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 特 醫

台灣 第 一 醫 妝 品牌
全球杏仁酸第一品牌 ‧ 亞洲原生植萃專家

植萃原料 自己種最安心

達特醫重視植萃原料的來源及品質，
為了讓消費者更加放心及安心，特別
選在低汙染的屏東縣萬巒鄉開闢無毒
試培中心，種植「Dr. Hsieh®」所需的
植物原料。期許為消費者嚴格把關，
提供最高品質的原料。

PRODUCT
CATALOG 產品目錄
全系列產品使用順序
SKIN CARE STEPS

◎花酸美白液

120ml
120ml

◎杏熊酸精華

◎杏仁酸精華

◎花酸洗面乳

植萃彈潤卸妝乳
植萃彈潤洗顏露

35
%

杏仁酸煥膚棉片

男士洗髮洗顏沐浴露 500ml
男士控油爽膚水 120ml

★

男士保養系列 20

★ 淡斑植萃美白凝膠

★ 達克痘

◎漢本玉容雪顏露

EGF 修護保濕肌因乳 50ml
胜肽 V 型緊緻面膜 6 片 / 盒

美茶系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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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潤澤乳霜

藍銅胜肽精華 30ml ． 藍銅胜肽面膜 單片
/ 乳霜
Step
六胜肽精華 30ml ． 六胜肽面膜 單片
五胜肽精華 30ml ． 五胜肽面膜 單片
膠原蛋白精華 30ml ． 膠原蛋白面膜 單片
Q10 精華 30ml ． Q10 面膜 單片
傳明酸精華 30ml ． 傳明酸面膜 單片
角鯊烷精華油 30ml ． 角鯊烷面膜 單片
神經醯胺精華 30ml ． 神經醯胺面膜 單片
洋甘菊精華 30ml ． 洋甘菊面膜 單片
甘草精華 30ml ． 甘草面膜 單片
白藜蘆醇精華 30ml ． 白藜蘆醇面膜 單片
/
日間防曬
積雪草萃取精華
30ml /． 積雪草萃取面膜唇部保養
單片
維生素 B3 菸鹼醯胺精華 30ml ． 維生素 B3 菸鹼醯胺面膜 單片
維生素 B5 泛醇精華 30ml ． 維生素 B5 泛醇面膜 單片
維生素 A 醇精華 30ml ． 維生素 A 醇面膜 單片
蝶豆花萃取精華 30ml
CC
紫草萃取精華油 30ml

◎倍潤保溼膠

E
G
F

◎五倍保溼膠

◎純蜜護唇膏

◎防曬 液

◎防曬隔離液

◎杏仁酸足膜

H3O3 玻尿酸保濕潤澤精華液 30ml
H3P3 倍潤保濕膠 30ml
H3B3 玻尿酸保濕潤澤精華乳 50ml
H3V3 玻尿酸保濕潤澤乳霜 30ml

30ml

Lab Smart 實驗室系列 23

◎杏仁酸沐浴露

玻尿酸深度潤澤系列 17

無盡之愛 - 玫瑰潤澤菁露 30ml
無盡之愛 - 杏仁酸美白抗老玫瑰霜
杏仁酸美白抗皺緊緻精華 30ml

肌因乳

◎男士沐浴露

COOL 冰殺涼感保濕噴霧 50ml
玻尿酸長效保濕化妝水 120ml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液 30ml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身體保養 / 50ml
五倍保濕膠 30ml / 50ml
玻尿酸長效保濕面膜 6 片 / 盒

美白抗老系列 22

◎

◎花酸植萃美白乳

◎玻尿酸保溼精華乳

◎玻尿酸潤澤精華乳

10％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液 30ml
20％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液 30ml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洗面乳 120ml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化妝水 120ml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30ml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乳液 50ml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面膜 6 片 / 盒
/ 乳液、凝膠
牡丹美白化妝水
120ml
Step
南國小薊漢本淨亮美白面膜 6 片 / 盒
淡斑植萃美白凝膠 15ml
漢本玉容雪顏露 120ml
左旋 C 美白膠囊安瓶 7ml (3 入 / 盒 )

◎玻尿酸保濕精華液

◎面膜系列

極致美白系列 14

◎花酸美白精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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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茶美白保濕化妝露 100ml
/ 精華液
Step
普洱茶保濕修護精華液
30ml
龍井茶美白修護面膜 6 片 / 盒
烏龍茶涵氧保濕面膜 6 片 / 盒

◎玻尿酸潤澤精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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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8 片 / 盒
/ 面膜
Step
潤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8片/盒
活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8 片 / 盒

玻尿酸清爽保溼系列 16

杏仁酸煥膚
6片/盒

活妍緊緻系列 20

蔬果面膜系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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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萃彈潤淨顏系列 19

防曬系列 19

◎男士爽膚水

8+2%UrMA 杏仁熊果酸更新精華 30ml
18+2%UrMA 杏仁熊果酸更新精華 30ml

Step
植萃柔敏修護面膜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 白色 ) SPF50 ★★★ 50ml
全效控油防曬 CC 液 ( 潤色 ) SPF50 ★★★ 50ml

◎玻尿酸保濕化妝水

◎花酸美白化妝水

◎牡丹美白化妝水

◎松樹皮保濕化妝水

杏熊酸緊緻毛孔系列 12

◎杏仁酸潔顏慕斯

◎氨基酸潔顏乳

◎植物性卸妝油

3

2

柔敏護理系列 18

Step / 卸妝洗臉
5%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15ml / 30ml
10%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15ml / 30ml
20%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15ml / 30ml
25%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15ml / 30ml
15% 達克痘 ( 杏仁酸抗痘凝膠 ) 5ml / 20ml
30% 達克痘 ( 杏仁酸抗痘凝膠 ) 5ml / 20ml
杏仁酸抗痘潔顏慕斯 150ml
杏仁酸去痘調理化妝水 120ml
杏仁酸煥膚調理乳液 50ml
35% 杏仁酸煥膚棉片 6 片 / 盒
杏仁酸抗痘調理面膜
6片/盒
/ 化妝水
Step
杏仁酸老皮剋星足膜 2 雙 / 盒
杏仁酸全淨化沐浴露 500ml
杏仁酸植萃身體乳 500ml

◎杏仁酸去痘化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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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酸抗痘控油系列 10

Lab Smart Pro 極．系列 27

極保濕精華 50ml
極柔敏精華 50ml
極美白精華 50ml
基礎保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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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系列產品(除杏仁酸)都可用於雷射療程術後保養時使用，如有開放性傷口請於傷口結痂後(撕掉
極修護精華 50ml
植物性卸妝油
80ml / 200ml
人工皮後)再開始使用。※杏仁酸系列產品建議於雷射術後結痂脫落五天後使用。※杏仁酸建議使用
氨基酸潔顏乳
80ml / 200ml
前，請先做敏感測試(耳後、手腕處)，並請加強保濕的步驟。※★為特殊保養使用。
松樹皮保溼化妝水 120ml
HONEY HONEY 純蜜護唇膏 10ml

▌品牌故事
Dr. Hsieh® 達特醫研發醫師 - 謝明浚，
有感於時下保養品添加非必要的化學成
份，讓肌膚產生負擔，萌生運用從大
自然豐富資源裡，著手研究植物萃取技
術，並以醫學級實證功效為前提來研
發，產品上市前必定接受安全檢測，
為消費者做嚴格的把關。2007 年創立
以植萃成份為主的 Dr. Hsieh® 達特醫
醫妝品牌。不斷發掘擁有強大美膚功效
的植物，並尋覓健康肥沃土壤的大地，
使用無汙染的淨水來灌溉，致力保護自
然的平衡，從源頭就做好監督的工作。
Dr. Hsieh® 達特醫深懂天然植萃的護膚
力量，希望運用大自然力量培育肌膚，
儲植肌膚能量。
研發總監

「植萃、實證、安全」
植萃：

以大自然植萃為主，依照不同膚質設計專屬配方，提供最貼近每位消費者肌膚
的保養方法，希望讓消費者肌膚每一天都有改善，藉由外在的美麗，讓您更有
自信，進而增進心靈的美好。

實證：

以醫美術後溫和修護功效為前提來研發產品，每一項保養成份的有效性，皆會
經過達特醫實驗室反覆的檢測，唯有嚴謹的臨床實證，才能確認顯著的功效，
這是達特醫一直以來對產品的承諾與堅持。

安全：

產品在上市前，都會經過達特醫實驗檢測中心精密的皮膚敏感性、氣味、觸感
等多項安全性檢測，為消費者做最嚴格的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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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特醫實驗室 & 皮膚檢測分析室

實驗室研發團隊

科學研發、檢測驗證、嚴謹分析
實驗室主持人同時也是研發團隊成員之一的謝
明浚醫師，秉持嚴謹的精神，以多年醫學背景，
不斷致力於皮膚保養的研究。成立生醫研發實
驗室及皮膚檢測分析室。從製成品過程、抽樣
實驗、定性定量分析、穩定性測試、生菌數分
析，每個過程環節皆秉持著科學化、現代化的
嚴謹研究態度。

▌皮膚檢測分析室
搭 配 韓 國 最 先 進 的 面 部 皮 膚 檢 測 系 統， 除 確
認 產 品 有 效 性 外， 也 能 有 效 觀 察 肌 膚 狀 況。
皮膚數據資料庫的建立，未來也將提供為 Dr.
Hsieh® 達特醫產品開發之方向。

JANUS 皮膚檢測儀

．面部多方位分析，針對不同部位進行精細檢測。
．龐大的數據，客觀地顯示皮膚真實的情況。
．三種標準測試光源可定位分析面部表層和底層的所有皮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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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講座
專家達人來分享
Dr. Hsieh® 達特醫針對肌膚保養問題，不定時舉辦講座，透過與消費者面對面
的接觸，除了傳達健康的保養知識與技巧外，也希望傾聽大家真正的需求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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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榮耀 AWARD
Fashion Guide．網友評鑑【特優】
◆ 20%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 30% 杏仁酸抗痘凝膠 ( 達克痘 )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 白色 )SPF50 ★★★
◆全效控油防曬 CC 液 ( 潤色 )SPF50 ★★★

Fashion Guide．專業評鑑獎
【乳液類 TOP 1】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女人我最大．美妝大賞 網路通販
【最佳美白乳液賞】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乳液
【最佳美白精華液賞】
◆ 20％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液

女人我最大．美妝大賞 專櫃
【最佳美白精華液賞】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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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美人誌．美人大賞
【控油抗痘賞】
◆ 30% 杏仁酸抗痘凝膠 ( 達克痘 )

▌得獎榮耀 AWARD
柯夢波丹．開架醫美大賞【獲獎】
◆氨基酸潔顏乳
◆杏仁酸去痘調理化妝水

柯夢波丹．美妝大賞【獲獎】
◆ 35% 杏仁酸煥膚棉片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化妝水

Fashion Guide．美妝大賞
【專業評鑑獎 TOP 1】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 白色 )SPF50 ★★★

UrCosme．網友評鑑
【美妝新秀賞】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 白色 )SPF50 ★★★

柯夢波丹．11th 美容奧斯卡
【年度開架最佳清潔獎】
◆杏仁酸抗痘潔顏慕斯

柯夢波丹．12th 美容奧斯卡
【年度開架最佳保溼獎】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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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杏仁酸抗痘控油 系列

．

Dr.Hsieh 達特醫高效護膚
杏仁酸優異功效：溫和低敏、抗痘煥膚、減少粉刺、角質更新、平衡控油；幫
助肌膚根本調理，回復健康無暇肌。特別添加高濃度植物萃取，天天使用也不
易刺激。
5%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30ml ( 官網 / 直營門市限定 )

敏弱肌淨痘專屬，配方溫和，高濃度積雪草植萃成份添加，有
助於降低肌膚刺激感；打造光滑清透無痘肌。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10%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30ml / 15ml

平衡過量的油脂分泌，淨化毛孔減少粉刺與痘痘生成，打造光
滑清透無痘肌，重現健康膚質，亦可幫助後續保養品有效吸收。
適合剛開始接觸果酸性產品膚質使用。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20%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30ml / 15ml

完美濃度比例，改善全臉瑕疵症狀。一次解決肌膚暗沉、毛孔
阻塞、出油、細紋等問題，重現完美無瑕肌膚。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25% 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30ml / 15ml

針對油性肌膚能有效調理皮脂分泌，嚴重問題者亦可當緊急修
護；高濃度配方，深入肌底改善黑色素沉澱及老化暗沉現象。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15% 達克痘 ( 杏仁酸抗痘凝膠 )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20ml / 5ml

涼感配方能安撫肌膚，改善粉刺痘痘現象，運用杏仁酸易滲透
肌膚底層發揮作用的優異效果，可清除表面角質堆積，保持毛
孔暢通。

30% 達克痘 ( 杏仁酸抗痘凝膠 )

20ml / 5ml

特殊『膜轉化釋放技術』，外層保護肌膚不易受環境刺激，內
層持續釋放成份促進吸收，迅速減緩紅腫狀況，減少痘痘復發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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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ml / 80ml

臉部保養

杏仁酸抗痘潔顏慕斯

幫助肌膚打好抗痘基礎，綿密豐厚的泡沫，洗去肌膚過多油光，
改善因油脂及髒汙阻塞而衍生的肌膚問題。

杏仁酸去痘調理化妝水

杏仁酸抗痘控油 系列

．

120ml

使肌膚恢復油水平衡最佳狀態，超細水分子迅速將控油精華成
分帶入，為肌膚進一步淨化、通暢毛孔，提供更平衡的肌膚油
水分布。

杏仁酸煥膚調理乳液

50ml

質地清爽吸收快速，能有效代謝深層粉刺痘痘並均勻提亮膚色，
同時在肌膚表層形成防護膜，強化肌膚防禦力並防止老化問題，
並添加小分子玻尿酸，使肌膚達到油水平衡，回復健康狀態。

35% 杏仁酸煥膚棉片

6片(盒)

進階高效能煥膚保養，單片使用簡單好操作，深層改善肌膚粗
糙問題，還原無瑕細緻膚。搭配三重亮白功效，賦活淨白、改
善暗沉，淡化斑點與減少痘痘痕跡。

杏仁酸抗痘調理面膜

6片(盒)

調節油脂分泌，減少膚色不均及暗沉情況，防止粉刺產生，同
時為肌膚補充水分，使肌膚柔嫩且具有彈性。採用奧地利專利
天絲纖維面膜紙，輕薄透明，肌膚服貼性佳。

杏仁酸全淨化沐浴露

500ml

透明凝露狀質地，輕輕搓揉即有綿細泡沬，洗後清爽舒暢，釋
放一整天的壓力。具親脂特性的杏仁酸，深入毛孔及肌膚表層，
發揮優異的淨化功效。

杏仁酸老皮剋星足膜

2雙(盒)

添加臉部保養級的高規格杏仁酸與多項植萃，深層去除足老廢
角質，輕鬆擁有白皙光滑的細嫩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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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杏熊酸緊緻毛孔 系列

．

一滴肌進化、一滴瞬有感 、一滴近完美，解決肌膚問題的先端保養，協同肌
膚達到抗老、修護等多重功效，改善肌膚瑕疵不留痕。
8+2%UrMA 杏仁熊果酸更新精華

30ml

杏仁酸搭配熊果酸，黃金比例濃度，溫和調整角質代謝，修護
老化毛孔恢復緊實輪廓，使肌膚更加平滑細緻。
適用膚質：
■敏弱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18+2%UrMA 杏仁熊果酸更新精華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30ml

精準煥膚調理配方，可增加肌膚彈潤力，達到緊實、細緻毛孔、
淡化細紋、抗老回春的目的；酵母葡聚糖能減緩外在環境對肌
膚的傷害，提升皮膚防禦力。
適用膚質：
□敏弱性膚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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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臉部保養

補充肌膚營養，建立「5 A DAY PROGRAM」概念，將新鮮蔬果之營養精華萃
取後融入面膜中，潤澤活化，提供豐潤的滋養，幫肌膚儲值 24 小時的活力！
款款美味，讓皮膚也能吃出好氣色，元氣一整天。

蔬果面膜 系列

亮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

8片(盒)

多Ｃ多健康，打造透亮肌，富含卓越美白功效的維他命Ｃ，可
抑制酪胺酸酶的活性，減少黑色素形成，達到亮顏淡斑的效果，
使肌膚宛若新生般無瑕細緻。
主成份：奇異果、芭樂、番茄、葡萄柚、綠豆芽。

潤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8片(盒)

聰明多喝水，浸透水潤肌，高含水量五蔬果添加，完整補水，
為肌膚舒緩、浸潤乾燥角質，進行深度與密集修護，針對乾燥、
肌理混亂及細紋等集中保濕，使肌膚有彈性，長時間展現飽滿
水嫩感。
主成份：西瓜、小黃瓜、絲瓜、酪梨、蘆薈。

活顏五蔬果元氣面膜

8片(盒)

為肌膚補氣！煥發年輕活力，富含健康的花青素，密集修護補
充活力，讓疲憊的肌膚獲得能量，改善老化痕跡及倦怠的面容，
散發活力元氣！
主成份：菠菜、花椰菜、葡萄、藍莓、洛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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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極致美白 系列

．

以漢方草本及自然植萃兩大美白成分為主軸，有效淡化斑點、抑制斑點形成，
達到日間抑制、夜間修護，全面斷黑、加速白皙，徹底告別暗沉乾燥、膚色不
均、斑點等肌膚狀況！均勻提升肌膚整體明亮度。
10％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液

30ml

運用植萃花酸活化機制，改善膚色暗沉不均及黑色素痘痘痕跡
等現象，持續使用令肌膚自然淨白透亮，還原白晳膚色，煥發
迷人光彩。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20％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液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30ml

嚴選提取三色堇、洛神花、犬薔薇等植物萃取，能快速深入肌
膚，達到深度美白，有效淡斑、抑制斑點、改善痘痘痕跡，淨
白明亮肌膚。高濃度配方快速密集修護，促進肌膚更新。適合
混合性、油性膚質使用。
適用膚質：
□敏感性膚質

■混合性膚質

■中性膚質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洗面乳

□乾性膚質

■油性膚質

120ml

洗去污垢及多餘皮脂，深層潔淨拒絕殘留，淨化毛孔幫助肌膚
大口呼吸，同時啟動預防機制，避免黑色素生成，不讓暗沉有
機可趁！添加複合保濕因子，避免角質層縫細間的脂質過度流
失，同時迅速補足皮膚水分，清爽透亮。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化妝水

120ml

揉合杏仁酸、複合花酸與維生素 C 醣苷的美白特性，打造出一
款再度突破植萃科技的美白化妝水，透過每日保養的方式融合
入肌底中，達到有深度的改善暗沉。讓您立即的感受到瞬間光
感與澎潤膚質。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30ml

®

美白不做表面，Dr.Hsieh 3A 美白科技。運用維生素 C 醣苷減
少自由基，阻隔黑色素沉澱。搭配獨家植萃花酸，協同強力「植
萃抗氧淨白成分」印度醋栗植萃與卡卡度果植萃，含豐富維他
命 C 促進肌膚美白。是一瓶能達到三重美白的植萃精華液！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乳液

50ml

美白肌膚同時潤澤保濕，密集修護不均勻的膚色，同時預防黑
色素形成，明顯提升肌膚的光澤淨透度。滑順細緻，清爽保濕
不黏膩的乳液，改善肌膚乾燥及暗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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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面膜

極致美白 系列

．
6片(盒)

溫和亮白配方，減少老廢角質堆積，提升色階，減少暗沉、蠟
黃、斑點、膚色不均情況。採用奧地利專利天絲纖維面膜紙，
輕薄透明，肌膚服貼性佳。

牡丹美白化妝水

120ml

減少黑色素生成，不讓斑點、暗沉冒出頭，添加亮白更新植萃，
重現肌膚明亮光采；並減少肌膚氧化危機，預防老化問題。超
微粒細水分子，可快速被肌膚吸收至肌底，幫助後續保養並提
高肌膚健康效能。

南國小薊漢本淨亮美白面膜

6 片（盒 )

結合漢方草本植萃與獨家專利成分 - 南國小薊，協助肌膚改善
暗沉，塑造透亮光澤肌。溫和低敏漢方成份，無需擔心給肌膚
造成過多負擔。採用奧地利專利天絲纖維面膜紙，輕薄透明，
肌膚服貼性佳。

淡斑植萃美白凝膠 15ml
融合分子生物科技，秉持天然配方的植萃保養概念，以獨家植
萃成分偕同維生素 B3 與乙基維他命 C，直達肌源有效改善黑
色素沉殿，搭配質地清爽、高滲透、好吸收的凝膠質地，進而
有效淡化斑點。

漢本玉容雪顏露

120ml

取其古方靈感，凝聚中國古老漢方草本智慧，搭配現代科學技
術進行濃縮萃取，打開肌膚吸收渠道，煥活肌膚原本勻亮，打
造透亮潤澤的健康肌膚。淡淡清雅中藥氣息，如牛奶般色澤的
化妝水，質地舒活而輕盈。

左旋 C 美白膠囊安瓶

7ml(3 入 / 盒 )

Dr.Hsieh 獨家高濃度左旋 C 配方以「深度、密集、快速」方式
直擊肌膚問題核心，大幅提升美白力，持續密集使用，有效改
善斑點、暗沉與膚色暇疵不均，創造白皙晶透的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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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玻尿酸清爽保濕 系列

．

玻尿酸清爽保溼系列
讓肌膚迅速恢復滿水力，幫助維持肌膚油水平衡，清爽無負擔達到全天候柔嫩
清新的水潤膚質。
COOL 冰殺涼感保濕噴霧 50ml
時時刻刻，解放肌膚燥熱感；清涼不留汗，噴除悶熱享受冰膚
涼快感，隨時補充水分、舒緩鎮靜。

玻尿酸長效保濕化妝水 120ml
解肌膚的渴，全日瞬效補水，維持肌膚飽水感，減少乾燥問題，
也可濕敷加強補水保養。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液 30ml
高滲透導水科技，將雙分子玻尿酸，深入肌膚中長效持續釋放，
調理肌膚水分平衡，舒緩乾燥與修護肌膚問題。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50ml

質地水潤清爽並具高滲透力，能迅速被吸收不殘留黏膩感。使
用後呈現柔嫩彈性與明亮水潤感。高修護配方添加，成分直達
肌底，重建肌膚保水屏障。

五倍保濕膠

50ml

將超細水分子包裹於水凝微乳粒子中，與肌膚接觸同時釋放水
分，並協助成分立即滲透肌底，讓肌膚水嫩有彈性。

玻尿酸長效保濕面膜

6片(盒)

利用面膜封閉式滲透傳導功效，將高濃度玻尿酸保濕精華成分，
迅速滲入肌膚進行修護，提供肌膚表層保水與深層儲水，由內
而外防止水分流失。採用奧地利專利天絲纖維面膜紙，輕薄透
明，肌膚服貼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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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深度潤澤系列
三分子玻尿酸，有效補水、保水與鎖水，讓肌膚由内而外喝飽水；深層潤澤，
舒緩肌膚乾燥、預防乾裂，防止老化保持肌膚彈性。

玻尿酸深度潤澤 系列

．

H3O3 玻尿酸保濕潤澤精華液 30ml
水相乳化包覆科技，不同於一般水狀精華液，超微乳雙重質地，
防止水份散失並同時修護，不止補水更要肌膚油水平衡，完美
保濕達到最佳肌底平衡。

H3P3 倍潤保濕膠 50ml
一抹瞬間，感受肌膚水舞魅力。鎖住水分增加肌膚透明感並緊
緻臉部線條；無添加介面活性劑配方，減少刺激，讓肌膚更多
潤澤保護。

H3B3 玻尿酸保濕潤澤精華乳

50ml

三分子玻尿酸 (H3) 搭配補水植萃配方 (B3)，分層保水概念，
保護水分不散失；專業微乳膠囊滲透科技，讓肌膚深度保濕不
缺水，更能提前預防乾燥性老化。

H3V3 玻尿酸保濕潤澤乳霜

30ml

輕潤有深度，卓越滲透力，解除緊繃乾癢問題和乾燥引發的肌
膚問題，妝前使用不脫妝；凝乳霜質地，無黏膩厚重感，保濕
鎖水更勝一般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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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肌膚的維持，從基礎保養開始做起，然後再視肌膚的需求程度選擇補充性
保養品。

基礎保養 系列

．

植物性卸妝油

200ml / 80ml

以植物性夏威夷果油為基底，低刺激配方，無添加色素及酒精，
減少肌膚負擔。使用雙極性卸載分子，包覆持久性彩妝及油污
後，親水特性能快速與水完全乳化不殘留，溫和帶走髒汙與彩
妝。

氨基酸潔顏乳

200ml / 80ml

使用氨基酸系界面活性劑與甜菜鹼做為平衡洗淨配方，輕盈綿
密的泡泡，可徹底推出堆積在毛孔的污垢與老廢角質，接近肌
膚 pH 值的弱酸性質地，不易引起刺激，強化肌膚保護層。

松樹皮保溼化妝水

120ml

松樹皮萃取具強力的抗氧化及保濕作用，可幫助肌膚表面形成
保護層，增加肌膚抵抗力，避免外在刺激再次傷害。輕盈細緻
的水感噴霧能快速被吸收，深入滲透徹底保濕，讓肌膚變得水
潤飽滿。

HONEY HONEY 純蜜護唇膏

10ml

添加親膚性白芒花籽油、甜杏仁油、石榴與維他命 E 等滋潤保
濕、修護成份，撫平唇紋，並改善唇部乾裂脫屑、暗沉等問題。
嚴選純蜜添加，透明質地清爽不油膩，薄擦即可感受令人驚豔
的長效滋潤感！

臉部保養

簡單、天然、排除刺激性成分添加，運用多款活性成分，結合柔敏複方植萃協
同作用，先舒緩、再修護、後防禦，啟動肌膚三階段式保養機制。調整肌膚狀
態，確實提升肌膚防禦屏障抵抗外在刺激。

柔敏護理 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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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萃柔敏修護面膜

6片(盒)

獨家柔敏技術，強調不使用容易引起過敏的成分，添加溫和性
植物萃取，修護肌膚回復健康好膚質，減少肌底敏感情況。採
用奧地利專利天絲纖維面膜紙，輕薄透明，肌膚服貼性佳。

臉部保養

添加高抗氧化力的天然植萃黑米、紅藜美容液，去除肌膚氧化壓力，輕鬆帶走
壞分子，重整肌理即刻回溯彈潤力

植萃彈潤淨顏 系列

．

植萃彈潤卸妝乳

120ml

玫瑰果精油添加，陽光般溫暖療癒的甜美氣味，擊退疲憊卸下
你的厭世臉！高抗氧的天然植萃美容液添加，給予肌膚所需的
滋養，重整肌理即刻回溯彈潤力。

植萃彈潤洗顏露

120ml

膠原蛋白與維他命 E 添加，為乾燥缺水肌帶來瞬效極致保濕水
潤，給予肌膚最天然美好的滋潤，並將水分牢牢鎖住，鞏固強
化肌膚屏障。無皂鹼的溫柔舒適，洗後不緊繃，維持肌膚自然
潤澤，實現健康彈潤水合肌。

全方位抵抗 UVA、UVB 的傷害，有效預防曬黑及曬老現象，有效阻絕及降低
臉部保養

空氣汙染對皮膚造成的傷害。配方溫和質地清爽，全家人皆可安心使用。
50ml

．

防曬 系列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 白色 ) SPF50 ★★★

兼具物理性與化學性兩種防曬雙重效果，全面抵禦紫外線對肌
膚的傷害。預防因紫外線引起的暗沉、斑點、細紋等老化現象。
添加藻類植萃加強保濕修護與控油功能。質地輕薄、抗汗水，
使用長時間依然清爽零油光。

全效控油防曬 CC 液 ( 潤色 ) SPF50 ★★★

50ml

兼具物理性與化學性兩種防曬雙重效果，全面抵禦紫外線對肌
膚的傷害。運用獨特潤色調與皮膚自然融合，有效修飾皮膚瑕
疵，質地輕薄、抗汗水，不易脫妝，輕鬆打造無瑕好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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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活妍緊緻 系列

．

抵禦歲月在臉上留下的痕跡，撫平肌膚紋路讓肌膚柔嫩平滑，感受極佳撫紋功
效，提升肌膚彈性、保持肌膚緊緻、消除初老徵兆，讓人猜不出您的真實年齡。
EGF 修護保濕肌因乳

50ml

融合分子生物科技，以最新細胞定位技術純化出的 rhEGF，啟
動全方位抗老修護肌因，有效滲入肌底，瞬間開啟超彈力機制，
提高肌膚自我修護能力與保濕度。

胜肽 V 型緊緻面膜

6片(盒)

緊緻臉部 V 線條，減少鬆弛問題，平滑膚觸，避免肌膚紋路加
深，延遲老化，減少臉部細紋。採用奧地利專利天絲纖維面膜
紙，輕薄透明，肌膚服貼性佳。

臉部保養
男士保養 系列

．

懂保養的男人，更懂得體貼女人，針對男性膚質需求，量身打造滿足男人對保
養的需求，全天散發迷人自信好氣色。
男士洗髮洗顏沐浴露

500ml

男士專屬全方位保養，簡單、快速不繁瑣！一瓶搞定洗頭、潔
顏、沐浴。添加杏仁酸、玻尿酸配方，能深層潔淨、保濕並調
理頭髮和肌膚。一次完成，全效清潔，全面爽快！

男士控油爽膚水

120ml

針對男性肌膚易出油狀況，強調控油、抗倦、活膚、醒顏四大
功效為主要研發訴求，洗臉後或臉部感到疲倦乾燥時，隨時使
用，補充肌膚能量，迅速勁涼啟動肌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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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Dr.Hsieh 達特醫，憑藉著現代科技，將每一瓶產品中每一滴茶萃、每一種成
分，堅持以單純純萃的簡單方式紮實研發與添加，讓肌膚體驗簡單力量的純淨
美好。

美茶系列

．

高山茶美白保濕化妝露 100ml
保濕補水 × 潤澤活顏 × 肌淨澈白
選用台灣杉林溪－高山茶，蘊含豐富的高山茶多酚營養，可提
昇抗氧化力，為肌膚注入能量，去除暗沉，膚色不均，使膚質
健康光彩再現；同時深入肌膚補充水分，卓越的保濕效果，維
持肌膚水潤感。

普洱茶保濕修護精華液 30ml
高效修護 × 鎖水解糙 × 水嫩澎潤
普洱茶葉含有高量氨基酸，為肌膚立即補水再強效鎖水，提升
肌膚保水機制，喚醒原有修護能力。長效持續潤澤保持臉部水
嫩、不緊繃！看起來更加細緻飽滿。清爽水感質地，油光 / 乾
荒一瓶搞定！

龍井茶美白修護面膜

6片(盒)

煥然新肌 × 淨化透亮 × 擊退黯沉
龍井茶富含天然的維生素 C，具高度抗氧化能力，亮白肌膚，
防止老化，還原肌膚澄澈晶亮，恢復肌膚活力！由內而外煥發
淨白光采。

烏龍茶涵氧保濕面膜

6片(盒)

保濕透潤 ×Q 彈緊緻 × 晶瑩光澤
烏龍茶萃取物當中具有『烏龍茶聚合多酚』的物質，可幫助肌
膚嫩白，改善暗沉無光澤；同時高密度舒緩、保濕為肌膚鎖住
水份，有效淡化細紋，提升肌膚緊實感，隨時保持絲質般細緻
柔嫩的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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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保養
無盡之愛 玫
- 瑰系列

．

來自達特醫無毒農園，晨曦中採收一片片驕豔香氣濃郁的玫瑰花，萃取出一滴
滴奧克拉荷馬玫瑰純露，使肌膚如玫瑰花瓣般綻放光澤。
無盡之愛 - 玫瑰潤澤菁露

30ml

選用達特醫無毒農園親自栽種的奧克拉荷馬玫瑰，滿載玫瑰抗
老能量，同時補水鎖水，恢復肌膚彈潤，重拾青春的容顏。

無盡之愛 - 杏仁酸美白抗老玫瑰霜

30ml

釋放玫瑰精萃層層滲入肌底，迅速為受損疲憊肌膚注入年輕活
力，回復肌膚最佳狀態。添加獨家美白專利雙成分 - 杏仁酸、
南國小薊，淡化黯沉，由內而外煥發淨白光蘊。

杏仁酸美白抗皺緊緻精華

30ml

控齡美白關鍵！獨家 3 大專利成分：杏仁酸 + 牡丹皮植萃 + 南
國小薊植萃添加，延緩老化提升肌膚彈性更顯緊實平滑；搭配
維生素 C 醣苷加強美白修護，由內而外展現透亮勻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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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系列
Lab Smart

Lab Smart 實驗室系列

Lab Smart, Let’s smart

只給肌膚最需要的成分，有效簡單；減去負擔，以高純度、高濃度的單一有效
性成分為理念，並選擇深受國際權威醫學期刊證實對肌膚有顯著改善的成分。
不論哪種肌膚困擾，都能精準對症加急救護您的最大危「肌」。善用 Mix 保
養方法，除了可直接單獨使用外，也建議「混搭疊擦」方式，提升既有保養品
使用效果。

藍銅胜肽精華

30ml

藍銅胜肽面膜

單片

◎逆轉時光年輕一步到位
◎減少與淡化細紋

六胜肽精華

30ml

六胜肽面膜

單片

◎年輕賦活，重回活力彈性
◎緊致拉提臉部Ｖ臉線條

五胜肽精華

30ml

五胜肽面膜

單片

◎淡化細紋，讓肌膚重回飽滿平滑光彩
◎修護皮膚彈、韌性，緊緻 Q 彈再提升

膠原蛋白精華

30ml

膠原蛋白面膜

單片

◎改善皺紋、細紋，增強肌膚彈力及滑順
◎補充膠原蛋白，讓肌膚恢復澎、潤、彈

Q10 精華

30ml

Q10 面膜

單片

◎提亮膚色，煥發自信光采
◎全面抗氧化，晉升肌膚防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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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l

傳明酸面膜

單片

實驗室 系列
Lab Smart

傳明酸精華

◎瓦解淡化黑色素
◎改善痘印，塑造皎白美肌

角鯊烷精華油
角鯊烷面膜

30ml

單片

◎外形成肌膚屏障防護膜，對抗環境傷害
◎內滋潤修護，鎖住肌膚養份

神經醯胺精華

30ml

神經醯胺面膜

單片

◎皮膚的「分子釘」，緊緊扣住肌膚深層水份
◎修護底層結構，強化肌膚防禦屏障

洋甘菊精華

30ml

洋甘菊面膜

單片

◎深入肌膚，緩解肌膚壓力
◎滋養修護，強化底層耐受力

甘草精華

30ml

甘草面膜

單片

◎滋養呵護敏弱膚質，強靭修護
◎表層鎮靜舒緩，底層柔敏護膚

白藜蘆醇精華

30ml

白藜蘆醇面膜

單片

◎對抗日常自由基，幫助肌膚對抗氧化
◎減少表皮因紫外線刺激而產生的黑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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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系列
Lab Smart

積雪草萃取精華

30ml

積雪草萃取面膜

單片

◎修護並增加肌底防禦，舒緩肌膚不適
◎維持肌膚彈性撫平細紋，改善老化現象

維生素 B3 菸鹼醯胺精華

30ml

維生素 B3 菸鹼醯胺面膜

單片

◎具美白修護功效，可減少紫外線照射後的黑色素製造與沉澱
◎預防痘痘發炎留下的色素沉澱問題

維生素 B5 泛醇精華

30ml

維生素 B5 泛醇面膜

單片

◎保溼修護，改善肌膚粗糙問題
◎修復老化狀況，淡化細紋、緊緻臉龐線條

維生素 A 醇精華

30ml

維生素 A 醇面膜

單片

◎改善毛孔粗大及皮膚角質粗糙問題
◎從源頭調理肌膚，讓妳的美更完美，皮膚淨透無瑕

蝶豆花萃取精華

30ml

◎對抗日常自由基，幫助肌膚對抗氧化
◎修護皮膚彈性，回復肌膚健康活力

紫草萃取精華油

30ml

◎形成透明脂膜防護，保水又鎖水
◎杜絕老化和氧化，修護同時增強肌膚亮麗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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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Smart Pro極．系列

Lab Smart Pro 極．系列

從科學理論中了解答案，升級您的保養所需，專為護膚專家的您而作。「多重」
配方成分，善用成分間「加乘」、「交互」的相輔相成作用，幫助肌膚層層修
補，讓肌膚問題層層瓦解，提高肌膚美麗層次，開啟保養新篇章。

極．柔敏精華

50ml

含有德國洋甘菊、甘草、積雪草等舒敏植萃成分，給予肌底豐
沛健康養分，強化肌膚防禦力。針對痘痘發炎、曬傷脫皮或換
季時皮膚開始異常脆弱等狀況，及時鎮定舒緩、滋潤保濕，讓
肌膚不再為氣候變化、環境刺激造成而困擾。

極．保濕精華

50ml

添加神經醯胺、膠原蛋白、維生素 B5 等多重保濕修護成分，
利用成分加乘交互相輔相成作用，逆轉肌膚缺水五大徵兆：乾
燥脫皮、緊繃、粗糙，毛孔粗大與細紋；為肌膚時刻保持水嫩
飽滿，帶來彈力及長效保濕力！

極．美白精華

50ml

將傳明酸、Q10、維生素 B3 等多重美白成分引導至肌膚，從
源頭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同時淡化瓦解已形成的斑點、暗沉、
色差等困擾。使肌膚充滿能量，由內而外散發透亮與光澤，展
現均勻無瑕的膚色。

極．修護精華

50ml

蘊含角鯊烷、紫草、蝦紅素等豐富修護成分，由內而外層層修
護延緩老化與細紋的產生，並增加緊緻與彈性功效，細緻地照
護每一吋肌膚。細緻絲滑不黏膩的精華油質地，能及時滋潤保
濕有效改善乾燥膚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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洸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ING BIOTECH CO.

Dr.Hsieh官網線上購物、Yahoo購物中心、Yahoo超級商城、MOMO富邦購物網、

網 路 購 物 通 路 PChome24小時購物、樂天市場愛美家、PAYEASY、博客來、MyMall通路王、
LINE購物、蝦皮拍賣、遠傳friday、東森購物

實 體 藥 妝 通 路 寶雅生活百貨

台灣官網

FB粉絲團

LINE客服

消費者免付費專線：0800-015-789
洸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客服信箱：service@drh.tw
0O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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