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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ISALEAN™ 奶昔  – 一種美味、方便、營養完整的代餐，每份只要 $3 左右。

•	24克優質乳清與牛奶蛋白質，內含高效支鏈氨基酸
•	幫助您達到減重目標、燃燒脂肪、發展並強化堅實的肌肉
•	蛋白質能給您長久的飽足感
•	每份	240卡路里
•	富含有助消化的纖維及活性酶
•	不含人工色素、香料或甜味劑
•	有香滑法式香草、香滑荷蘭巧克力、天然香滑香草（猶太潔食），以及香滑草莓口味供您選擇

ISALEAN® 非乳製奶昔 –  一款高營養的代餐，為您提供優質非乳製植物蛋白質、 
補充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優良脂肪及抑制飢餓感的纖維，以滿足健康體質的需要。

•	只含	250	卡路里的完整代餐
•	每份含有超過	20克的植物蛋白質
•	合適劑量的優質蛋白質有助您發展堅實的肌肉
•	植物蛋白質適合素食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  一款具有排毒功效的混合配方，含有多種
天然草藥及富含抗氧化劑的植物草本成份。

•	為您體內的排毒系統提供養分，有助去除毒素與雜質。
•	作為	Isagenix	計劃的一部分，它可以幫您控制體重，是深層淨化日裡的一個基本元素。
•	適合每天使用，亦是每週一天或每兩週兩天的深層淨化日裡的重要組成部分。

ISAFLUSH® 舒暢膠囊  – 由具有深層清潔作用的植物草本及礦物質混合而成， 
可安全有效地促進胃腸的規律性。†

•	含有具深層清潔作用的植物草本及礦物質，可改善水分吸收並促進結腸的功能
•	內含的200毫克鎂有助胃腸的規律性	
•	最適宜在深層淨化日，或是當您覺得胃腸不規律或消化不良時使用

減重解決方案

只限內含14個獨立包裝袋的產品包裝

有液體、粉末及2-盎司的瓶裝可供選擇

產品一覽

另有內含14個獨立包裝袋的產品包裝
猶太潔食 - 只限罐裝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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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減重解決方案（續）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 內含精心選擇的生熱成分， 
可自然提升體內脂肪燃燒的能力。†

•	所含的辣椒、綠茶、肉桂及人參等天然成分有助加速新陳代謝
•	深層淨化日的絕佳補充
•	不含刺激劑，以免引起心悸感

 零食及輕食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  –  一款富含蛋白質的高營養零食
•	10克高品質蛋白質給您帶來長久的滿足感。
•	有助減重並維持堅實的肌肉。
•	每份100卡路里的獨立包裝簡捷便攜。
•	適宜在深層淨化日裡享用
•	不含麩質

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 — 這款植物來源的零食富含蛋白質，每份便捷的
獨立包裝只有100卡路里的熱量，是滿足食慾的絕佳方式。
•	每份含有11克高品質豌豆蛋白質及100卡路里的熱量
•	廣受歡迎的美味泰式甜辣椒口味
•	獨立包裝，便於出行時攜帶
•	可以在深層淨化日裡享用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  – 這款美味的零食為您增加每日纖維的攝入量， 
給您以飽足感，並有助維持健康和諧的消化系統。
•	所含的6克纖維是您每日建議攝入纖維量的24%*
•	每份150卡路里，不含麩質，無反式脂肪
•	含有6克高品質蛋白質，來源於不使用荷爾蒙或常用抗生素的奶牛
•	可溶性纖維及益生元可溶性纖維可促進健康的腸道菌群，促進消化並改善免疫系統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		比例依據美國產品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建議而定。
		**		飽和脂肪酸及膽固醇含量低的飲食有可能降低心臟病的發病率。
***		癌症的發病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富含具有纖維的穀物、蔬菜及水果的低脂飲食有可能降低某些類型的癌症發病率。

有花生巧克力及 
無花生的蜂蜜杏仁脆口味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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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零食及輕食（續）

ISADELIGHT® 巧克力 — 單獨包裝的巧克力，內含綠茶萃取物、氨基酸和抗氧 
化物，幫助您滿足食慾。
•	每份含有60卡路里，及不超過4克的脂肪
•	來自綠茶的抗氧化劑為您的身體提供養分
•	富含必需氨基酸、專有維他命B複合物及礦物質，令您精神煥發
•	無需愧疚感的享受
•	有牛奶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與海鹽焦糖、黑巧克力以及黑巧克力薄荷口味供您選擇
•	適宜在深層淨化日裡享用

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  – 美味與營養的絕佳組合， 
有助控制您的食慾。
•	有助於抑制食慾，讓您感到飽足
•	適宜在深層淨化日裡享用，或是作為您體內淨化與燃脂計劃的一部分在任何日子裡使用，	
在安全降低攝入熱量的同時達到最佳的減重目的。

•	天然巧克力和法式香草口味的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內含的蛋白質具有高品質氨基酸
組合

•	天然野生漿果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採用高品質植物蛋白質，不含乳製品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  –  美味又益於心臟健康**的餅乾，以100卡路里滿足
您的渴望。
•	來自全穀物燕麥及菊粉的優質纖維
•	來自亞麻籽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促進心臟健康**
•	甜味來自於具有低升糖指數的龍舌蘭
•	每口您都能嚐到藍莓與蔓越莓的美味
•	天然成分，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便捷美味、滿足食慾的出行代餐。
•	獨立包裝的餐條方便您隨時享用	–	記得放幾個在您的辦公室、手提包或公事包裡
•	內含18-19	克高品質的蛋白質、優良脂肪和提供能量來源的碳水化合物，有助減重並強化堅
實的肌肉。

•	在健身前享用這些營養均衡的餐條是為健身提供熱量的一個好辦法
•	不含人工色素、香料或甜味劑
•	可選口味包括：香脆巧克力花生、檸檬百香果、特濃巧克力、酥脆巧克力、焦糖腰果、巧克力
漿果（不含乳製品）、巧克力花生醬（不含乳製品）、棉花糖巧克力夾心餅乾，以及巧克力椰
子杏仁（不含乳製品）

有不含乳製品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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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零食及輕食（續）

AMPED™ 蛋白餐條 — 一款美味便利的高效營養品，所含的優質蛋白可幫助您優化體
能及恢復力。
•	含有28克基於乳清的蛋白質混合物
•	高效氨基酸配方有助強化並維持肌肉
•	經Informed-Sport	認證。
•	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活力表現解决方案

ISALEAN PRO 奶昔  – 每份含有36克蛋白質的完整代餐。是我們所有的代餐奶昔中
每份蛋白質含量最高的選擇！
•	最適於希望用高蛋白飲食來協助突破艱難的減重平台區、促進新陳代謝、提升運動表現、	
強化肌肉並避免因年齡增長而喪失肌肉的人士

•	36克優質乳清與牛奶蛋白質
•	高效支鏈氨基酸配方促進肌肉的發展
•	蛋白質可減輕飢餓感，讓您有更長久的飽足感
•	每份奶昔含有280卡路里
•	活性酶幫助消化
•	有天然香草、法式香草、天然巧克力，以及香滑草莓口味供您選擇

AMPED — 強化您的健身效果
•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饮料有助提升運動強度†

•	AMPED	Nitro	為您帶來活力、力量和集中力†

•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環†

•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幫您在運動過程中保持耐力†

•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可為身體提供養份與電解質
•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提供支鏈氨基酸，有助肌肉的復原†

有內含14個獨立包裝袋的產品包裝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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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活力表現解決方案（續）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饮料  – 一款在運動前服用的補充品，旨在健身前就為提高
身體的強度與能量做好準備†

•	健身前服用，在訓練未開始前就助您一臂之力†

•	肌酸在健身過程中提升體能，以達到最佳表現†	
•	Nitrosigine®與瓜氨酸能促進血液循環，最大化地將養分及氧氣送至運作中的肌肉群†

•	想要更清醒和專注，與e+™	能量飲一同享用	
Nitrosigine®是Nutition 21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並受專利保護。

AMPED NITRO — 一款經Informed-Sport 認證，在運動前服用的補充品，旨在為您提供
活力、能量及集中力，以獲得最好的鍛練效果。†

•	所含活性成分的濃度經臨床證明可有效支持身體與心智，令您能夠更長久地維持更高的運	
動強度†

•	Nitrosigine®*以及L-瓜氨酸促進血液循環、集中力與活力†

•	肌酸及甜菜鹼可以強化肌肉、提升活力與力量，並促進細胞供水*
•	β-丙氨酸、牛磺酸，以及天然來源的咖啡因可提神醒腦，並增強活力與耐力†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   – 是一款在運動前服用的飲品，通過提高一氧化氮的合
成促進健康的血液循環與氧氣運輸，令您的肌肉更有效地運作並減輕疲勞†

•	提升運動表現，令訓練成效更上一層樓†

•	水果與蔬菜精華促進體內一氧化氮的合成†

•	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環，促進養分及氧氣的供給†

•	為您的身體做好準備，減輕健身時的疲勞感†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 – 這款包裝方便的凝膠適宜在運動中享用，可在對體力要
求較高或長時間的活動中提升您的耐力。
•	這款產品採用來自蘋果泥、龍舌蘭與糖蜜的速效碳水化合物，營養均衡，為您補充活動能量†

•	可幫助保護肌肉在長時間訓練中不致勞損†

•	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		這些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	Nitrosigine是Nutition	21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並受專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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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活力表現解決方案（續）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 是一款在運動後服用的補充品，內含的支鏈氨
基酸能促進肌肉的重建與修復†

•	促進運動後肌肉的快速復原†

•	協助肌肉的再生過程†

•	提供支鏈氨基酸，促進肌肉內蛋白質的合成†

•	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 一款健身時不可或缺的能量飲品。
•	 富含電解質、+百分之百建議攝取量的維他命C，以及完整的維他命B群，確保您在健身中能

保持充足的水分和營養
•	 有助維持運動中的耐力並加速運動後的復原
•	 肝醣複合物以最佳劑量提供運動員在高水平發揮時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	 補充水分，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 有三種口味供您選擇：	多汁柳橙、青檸，及清新葡萄	

ISAPRO®至尊乳清蛋白  – 18克優質乳清蛋白濃縮物
•	任何時間都可享用的完美蛋白質補充劑
•	鍛練後享受的絕佳奶昔
•	含有一系列全面的支鏈氨基酸

 能量解决方案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 大自然提供的舒緩壓力、解除疲勞的方法，保護身體免
受自身、環境及生活中壓力的影響。
•	這款日服的高營養草本濃縮液含有適應原、抗氧化劑及其他養分，協調您體內的各個系統，	
強化身體的抗壓能力

•	有助改善大腦清晰度及專注能力，讓您從早到晚保持敏銳的思維
•	天然水果口味
•	有助提高日常活力表現
•	在高強度健身後有助緩解身體的勞損，促進恢復過程

有24個棒裝包裝及罐裝供您選擇

有粉末、液體及獨立包裝的袋裝供您選擇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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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能量解决方案（續）

ISAGENIX 咖啡 — 由百分之百公平貿易阿拉比卡咖啡豆經慢慢烘烤後研磨製成， 
味道柔和，為您的清晨帶來愉悅的感受。
•	含有綠茶萃取物、微量礦物質及椰子油
•	咖啡豆在全程烘烤期間不經人手處理
•	有頂級和美國農業部（USDA）認證有機的兩種混合配方。

e+™能量飲  – 一款富含養分的天然能量飲，幫您達到並保持高能量水平及敏銳度， 
同時可提升運動表現。e+™能量飲含有從綠茶與瑪黛茶中提取的天然咖啡因，以及有科
學實證的專有適應原混合物，可提升您的活力、耐力及思維敏銳度。†

•	快速提升體能，並可持續若干小時
•	即刻啟動健身模式
•	改善專注力及運動表現
•	保持思維的敏銳與清晰
•	安全、有效、天然	

 抗衰老解决方案

ISAGENESIS® 端粒維護膠囊 - 一款高效植物草本及維他命複合配方，旨在提供端
粒及抗氧化保護功能，幫助您有效地延緩衰老。† 
•	促進細胞的健康活力，保護端粒†

•	有助中和加速老化過程的有害自由基†	
•	有助維持天然酶的高效運作，促進抗氧化作用†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男士版及女士版）— 科學與自然的完美結合，為男士及女士
的健康奠定堅實的基礎。
•	維他命、礦物質、抗氧化劑、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及其他重要養分幫您獲得最	
佳健康†	

•	含有男士/女士全面基础营养素、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及C-Lyte®	活力維他命C（日間包）	

•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促進健康的大腦發育，並可改善心血管健康†	
•	高效抗氧化保護功能可助您延緩衰老†	
•	便利的日間包與夜間包在合適的時間以最佳劑量為您補充養分†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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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抗衰老解决方案 抗衰老解决方案 （續）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 一款助您達到最佳健康與長壽目標的基礎產品。 
這款30天補充產品可以有效地延緩衰老，並滿足您整體的營養需求。
•	內含促進細胞及端粒健康的IsaGenesis端粒維護膠囊，以及廣譜維他命、礦物質、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及抗氧化劑，為身體提供全面的養分†	

•	集中攻克造成早衰的本質原因†	
•	提供營養支持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 – 創新型配方採用前沿的科學技術為您帶來青 
春活力，並促進您的細胞功能及整體健康。†

•	結合辅酶Q10、維他命D3、生育三烯酚及白藜蘆醇，通過支持體內重要系統的重建與修復體
來改善身體健康†

•	有助改善心臟、肝臟、骨骼、肌肉、皮膚、細胞及大腦健康†

•	所含的抗氧化劑可保護身體免受自由基及環境毒素的侵害†

•	內含包括枸杞、印度人參及薑黃的適應原，協助體內系統均衡的運作†

 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

大腦與睡眠輔助計劃 – 一款讓您獲得安逸的睡眠並支持大腦功能的理想選擇。 
為促進您的大腦健康提供日夜所需的養分。†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
•	有益大腦健康的專有營養配方
•	支持大腦的健康運作並促進認知能力†

•	優化大腦清晰度、專注力、集中力與記憶力†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
•	天然、速效的褪黑激素噴劑
•	有助提高睡眠的總長
•		縮短入睡時間
•	有抗衰老，尤其是促進大腦健康的功能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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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續）

HEART SHAKE BOOSTER 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 — 由具有科學實證的成分混
合而成，可能可以降低心臟疾病的風險。** 
•	植物甾醇酯是一種經科學證明有助降低膽固醇吸收的成分**
•	可輕鬆混入任何Isagenix	奶昔，味道可口中性
•	每份	5卡路里
•	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關節和肌肉維護及止痛計劃  – 這款精心研製的計劃為您提供從內到外的全面 
關節護理。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

•	結合MSM（二甲基砜）、軟骨素、乳香及薑黃等天然成分，以保護、修復及舒緩的方式提供高
效的三重效應

•	促進軟骨的生成與強化
•	改善關節的靈活性，在提高靈敏度，讓您可以做更大幅度的動作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長效鎮痛軟膏
•	這款外用軟膏可被皮膚迅速吸收並即刻見效，為關節炎、背痛、肌肉勞損、扭傷及瘀青造成的肌
肉與關節不適帶來深層舒緩作用

•	內含天然薄荷醇與水楊酸甲酯，先為患處帶來清涼的感覺，然後釋放深層熱力，有助舒緩酸
痛緊張的肌肉

•	含有促進關節健康的高效成分：葡萄糖胺、	MSM（二甲基砜）與軟骨素	

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 – 旨在維持您體內免疫系統健康的高
級配方†

•	快速吸收的口服噴劑
•	即刻提供有助免疫系統健康的天然化合物，包括鋅、紫錐花與牛初乳
•	美味的天然小島風情口味（加拿大市場為漿果石榴口味），便利的噴霧瓶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		作為低飽和脂肪和低膽固醇飲食的一部分，每天在就餐時服用兩次含植物甾醇酯的食品和補充劑（每次至少0.65克，每天總攝入量至少1.3克），	
	可能可以降低心臟疾病的風險。每份Heart	Shake	Booster	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含有0.65克植物甾醇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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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續）

IMMUNE SHAKE BOOSTER 奶昔免疫功能提升劑 — 由多種經科學實證的成分混
合而成，可幫助您準備、強化並平衡您的免疫系統，從而促進整體健康。*
•	由	Wellmune®	葡聚糖、靈芝、茯苓和舞茸蘑菇混合製成
•	可輕鬆混入任何Isagenix	奶昔，味道可口中性
•	每份	10卡路里
•	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 一款由30多種優質蔬菜、植物草本及植物藥材混
合製成，配方專有的美味植物營養素飲料粉†。
•	以便捷美味的方式為您提供更多營養†		
•	支持整體健康與養生†

•	每份蔬菜營養素含30卡路里及1克糖	

ISAGENIX MULTI-ENZYME COMPLEX™ 復合酵素  –  一款高級酵素配方，幫助難
以消化的食品在體內快速降解，並有助吸收。†

•	採用一系列有特殊功效的植物酵素，幫助您的身體消化並吸收食物，為您提供長效的能量
•	有助提高營養吸收並達到均衡的酵素功能，從而促進整體消化健康
•	內含Ionic	Alfalfa™，一種先進的高效微量礦物質混合物，支持身體的重要功能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  – 以100%的劑量提供15種人體必
需的維他命、礦物質及抗氧化劑，幫助兒童健康茁壯地成長。†

•	美味可口，便於咀嚼，不含人工香料或色素
•	為兒童提供能量，以便有效地對抗壓力與疲勞，同時強化他們的免疫系統
•	每兩錠所含的400	IU維他命D可促進健康的骨骼發育
•	所含的鈣促進健康的骨骼及牙齒發育，維他命C強化免疫健康，維他命B則有助於健康的新陳代謝

有罐裝及便攜式包裝供您選擇

	†		上述聲明未经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評估。	
	這些產品並不可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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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續）

ISAFRUITS™ 水果營養素  – 這款美味的植物營養素沖劑可在每日為您補充來自水果
的養份。†

•	蘊含來自30多種優質水果的抗氧化劑及植物營養素†	
•	促進您的整體健康†

•	每份水果營養素含25卡路里和1克糖	

FIBER PRO™ 益生舒腸素 – 最完整的多元纖維複合物，促進自身的消化功能及胃腸
規律性。†

•	無味、易溶的粉末含有五種不同的植物纖維
•	輔助腸胃規律性
•	所含的益生元有助協調健康的菌落環境
•	提供可溶性及不溶性纖維，可增加腸內填充物的體積，讓您有更長久的飽足感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及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 依據最新的營養學配方製成，全面基礎營養素以
臨床有效的劑量為男士和女士提供最重要的養分，滿足他們的不同營養需求。†

•	全面基礎營養素遠不止是一個多元維他命。它還包含一系列配方獨特的抗氧化劑、植物草本
及來自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

•	特有的快速降解及緩釋技術為您的身體提供最佳劑量的養分
•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含有額外的鈣及維他命B，有助強化骨骼、	
促進乳腺健康，並保護頭髮、皮膚及指甲的健康

•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含有茄紅素及鋸棕櫚等成分，有助支持前列腺健康	
	

C-LYTE 維他命C – 讓您充滿活力的維他命C提供抗氧化保護功能，有助維持您的最佳
健康。
•	採用經礦物質中和的三種維他命C，對胃腸無刺激性
•	所含的維他命	C	與五杯橙汁所含劑量等同
•	維他命	C	有多種健康效益，其中包括促進心臟、骨骼及免疫系統的健康

有罐裝及便攜式包裝供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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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續）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  – 當今市場上純度最高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之一，
有助改善心臟、關節的健康並促進大腦的發育。
•	內含DHA及EPA	Omega-3必需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促進心血管健康並維持健康的膽	
固醇水平

•	魚油來源自未經污染的深海水域，經過選擇性結晶的高超工藝提煉成高濃度的純淨魚油。
•	經過對重金屬、PCB（多氯聯苯）及二噁英的第三方全面檢測
•	清新的檸檬口味，沒有後味

 REJUVITY™ 護膚計劃

PURIFYING CLEANSER 清潔洗面乳 – 獨特的保濕技術，為您的肌膚帶來愉悅 
的感受。
•	活力抗氧化物為您的肌膚帶來和諧乾淨的感覺，讓您更好地面對新的一天。
•	洗淨雜質	
•	去除多餘的油脂，再現和諧的肌膚	
	

HYDRATING TONER 柔润保湿爽膚水 – 維他命C的抗氧化效應可為肌膚鎖住天
然水分。
•	這款不含酒精的爽膚水配方獨特，有助清潔毛孔、提升肌調、帶給您更亮麗的肌膚
•	明亮膚質、緊緻毛孔
•	去除多餘的油脂

ESSENTIAL YOUTH SERUM™ 青春精華液 — 為您的肌膚注入青春活力。
•	豐富的海洋珍珠粉可大幅度改善肌膚的彈性，而	Renewal	C2C	Complex™	則可協助細胞	
溝通、並促進膠原蛋白與彈性蛋白的功能

•	肌膚明顯緊實，皺紋縮減
•	改善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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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Rejuvity 護膚計劃（續）

AGE-DEFYING EYE CREAM 抗衰老眼霜  – 這款蘊含多肽成分的眼霜為您的雙
眼帶來全新光彩。
•	產品採用IsaGen	Illuminating	Complex™	專有成份，有助減輕眼周水腫情況，令您的雙眼更加
明亮有神。

•	為您的眼部增加光彩	
•	緊緻、調理、淡化細紋

MOISTURIZING DAY CREAM 保濕日霜  – 我們的頂級抗衰老保濕日霜能保護您
的肌膚，迎接全日挑戰。
•	SPF	15防曬功能讓您免受陽光侵害；而	Renewal	Hydrase	Complex™	時刻發揮全面效用，	
全天候24小時為細胞保濕，讓肌膚重獲年青光彩。

•	全面防護與滋潤；為您改善膚質
•	超水合作用

RENEWING NIGHT CREAM 赋活晚霜  – 這款豪華型保濕晚霜可令肌膚煥發 
光彩，重獲活力。
•	多肽成份有助皮膚再生，淡化細紋與皺紋，令肌膚變得更年輕亮麗
•	淡化皺紋
•	恢復並改善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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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

 Rejuvity 護膚計劃（續）

BAMBOO EXFOLIATING POLISH 翠竹磨砂型去角質膏 – 這款高效柔和的 
翠竹磨砂型去角質膏可令您的肌膚煥發清新活力，讓您在家中體驗媲美專業水療級的美 
容享受。
•	改善膚色
•	清除死皮細胞，重現柔滑肌膚

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精油系列 — 包含百分之百純精油、Isagenix外用椰
子油，以及Isagenix冷霧香薰機。
•	可外用、香薰或內服，具有特定功效的解決方案能滿足您的健康需求
•	10種精油，包括由世界知名專家調配的四種混合精油
•	百分之百純淨精油，秉承Isagenix嚴格的品質與安全標準	
•	是您每日健康及保健常規的完美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