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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要求，絕不妥協！

「這就是我想要的！」

每句對產品的認同與讚賞，

都是環貫綠佳利最大的成就感來源。

環貫綠佳利堅持顧客至上的服務精神，

以最嚴謹的態度提供最優質的產品，

來自廣大消費者的支持與愛用，

說明了環貫綠佳利的堅持具有正面價值。

全力了解消費者的真實需求，

是環貫綠佳利制定產品策略不變的初衷。

因此對於每一項產品，

環貫綠佳利都充滿信心與責任，

讓您生活有更加美好的最佳選擇，

環貫綠佳利，堅持只做頂級的產品！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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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環貫綠佳利所銷售之商品中，除生活或保養用品外， 「識霸」、「識霸明力多」為營養補助食品；其他為食品， 並
非「醫藥品」， 亦不得宣稱為「健康食品」。於進行產品介紹及銷售時，請勿使用下列易與醫藥品混淆及易引人誤解
之說明或書面資料。

　請嚴格遵守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食品衛生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同時亦不得抵觸中
華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健康食品管理法及」「藥事法」之相關規範，否則可能遭致檢舉而被處以不等之罰金甚至刑
責，不可不慎。從事環貫綠佳利事業活動介紹商品時，請注意以下事項：

※涉及醫療效能

　＊宣稱對預防、改善、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或特定生理情形
  　例：「治療近視」、「對糖尿病有效」、「改善高血壓」等。
  ＊宣稱減輕或降低導致疾病有關之體內成分
  　例：「解肝毒」、「降肝脂」等。
  ＊宣稱產品對疾病及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有效
  　例：「改善更年期障礙」、「降肝火」等。
  ＊引用或摘錄出版品、典籍或以他人名義並述及醫療效能
  　例：ＯＯＯ書籍記載「商品的原料ＯＯＯ等有預防治療疾病之效果」等。

※涉及誇張，易生誤解

　＊涉及生理功能者
  　例：「強化細胞功能」、「消除自由基」、「排毒」等。
  ＊涉及身體特定部位有效之陳述方式
  　例：「對眼睛很好」、「會使肌膚光滑」、「加強腸胃功能」等。
  ＊涉及改變身體外觀者
  　例：「減肥」、「塑身」、「防止老化」、「美白」等。
  ＊涉及以抽象或過度刺激購買慾的方式來說明
  　例：「可以變年輕、苗條」、「奇蹟之水」、「傳說之水」等。
  ＊涉及以造成使人不安的方式來推薦
  　例：「飲用一般自來水會損及健康」等。

※其他注意事項

　＊避免以經驗談或個人主觀敘述方法來進行宣傳，以免造成誤解或引起糾紛。
　＊必須對銷售商品之內容、種類、功能、品質做詳實的說明，請勿做出任何與事實不符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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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由於生活壓力大、工作忙碌、不良的生活習

慣、外在環境變化、外食機會增加等因素，難免會有營養

不均衡的狀況，此時若不加以注意，可能會讓健康開始亮

紅燈。建議可以選擇適合的營養補充品，攝取足夠與多樣

的營養素，維持身體健康。除了均衡的營養之外，再搭配

充足的睡眠、適當的運動、愉快的身心，都能為健康加

分。

天天吃保健食品，就像為自己與家人天天定存健康，

及早做好預防保養，讓健康與青春長長久久。

健康專欄

保健食品選購重點

具有公信力的

品牌與製造廠商

完整的產品標示獲得SNQ國家

品質標章認證

合格的檢驗報告

環貫綠佳利，秉持著「提供加入自然元素所製成的營

養輔助食品」的理念，期許帶給消費者健康的生活。公司

擁有數十年的研發經驗，產品來自日本與台灣，對品質

有高規格的堅持與要求，所有成分皆嚴選來源，並有7項

產品榮獲SNQ國家品質標章認證，產品標示完整且通過檢

驗，請大家安心與放心使用。

適時為自己和家人定存健康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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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你需要你需要

長時間使用3C產
品、視野模糊、
少吃蔬果，

壓 力 大 、 常 熬
夜、維持青春體
質

識霸、識霸明力多、
識霸明力多(素食) 

活美水素水

保健食品

P.6-11頁 P.12-13頁

保健食品

你需要你需要

外食族、大魚大
肉、排便不順 普力活BB、

普力活FIRE

保健食品

P.14-17頁

你需要你需要

你需要你需要

口腔健康、口氣
清新 樂口多

P.20-21頁

保健食品

P.24-25頁

養顏美容、青春
美麗、補充活力 妍漾飲

保健食品

你需要你需要
你需要你需要

肌膚青春保養
奧芮姬系列、

伶芙緹

肌膚保養品

P.22-23頁 P.26-27頁

頭髮與身體清潔
柔緹系列

肌膚保養品

你需要你需要

P.18-19頁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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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人生的堅強後盾

　隨著科技的進步，生活越來越便利，然而威脅健康的因素也越來越多，每個人都必須要做好萬全

準備。面對環境的嚴峻挑戰， 「識霸明力多」將成為您最堅強的後盾， 陪您度過健康美滿的每一天！

「識霸明力多」是以具有六大類胡蘿蔔素黃金配方的明星商品「識霸」為根基，添加法國濱海松樹

樹皮萃取物「碧容健 ®」，以及「山桑子萃取物」，兩種獨特的配方相互融合成備受注目的新星成分 

「秘蘿素 ®」！領先全球、震撼市場，「識霸明力多」將帶您進入日常保健的全新領域！

點睛之作，給您強而有力的健康奧援！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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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霸明力多」的產品特點

【秘蘿素®】＜Mirtogenol®＞

「識霸明力多」

1

2

【碧容健®】

＜Pycnogenol®＞

法國濱海松樹樹皮萃取物

•由瑞士賀發研究公司專利

生產。

•萃取自生長於法國沿海海

岸一帶冷暖溫差劇烈且紫外

線強烈照射的極其嚴苛環

境，樹齡30-50年以上的法國

濱海松樹樹皮。

•為保持成分的鮮度，樹皮

採取後24小時內，在GMP國際

認證的工廠中，以專利製程

完成萃取。

【山桑子萃取物】

＜MirtoselectTM＞

•由義大利Indena公司進行

萃取製程。

•山桑子為野生藍莓一種，

由超過150多種的藍莓品種

中精心挑選而出，並摘取自

7-9月成熟的新鮮山桑子的果

實。

•生長於位於北歐，日照時

間長且對於紫外線展現極大

的耐性的生長力奇旺的灌木

所結的果子。

※ ＜Mirtogenol®＞為Horphag Research公司以及Indena公司的註冊商標。

由兩家世界頂尖的廠商所提供的優質原料所結合而生的超級成分。

環貫綠佳利的代表作「識霸」與備受矚目的成分【秘蘿素®】

結合誕生的劃時代商品。

「識霸明力多」同時含有脂溶性的【葉黃素】及水溶性的【秘蘿素®】兩大明星成分，兩者結合後更易於被人

體吸收。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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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素食者的需求

　　「識霸」均衡富含了黃綠色蔬菜中的6種類胡蘿蔔素，從上市以來，深受會員喜愛，更成為環

貫綠佳利的代表之商品。對於「識霸」這樣的商品，如何更加強化其機能同時創造新的商品價值是

環貫綠佳利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標。經過多番的努力，環貫綠佳利得到的成分是【秘蘿素®】。將兩

種獨特的配方相互融合之後，令人注目的點睛之作「識霸明力多」商品因此誕生。環貫綠佳利為滿

足所有人的需求，特別推出素食版「識霸明力多」也將引領健康潮流。

點睛之作，給您強而有力的健康奧援！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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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霸明力多素食版」的產品特點

滿足素食者的需求

●主要成份為人體必需，但又不能在體內自行合

成的多元不飽和脂肪酸─「亞麻油酸」。各項研

究表明，紅花籽油中的亞麻油酸含量是已知植物

食用油中最高的。

●富含天然維生素E，是所有植物中含量最高的，

因此紅花被譽為「維生素E之冠」。

●為讓脂溶性營養素在人體內更易於吸收。

●一種從海洋紅藻中所萃取出來提取的多醣，經

過加工成為植物性膠質，適合用作為素食者食用

膠囊成分，安全性高。

紅花籽油＜Safflower Oil＞ 鹿角菜膠＜Carrageenan＞

「識霸明力多素食版」2
環貫綠佳利的代表作「識霸」與備受矚目的成分【秘蘿素®】

結合誕生的劃時代商品，並更進一步精心研發替換動物性原料，

推出素食版。

1
為滿足素食者需求，以紅花籽油及鹿角菜膠取代動物性原料。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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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人因為忙碌的生活而導致營養失衡，三餐不正常、六大類食物攝取不均、蔬菜水果養分流

失等問題，更是健康的重大威脅。想要過得更健康，需要有更方便更有效率的方法，因此營養補助

食品便因應而生。 完整搭配各項營養素的「識霸」， 添加了黃綠色蔬菜中所富含的多種類胡蘿蔔素

（葉黃素、玉米黃質、α- 胡蘿蔔素、β- 胡蘿蔔素、茄紅素、黃梔子），以及黑醋栗多酚及藍莓多

酚等花青素， 還有維生素 B 群、 維生素 E、DHA 等營養素，傲視市場的黃金比例，提供您每天的健

康力量！一瓶就能有效補充人體不可或缺的多種營養素，簡單輕鬆無負擔！

每天補充均衡營養素，持續為健康加分！

讓未來的您充滿笑容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請勿任意轉載、編輯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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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霸」中的葉黃素，是由Kemin Industries, Inc. (USA) 在

印度以嚴謹的管理方式栽種金盞花。將金盞花萃取後，經過Kemin 

Industries, Inc. (USA)獨特開發的去除脂肪酸、精製、結晶等繁複

精密的製程後，製成易於人體吸收的高品質、高純度的「FloraGLOTM 葉

黃素」，並擁有世界第一的市占率。因保持與存在於體內的葉黃素相同

形態，故可直接在體內被吸收。

1 獨特 製程、易於吸收

從梔子花果實中萃取而來的「黃梔子」，

是近年來全球專家注目的類胡蘿蔔素，由

於「黃梔子」同時具有溶於油及水的兩親

媒性，且分子較為細小，因此能易於人體

吸收。每750kg的梔子花果實，僅能萃取出

1kg的黃梔子，彌足珍貴。

2 持續研發、不斷進化

「識霸」的原料最後都會集中到位於日本

的ALIMENT工業株式會社，在ISO認證的製

程管理及遵守日本GMP下所製成的營養

補助食品。唯有全部通過嚴格的製品

檢查的產品才能夠出貨。

3 反覆檢驗、品質保證

「識霸」的產品特點

葉黃素 黃梔子

α-胡蘿蔔素玉米黃質

茄紅素 β-胡蘿蔔素

均衡調配的6種類胡蘿蔔素
識霸3粒所含的營養素

葉黃素：約176g的菠菜

茄紅素：約70g的番茄

β-胡蘿蔔素：約26g的紅蘿蔔

TM FloraGLO是Kemin Industries, 

Inc.的商標。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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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耀眼的未來不停湧現

　人體不可或缺的健康好水。水與氫是構成人體的重要元素之一， 更是維持生命的必要條件。

高品質的「活美水素水」，利用高科技的專利製程「脫氣法」及「膜溶解法」，讓「活美水素 

水」實現氫溶存率最高的目標，製造符合現代人要求的高標準好水。製作時，同時成功保留水中原

有的礦物質，口感更佳。提供您在每日生活中，輕鬆飲用美味的健康好水！

讓美味的優質好水伴您每天都健康！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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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人工肺等最先進的醫療臨床技術，首次將此法運用在飲料水。

保留水中原有礦物質，口感更佳，並一舉將氫溶存率推高至2.6ppm＊
(＊為日本填充時)。

「活美水素水」的產品特點

「膜溶解法」

運用高科技專業製造

品質精良安全可靠

A B

A

B

C

D

1

2

透過「含氫飲料用水之製造方式及其製造裝置」的卓越專利

製程，讓活美水素水成為具有極高的氫溶存率的含氫水。

活美水素水 台、日取得製程專利3

製程
專利

●日本 特許第6052948號

●台灣 中華民國專利 發明第I590765號

透過管壁上奈
米 大 小 的 細
膜，去除水中
多餘的空氣

大量溶入氫，
再直接加壓充
填入鋁箔包裝

H2O H2O

H2O H2O

中
空
細
膜

脫  氣

H2O H2O

H2O H2O

H2H2

H2

H2

H2

H2

H2

H2

H2

H2

H2

注   氣

中
空
細
膜

H2O H2O H2O

CO2

O2 O2

CO2 CO2

H2 H2高阻隔性的四層鋁箔包裝：
避免受到外在污染。

100%由日本生產、製造、包裝：
從填充到出貨均由電腦全程嚴格監控，最後再經由專業的檢查員

詳細確認才進行裝箱出貨。

瓶口朝下捆包：
延長氫的高溶存率的維持時間。

製造工廠符合GMP：
獲得「FSSC22000」認證。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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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盈美型，聰明首選

　普力活 FIRE 配方，幫助大家提升因年齡增長而降低的代謝力，升級後除了將原有體內潔淨的

功能更加強，同時添加多種有效成分，全方位促進新陳代謝，減少負擔，告別堆積。特別使用日本

專利新興的明星健康素材：荔枝綠茶多酚萃取複合物 (Oligonol®)，小分子易吸收，並具有多項功

效實證。天天普力活 FIRE，補充清盈活力，維持消化道機能，使排便順暢，啟動代謝機制，打造

青春體質，享受健康，更有自信魅力。

全方位重啟身體激活清盈力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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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纖維四大特色、
體內潔淨零負擔

獨家劑型技術專利
老人、小孩食用超easy

「普力活FIRE」的產品特點

專利名稱：

具食用性之纖維顆粒結構

台灣新型專利號第M466660號

10

30

20

吸附力
黏力

保水力
發酵力

吸附力
黏力

保水力
發酵力

窈窕新概念1 「加減乘除」重啟身體激活清盈力

S-FIBER

5種複合植物纖維

S-FIBER

5種複合植物纖維

荔枝綠茶多酚

萃取複合物

(Oligonol®)

精胺酸

黃金奇異果酵素 黃金奇異果酵素
山苦瓜+

辣椒萃取物
核糖

ABC複合益生菌 ABC複合益生菌非洲芒果種子

萃取物
支鏈胺基酸

H2N
OH

H
NHN

NH2O

4’ 1’

2’3’

5’

4’ 1’

2’3’

5’

H HH H

OH

HOCH2

H HCC

OH OH

OHO

C C

HOCH2

H HCC

OH OH

OHO

C C

S-Fiber S-Fiber

促新陳代謝 超完美比例 使排便順暢維持消化道

加能
量 乘曲

線減負
擔 除廢

物

獨家更易吞食的顆粒結構技術，

已取得新型專利

新型
專利

每包添加7.5公克膳食纖維，

幫助補充每日所需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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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補充 三種滿足

　長期關注國人飲食健康的環貫綠佳利，經過多年的研究終於研發出普力活 BB 新品，透過添加

天然梅精與黑糖等天然保健素材來調節生理機能與維持健康，同時還具有多種優質膳食纖維、高溶

解度的發酵型乳酸鈣、酪蛋白磷酸胜肽 (CPP)，能輕鬆補充國人生活因「Ｗ型飲食」所欠缺的膳食

纖維及鈣質等營養素。

常順暢無負擔、鈣滿足好心安、體質調理好簡單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請勿任意轉載、編輯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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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車前子殼粉 5
種膳食纖維

3
種精選成分

卡姆果

木寡糖

黑糖
S-Fiber

菊糖(菊苣纖維)

燕麥抽出纖維

玉米來源可溶性纖維

阿拉伯膠

「普力活BB」的產品特點

鑽石級完美配方、調整體質好輕鬆

業界創新革命、一次補充三種滿足

濃縮飲品劑型、方便攜帶飲用

1

2

3

5種膳食纖維的S-Fiber+3種精選成分+3種特選營養素

3 梅精

酪蛋白磷酸

胜肽CPP

高溶解發酵型
乳酸鈣

種特選營養素

用量剛好容易掌握，還可放在化

妝包裡，方便攜帶，無論在哪每

天都可持續飲用，而隨身包讓您

再也不需擔心成份受潮或汙染的

問題。

優雅包裝、好攜帶、好安心

輕便設計，優雅小巧包裝

方便隨身攜帶，不論是外出或是辦公室中

都能輕鬆使用，隨時隨地都能簡單補充！

體質調整首選體內環保關鍵 骨本保留對策

水溶配方 

S-FIBER
梅精

高溶解
發酵型乳酸鈣

+
CPP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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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緹全新升級，針對現代人在意的頭皮與味道等惱人問題，利用淨化平衡科技，從根本做好深

層清潔與滋養修護，告別油垢異味，重啟頭皮及身體的印象淨化記憶。全新添加風靡歐美的活化成

分「蘋果果實細胞培養物萃取」與以色列傳統祕方「星狀天竺葵萃取」，透過呵護與保養，明顯感

受每吋毛孔的愉悅呼吸與每吋肌膚的甦活律動，找回散發光輝、青春漾貌的印象，打造令人羨慕的

頭髮與身體，展現肌膚自然光澤，回復年輕光采。升級版也延續柔緹的堅持，全產品不含矽靈、礦

物油、合成色素等物質，讓您天天安心使用。從今天起，就和柔緹一起展開淨化保養新旅程！

對抗油垢異味，讓您從頭到腳晶瑩美一天

印象淨化新主張，散發自信風采

雙效配方X香氛  散發青春香味
味道，是決定人們對一個人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柔緹」針對男女都在意「味道」所造成的問題

吸附毛孔多餘的油脂與髒汙

平衡油脂分泌

有效分解不良氣味

擁有健康乾淨的頭皮與肌膚

「雙效配方」吸附平衡 淨味調理

沖繩深海泥
（髒污吸附）

山葵葉萃取物
（調理保養）

茶樹精油
（清新舒緩）

柿子萃取液
（有效淨味）

複合控油因子※

（平衡油脂）
三葉無患子果

萃取
（深層清潔）

精選配方

透過抑制味道發生機制的「雙效配方」

以及花果香的「香氛」來抑制擾人氣味

頭皮&頭髮
SCALP & HAIR

身體護理
BODY CARE

※皮脂平衡成份：Farnesol金合歡醇、Farnesyl Acetate金合歡醇乙酸酯、Panthenyl Triacetate泛醇三乙酸酯。
※洗髮精未添加沖繩深海泥及皮脂平衡成份。
※沖繩深海泥、皮脂平衡成份、水解膠原為示意圖。

葉黃素
（保護）

AC-11
（修護）

星狀天竺葵
萃取物
（防護）

葉黃素
（保護）

AC-11
（修護）

星狀天竺葵
萃取物
（防護）

摩洛哥堅果油
（保護）

水解膠原
（滋潤）

覆盆子果萃取物
（滋潤）

蘋果果實細胞
培養物萃取物

從頭皮開始健康
使頭髮呈現豐厚感，散發自信迷人香

不只做好清潔
更能使肌膚散發彈潤透明感，養出天生素肌力

AC-11（貓爪藤萃取物）
正式名稱為CAEs（Carboxy Alkyl Esters），由瑞典LUND大學的Dr. Ronald Pero自南美熱帶雨林的植物之一的貓爪藤的樹皮中萃取
並濃縮而來的珍貴成分。從古至今多被用為保養品或食品。因其藤蔓部份形似貓爪，故被取名為「Cat´s Claw（貓爪）」。
1公頃的土地上僅能生長1～2株，是一種需要肥沃土地才能生長的植物。為維持肌膚健康狀態，作為護膚、護髮成分之用。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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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緹」的產品特點

柔緹洗髮精 柔緹護髮膜 柔緹沐浴露 柔緹香皂

豐盈綿密的泡沫
洗淨，徹底清除
髒污與味道，讓
髮絲恢復彈性及
韌性。

從髮根開始強化
修護，讓頭髮一
根 根 輕 柔 地 站
起，呈現柔順蓬
髮份量。

豐富保濕精華的
泡沫，深層滋潤
肌膚，讓肌膚甦
活，展現彈嫩、
光采。

質地細緻綿密的
泡沫，溫柔呵護
肌膚，讓肌膚呼
吸，更具透亮、
柔滑。

180ml 160g 200ml 90g

柔緹系列的四大堅持：不含矽靈（silicon）、不含礦物油、不含合成色素、不含防腐劑對羥基苯甲酸酯（parabens）

雙效配方X香氛  散發青春香味
味道，是決定人們對一個人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 ，「柔緹」針對男女都在意「味道」所造成的問題

吸附毛孔多餘的油脂與髒汙

平衡油脂分泌

有效分解不良氣味

擁有健康乾淨的頭皮與肌膚

「雙效配方」吸附平衡 淨味調理

沖繩深海泥
（髒污吸附）

山葵葉萃取物
（調理保養）

茶樹精油
（清新舒緩）

柿子萃取液
（有效淨味）

複合控油因子※

（平衡油脂）
三葉無患子果

萃取
（深層清潔）

精選配方

透過抑制味道發生機制的「雙效配方」

以及花果香的「香氛」來抑制擾人氣味

頭皮&頭髮
SCALP & HAIR

身體護理
BODY CARE

※皮脂平衡成份：Farnesol金合歡醇、Farnesyl Acetate金合歡醇乙酸酯、Panthenyl Triacetate泛醇三乙酸酯。
※洗髮精未添加沖繩深海泥及皮脂平衡成份。
※沖繩深海泥、皮脂平衡成份、水解膠原為示意圖。

葉黃素
（保護）

AC-11
（修護）

星狀天竺葵
萃取物
（防護）

葉黃素
（保護）

AC-11
（修護）

星狀天竺葵
萃取物
（防護）

摩洛哥堅果油
（保護）

水解膠原
（滋潤）

覆盆子果萃取物
（滋潤）

蘋果果實細胞
培養物萃取物

從頭皮開始健康
使頭髮呈現豐厚感，散發自信迷人香

不只做好清潔
更能使肌膚散發彈潤透明感，養出天生素肌力

AC-11（貓爪藤萃取物）
正式名稱為CAEs（Carboxy Alkyl Esters），由瑞典LUND大學的Dr. Ronald Pero自南美熱帶雨林的植物之一的貓爪藤的樹皮中萃取
並濃縮而來的珍貴成分。從古至今多被用為保養品或食品。因其藤蔓部份形似貓爪，故被取名為「Cat´s Claw（貓爪）」。
1公頃的土地上僅能生長1～2株，是一種需要肥沃土地才能生長的植物。為維持肌膚健康狀態，作為護膚、護髮成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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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重視好感度的時代，不論男女老少都十分注意社交禮儀。「樂口多」，著眼於“Face to 

Face”面對面溝通時，從口開始，增加好感度。將源自乳成分的「乳鐵蛋白」與「乳過氧化酶」，

以接近唾液的比例調配而成口氣保健食品。在任何介意的時刻，只要口裡含上一錠，無論何時何處

都能輕鬆調和口中好氣場，打造健康好運氣、魅力好人氣。

清新好口氣，助你溝通好人氣

Face to Face，從口開始增加好感度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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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口多」的3大值得推薦的理由

口腔禮儀意識抬頭符

合時代潮流！

＜W乳源成份＞

存在於人體唾液中是

實證眾多且令人安心

的成份！

口感佳的柑橘風味特

製口含錠隨時隨地輕

鬆入口維持健康！

碧容健®

<碧容健®>是從樹齡30～50年

松樹皮萃取物中萃取而來的植物

成份，內含40種以上的類黃酮

，也被運用在主力商品「識霸明

力多」中，與＜W乳源成份＞

調和後，展現驚人成果。

1939年由丹麥科學家發現，因

易與鐵結合的特性，Lacto=乳

；Ferrin=與鐵結合的蛋白質，

由此命名。廣泛存在於人類等

哺乳類所分泌的乳汁或唾液中

，尤其在母乳的初乳中濃度最

高。唾液中乳鐵蛋白濃度約為

0.01mg/ml，主要功能是維持

口腔衛生環境。乳鐵蛋白對人

體來說，是一種維持身體健康

的多功能蛋白質。

乳過氧化酶是乳汁或唾液等生

物體液中所含的酵素。當乳過

氧化酶與生物體液中所含有的

硫氰酸根離子（Thiocyanate 

i o n ， S C N - ） 及 過 氧 化 氫 （

Hydrogen peroxide，H2O2）作

用時，可形成被稱之為乳過氧

化酵素系統（Lactoperoxidase 

system；LPS）的人體天然的

保護系統，和乳鐵蛋白同樣有

助於維持健康。

結合兩大「乳源成份」＝＜W乳源成份＞
口氣保健領域備受注目、經眾多的實證功效證明

乳鐵蛋白 乳過氧化酶

「樂口多」的產品特點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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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芮姬（AURAGE）是以對抗肌膚老化，針對”肌膚年齡”為主的臉部保養系列。隨著歲月，

肌膚由內而外逐漸呈現老化徵兆。奧芮姬嚴選植物成份、結合科技技術，四大造齡進化步驟，從

肌底抑制老化，重新打造逆齡能量，完整啟動青春密碼，喚醒肌活因子，讓肌膚展現緊實飽滿潤彈，

恆久為肌膚再次孕育光輝，重現青春美麗。

3大關鍵，保養直達美麗核心

將年齡轉化為青春光彩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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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１１」
高效滲透力直達表皮層

※1

「ＡＣ－１１」
高效滲透力直達表皮層

※1

「5種類的莓果萃取精華」
全方位肌膚抗齡保養

※3

「5種類的莓果萃取精華」
全方位肌膚抗齡保養

※3

熱帶與極地植物所展現的強韌生命力，巧妙融合近代科學的智慧與技術

進化誕生出新次元的肌膚抗齡保養<奧芮姬>

熱帶與極地植物所展現的強韌生命力，巧妙融合近代科學的智慧與技術

進化誕生出新次元的肌膚抗齡保養<奧芮姬>

3大關鍵，保養直達美麗核心3大關鍵，保養直達美麗核心

「Progeline」(P.G.L)
最新逆齡抗老保養成份

※2

「Progeline」(P.G.L)
最新逆齡抗老保養成份

※2

Step1 卸妝清潔

Step2 保濕滋潤

Step3 鎖水極潤

Anytime 隔離防護

洗卸養護，優化肌膚

高效滲透，深層保濕

緊緻無痕，完美修護

極致防護，恆久喚白

卸妝洗面露

AURAGE Cleansing Plus

[ 卸粧、洗顏露 ] 200mL

滋養化妝水

AURAGE Rich Formula

[ 化妝水、美容液 ] 60mL

修護精華乳

AURAGE Gracious Cream

[ 乳霜 ] 30g

隔離修飾霜

AURAGE UV Makeup Base Cream
[ 防曬、修飾 ] 30g

SPF50+、PA+++

使用方法

●卸妝+清潔
①手乾臉乾狀態下，按壓2下。②均勻塗抹於全臉進行
清潔後，以面紙輕柔擦拭。③再次按壓2下，均勻塗抹
於全臉。④以少量溫水在手中乳化後，清潔全臉，反
覆3次。⑤以溫水充分洗淨

●起床清潔
①手乾臉乾狀態下，按壓2下。②均勻塗抹於全臉進行
清潔。③以少量溫水在手中乳化後，清潔全臉，反覆3
次。④以溫水充分洗淨。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建議早晚各按壓4下、法令及眼周再加2下。
①將化妝水輕點於臉部，塗抹全臉後，並延伸至鎖骨
及頸部。②用手掌溫和按摩全臉。③由下而上、由內
而外，全臉輕拍吸收，使其充分滲透。

●建議早晚各取1cm大小。
①在臉部由上而下輕點五處（額頭、雙頰、鼻頭、下
巴），由內而外均勻塗抹全臉後，並延伸至鎖骨及頸
部。②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往上拉提，輕柔按摩有
效鎖水滋潤。

●建議取1cm大小。
①在臉部由上而下輕點五處（額頭、雙頰、鼻頭、下
巴），由內而外均勻塗抹全臉後，並延伸至鎖骨、頸
部及耳後。②薄薄一層覆蓋全臉，靜待片刻讓其充分
吸收，呈現自然明亮膚色。
※為維持隔離防護效果，流汗後或補妝時，請依狀況
補塗。

※1肌膚調理成份：AC-11，貓爪藤樹皮（Uncaria Tomentosa）萃取物。
※2肌膚緊緻成份：Progeline（P.G.L，三氟乙酰基三肽-2 / tripeptide-2）。
※3肌膚保護成份：雲莓（Cloudberry / Rubus Chamaemorus）果實萃取物、岩高蘭（Crowberry / Empetrum 

Nigrum）果實萃取物、越橘（Lingonberry, also known as cowberry / Vaccinium Vitis-Idaea）果實萃取物、
黑莓（Blackberry / Rubus fruticosus）葉萃取物、山桑（Bilberry / Vaccinium myrtillus ）葉萃取物。

「奧芮姬」的產品特點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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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時刻維持美麗光采」、「想要活力湧現不斷挑戰」，是每個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期望。劃時

代的智慧機能飲品「妍漾飲」（AND），精選淬鍊菸鹼酸、大豆胜肽、AC-11 等，再完美搭配 5 種

莓果萃取成份，極力滿足生活需求，科技研究勁量補給，為想要維持神采奕奕的人，補充活力催生

美麗，美麗散發魅力，由內而外美麗新生源源不絕。發覺自我的可能性，邁向充滿自信的每一天。

美麗補給、活力勁充，人生充滿美活力

完美呈現美麗與活力的極致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請勿任意轉載、編輯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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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嚴選莓果，
開啟美力關鍵

3大劃時代成份，
啟動活力關鍵

妍漾飲（AND；Activate New Drink），為滿足美麗與活力嚴選配方，

精選5種莓果萃取成份，搭配菸鹼酸、大豆胜肽、AC-11等成份，讓身體

由內而外持續展現光輝燦爛。每天的美活力，讓全新概念的智慧機能飲品

妍漾飲來為您精彩呈現。

嚴選顏色鮮豔、香氣馥郁、生長在嚴苛環境下

擁有超強生命力，並對美麗保養健康有幫助的

莓果類，以最佳比例調合，讓各種獨特成份的

優勢能發揮到極致。

※1 菸鹼素中含穩定的菸鹼酸，菸鹼素有助於維持能量正常代謝，增進皮膚、神經系統、黏膜及消化系統的健康。

※2 貓爪藤樹皮（Uncaria Tomentosa）萃取物。

挑選補充活力最佳的成份，以黃金比例豐富添

加菸鹼酸※1、營養綜合評價為優質蛋白質之一

的 大 豆 胜 肽 ， 以 及 由 古 自 今 備 受 矚 目 的

AC-11※2。

● 4無添加保證 ，產品令人安心

無脂肪質

活力美力BEAUTY Seaberry

沙棘

Maqui Berry

智利酒果

Lingonberry

越橘

Black Currant

黑醋栗

Raspberry

覆盆子

BEAUTY & VITAL CHARGE
美力 活力

讓每天充滿活力的
菸鹼酸

古早智慧的最佳運用
貓爪藤樹皮萃取物AC-11

最佳補充活力能量的
大豆胜肽

VITAL CHARGE

無添加
合成色素

無添加
防腐劑

無咖啡因

「妍漾飲」的產品特點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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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伶芙緹 超完美激萃逆齡精華，來自日本，是

專為對抗「年齡危肌」所設計的精華液，添加 5 大

活酵能量及 14 種全效奇蹟修護因子。5 大活酵能

量，扮演前導精華的角色，能調理肌質，同時活化

肌膚，讓後續保養成份快速滲透吸收作用。14 種

全效奇蹟修護因子，提供美肌源力，全方位達成「緊

緻新生，柔嫩彈潤，鎖水撫紋」三大功效。天天使

用，全面滋養與修復，有效對抗肌膚老化，逆轉肌

齡，重返青春，由內而外散發迷人自信風采。

智慧縮時保養，一瓶勝多瓶

逆轉肌齡，看見年輕光采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請勿任意轉載、編輯或列印



前導精華X美肌源力

5大活酵能量+14種全效奇蹟修護因子

對抗年齡危肌，讓鎖住青春不再是夢想

伶芙緹 超完美激萃逆齡精華

14種全效奇蹟修護因子

極效逆齡美肌力量

緊緻
新生

柔嫩
彈潤

鎖水
撫紋

5大活酵能量

啟動肌膚

賦活關鍵

保濕因子［柔軟肌膚］、洋甘菊萃取［活膚緊緻］
、雞蛋果萃取［透亮光澤］、啤酒花果萃取［調理
修護］、豐盈因子［豐潤飽滿］、黑麥籽萃取精華
［抗皺撫紋］

保護因子［保護肌膚］、神經醯胺複合物［滋潤保
濕］、海洋性膠原蛋白［維持彈力］、NMF胺基
酸複合物［細緻水嫩］

香橙�日本柚子�果萃取物［鎖水保水］、燕麥仁萃
取物［防止乾燥］、AC-11貓爪藤萃取物［重建紋
理］、日本玫瑰萃取物［肌膚豐盈］

發酵白蓮果精華

白皙活力

發酵白蓮果精華

白皙活力

發酵白藜蘆醇

豐盈彈力

發酵白藜蘆醇

豐盈彈力

發酵熟成胎盤精華

光澤亮麗

發酵熟成胎盤精華

光澤亮麗

發酵玫瑰蜜

滋養水嫩
發酵玫瑰蜜

滋養水嫩
發酵摩洛哥堅果油

細緻滑順

發酵摩洛哥堅果油

細緻滑順

● 6大無添加 ，安心使用無負擔

無矽靈
無添加

合成色素
無酒精 無香料無礦物油 無防腐劑

(Par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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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芙緹」的產品特點

建議用量

早晚使用，先按壓 3~4 下塗抹全臉，之後再按壓 2 下做重點肌膚部位加強。

使用方法

使用化妝水後，取建議

用量於手中，從臉部中

心由內而外，由下往上

塗抹均勻，並延伸至鎖

骨與頸部。

用 手 掌 將 臉 部 整 體 拉

提，溫和按摩，使其充

分滲透吸收。

洗顏 ‧ 臉部清潔 化妝水 ‧ 美容液 乳霜伶芙緹 ‧ 超完美激萃逆齡精華

1 2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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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身‧潔身‧美身33
全方位的幸福人生，在三大系列產品中都能找到答案！

大系列到齊，讓幸福深入生活的每個細節！

全方位養身之道：
識霸家族+活美水素水+普力活家族
全方位養身之道：
識霸家族+活美水素水+普力活家族

超清爽潔身秘笈：
柔緹家族、樂口多

身體只有一個，一旦出問題，人生將變黑白。道家的養生之道提到「壯則
知養，老則久長。」點出年輕時就應養生，才能防微杜漸。

隨著醫學科技的日新月異，許多對健康有益的營養素陸續被發掘，像是：
「21世紀的維他命」之稱的植化素；「腸胃的清道夫」之稱的膳食纖維；
「壞活性氧中和者」之稱的含氫水。環貫綠佳利研發照顧健康的養身系列，將
豐富的營養素經最新科技技術製成營養補充品，讓全家人輕鬆補充每日健康所
需的營養素，隨時擁有健康優勢！

養身

潔身

美身

超完美美身方程式：
奧芮姬家族、妍漾飲、伶芙緹

有人說：「頭髮是人的第二張臉、口腔是人體消化食物的第一站、皮膚就
是身體最重要的防線。」愛護它們的最佳方式從潔淨開始，也是讓身體遠離各
種疾病的重要關鍵之一！

環貫綠佳利推出的潔身系列，嚴選去除異味的洗淨力成分、添加迷人的獨
特香氛、洗後清爽不殘留的舒爽，細心呵護肌膚、頭髮的健康；而針對口腔的
潔淨，則透過有「抗微生物尖兵」之稱的「乳鐵蛋白」來抑菌或殺菌，讓口腔
保持清新好口氣，同時，還添加植化素來補充口腔營養，打造人緣及健康的加
分良「氣」。

著名小說家托爾斯泰曾說，「沒有比漂亮的外表更有說服力的推薦信
了！」高顏值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標，然而，歲月是把殺豬刀，若不好好保養只
能致逝去的青春！

善用古老智慧，嚴選珍貴營養素，透過高科技，集結有益成分的精華，所
製成的美身系列產品，搭配專業講師傳授保養技巧，讓產品效果能發揮到極
致，以對抗歲月痕跡。有鑑於美麗除靠外在保養，經由體內保養讓美麗由內而
外展現耀眼光彩也很重要，因此，喝的保養品加乘外在美麗，讓每天都閃閃動
人、光采耀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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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識霸

SUPER LUTEIN

識霸明力多
SUPER LUTEIN
MIRTOPLUS

識霸明力多(素食)

SUPER LUTEIN 
MIRTOPLUS

重量／容量
54g

（540mgX100粒）／瓶
55.2g

（460mgX120粒）／瓶
55.2g

（460mgX120粒）／瓶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NT$ 5,9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15,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NT$ 5,9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15,000P

商品名稱
活美水素水

IZUMIO 
活美水素水

超值組

重量／容量
鋁箔便利包

（200mlX30包）／箱

鋁箔便利包

（200mlX48包）／箱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請勿任意轉載、編輯或列印



30

商品名稱
妍漾飲

AND(Activate New Drink)
樂口多

Lacto Air

重量／容量 （50mlX10瓶）／盒 30g（30粒X1袋）／4包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5,850 NT$ 3,900

點數(P) 15,000P 10,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5,850 NT$ 3,900

點數(P) 15,000P 10,000P

售價(元)/點數
(Ｐ)

零售一瓶裝；50mlX1瓶
NT$ 600／1,500P

＊限於服務中心訂購及領取

零售一包裝；30g（30粒／1袋）
NT$ 975／2,500P

＊限於服務中心訂購及領取

商品名稱

普力活系列 PURIFICAR

普力活FIRE
原味

普力活FIRE
蘋果口味

普力活BB
梅子口味

重量／容量
(9.7gX30包)

／盒

(9.7gX48包)

／盒

(10.3gX30包)

／盒

(10.3gX48包)

／盒

(20mlＸ30包)

／盒

(20mlＸ48包)

／盒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NT$ 3,900 NT$ 5,850 NT$ 3,900 NT$ 5,8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10,000P 15,000P 10,000P 15,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NT$ 5,850 NT$ 3,900 NT$ 5,850 NT$ 3,900 NT$ 5,850

點數(P) 10,000P 15,000P 10,000P 15,000P 10,000P 15,000P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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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奧芮姬系列 AURAGE

伶芙緹 

LIFTANT
卸妝洗面露

Cleansing
 Plus

滋養化妝水

Rich
Formula

修護精華乳

Gracious
 Cream

隔離修飾霜

UV Makeup 
Base Cream

重量／容量 200ml／瓶 60ml／瓶 30g／個 30g／條 50ml／瓶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1,950 NT$ 3,900 NT$ 3,900 NT$ 1,950 NT$ 5,850

點數(P) 5,000P 10,000P 10,000P 5,000P 15,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1,950 NT$ 3,900 NT$ 3,900 NT$ 1,950 NT$ 5,850

點數(P) 5,000P 10,000P 10,000P 5,000P 15,000P

商品名稱

柔緹系列 Lute

洗髮精

Hair Purifier
護髮膜

Hair Mask
香皂

Body Bar
沐浴露

Body Soap

重量／容量 180ml／瓶 160g／瓶 90g／個 200ml／瓶

創業
商品

售價(元) NT$ 3,900

點數(P) 10,000P

循環
商品

售價(元) NT$ 975 NT$ 975 NT$ 975 NT$ 975

點數(P) 2,500P 2,500P 2,500P 2,500P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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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 of National Quality – Safety and Quality

由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生策會）召集全台灣百位以

上最權威的學者專家，經過嚴謹、專業的科學驗證審查，

將優質的生技、醫藥與保健產品及服務篩選出來的機制，

以嚴謹的評審流程，為民眾健康與產品品質嚴格把關。

SNQ國家品質標章

※傳直銷業界Flora GLOTM  葉黃素進貨量世界第一（Kemin Industries, Inc. 官方資料，取得時
　間為2012年9月）。

葉黃素進貨量世界NO.1※

　　Naturally Plus的產品中重要的成分「FloraGLOTM 

葉黃素」，是由Kemin Industries, Inc. (USA) 所提供。

根據該公司的統計，Naturally Plus被認定為「傳直銷產

業中FloraGLOTM 葉黃素進貨量世界NO.1※」！

FloraGLOTM 葉黃素進貨量

環貫綠佳利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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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貫綠佳利的主力商品「識霸/識霸明力

多」及「活美水素水」，雙雙於2010年至

2016年，在日本國內市場勇奪同類商品“銷

售業績No. 1”（※1、2）！

　 　 兩 項 主 力 商 品 能 夠 獲 得 ” 銷 售 業 績

NO.1”（※1、2）的殊榮，都是有賴上市以來廣

大的會員伙伴們所給予的支持與愛用；同時也

證明了環貫綠佳利受到廣大愛用者的信賴，成

為市場的領導品牌。

　　今後，環貫綠佳利也會秉持著一貫的精

神，嚴格管控「識霸」、「識霸明力多」、

「活美水素水」，以及所有商品的品質，同時

專注於提升商品的價值，讓大家在環貫綠佳利

的支援下，能夠過著健康耀眼的每一天。

※2010年～2016年日本國內含有葉黃素的營養補助食品市場中品牌別銷售業績NO.1。（識霸及識霸明力多的合計販賣業績）。

※2010年～2017年日本國內含氫水市場（製造機器及營養補助食品除外）中品牌別銷售業績NO.1。

（以各種公開情報以及主要對象企業所做的調查為評估基礎，以上皆為根據IPSOS公司於2017／2018年8月所作的調查。）

全球著名的「FloraGLOTM 葉黃素」

供應商Kemin Industries, Inc. (USA) 

認定Natu r a l l y  P l u s為「傳直銷業

界F lo r aGLO TM 葉黃素進貨量世界

第一※1」的公司，基於Natu ra l l y 

P l u s 長 年 來 的 銷 售 成 績 ， 授 予

Naturally Plus「FloraGLOTM 葉黃素

優質合作伙伴（FloraGLOTM Lutein 

PREMIUM PARTNER）」標章。

※1 傳直銷業界FloraGLOTM 葉黃素進貨量世界第一（Kemin Industries, Inc. 官方資料，取得時間為
　　2012年9月）。
※2 「柔緹」全系列及「奧芮姬」系列的卸妝洗顏露，均有採用FloraGLOTM 葉黃素。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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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美水素水」公開販售邁入第10年，10年有成，捷報頻傳！繼日前全球專案市場研究公司

IPSOS（益普索市場研究）針對日本國內含有含氫水產品銷售情形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環貫綠佳利的

主力商品「活美水素水」連續稱霸業界，勇奪日本國內市場同類商品「銷售業績No.1」※1的殊榮，近

日，「活美水素水」銷售再創新高，全球累積出貨包數突破2億5,000萬包※2，橫放排列連接起

來的總長度突破4萬公里，可繞行地球一圈了※3，這證明「活美水素水」擁有巿場性、獨特

性，符合全球健康所需，也因此，才能持續引領健康潮流，穩居市場領導品牌地位。

感謝大家對「活美水素水」的支持及喜愛，讓「活美水素水」在黃金十年締造銷售

佳績，為迎接「活美水素水」的黃金20年、30年….甚至百年，能持續繞著地球不斷地

運轉，「活美水素水」也將持續精進產品以守護所有人的健康，讓世界各地的人因為

「活美水素水」而露出健康的笑容，擁有源源不絕的「氫」春活力與美麗。

※1 2010年～2017年日本國內含氫水市場（製造機器及營養補助食品除外）中品牌別「銷售業績NO.1」。
　　（根據IPSOS公司於2018年8月所作的調查，以各種公開情報以及主要對象企業所做的調查為評估基礎。）
※2 依2018年8月統計結果。
※3 「活美水素水」的長寬尺寸依2007年12月～2010年6月（177公尺）、2010年7月～2017年8月（172公尺）計算，合計累計

出貨包數約為4萬公里所得之結果。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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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分公司：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22號2樓

台北總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30樓（新光摩天大樓）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0號21樓（國泰金融大樓）

中壢分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88號17樓（冠昱銀座21商業大樓）

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48號1、2樓（國泰中華大樓）

台南分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2號1樓（新光人壽台南永華大樓）

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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