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瑕的肌肤 • 永恒的美丽 • 轻松的护肤



韩国古方水分子护肤概念

远离琐碎的日常，体验护肤新世界。äKwä 采用天然概念、

深层滋润的配方，同时结合韩国古方的美容技术，让您的

肌肤展现靓丽娇嫩。富含滋润、亲肤和天然的成分，äKwä

提供轻松和持续护肤效果的完美体现。

古老的绿茶混合物和发酵液、芳香的玫瑰水及其它珍贵的

水源，完美的融合于一个着重科学式的肌肤修复配方，为

您的皮肤提供保护层及抵抗日常环境压力。



少即是多 

打造护肤新趋势

我们的生态系统依水而生。水，有保湿、

修复、洁净和净化的作用。如果没有水，

我们的地球将不复存在。水，对您肌肤的

重要性，犹如水对地球的重要性。我们的

肌肤由大约 64% 的水组成。所以，肌肤的

水分是否足够, 将决定我们肌肤的外观。1

掌握保湿和补湿的秘诀是我们制定 äKwä 

配方的窍门，即结合各种特殊的水源和发

酵物，恢复肌肤原本的状态。韩国古老的

发酵技术将绿茶等成分转化为高效的护肤

方案，可促进更年轻靓丽的肌肤、并活化

肌肤表层。其中的关键不只是取决于所使

用的成分，制作的过程更是至关重要。

忘掉刺激性的成分吧！这些成分只提供

短暂的效果，却为肌肤带来长期的损害；

而当今的护肤新趋势是推广温和、提供持

续性的效果，且由对皮肤和环境友好的

成分制成。这产品系列不含对羟基苯甲酸

酯、没有进行动物测试以及不含非必要的

成分。换句话说，少即是多。赋予您无瑕

的肌肤、永恒的美丽、轻松的护肤。

• 不含对羟基苯甲酸酯、硫酸盐和

 邻苯二甲酸盐的配方

• 零伤害 – 从未在动物身上

 进行过测试

• 无麸质配方

• 纯素食配方

• 经皮肤科医生进行的温和测试

• 天然香料

1.  https://www.usgs.gov/special-topic/water-science-school/science/water-you-water-and-human-body? 
 qt-science_center_objects=0#qt-science_center_objects



护肤程序

äKwä 为您提供韩国密集的护肤体验

程序，助您在忙碌之余也能拥有韩国

人所谓的 chok chok 肌肤，即透亮

的肌肤状态。我们提供两种简单的护

肤程序，供您使用。

•	 日常程序：早晚使用。

•	 加强程序：每周使用一至两次

的面膜，早上或晚上使用。

我们的日常程序用于解决一般的护肤

挑战，而加强程序则让肌肤享有更深

层的呵护，给肌肤放放假。

洁面凝胶

日常程序
(早/晚 )

加强程序
(早或晚)

加入日常程序中。每周使用一或两次，
以取得最佳效果。

火山泥面膜

化妆水

维生素精华液 保湿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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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润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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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沉浸于别具一格的肌肤护理中



日常程序 2：化妆水

让您展现清澈透亮、皎洁白皙的肌肤。我们的化妆水

可为肌肤作二次洁净和保湿、上妆前作好准备以及 

帮助定妆。可以全天候使用，让肌肤湿润透亮，闪闪 

发光。

 

 

 绿茶发酵液与玫瑰水结合，具备净化亮白皮肤 

 的功效。 

使用方法：闭上眼睛，将化妆水喷在脸上。用于 

（1）紧致肌肤（2）为肌肤的深层保湿做好准备 

（3）定妆，或（4）随时使用以让肌肤感觉清爽、 

放松和保湿。您也可以将化妆水喷在化妆棉上， 

然后轻轻擦拭脸部两侧，以去除残留的化妆品物质。

早晚或全天候使用。之后，使用维生素精华液。

日常程序 1：洁面凝胶

作为护肤程序的第一步，洁面凝胶提供一个全新的起点。

在转换为泡沫之前，其温和的油脂成分可将肌肤杂质去

除。泼洒清水洁净脸部，体验清澈柔嫩美肌。

 

 

 绿茶发酵液和海水的结合，能有效地洁净、清爽  

 肌肤；大米发酵物可细化毛孔、且富含具有滋养和  

 嫩肤功效的酵素，可滋润和净化肌肤。

使用方法：把洁面凝胶在掌心按压一至两次，然后轻轻

按摩于干燥的脸部。慢慢覆盖整个脸部、同时避免接触

眼周，接着用温水冲洗干净并拍干。每天早晚使用。

清洗后使用化妆水。

泼洒。洁净。清爽。 清澈。透亮。准备。日常程序  1 日常程序  2



日常程序  4: 眼霜

具备保湿和润肤的双重功效，再结合富含促进胶原蛋

白合成的植物配方，可改善眼周肌肤，使其更加紧致

平滑、水润透亮。

古老的绿茶发酵液注入黄瓜和竹汁提取物， 

有助于舒缓娇嫩和干燥的眼周浮肿问题。众所 

周知，眼周是脸上最干燥且脆弱的肌肤。

使用方法：少量涂抹于眼周，避免产品进入眼睛，并

用指尖轻轻拍打直至完全吸收。建议先以少量测试后

方使用。每天早晚使用。下一个程序是使用滋润霜。 

日常程序  3: 维生素精华液

柔丝般的精华液为您的肌肤注入必需的维生素、酵素

和超级抗氧化剂，令肌肤滋润柔滑、尽显年轻光彩。

绿茶发酵液、糖枫叶提取物和酵母菌溶胞物提取物 
(Saccharomyces lysate extract) 能够滋养、滋润和

维持皮肤的微生态 (microbiome) 健康；而其它 

成分则保护肌肤应对日常的侵害，并舒缓、镇静 

肌肤，打造白皙透光嫩肌。

使用方法：洁净和爽肤后，用指尖取少量精华液，

然后轻轻涂抹于脸部、颈部和眼睛周边。轻轻拍打，

直至完全吸收。每天早晚使用。下一个程序是使用

眼霜。

滋养。强化。亮白。 焕亮。注入。紧致。日常程序  3 日常程序  4



加强程序：火山泥面膜

就像火山喷发产生的地热水一样，我们的火山泥面膜

让您的肌肤焕然一新、清爽洁净、恢复活力。火山灰

成分可洁净肌肤表面，让您体验皮肤净化的功效。

 

绿茶发酵液和大豆提取物，与大地的火山灰混合

在一起，给您来自自然界的美肌体验。

使用方法：洁净皮肤后，将面膜涂于脸部。如有需

要，可延伸至颈部和胸部，但避免接触眼睛、鼻孔和

嘴巴。待 5 至 15 分钟后，加少许的水轻轻按摩以去

除角质，再用水清洗干净。可将少量面膜涂于斑点部

位作特别疗程，待干后冲洗。然后使用化妆水，擦拭

疗程部位清除残留的面膜。

滋润。改善。紧致。 净化。保养。紧实。日常程序  5 加强程序

日常程序  5: 滋润霜

这款轻盈、云雾状的滋润霜配方，可提供深层的的保

湿效果。这是您肌肤必喝之饮料。

古老的绿茶发酵液注入白桦树汁和人参，有助于 

舒缓和重塑年轻肌肤；而蜂蜜和氨基酸成分则可 

保持肌肤弹性和光泽。

使用方法：早晚各一次，适量涂抹于已洁净爽肤的脸

部、颈部和胸部。轻轻拍打让产品吸收。



补水。润肤。嫩滑。加强程序

加强程序：保湿面膜

这款超薄面膜能让您体验古时仅有皇亲贵族可享有的

奢华呵护。牛奶发酵液和牛初乳让您展现如婴儿剥壳

般的嫩滑肌肤。

这产品含有透明质酸，一种存在于皮肤中的自然

物质。它储存水份的能力，可超出其本身重量的

数倍，是最佳的保湿成分。此外，这产品也是世

界上唯一含有 4Life 转移因子的面膜！

使用方法：使用维生素精华液后，就可使用保湿面膜。

从包装取出面膜后轻轻展开，小心地敷在脸上。避免

接触眼部和嘴巴，同时确保面膜和皮肤充分地黏合。 

静置 15 至 20 分钟，让精华液渗透皮肤角质层。取下

面膜，轻拍脸部直至营养成分全部吸收后，再使用 

眼霜。

改善细纹和皱纹

之后

之前

之前

之后

在一项针对男女的测试研究中，30 天的 äKwä 护肤 

程序显示以下方面的改善：

•	红点数量，代表镇定效果

•	卟啉含量，代表洁净效果

•	皱纹

•	细纹

•	整体保湿

之前和之后



见证理想效果
我们的保湿加强配方让您亲身见

证和体验不一样的护肤效果。您

是否做好准备，使用自然界中最

实在和最卓越的成分，来滋润您

的肌肤？今天就使用 äKwä，

并将“之前”和“之后”的照片

标签 #aKwaskin 发布到社交媒

体上。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 ：

ForLife Research Sdn. Bhd.
Reg. No. 200201007676 (575339-A) AJL No. 931508

Unit 5.02, 5th Floor, Amcorp Tower, 18, 
Jalan Persiaran Barat,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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