科技，徹 底清除堆積在毛孔四周的
老廢角質及髒污。清潔頭皮同時注入
薑黃、人蔘等蘊活能量。

溫和天然萃取成分，能立即創造髮量
感，維持一整天的豐盈髮絲魅力，保護
髮絲不受損傷。

免沖洗式每日頭皮護理，能有效減少落
髮延續頭髮生命力，持續養護頭皮豐盈
髮量，再現健康迷人秀髮。

提供頭皮深層護理，創造髮絲蓬鬆豐
盈，幫助易斷稀疏髮絲強化達46%。

成分：植物萃取胺基酸、夏威夷核果油
、椰子油，有機認證印度鵝莓。

成分：人 蔘、有機認證薑黃、日本虎
杖、柑橘皮、AVEDA 專利酵母
配方。

Invati Advanced™
Exfoliating Shampoo Light

成分：冬青樹萃取水楊酸、巴巴蘇油、
椰子油。

Invati Advanced™
Thickening Conditioner

Invati Advanced™
Scalp Revitalizer

Invati Advanced™
intensive hair & scalp masque

成分：人蔘、有機認證印度鵝莓、有機
認證薑黃、夏威夷核果油。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頭皮養護

頭皮淨瑕去角質梳

頭皮淨瑕潔膚凝膠

頭皮淨瑕平衡精華

頭皮淨瑕沁涼平衡膜

$1,200

150ml / $1,500 · 150ml*3 / $3,800

75ml / $1,900

150ml / $1,350

富彈性的環狀設計梳齒，可去除堆積
在毛囊四周的老廢角質，避免髮絲纏
繞糾結，促 進 頭皮的血液循環。每天
乾髮時使用，以Z字型來回輕梳理。

富含冬青樹萃取水楊酸及巴巴蘇油可
溫和移除老廢角質及髒污，幫助頭皮
回復潔淨，減少細菌滋生產生異味。

複合配方來自海藻萃取、瓊崖海棠油及
專利研發乳桿菌，可於頭皮肌膚上形成
天然保護層，並平衡皮脂分泌。

成分：海藻、乳桿菌、瓊崖海棠油、巴
巴蘇油、冬青樹萃取水楊酸，純
香來自葡萄柚、橙花、絲柏。

成分：海 藻、乳桿菌、瓊崖海棠油，純
香來自葡萄柚、橙花、絲柏。

複合配方來自海藻萃取、瓊崖海棠油
及專利研發乳桿菌，按摩頭皮同時能
淨化滋養髮絲，幫助創造健康秀髮的
頭皮基礎。

蘊活光萃洗髮精

蘊活光萃潤髮乳

蘊活光萃洗髮精 (潤澤)

蘊活光萃潤髮乳 (潤澤)

250ml / $1,450 · 1000ml / $4,350

250ml / $1,450 · 1000ml / $4,350

250ml / $1,450 · 1000ml / $4,350

250ml / $1,450 · 1000ml / $4,350

清潔髮絲並提升保濕度，適用細軟髮
至一般髮質。

潤澤、柔 順髮絲，適用細 軟髮至一 般
髮質。

清潔髮絲並提升保濕度，適用粗硬髮
至一般髮質。

潤澤、柔 順髮絲，適 用粗硬髮至一 般
髮質。

成分：有 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
油、椰子油。

成分：有 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
油、椰子油。

成分：有 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
油、椰子油。

成分：有 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
油、椰子油。

Pramāsana™ Exfoliating
Scalp Brush

Pramāsana™ Purifying
Scalp Cleanser

Pramāsana™ Protective
Scalp Concentrate

Pramāsana™ Protective
Scalp Msaque

成分：海 藻、乳桿菌、瓊崖海棠油，純
香來自葡萄柚、橙花、絲柏。

逆齡光采

Nutriplenish™ shampoo
light moisture

Nutriplenish™ conditioner
light moisture

Nutriplenish™ Shampoo
Deep Moisture

Nutriplenish™ Conditioner
Deep Moisture

蘊活光萃Omega 5高效精華

蘊活光萃Omega 5水潤乳

蘊活光萃Omega 5全能精露

200ml / $1,680

150ml / $1,480

30ml / $1,980

快速補充秀髮營養光澤，抵禦紫外線傷害。

化解髮絲糾結，重現滑順觸感並綻放唯美光澤。

深度滋養毛鱗片，立即提升秀髮光萃質感。

成分：有機認證紅石榴籽油、沙薑。

成分：有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油、椰子油。

成分：有機認證紅石榴籽油、芒果籽油、椰子油。

Nutriplenish™ Leave-in Conditioner

Nutriplenish™ Daily Moisturizing Treatment

Nutriplenish™ Multi Use Hair Oil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髮色駐留

護色洗髮精

護色潤髮乳（亞洲配方）

護色強效護髮乳

250ml / $1,000 · 1000ml / $3,000

200ml / $1,000 · 1000ml / $3,200

125ml / $1,300

專門針對染後頭髮而設計的洗髮精，可保護頭髮不
受紫外線傷害，並讓髮色呈現光澤感。

專門針對染後頭髮而設計的潤髮乳，可潤澤染髮後
的髮絲，讓髮色更亮麗生動。

保護髮色同時強健髮幹，增加頭髮光澤，讓髮絲更
健康，以達到最佳鎖色效果。

成分：巴巴蘇、關華豆、冬青樹、肉桂皮油及薄荷、
依蘭依蘭、葡萄柚、柑橘、薰衣草、肉桂等純
香，是AVEDA第一項具有100％有機認證香味
的產品。

成分：關華豆、冬青樹、肉桂皮油，並散發著有機
認證薄荷、柑橘、薰衣草、肉桂及依蘭依蘭
純香。

成分：肉桂皮油、秘魯核果、冬青樹、向日葵及夏
威夷核果油萃取，純香包含葡萄柚、依蘭依
蘭、有機認證玫瑰天竺葵。

Color Conserve™ Shampoo

Color Conserve™ Conditioner - Asian Fomula

護色亮澤鎖色精華

Color Conserve™ Daily Color Protect
100ml / $1,200

幫助防止紫外線入侵，過濾輻射對髮質與髮色的傷
害，自然平衡影響髮色因素，維持染髮後鎖色效果
與亮澤質感。
成分：落 葉 松 、 綠 茶 、 冬 青 樹 及 肉 桂 皮 油 、 薰 衣
草、依蘭依蘭、玫瑰天竺葵。

瞬效補水

檞香保濕洗髮精

檞香保濕潤髮乳

Sap Moss™ Weightless Hydration Shampoo

Sap Moss™ Weightless Hydration Conditioner

200ml / $1,000 · 400ml / $1,800

200ml / $1,000 · 400ml / $1,800

94%花植成分萃取，不含矽靈能溫和洗淨不傷髮絲，
保濕成分幫助撫平毛躁，適合所有髮質類型使用。

98%花植成分萃取，不含矽靈能立即為秀髮補水保
濕撫平毛燥糾結，適合所有髮質類型使用。

成分：夏威夷核果油、冰島苔蘚、落葉松樹汁萃取與
椰子油。

成分：夏威夷核果油、冰島苔蘚、落葉松樹汁萃取與
椰子油。

Color Conserve™ Strengthening Treatment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艷陽活力

艷陽活力雙用乳

艷陽活力曬後髮膜

艷陽活力曬前髮霧

250ml / $800

125ml / $1,150

100ml / $980

Sun Care Hair and Body Cleanser

「清潔」

Sun Care After-Sun Hair Masque

「重建」

溫和的產品成分，能有效移除殘留髮絲或身體的
氯、鹽水，同時維持水分與滋潤度。

乳霜質地的精華成分，能提供保濕度且防禦自由基
及陽光照射所產生的損害。

成分：玉
 米萃取螯合物(幫助移除氯與鹽分，防止殘留
導致髮色不均勻)、巴巴蘇、瓊崖海棠油及有機
認證椰子油，橙花、依蘭依蘭及岩薔薇純香。

成分：Morikue 蛋白質、瓊崖海棠油、有機認證椰子
油、有機認證乳油木果油、棕櫚油、AVEDA特
殊抗氧化配方(綠茶萃取物、有機葵花籽油及
維他命E)、冬青樹及肉桂皮油萃取物。

Sun Care Protective Hair Veil

「防禦」
提供髮絲防禦UV傷害長達16小時的防護膜，減緩陽
光曝曬而髮絲退色、損害而造成的乾燥狀況，且不
受水氣影響。
成分：AVEDA特殊抗氧化配方(綠茶萃取物、有機葵
花籽油及維他命E )、冬青樹與肉桂皮油萃取
物、防水氣侵襲配方(有機認證乳油木果油、
有機認證椰子油、棕櫚油滋潤配方)。

亮澤柔順

繽亮洗髮精

繽亮潤髮乳

繽亮防損液

Brilliant™ Shampoo

Brilliant™ Conditioner

Brilliant™ Damage Control™

250ml / $800 · 1000ml / $2,600

200ml / $800 · 1000ml / $2,800

250ml / $800

潔淨效果極佳，可深層清潔髮絲與頭皮，非常適合
較豐厚或化學處理過的髮質。

特別為粗髮及受損髮設計，植物性的保濕及抗糾結
成份可留住水分，讓頭髮滑順柔亮。

在造型前使用，可保護頭髮，避免造型、熱工具及陽
光的傷害。

成分：有機蘆薈、洋甘菊、金盞草。

成分：荷 荷巴油、繡線菊種籽油和燕麥抽取抗氧化
成分。

成分：椰 子萃取物、蘆薈、有機洋甘菊、紅茶及麥
蛋白。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輕盈蓬鬆

純豐洗髮精

純豐潤髮乳

Pure Abundance™ Volumizing Shampoo

Pure Abundance™ Volumizing Clay Conditioner

250ml / $800 · 1000ml / $2,600

200ml / $800 · 500ml / $1,500

以天然植物成分，加強細軟髮質的支撐力，讓秀髮呈
現自然蓬鬆的狀態。

搭配純豐洗髮精的最佳拍檔，添加了英國高嶺土粉，
視覺上有增加髮量，營造蓬鬆的效果。

成分：有 機認證金盞花、蜂蜜、藥屬葵根萃取物及
有機認證薄荷、依蘭依蘭、玫瑰草、茉莉等
純香。

成分：有 機認證金盞花、藥屬葵根萃取物、英國高
嶺土粉、蜂蜜及有機認證薄荷、依蘭依蘭、
玫瑰草、茉莉等純香。

撫平毛躁

直順洗髮精

直順潤髮乳

強效順髮膜

Smooth Infusion™ Shampoo

Smooth Infusion™ Conditioner

Smooth Infusion™ Smoothing Masque

250ml / $800 · 1000ml / $2,600

200ml / $800 · 1000ml / $2,800

150ml/ $1,100

適合每日使用，清潔並撫平毛燥，髮絲輕柔直順。

提供髮絲適度的滋潤，為完美直順髮型提供最佳的
基礎。

有 效 減 少 髮 絲 毛 躁，預 防 卷 翹。前 一 晚 護 髮 的 同
時，就為隔天的完美造型打造直順基礎，並且維持
24小時的自然律動感。

成分：瓊崖海棠油、有機蘆薈、玉蜀黍、關華豆 ; 純
香來自有機認證佛手柑、有機認證玫瑰草、
保加利亞玫瑰及澳洲檀香木。

成分：瓊崖海棠油、有機蘆薈、玉蜀黍、關華豆 ; 純
香來自有機認證佛手柑、有機認證玫瑰草、
保加利亞玫瑰及澳洲檀香木。

成分：有機認證古布阿蘇果油、乳油木果油，純香
來自有機認證佛手柑、有機認證玫瑰草、土
耳其玫瑰、西澳檀香木。

展現卷度

卷髮洗髮精

卷髮潤髮乳

彈力卷髮膜

Be Curly™ Shampoo

Be Curly™ Conditioner

Be Curly™ Intensive Detangling Masque

250ml / $800 · 1000ml / $2,600

200ml / $800 · 1000ml / $2,800

150ml / $1,100

溫和潔淨髮絲，加強頭髮彈性，維持髮型卷度並減
少頭髮毛躁感。

加強秀髮卷度及光澤感，添加的有機向日葵種籽油
能增加髮絲水分及亮度。

滋潤秀髮維持卷度與彈性，並且使秀髮不易糾結好
梳理。

成分：有機認證椰子、蘆薈、巴巴蘇、水解麥蛋白
及棕櫚油 ; 純香來自檸檬、萊姆等柑橘調氣
息。

成分：有 機 認 證 椰 子 、 蘆 薈 、 巴 巴 蘇 、 水 解 麥 蛋
白、棕櫚油、有機向日葵種籽油及檸檬和萊
姆等柑橘調氣息。

成分：巴巴蘇果油、乳油木果油、猴麵包樹籽油、
萊姆、檸檬、佛手柑。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甜美紓壓

甜馨洗髮精

甜馨潤髮乳

Cheery Almond Softening Shampoo

Cherry Almond Softening Conditioner

250ml / $700 · 1000ml / $2,100

200ml / $700 · 1000ml / $2,100

日用清潔洗髮精，97%天然萃取成分，幫助柔軟髮
絲，留下頭髮潔淨卻不乾燥的感受。

98%天然萃取成分，能立即創造髮量感，維持一整
天的豐盈髮絲魅力，保護髮絲不受損傷。

成分：巴巴蘇、椰子萃取成份、櫻花萃取與甜杏仁油。

成分：有機認證乳木果油、椰子油、櫻花萃取與甜杏
仁油。

舒緩純香

純香洗髮菁

純香潤髮乳

純香袪油乾洗髮

Shampure™ Nurturing Shampoo

Shampure™ Nurturing Conditioner

Shampure™ Dry Shampoo

250ml / $700 · 1000ml / $2,100

250ml / $700 · 1000ml / $2,100

56g / $1,300

25種花植純香，清潔同時感受獨特的嗅覺饗宴。適
合各種髮質每日使用，尤其適合乾性髮質。

搭配純香洗髮菁作為日用潤髮產品。富含特別的植
物性蛋白質成分，給予光澤度並提供滋養。

快速吸附頭皮多餘油脂與污物，幫助秀髮重新找回
清新與活力，隨時回復完美造型！

成分：2 5種花植純香、海甘藍籽油、薰衣草、依
蘭依蘭。

成分：2 5種花植純香、海甘藍籽油、薰衣草、依蘭
依蘭。

成分：樹 薯、燕麥粉霧、薰衣草、苦橙葉與依蘭依
蘭等25 種經典花植香氣。

潔淨清爽

迷迭/薄荷洗髮精

迷迭/薄荷潤髮乳

Rosemary Mint Purifying Shampoo

Rosemary Mint Weightless Conditioner

250ml / $700 · 1000ml / $2,100

250ml / $700 · 1000ml / $2,100

迷迭、薄荷等獨特的配方，可讓頭皮及頭髮感到清涼
有活力，使用後清爽無負擔。一般髮質均適用，尤其
適合油性、細髮。

輕度的滋潤配方並增加髮絲的亮澤度和彈性。

成分：迷迭、薄荷及AVEDA花植純香。

成分：迷迭、薄荷及AVEDA花植純香。

頭皮頭髮保養系列 Hair Care
鎮靜舒緩

純型洗髮精

純型潤髮乳

Pure-Formance™ Shampoo

Pure-Formance™ Conditioner

300ml / $1,000 · 1000ml / $2,600

300ml / $1,000

深層清潔頭皮及髮絲，去除多餘油脂，釋放 頭皮負
擔，平衡頭皮油脂分泌。

滋潤髮絲卻不過於服貼，同時舒緩頭皮，讓頭髮柔亮
好整理。

成分：瓊 崖海棠油、有機認證巴巴蘇、薑蔘、海藻、甘
草根；純香來自於有機認證的綠薄荷、柑橘、
岩蘭草及薰衣草。

成分：瓊 崖海棠油、有機認證巴巴蘇、薑蔘、海藻、甘
草根；純香來自於有機認證的綠薄荷、柑橘、
岩蘭草及薰衣草。

男士保養

純型蘊活洗髮精

純型蘊活頭皮精華

250ml / $1,500

125ml / $2,300

專為男士設計

專為男士設計

溫和滋潤成分能柔化並強健髮絲，淨化頭皮帶來清
新感。

可按摩配方能活絡頭皮、強韌髮絲，從髮根創造豐
厚基礎。

成分：有機薑黃、人蔘、冬青樹萃取水楊酸。

成分：有機薑黃、人蔘、印度鵝莓。

Invati Men™ Nourishing Exfoliating Shampoo

Invati Men™ Scalp Revitalizer

美髮造型系列 Hair Styling

美髮造型系列 Hair Styling
男士造型

純型造型液

純型造型膠

純型造型乳

Pure-Formance™ Liquid Pomade

Pure-Formance™ Firm Hold Gel

Pure-Formance™ Grooming Cream

200ml / $900

150ml / $900

125ml / $900

光澤感最 佳，創造彈性、蓬 鬆造 型，增加髮絲柔 順
度及光澤感，質地清爽。適合短髮至中長髮造型。

質地清爽並讓髮型維持長時間的塑型效果，含有陽
光過濾成分，保護髮絲不受陽光或環境等傷害，適
合各種髮型。

創造自然 線條感，提 供中度支撐力，具保 濕感及亮
澤度，最適合短髮至中長髮造型。

成分：瓊崖海棠油、薑蔘、海藻、甘草根。

成分：瓊崖海棠油、薑蔘、海藻、甘草根、乳香。

成分：有機蜂蜜、乳香、鼠尾草萃取物、海藻、甘草
根與維他命 E。

純型造型膏

純型造型泥

純型豐厚造型泥

75ml / $900

75ml / $900

75ml / $1,100

提 供 亮面髮束感，支撐力佳，減少毛 躁，保 濕不 黏
膩，適合短髮造型。

塑型力最強，提 供 霧面髮束感，強 效 支撐力，柔 順
塑型不僵硬，最適合短髮造型。

成分：瓊崖海棠油、薑蔘、海藻、甘草根。

成分：瓊崖海棠油、薑蔘、海藻、甘草根。

細疏髮適用，輕盈的泥狀質地，延展度佳且不黏膩，
印度鵝莓成分可在髮絲外表形成一層薄膜，在視覺
上增添髮量感，讓造型更加立體、穩重。

Pure-Formance™ Pomade

Pure-Formance™ Grooming Clay

Pure-Formance™ Thickening Paste

成分：印 度鵝莓、蓖麻油蠟、玄米油蠟以及來自昆
士蘭、柑橘、有機認證岩蘭草等純香。

美髮造型系列 Hair Styling
提升造型

質感創造凝乳

強效順髮乳  

直髮造型乳

250ml / $1,400

100ml / $1,200

150ml / $1,400

撫平髮絲毛鱗片，隔離濕氣抵禦毛燥。直髮、卷髮都
能變得如絲綢般柔軟。

有效隔離濕氣侵襲，維持 12 小時自然直順效果，在
吹整秀髮時兼具保護功能。

成分：古 布阿蘇果油、乳油木果油、玉蜀黍、關華
豆、蘆薈、米糠萃取物。

成分：有機認證樹薯粉、有機蘆薈、玉蜀黍、關華豆、
水解麥蛋白。純香來自有機認證玫瑰草、佛手
柑、玫瑰和澳洲檀香木。

卷髮輕盈彈力精華

卷髮造型乳

卷髮亮澤彈力霧

Be Curly™ Style-Prep

Be Curly™ Curl Enhancer

Be Curly™ Curl Enhancing Hair Spray

100ml / $1,200

200ml / $1,200

200ml / $1,080

清爽保 濕，鎖住水分並強化卷度，以利後續 造型品
使用。

清爽 無負擔的質地，讓每個卷度都更有彈力，呈現
亮麗的律動。

幫助髮絲鎖住水分、對抗毛躁，讓卷度更立體輕盈，
不僵硬糾結。

成分：水解麥蛋白、有機蘆薈、有機猴麵包樹、有機
巴巴蘇、夏威夷果仁、關華豆及萊姆、檸檬、
佛手柑、柑橘等純香。

成分：水 解麥蛋白、有機藥屬葵根及亞麻種子、來
自黃豆的維他命E。以及有機蘆薈、佛手柑、
薄荷、迷迭、葡萄柚、檸檬、茉莉、薰衣草
等純香。

成分：水解麥蛋白、有機蘆薈玉米萃取物。

縮時護髮霧

繽亮髮膠

強效繽亮液

Speed of Light™ Blow Dry Accelerator Spray

Brilliant™ Retexturing Gel

Brilliant™ Emollient Finishing Gloss

150ml / $880

75ml / $1,200

提供中度定型效果。保濕效果極佳，使用後髮型自
然不僵硬，同時可增加頭髮的光澤度。

高度的光澤柔亮液，適用於任 何髮質。其中的米糠
油成分可讓髮尾服 順，增加秀髮的亮澤度，滋養乾
燥及受化學傷害的頭髮。

Smooth Infusion™ Nourishing Styling Crème

200ml / $1,280

潤澤髮絲，避免糾結，維持髮絲柔軟；收合毛鱗片，
讓空氣快速流通 於髮絲間，迅速帶走水分，縮短熱
風傷害時間。
成分：玉
 米油、椰子油、甜菜根萃取乳酸，純香來自
中國柑橘、八角茴香、依蘭依蘭、葡萄柚。

Smooth Infusion™ Style-Prep Smoother

成分：蓖麻油、滋養麥蛋白、植物保濕成分。

Smooth Infusion™ Naturally Straight

植物性纖維由外包覆髮絲，提供絕佳的支撐力拉直
髮絲、收服卷翹。有效隔離濕氣、撫平毛燥，維持 36
小時的柔亮直順。
成分：有 機認證樹薯粉、玉蜀黍、水解麥蛋白。純香
來自有機認證玫瑰草、佛手柑、玫瑰和澳洲檀
香木。

成分：米糠油、黃豆。

美髮造型系列 Hair Styling
輕感造型

加強質感

輕感柔亮凝乳

輕感柔亮液

護髮雕

曲線辛香造型霧

Light Elements™ Texturizing Creme

Light Elements™ Smoothing Fluid

Confixor™ Liquid Gel

Texture Tonic

高度保濕，給予秀髮輕度兼具彈性的
自然律動。

能立即被頭髮吸收，創造流暢的律動
感及光澤度。

成分：有 機 蜜 蠟、荷 荷巴 蠟、荷 荷巴
油、黃柏、米糠油萃取谷維素、
綠竹萃取精華及有機認證柑橘
調精油。

成分：有 機認證薰衣草純露、荷荷巴
油、維他命E。

兼具造型與滋養效果並可固定髮型，
創造蓬鬆韻律感的卷度。使用後頭髮
不僵硬。

94% 天然成分萃取，創造髮絲蓬鬆結
構感與彈性支撐力的造型噴霧，使秀
髮呈現霧面光澤的柔順觸感。

成分：M orikue植物蛋白質、純花植
純香。

成分：鎂 鹽、蔗糖，純香來自有機認
證薑、依蘭依蘭與快樂鼠尾
草。

75ml / $980

100ml / $1,200

250ml / $780

125ml / $980

蓬鬆髮量

純豐增量定型液

純豐蓬髮雲

泡沫雕

花植豐厚造型霧

Pure Abundance™
Volumizing Hair Spray

Pure Abundance™ Style-Prep

Phomollient™ Styling Foam

200ml / $780 · 環保瓶200ml / $700

Thickening Tonic

100ml / $1,200

提 供髮絲支撐力，視覺上增加髮量，
創造無重力蓬鬆感。

清爽不油膩的泡沫狀髮雕，可豐厚細
柔髮 質，安撫 蓬 鬆 粗髮。濕髮 時可塗
抹 於 髮 根後再 吹 整，加 強 支 撐度，提
供蓬鬆效果。乾髮時使用有順髮效果。

花植精華在髮絲表面形成薄膜，延展
髮絲厚度，增加豐 厚質感達2 0 %，是
強化髮絲豐盈質感的最佳造型品。

200ml / $980

純豐增量定型液的定型效果，讓性感
蓬鬆髮型更為持久。
成分：有機認證阿拉伯樹膠、有機認
證荷荷巴油、有機認證藥屬葵
根萃取物及松樹脂。

成分：米 糠、巴西莓果油、百香果、
阿拉伯樹膠、玉米萃取物。

成分：牛 蒡、有機蜂蜜、100%花植
純香包含薄荷、薰衣草及依蘭
依蘭等。

自我控制系列

空氣質感定型霧

控制力定型霧

Air Control™ Light Hold Hair Spray

Control Force™ Firm Hold Hair Spray

300ml / $1,080

300ml / $1,180

適用所有髮質，定型並同時維持髮型的輕盈自然，有別於
傳統定型噴霧的化學氣息或僵硬效果。

具抗U V、抗氧化功效，快乾塑型不僵硬，不會產生白屑與
毛躁靜電，適用任何髮質。

成分：松木取得的樹脂、有機認證的亞麻種子、米糠油及有
機認證荷荷巴油、柑橘和有機認證依蘭依蘭、廣藿香
和檸檬等純香。

成分：有 機認證的亞麻種子、藥蜀葵根、蘆薈和水解麥蛋
白、米糠油、玉米萃取物、保加利亞有機認證薰衣草
和玫瑰，及有機佛手柑、和玫瑰草、岩蘭草等純香。

*AVEDA 購買乾淨能源完全抵消此項產品從生產、銷售到使用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碳足跡，且100%購買風力發電抵消生產產品所使用的電力。

100ml / $1,200

成分：印 度鵝莓、水解麥蛋白、水解
玉米澱粉、阿拉伯樹膠。

身體保養系列 Body Care
生活形態 Environemnt

身體保養 Body Care / 環境系列 Environment
甜馨身體系列

甜馨沐浴乳

甜馨美體潤膚乳

Cherry Almond Hand and Body Wash

Cherry Almond Body Lotion

250ml / $1,080 · 1000ml / $2,680

200ml / $1,280

融合 38 種花 植 的 甜 美 馨 香，溫 和 洗 淨 配 方，讓 身
體乾淨清爽並自帶甜美香氣。

融合 38 種花植的甜美馨香，天然的清爽保濕配方，
讓身體呈現柔滑觸感並展現健康光澤。

成分：巴 巴蘇核果油、麥麩、柑橘皮、櫻花萃取精
華、甜杏仁油。

成分：椰子油、橄欖油、櫻花萃取精華、甜杏仁油。

純香身體系列

純香沐浴乳

純香美體潤膚乳

純香護理精華油

Shampure™ Hand and Body Wash

Shampure™ Body Lotion

Shampure Composition Oil™

細緻柔滑的泡沫來自巴巴蘇果油，精采豐富的花植
菁華，在沐浴同時感受靜謐幸福的嗅覺 SPA。適合
所有膚質使用。

有機橄欖油調合幸福純香，質地清爽，適合天天使
用，讓25種花植迎曦能量擁抱全身。

蘊含有機葵花籽油及維他命E，能強化肌膚對抗外在
環境污染的屏障，多種用途，隨時創造幸福時刻。

成分：25種花植菁華萃取、有機蘆薈、有機橄欖油。

成分：25種花植菁華萃取、有機葵花籽油、維他命E。

迷迭薄荷沐浴皂

迷迭/薄荷沐浴乳

迷迭/薄荷美體乳液

Rosemary Mint Bath Bar

Rosemary Mint Hand & Body Wash

Rosemary Mint Body Lotion

200g / $700

250ml / $880 · 1000ml / $2,380

200ml / $980

讓 人驚艷的沐浴皂，內層點綴著透明、青綠色的甘
油片塊，能柔軟、潤澤並清潔肌膚。

清新氣味的乳白色沐浴乳，泡沫豐富、細緻。適合所
有的肌膚使用。

清爽無負擔的滋潤產品，有機迷迭及薄荷的沁涼純
香，甦醒每一吋肌膚。

成分：迷 迭及薄荷的碎葉粉、甘油、棕櫚油萃取及
有機認證迷迭香、薄荷、薰衣草、馬鬱蘭等
精油。

成分：有機認證巴巴蘇、有機蘆薈、維他命E、薄荷
腦及有機認證迷迭香、薄荷、薰衣草、馬鬱
蘭等精油。

成分：甘 油、維他命 A、E、有機蘆薈、玉米粉及有機
認證迷迭香、薄荷、薰衣草、馬鬱蘭等精油。

250ml / $1,080 · 1000ml / $2,680

200ml / $1,280

50ml / $1,200

成分：2 5種花植菁華萃取、有機蘆薈、有機認證巴
巴蘇果油、皂皮樹。

迷迭薄荷系列

身體保養 Body Care / 環境系列 Environment
美身體系列

美 身體乳霜

美 沐浴乳霜

美 潤膚磨砂蜜

美 護理精華油

Beautifying Body Moisturizer

Beautifying Creme Cleansing Oil

Beautifying Radiance Polish

Beautifying Composition Oil™

200ml / $1,280

200ml / $1,080

440g / $1,980

50ml / $1,200

恬淡花植香氣調和高滋潤度的紅花、橄
欖油脂，能滿足乾性肌膚的保養需求。

富含有機認證紅花、橄欖油及天然起
泡劑巴巴蘇，能溫和清潔肌膚並維持
肌膚保濕屏障。

遇水即溶的礦物鹽結晶磨砂顆粒，富
含高度滋潤的紅花、橄欖及乳油木果
油脂，去角質同時能深度滋潤肌膚。

含有 機 紅花、橄 欖 油，可滋 潤全身肌
膚，強化肌膚對抗外 在環境的屏障，
多種用途，隨時創造美的氛圍。

成分：有 機認證紅花、橄欖油、巴巴
蘇、佛手柑、迷迭香、薰衣草。

成分：有 機認證紅花油、橄欖油、乳
油木果油脂、礦物鹽結晶。

成分：有 機認證紅花、橄欖油、巴巴
蘇、佛手柑、迷迭香、薰衣草。

成分：有機認證紅花、橄欖油、乳油
木果油、佛手柑、迷迭香、薰
衣草。

柔嫩手足

雙手撫紋夜間精華

潤手霜

潤足霜

Hand Relief ™ Night Renewal Serum

Hand Relief™

Foot Relief™

30ml / $1,380

125ml / $880

125ml / $880

夜間是細胞更新的最佳時間，睡前使用可幫助撫平
細紋，使肌膚柔軟有光澤，維持手部最佳觸感。

豐富的維他命 A、E、植物性保濕及柔化成分的護手
產品，可改善手部乾燥的現象，有助減緩老化。

含有植物 性 滋養油，能 軟化多餘的角質、柔軟 腿部
肌膚，並消除足部疲勞。

成分：苦 油樹油、冬青樹水楊酸、糖蜜及甘草萃取
物、橙、薰衣草、尤加利。

成分：果 酸 、 繡 線 菊 種 籽 油、 維 他 命 A、E；純 香
來 自 於 柑 橘 、 茉莉、尤加利。

成分：活 性 藥 草 、 果 酸 、 水 楊 酸 、 乳 酸 、 荷 荷 巴
油、蓖麻油、薰衣草、迷迭香。

藍色紓壓純香菁

全敏感滋養油  

單一香階

Cooling Balancing Oil Concentrate

All-Sensitive™ Body Formula

Singular Notes

7ml / $680 · 50ml / $1,680

50ml / $1,050

舒緩肩頸和緊繃肌肉，並安撫煩悶提振精神。

無香味的滋潤配方，能鎖住水分，讓肌膚柔軟舒適，
可做為身體及頭皮按摩用油。

專業特殊保養

成分：有機認證薄荷、德國洋甘菊、天然萃取薄荷腦。

成分：有機向日葵籽油、甘菊、維他命A與E。

佛手柑 30ml / $1,180
尤加利 、薰衣草花、廣藿香 、柑橘 30ml / $880

身體保養 Body Care / 環境系列 Environment
造型產品

木質髮梳 / 隨行按摩梳

蘊活頭皮按摩刷

Paddle Brush / mini paddle brush

Scalp Massage Tool

$950 / $780

$800

寬 大 的 梳 針 面 積 及 長 握 柄 設 計，可 輕 鬆 拉 直 卷
髮，打造 完美直 順造 型。氣墊式設 計，可適 度 施予
力 道，從 髮 根 開 始 梳 理 也不會 造 成 頭 皮 負 擔。梳
針 交 錯 排 列，更 容 易 抓 緊 髮 絲，讓 居 家 吹 整 更 容
易上手。

舒適握柄及厚實矽膠梳針可將平常手指不易清洗的
地方都徹底清潔乾淨，同時不擔心刮傷頭皮。

生活形態

康福茶
Comforting Tea

Shampure 純香蠟燭
Shampure™ Vegan Soy Wax Candle

4.9oz/ $1,400

50 hrs / $1,480

以100%有機認證的甘草根、薄荷葉、羅勒葉及茴香
為主要原料所調配而成，不含任何咖啡因，能幫助
放鬆情緒，是AVEDA最 受 歡 迎 的 產 品 之一。

萃取有機認證的25種花植純香精油，與純香洗髮菁
同樣讓人有平靜舒緩的感受。

臉部基礎保養系列 Skin Care

臉部基礎保養系列 Skin Care
花植基礎保養

潔膚凝膠

Botanical Kinetics™
Purifying Gel Cleanser

150ml / $1,080 · 500ml / $2,080

溫和而有效的臉部清潔產品，適合中
性到油性肌膚，也是許多男士臉部清
潔產品的首選。
成分：迷 迭香、薰衣草、巴巴蘇、維
他命 E。

去油脂平衡露

潔膚凝乳

Botanical Kinetics™
Purifying Creme Cleanser

溫和去角質液

Botanical Kinetics™ Exfoliant
150ml / $1,100 · 500ml / $2,280

150ml / $1,080 · 500ml / $2,080

具有滋潤與防護成分的臉部清潔產
品，適合中性、乾性肌膚。
成分：荷 荷巴油、椰子、棕櫚、金雀
花、甘菊、皂皮樹、維他命 E。

花植保濕前導精華

Botanical Kinetics™
Hydrating Treatment Lotion
150ml / $1,580

溫和去除肌膚的老化表皮，再現肌膚
的活力及呈現 細 緻質感，適合各種肌
膚使用。

滋潤肌膚並讓後續保養品更好吸收，
適合任何肌膚使用。
成分：藻 類萃取物、植物萃取咖啡因。

成分：水 楊酸、薰衣草、洋甘菊、繡
線菊。

保濕平衡露

花植保濕清透乳霜

花植保濕乳霜

150ml / $1,100 · 500ml / $2,280

50ml / $1,680

50ml / $1,680

平衡臉部多餘油脂的分泌，使肌膚乾
淨清爽；適用於混合性及油性肌膚。

補充肌膚的水分，同時帶給肌膚清新
的感受，適合乾性及成熟性肌膚。

補充肌膚的水分，同時帶給肌膚清新
的感受，適合乾性及成熟性肌膚。

成分：金縷梅、薄荷、保加利亞玫瑰水、
蘆薈、白橡樹。

成分：保加利亞玫瑰水、鈉玻尿酸。

以純淨花植成分為主要保 濕動能，可
瞬間為肌膚注入水份，並形成保護屏
障，讓肌膚持續保濕長達 24 小時。水
感質地輕盈，適合中油性肌膚。

Botanical Kinetics™ Toning Mist
150ml / $1,100 · 500ml / $2,280

Botanical Kinetics™
Skin Toning Agent

Botanical Kinetics™
Intense Hydrating Soft Creme

Botanical Kinetics™
Intense Hydrating Rich Creme

成分：保加利亞玫瑰水、鈉玻尿酸。

成分：鹽 角草、有機認證古布阿蘇果
油、玫瑰、天竺葵、乳香、檀香。

花植亮澤眼霜

強效保濕面膜

礦植光采磨砂洗面乳

礦植光采柔膚泥

15ml / $1,580

125ml / $1,380

150ml / $1,180

100ml / $1,680

清爽 的凝 霜 質地，搭 配 輕 度 按 摩，能
有效減緩眼周肌膚色素沉澱及浮腫現
象。無香成分細緻對待最嬌敏的眼周
肌膚。

萃取自薰衣草等植物精華，幫助肌膚
補充水分，有效達到鎮靜滋潤的效果。

荷荷巴果核顆粒以 及玉米萃取核醣
體，能溫和去除堆積在肌膚表面的老
廢角質細胞。電氣石成分能強化成分
功能，讓臉部肌膚恢復光采明亮。

以純淨花植成分為主要保濕動能，可
瞬間為肌膚注入水份，並形成保護屏
障，讓肌膚持續保濕長達 24 小時。
濃郁乳霜質地，適合極度乾燥的臉部
肌膚。

Botanical Kinetics™
Energizing Eye Creme

成分：甘 草根、有機認證古布阿蘇果
油、植物萃取咖啡因。

Botanical Kinetics™
Intensive Hydrating Masque

成分：鈉 玻尿酸、保加利亞玫瑰水、
海草及薰衣草。

Botanical Kinetics™
Exfoliating Creme Cleanser

成分：荷 荷巴果核顆粒、荷荷巴油、
芒果脂；純香有機認證的薰衣
草、依蘭依蘭、天竺葵及橙。

Botanical Kinetics™
Radiant Skin Refiner

成分：鹽 角草、有機認證古布阿蘇果
油、玫瑰、天竺葵、乳香、檀香。

臉部基礎保養系列 Skin Care
花植智慧系列

光采醒膚儀式 Tulasāra™ Radiant Awakening Ritual
光采醒膚油

光采醒膚刷

50ml / $3,080

$1,200

滋潤肌膚，使肌膚明亮有光澤。

按摩臉部肌膚，促進循環，展現明亮光澤。

成分：芝 麻油、向日葵種籽油、杏桃油、薔薇果油。

成分：合成纖維、回收塑料。

安定高效精華

明亮高效精華

優雅高效精華

30ml / $2,580

30ml / $2,580

30ml / $2,580

Tulasāra™ Radiant Oleation Oil

Tulasāra™ Calm Concentrate

Tulasāra™ Radiant Facial Dry Brush

Tulasāra™ Bright Concentrate

Tulasāra™ Firm Concentrate

舒緩泛紅，恢復肌膚油水平衡。

亮白肌膚，均勻膚色。

撫平細紋並恢復肌膚光澤彈性。

成分：海藻萃取、紅石榴萃取。

成分：甘草根萃取、糖蜜萃取。

成分：棉蒼、甜杏仁、紅花油。

婚禮精華面膜

婚禮精華眼膜

光采醒膚晨霜

50ml / $2,880

15ml / $2,380

50ml / $2,580

提振肌膚明亮度，展現飽滿平滑的光澤肌底。

幫助改善眼周浮腫及惱人的黑眼圈困擾，讓雙眼更
顯明亮動人。

蘊含豐沛大自然精華，絲滑質地如晨霧般輕盈好吸
收，均勻提高肌膚的活力光澤度，宛如將瑜珈能量
完整地注入肌膚般，讓臉龐展現如陽光般閃耀的動
人光采膚質。

Tulasāra™ Firming Sleeping Masque

成分：薑 黃萃取物、覆盆莓、番茄、馬鈴薯、六胜
肽、杏桃核仁油；純香來自有機認證的茉
莉、洋甘菊以及葡萄柚。

Tulasāra™ Brightening Sleeping Eye Masque

成分：薑黃萃取物、覆盆莓、番茄、馬鈴薯、六胜
肽、杏桃核仁油、海藻萃取物。

Tulasāra™ Renew Morning Creme

成分：礦物微粒、甘草根、糖蜜、微生物發酵胜肽
、棉蒼、薑、米糠、玫瑰、向日葵籽油；純
香來自茉莉花、德國洋甘菊、葡萄柚。

臉部基礎保養系列 Skin Care
專業特殊修護

花植雙重防護乳SPF30 PA++++
Daily Light Guard™ Defense
Fluid Broad Spectrum SPF30

眼部卸妝露

深層清潔面膜

125ml / $780

125ml / $1,180

不含 香 味、無 油、無皂性、不 刺 激 能 溫 和清 潔 眼 部
彩妝。

100% 純花植精油調配而成，可吸附多餘油脂並徹
底清潔毛細孔，適合油性肌膚，更推薦男性消費者
使用。

Pure Comfort™ Eye Makeup Remover

Botanical Kinetics™ Deep Cleansing Clay Masque

30ml / $1,780

早上出門時使用於個人保養品後及妝前，阻擋
UVA/UVB 直接照射肌膚。
成分：夏威夷胡桃油、生薑萃取物。

成分：有機認證小米草、小黃瓜、洋甘菊、絲蘭、椰
子、棕櫚葉與皂皮樹萃取精華。

果潤護脣膏

Feed My Lips™ Pure Nourish-mint™ Lip Treatment
3.4g / $750

透明無色的護脣膏，隨時補充滋潤，純香氣息帶來
好心情。
成分：大 豆及椰子萃取物、石榴籽、覆盆子蠟、越
橘、荷荷巴油及有機認證綠薄荷、香草、大茴香、
肉桂、薄荷等純香。

純型臉部系列

純型淨顏刮鬍霜

純型淨顏保濕乳

150ml / $780

75ml / $1,280

擁有豐盈細緻的泡沫，降低刮鬍時的不舒適感，99%
植物萃取，能軟化鬍根並避免形成粉刺以及發炎紅
腫等過敏現象。

97%植物萃取成分，舒緩肌膚，保濕控油一次完成。

Pure-Formance™ Shave Cream

成分：摩 洛 哥 亞 剛 油 、 瓊 崖 海 棠 油 、 鼠 尾 草 萃 取
物、甘草根、海藻精華、薑蔘。

Pure-Formance™ Dual Action Aftershave

成分：摩洛哥亞剛油、瓊崖海棠油、鼠尾草萃取物、
甘草根、海藻精華、薑蔘。

成分：英國高嶺土、夏威夷火山灰、紅苜蓿、海
泥、玉米、椰子、牛膝草、草本精華。

AVEDA 染膏

AVEDA FSD 純色永久染

93% 天然萃取成分
AVEDA 染髮療程使用高達 93% 天然萃取成分的 FSD 純色永久染膏，取自植物及非
石化萃取的礦物，染髮同時高度護髮，讓染後的秀髮充滿光澤與質感。

綠茶多酚
獨家的天然活性成分，防止環境中的有害物質對頭髮的傷害，並創造出
豐富多樣的色彩變化。
葵花油、篦麻油及荷荷巴油等植物性油脂
在染髮過程中保護頭髮，同時增添秀髮的光澤及潤滑度。
有機認證薰衣草
有機認證的純香，讓染髮的過程擁有獨特舒緩的嗅覺體驗。

AVEDA FSD 專業染髮療程步驟
染前諮詢準備 + 染後鎖色修護

1. 設計師專業髮色諮詢

依照髮質狀況選擇 FSD 染膏，調配出客製化獨一無二的亮麗髮色。

2. 頭皮與秀髮健康防護

使用 AVEDA 專業護理產品，減少頭皮刺激並讓染後髮色更加有質感。

3. 享受片刻舒緩純香

包覆秀髮，等候過色約 30-45 分鐘。

4. 花植配方天然鎖色

使用護色洗髮精及護色 PH 值平衡乳加強保護染後髮色與秀髮毛鱗片，
保護髮色更加持久。

AVEDA DEMI+ 花植極致光感半永久染

93% 天然萃取成分

來自 93% 花植成份萃取，提供無與倫比的亮澤保養及全方位的色彩調配，在上色的
同時，有機認證的植物油也深層的滲透養護髮質。透過不同的調配及時間差異選擇，
來為您量身訂製個人色彩，從鮮豔濃郁的色調到清澈細膩的透明色調，
絕對是色彩愛好者的首選！

• 93% 純花植成份萃取物
• 效果維持至多 24 次洗髮
• 夏威夷核果油、向日葵種籽油、蓖麻油及荷荷巴油幫助修護
髮況並增加亮澤
• 綠茶萃取物，可創造出各式色彩光譜顏色
• 植物萃取的精胺酸可極大化存色能力，讓彩度、色調得以長時間停留
在髮絲上
• 膠狀質地，增加塗佈時所需的滑順度

清爽植物油配方 增添光澤

不傷髮質髮絲健康滑順

植物萃取精胺酸過色更快

只要 + 20 分鐘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