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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护肤产品 ---为肌肤带来每日奢华呵护
产品概况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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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的产品标签将采用甘蔗渣作为原材料。

- 我们的玻璃包装瓶可以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 我们的铝制包装也可重复使用。

-  我们立志确保所有塑料包装原料均来源于可再利用塑料或海洋废弃塑料
（在海洋中回收的塑料）。

- 我们包装盒填充物使用可溶于水的有机玉米颗粒制成。

-  我们包装盒采用美联邦科学委员会（FSC）认可的可回收再利用卡纸板
制成。

 
- 在网站 www.ecooking.dk下单选择“碳中和”快递服务。 

- 我们网上商城的所有包裹均使用天然橡皮胶浆制成的胶带进行打包。

- 我们的网站提倡“碳中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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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每一个曾经历个人危机的人都知道，危机过后
势必会留下痕迹。我自己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知于心、形于色。我脸上的皮肤可以讲述我所
经历的一切。突然之间，我的皮肤看起来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疲倦、更暗沉。因为当时体重
大幅下降，皮肤也松垮下来。

一切起源于家里的厨房
那时我已经开始研究个人的护肤产品。根据我
在这个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我知道哪些成分
能使我的皮肤状况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也是我
决定着手做这件事的原因。
我选用实验室中精心挑选的材料，开始在自家
厨房里混合面霜、油脂和精华。每隔一天就会
做一份新的，并将所有东西都存放在冰箱里，
因为里面没有添加防腐剂。

不久之后我就注意到皮肤状态开始好转。效果

很明显，以至于我的家人和朋友很快都来要我
为他们也调配一些产品。因此我把自制的产品
装在小玻璃瓶和果酱罐中送给他们。

研发的产品成为问题终结者
我的第一批“产品”是我自己用的七款产品。
后来，我开始为家人和朋友制作可以迅速解决
他们皮肤问题的产品。制作过程中没有什么限
制，也没有固定的成分，一切都是按照
家人和朋友的需求来定制的。
每个产品都有自己要解决的题。

帮助别人解决皮肤问题纯粹是热心之举，我研
发产品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但是产品的功效
却广为传播。突然之间好多美容师和美容店开
始联系我。渐渐地，我愈发觉得自己需要也希
望去帮助更多的人。

这就是Ecooking 诞生的故事 — 这就是专
注于高效、富含天然有机成分的丹麦护肤产
品系列。因为秉承诚信和透明的信念，所以
Ecooking会用标签提示您每款产品所用的
成分。多年来，我绝望的母亲经常打电话抱
怨自己看不懂一些产品上面的术语。正因如
此，Ecooking产品的名称就是产品本身的
名字，日间涂的霜就叫日霜，不会另用其他名
字。

每个人的日常奢华呵护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健康滋润的肌肤，享受满
满的幸福感。每个人都值得拥有高品质的天然
材质护肤品呵护肌肤。
 
这也是我个人所坚信并坚持的东西。

因此，我要确保大多数人可以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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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 Søgaard 
创始人及所有者

在丹麦研发，在丹麦生产，在我们小
巧的工厂手工原装

Ecooking的产品，并且部分产品可以供全家
使用。

虽然Ecooking的经营团队规模不大，但我们
志向远大。我们会一直努力确保您充分享受
我们产品的呵护，真心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
产品！

* 除了四个产品由于特殊的生产技术需要在海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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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Tina），Ecooking背后的女人, 在
自家厨房开始研发产品。

如今， Ecooking 已经拥有专属实验
室，蒂娜依旧致力于产品开发，但与此
同时还有一支热情洋溢的研发团队与蒂

娜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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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肌肤提供每日奢华呵护
天然有机的肌肤呵护
Ecooking始终专注于效果和质量，为您的肌
肤提供每日奢华呵护。我们产品的主要目标就
是在达到肉眼可见的效果的同时，尽可能多地
使用天然有机材料成分。

我们精心挑选原料：
- 100%纯天然有机油脂 
- 100%精油、芳香提取物以及其他提取物
-  100%素食（我们坚持素食主义，但我们的所

有唇膏里都使用了天然蜂蜡）
- 添加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 添加抗氧化物
-  我们始终尝试使用对人或环境无害的原材料
 

您知道吗
-  混合搭配：您可以混合搭配使用我们的产

品，使之发挥更多功效。比如，Ecooking浴
盐和多功能油搭配使用，自制磨砂膏。

- 您可以单独使用产品，也可以搭配使用。

-  我们不断研发产品，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丹
麦以及来自其他24个产品销售国的规定。 

品牌名称

“Ecooking”是由“eco（生态）”
和“cooking（烹饪）”这两个单词组合
而成，“eco”代表我们始终坚持生态友
好，“cooking”代表我们的品牌起源于厨
房。

Ecooking –为您的肌肤提供每日奢华呵护。

一半是ECO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生态友好

一半是COOKING是因为品牌起源于厨房N



“皮肤病学认证”指的是产品已经通
过志愿测试小组进行的皮肤刺激性
测试，测试由皮肤病学专家管理，在
独立的测试中心进行。

Ecooking研发的产品分为有香型
和无香型两种。

有香型产品绝对不含人工香料，只
含有精油和花卉、草本以及水果的
芳香提取物。我们的部分产品分为
有香型和无香型，供您选择，其余产
品均为无香型。
我们所有无香型产品均在外包装标
有“无香型”的字样。

带有“敏感认证”标签的产品都是无
香型，并且每种成分都经过严密的测
试以确保产品成分引起过敏反应的风
险降到最低。

这个素食保证标志代表我们保证产品
生产所需的成分均不来源于动物，并且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过程中不会使用动
物成分。

一半是COOKING是因为品牌起源于厨房N

香料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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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面奶 清洁啫喱
温和洁面
– 适合一般性和敏感或干性肤质

Ecooking洗面奶滋润、清洁肌肤，保持水润。洗
面奶较清洁啫喱更温和，如果您的皮肤偏干或者
敏感，我们建议您使用洗面奶。在晨间或晚间，打
湿化妆棉，挤出大部分水分，按压泵头，挤出少量
洗面奶到化妆棉上，然后清洁面部、颈部和胸前
裸露部位。
如果您需要更多保湿效果，可以用多功能油进行
第二次清洁，或者直接将多功能油混合洗面奶使
用。然后使用爽肤水收敛毛孔，按照喜好在此之
后涂抹精华，最后用您喜欢的日霜或者面霜收
尾。

200 ml/7.04 fl. oz. 

洁面
– 适合一般和油性肤质

Ecooking清洁啫喱为您的肌肤提供深
层滋润、保湿和清洁。
将清洁啫喱在手掌中揉搓起泡，仔细清
洁面部、颈部以及胸前裸露部位，早晚
各一次，用清水冲洗干净。

小贴士：洁面后，涂抹精华，然后用您
喜欢的日霜或晚霜结束护肤。

您知道吗？您还可以用Ecooking清洁
啫喱清洁您的腋窝、后背和胸部。

200 ml/7.04 fl. oz.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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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霜 晚霜
保湿滋润日霜富含维生素E

这款日霜除了含有其他成分，还特别含有玻
尿酸成分，玻尿酸可以快速长效地为肌肤提
供保湿效果，皮肤光滑肉眼可见。另外，日霜
还含有Tylagen，这是一种提高胶原蛋白和
湿润度水平的成分。总之，这款面霜可以彻
底地使用胶原蛋白疗法应对各阶段的皮肤衰
老问题。 
洁肤后，将面霜涂于面部、颈部以及胸前裸
露部位。

50 ml/1.76 fl. oz.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高效晚霜富含活性成分—抗皱六胜肽（以天
然奇迹创造者著称）

这款晚霜富含天然氨基酸，可减轻细纹和衰
老痕迹。像日霜一样，晚霜也含有胶原蛋白
精华。

清洁皮肤之后，在面部、颈部以及胸前裸露
部位涂上晚霜。建议晚霜之前使用您喜欢的
精华打底。

50 ml/1.76 fl. oz. 

小贴士： 涂抹面霜前使用您喜欢的精华可以给肌肤
提供更多滋养和呵护。

更多贴士：如果您的皮肤需要额外保湿，您可以在面
霜内加入几滴您喜欢的精油混合使用。

BEST  DAY
CREAM

BEAUTY AWARD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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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拉面膜
高效面膜富含三种天然酸性物质

您的肌肤是否看起来暗淡无光？是否需要重
现光彩？
使用Ecooking撕拉面膜，您就可以马上拥有
肉眼可见的改变。

这款面膜的撕拉效果可以光滑紧致肌肤上的
细纹，可根据需要一周使用1至2次撕拉面膜。
刚开始尝试这款面膜的时候可以先从在皮肤
上保持4至6分钟开始，到后面可以大概慢慢
增加使用时长，每次使用时长在10至12分钟左
右。洁面后，将面膜均匀涂抹在面部。这款面膜
会造成皮肤轻微刺痛感，之后皮肤会泛红，因
此建议您在睡前使用。
 
您可以使用清洁产品或清水清除面膜。用沾有
温水的化妆棉片清除面膜，仔细清洁皮肤，涂
上您喜欢的精华，给您的肌肤保湿呵护，这里

我们推荐使用Ecooking的维生素精华或保湿面
膜，这两款产品均可在皮肤上停留过夜，效果会
让您惊喜。

用前须知：
- 使用后避免光照。
- 大多数人使用后皮肤会轻微泛红。
- 泛红会在1至2小时后自然消失。
- 即使使用后皮肤不泛红，面膜也在发挥效果。
- 酸性值为pH3.5。
- 使用前可以涂抹唇膏保护唇部。
 
可以有效预防:
- 暗沉无光皮肤
- 皱纹以及细纹
- 面部痤疮
- 肤色变化

注意：面膜的这些效果会自然消退。
50 ml/1.76 fl. oz. 

撕拉面膜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让您的皮肤有点泛红，因此建议
您在夜间睡前使用。

注意
使用此面膜
后避免光

照。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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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可以先从保持4至
6分钟开始

增加到7至9分钟

最后延长到10至12分钟

一周使用1至2次

步骤 1:
清洁皮肤

步骤 2:
均匀涂抹面膜

步骤 3:
让面膜在皮肤上停留4至12分钟，时间

长短取决于您是用面膜的次数

步骤 4:
用温水清除面膜（或许之后您想再次对

皮肤进行清洁）

步骤 5:
用保湿精华结束护肤

推荐使用Ecooking的维生素精华或
保湿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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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肤水 24小时面霜
清爽紧致面部爽肤水

这款爽肤水可以紧致肌肤，在使用时会产生
少量泡沫，请在洁面后使用。
您也可以使用这款爽肤水作定妆喷雾。
在沙滩或去旅行时，亦或是在屏幕前或者其
他场合，在任何您需要快速修复肌肤时候，
您都可以使用它。

参考使用方法如下：
1:  将爽肤水喷在空气中，让雾气自然落到

脸上；
2:  打湿一片化妆棉，把爽肤水喷在棉片上，

用棉片擦拭清洁后的面部肌肤；
3:  将爽肤水喷到手上，用手在脸上轻轻拍打

至吸收。

200 ml/7.04 fl. oz.

可替代日霜或晚霜

Ecooking24小时面霜适合各种肤质，您可
以每天使用一次或者早晚各用一次，使用频
率取决于您的需求、状态和时间，24小时面
霜随时待命。

使用流程：清洁面部颈部皮肤，使用您喜欢
的精华，再用24小时面霜结束护肤。

这款面霜光滑肌肤，适合各年龄段人群。
50 ml/1.76 fl. oz. 

实用真空包
装瓶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您可以每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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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A精华 紧致精华
胶囊 胶囊

维生素A提升精华适合所有年龄段人群，减少眼
周及嘴周细纹

维生素A精华增强肌肤弹性，提升细胞再生能
力，预防早期肌肤衰老。维生素A也可以很好地
帮助肌肤预防痤疮或色沉问题，均匀肤色。

每晚使用维生素A精华相当于连续60天早晚都
给肌肤进行密集保湿护理，维生素A精华之后不
需要额外使用晚霜

维生素A精华可用于面部和颈部，适用于出现早
期皮肤衰老痕迹的女士或男士。

拥有天然紧致功效的抗衰老精华

这款面部精华胶囊含有六胜肽成分，该成
分可明显减轻细纹深度。在每天日霜前涂
抹这款精华。

紧致精华是天然的奇迹创造者，抚平细
纹，长期使用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这个
效果我们是有记录的。

紧致精华适用于出现早期皮肤衰老痕迹的
女士或男士的面部和颈部。
 

每罐 60粒20 ml/0.70 
fl. oz 整罐 参考价

每罐 60粒20 ml/0.70 
fl. oz 整罐 参考价

使用方法: 扭掉胶囊顶端，把里面的精华倒在手上，仔细地用手指涂抹在面
部，最后用日霜或晚霜结束护肤。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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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
1 –  维生素精华
浓缩精华富含维生素E，滋养和保湿肌肤。晚间使用，可
以不用再涂晚霜。

2 – 超级精华 • 敏感认证

紧致肌肤，抗老化(+35)

3 – 保湿精华 • 敏感认证

适合各年龄段的轻薄保湿精华

4 – 祛痘精华 • 敏感认证

活性精华有效击败痘痘肌问题 — 同时适用于干性和湿
性痤疮，也可用于缩小毛孔，适合各种肤质。
所有精华配合Ecooking微针棒使用效果更佳。

20 ml/0.70 fl. oz.

精华使用方法：
用手指肚在清洁后的皮肤上涂抹几滴精华，或者混合日

霜或者晚霜使用 无香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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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款精华最适合您？
1 - 维生素精华帮助修复和滋润保湿

这是一款适合所有年龄段的精华，
帮助修复和集中滋润您的肌肤，同
时可以抗氧化保护肌肤。维生素精
华成分浓缩，效果明显，隔夜就能
看到最佳变化。您甚至愿意为它跳
过晚霜。

维生素精华功能丰富，可用于：
- 高效保湿
- 干燥肌肤周围
- 日晒后的肌肤
- 刺青后的皮肤
 

2 - 超级精华减少细纹

使用滋润保湿精华可以很好地抗衰
老，使肌肤重新焕发美丽光彩，同
时也可以很好地减少皱纹和细纹。
这款精华可以有效紧致和滋润您的
肌肤，富含多种活性成分，例如抗皱
六胜肽-8， 该成分是天然的皮肤奇
迹创造者。

用时间紧致和修复肌肤！
适合35岁以上的男女群体使用。
 

3 - 保湿精华适用于各年龄段肌肤

这款保湿精华可以提升皮肤含水
量，是各种肤质的理想之选。含有
效保湿成分，例如玻尿酸。
洁肤后使用这款精华，然后用您喜
欢的面霜结束护肤。可用于早晚间
的护肤。其实玻尿酸是人体肌肤自
身就含有天然保湿成分，随着年龄
增长，玻尿酸会缓慢从人体消失，
从而造成皮肤更加干燥和伴随明
显细纹。

4 - 祛痘精华减少痤疮和毛孔

祛痘精华富含水杨酸，能有效防止
细菌在皮肤表面滋生。可用于干性
和湿性痤疮。
干性痤疮（有疮痂)：清洁皮肤，涂
抹祛痘精华，用面霜或维生素A精
华胶囊结束护肤。
湿性痤疮（淡黄色）：清洁皮肤，涂
抹祛痘精华，用维生素精华或维生
素A精华胶囊结束护肤。

祛痘精华还可以收敛毛孔，所有家
庭成员，不同年龄段均可使用

精华配合Ecooking微针棒使用效果更佳
然后使用晚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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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霜
可用于任何干燥肌肤和嘴唇的超级滋润全能霜

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支Ecooking全能霜。这
款霜膏用途多样，只要用过，您的生活就会离
不开它。

如果您的皮肤很干燥，比如像手肘、手掌、脚跟
或者面部这些地方，薄薄地涂上这款全能霜，
让它去滋润您的皮肤，在夜晚睡眠的时候发挥
功效。 涂抹后带上棉手套或者穿上袜子效果
更佳。

用途：涂抹在干燥的肌肤，例如脚跟、手部、手
肘、角质层、干裂的唇部以及婴儿的肌肤，等
等。
 
换言之，这款霜膏非常适合用于需要滋润保湿
的肌肤。

主要成分：
- 有机摩洛哥坚果油和橄榄油
- 有机乳木果油
- 天然维生素E
- 抗敏修复肽（防止瘙痒和刺痛）
-  南极海醣蛋白复合物（极具滋润保

湿功效）

30 ml/1.06 fl. oz. 

75 ml/2.64 fl. oz. 

多功效霜膏适合
全家使用。

专为干燥肌肤打
造。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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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面膜 眼霜
终极滋润保湿神器

保湿面膜富含玻尿酸、芝麻油、柑橘精油以及杏仁
油精华。
清洁皮肤后，将面膜敷于面部，让面膜充分滋润肌
肤，10分钟后将面部冲洗干净，然后使用您喜欢的
精华或面霜结束护肤。这款面膜不仅可作普通面
膜，还可作睡眠面膜，晚间使用节省面霜。建议一
周使用一至两次。

小贴士：在使用其他面膜后使用这款面膜效果最
佳，建议在使用Ecooking撕拉面膜或面膜泥后使
用保湿面膜。

50 ml/1.76 fl. oz. 

淡化黑眼圈及眼部细纹，减轻眼周浮肿

眼周肌肤很细薄，随着岁月流逝，眼周肌肤会变得更
薄。疲劳、光照损伤、老化都会造成皮肤中胶原蛋白
的流失，使皮肤变得松弛、缺乏弹性。
这款眼霜能够滋润并紧致眼周肌肤，提升皮肤本身胶
原蛋白的再造能力，同时也会加强及保护肌肤。
使用眼霜时需要要注意不要拉扯眼周肌肤，要用手
指轻轻拍打眼周吸收眼霜，要保持同一个方向进行。 

主要成分：
- 海藻及迷迭香提取物
- 维生素A和维生素E

30 ml/1.06 fl. oz.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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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唇膏 唇部磨砂膏
富含维生素和杏仁油滋养和打造光润双唇

如果您偏爱带有色彩的双唇，可以适量取出您
最爱的口红，用这款唇膏在手上混合，调出您
心仪的颜色，尽情涂抹双唇 – 释放笑容！

用途：
- 抚平唇部裂纹
- 滋养双唇
- 作为唇蜜点亮唇部

包含：
- 中性（无香型）
- 薄荷（薄荷味道）
- 红石榴（略有红润色彩）

15 ml/0.53 fl. oz. 

撕拉式甜润唇部磨砂
-滋养、软化、保护双唇

Ecooking唇部磨砂膏富含维生素E和杏仁油，
帮助滋润和修复干燥开裂的唇部，
更添加乳木果成分让双唇更加柔软。

主要成分：
- 有机蔗糖
- 有机杏仁油
- 有机乳木果油
- 有机维生素E 

30 ml/1.06 fl. oz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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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液
ECOOKING洗手液清洁滋养您的双手，洗手不拔干 

这款洗手液会给您的双手留下淡淡的清新香
气 —比如（香橙、薰衣草、玫瑰），（柑橘、紫
罗兰、白胡椒），（茉莉、柚子、橙花），香气
取决于您选择这三款洗手液中的哪一款。清
洗您的双手并用流水认真冲洗干净。推荐您
吸收后使用护手霜，给您的双手提供理想保
湿滋润呵护。

小贴士：如果您的双手非常干燥、疼痛、起
皮，在手上薄薄涂上一层Ecooking全能霜，
戴上轻薄的棉手套，停留一晚。 

500 ml/17.60 fl. oz. 

我们的所有
皂类产品都
是可生物降

解的。香橙、薰衣
草、玫瑰

柑橘紫罗
兰、白胡椒

茉莉、柚
子、橙花

我们已经研发了
两款不同香型的

洗手液
– 02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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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巾
极度柔软湿巾，清爽镇定

Ecooking湿巾清新、洁净、滋润您的皮肤，可用于面
部、颈部、胸前裸露部位的肌肤。

这款产品从芦荟植物中提取大量保湿成分，芦荟以其
温和、滋养和软化的特性而闻名。确保包中常备一袋湿
巾，您也可以用湿巾来清洁手指。

不要把用过的湿巾丢入便池或户外，使用过后将包装
袋合好以防湿巾变干。
该湿巾为一次性用品。

每包30片 
柔软、清爽湿巾
富含芦荟精华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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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
我热爱工作，喜欢经营自己的事业，这
样我可以为其他人的生活和幸福做出
积极的贡献。
我梳妆台上的三款必备产品有：多功
能油、撕拉面膜，爽肤水。

我的日常护肤流程：
早上
首先用一款特别适合干性敏感肌肤使
用的洗面奶清洗面部、颈部和胸前裸
露部位，接着用爽肤水收紧毛孔、补
充水分，然后再用精华。我常用紧致精
华胶囊，它富含六胜肽，可以延缓衰
老，改善皮肤细纹，使肌肤变得紧致
不松弛。假如您是像我一样初次发现
衰老的迹象，这款胶囊一定会带来神

奇的效果。最后涂日霜保湿，我们的
这款日霜能有效补充水分，其中的维
他命E还能滋养皮肤。经过以上几个
步骤，皮肤就为即将到来的一天做好
了万全的准备。

晚上
晚上照例也是先用洗面奶和爽肤水，
然后涂一些整晚都能呵护肌肤的产
品。我常用维生素A精华，这是一种视
黄醇美肌精华，可以增强皮肤弹性，
促进细胞更新，延缓肌肤老化。最后
用晚霜，它和日霜一样富含胶原蛋白
精华。晚霜中还含有另外一种有效成
分抗皱六胜肽（亦称天然奇迹创造

者），可修复细纹。除此之外，我再也
想不出更好的皮肤护理方法了。

每日早晚护肤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但一定要用高效的产品满足皮肤的特
殊需求。
我的终极美丽贴士：
清洁和保湿都是基础步骤。完成清
洁、保湿之后，可以使用任何适合自己
的产品。我个人非常期待我们+50系
列的上市。

出生日期：1968年 3 月 29 日
皮肤类型：干性/敏感肌肤
皮肤问题：老年斑、细纹
ECOOKING 类别：45-5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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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磨砂膏 01, 02 & 03

胶束水

磨砂洁面乳

2020 年新品

去角质、保湿、滋养，三种香型
新型去角质身体磨砂膏, 选用天然有机成分，
滋润保湿，令肌肤四季健康柔嫩。

无香型
洁面、补水、眼部卸妆3合1

可快速清洁，补充水分、滋
养肌肤。 温和高效 2合1 洁面乳 

新款 Ecooking 磨砂洁面乳，让日常清洗
更彻底，深度清洁，温和去除角质，让您拥
有洁净、光滑、柔嫩的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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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美黑摩丝
无香型

砂洗手液 02
让您即刻拥有干净、柔嫩、
滋润的双手

用新款Ecooking磨砂洗手液清
洗您勤劳的双手，去除
死皮，让您的双手柔软滋润。

令您一年四季拥有亮丽肌肤
可涂于面部、手臂和腿部，为
您打造亮丽、健康肌肤。新款
Ecooking自助美黑摩丝，萃取
天然成分，滋养肌肤，让您快速
拥有美丽肌肤。

温和高效 2合1 洁面乳 
新款 Ecooking 磨砂洁面乳，让日常清洗
更彻底，深度清洁，温和去除角质，让您拥
有洁净、光滑、柔嫩的肌肤。

提示！
涂摩丝时请带上新
款 Ecooking 自助

美黑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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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琳娜
我喜欢探索世界，喜欢通过拳击运动
来保持活力。
我梳妆台上的三款必备产品有：撕拉面
膜、维他命A和身体乳。
我的美丽日常：
早上
首先，把洗面奶挤到化妆棉上清洁面
部和颈部，去除整夜聚集在皮肤上的
细菌。洗面奶较清洁啫喱更温和。接
着拍爽肤水，让肌肤焕发活力，收缩毛
孔。因为脸上有些小疤痕，我用维他命
A精华进行修复，这款精华长期使用对
淡化疤痕、抚平细纹有一定的效果。如
果您有疤痕和/或细纹，这款精华是您
最好的选择。最后把祛红血丝面霜作
为日霜使用，效果极其不错，可以舒缓

肌肤、减少过敏，非常适合敏感肤质。
晚上
晚上，眼部和面部需要卸妆，我常用清
洁啫喱。这款啫喱和水混合后会产生
泡沫，清洁更彻底。我都是先了解皮肤
的需求，再根据需求决定晚上使用什
么产品。不过，有一款产品我却一直在
坚持使用，那就是我们的保湿精华，它
能强劲补充水分。虽然我的混合型皮
肤不需要 额外补充 水分，但必须要保
湿。最后用晚霜和眼霜完成护肤。
我的终极美丽贴士：
去角质，去角质，去角质。这是终极方
法。我每周会用几次撕拉面膜，一般是
在洗完澡之后使用，因为这时的毛孔处
于洁净、张开的状态。如果敷面膜之前

没有洗澡，就用温毛巾敷脸几分钟。这
样，效果和刚洗完澡效果一样。接下来
敷撕拉面膜，然后再敷保湿面膜，第二
天一早揭掉。

出生日期：1992 年 7 月 28 日
皮肤类型：混合型/敏感肌肤
皮肤问题：激素痘痘，常出现在下巴和脸颊上。青春期轻度痤疮留下的面部小疤痕。
ECOOKING类别：25-35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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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套装
奢华体验套装在出行时为您提供每日所需肌肤呵护

50 ml/1.76 fl. oz. 洗面奶或清洁啫喱 50 ml/1.76 fl. oz. 爽
肤水
15 ml/0.53 fl. oz. 日霜+ 15 ml/0.5 fl. oz 晚霜 
15 ml/0.53 fl. oz. 全能霜
10 ml/0.35 fl. oz. 多功能油
精华胶囊 – 4粒紧致精华胶囊和3粒维生素A精华胶囊
1包湿巾，内含10片。

全部产品装在满足所有国际航空标准的实用透明包袋里。

这个包袋由可在利用塑料EVA材料制成。

适合各种肤质，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全家均可使用。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出生日期：1992 年 7 月 28 日
皮肤类型：混合型/敏感肌肤
皮肤问题：激素痘痘，常出现在下巴和脸颊上。青春期轻度痤疮留下的面部小疤痕。
ECOOKING类别：25-35 周岁 两种版本可选

–清洁啫喱或
洗面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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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油
男女通用的多功能油

剃须时:用温水湿润您的皮肤，把油涂在要剃须的
位置。等待一会儿让油深入您的肌肤，软化您的
毛发（大概30秒），像往常一样用剃须刀剃须，剃
须后您的皮肤会变得干净顺滑，无需再使用其他
护肤品。
这样您可以避免向内生长的毛发、剃须刀刮碰、干
燥起皮的双腿皮肤。
不用担心油性皮肤和头发 —记住在使用多功能
油的时候要结合水一起在皮肤和毛发上使用，因
为它不含硅油，基础油包括有机荷荷芭油和芝麻
油。

香橙、玫瑰和薰衣草的香气是来自精油的香味，是
天然植物提取物。

身体护理油: 沐浴后，在您皮肤还湿润的时候，把油涂在全
身上，轻轻拍打皮肤，稍等片刻，可以穿上衣服。
混合搭配: 如果您的皮肤需要额外保湿护理，您可以把油混
合在您喜欢的身体乳里使用。

小贴士: 把油和咖啡渣、盐或砂糖进行混合可以制作出自己
的身体磨砂膏。
您还可以用来： 头发护理· 角质层护理· 剃须护理· 去除
私处毛发护理· 足浴 · 身体护理 · 作面霜前的精华,   全
脸或眼部卸妆

100 ml/3.52 fl. oz. 
500 ml/17.60 fl. oz.

带泵头)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在湿润的皮肤上
使用Ecooking 

多功能油 

适用各种
肤质



29

走珠除臭剂多功能油，无香型 

含有吸收汗味分子的成分

同时，我们的走珠除臭剂具有消炎功
效，温和不伤皮肤，剃须后便可使用。

这款除臭剂添加了抑汗成分，但并非
止汗剂，所以止汗效果可能不如除臭
效果。

50 ml/1.76 fl. oz. 

ECOOKING多功能油也有无香型可选 

一样的油，一样的功效。
– 现在也可以无香料。
一样的建议是，多功能油用处多多，头发护理
乃至全身护理均可使用。
更多实用方法可参考Ecooking原版香料型多
功能油的说明。

小贴士: 把油和咖啡渣、盐或砂糖进行混合可
以制作出自己的身体、足部或面部磨砂膏。

100 ml/3.52 fl. oz.
500 ml/17.60 fl. oz. 

2018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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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霜 SPF 30
防水型防晒霜，防晒系数（SPF）30，包含UVA + 
UVB过滤屏障

保护皮肤免受有害射线的伤害；中/高防护等
级；质地轻盈，快速渗透肌肤；不油腻，不黏附，
不美白。
防晒霜SPF 30质地细腻，采用有机成分以及天
然精油，滋养和保护您的肌肤。化学过滤屏障确
保理想防晒效果，并且这款防晒霜具有防水效
果。这款防晒霜易推开，迅速渗透肌肤，在皮肤
上形成不粘腻的保护层。防晒霜用量的经验法
则：一手量的防晒霜可以涂抹一个全身，也就是
说大概40 ml（毫升）或1.4 fl. oz.（液体盎司）可
以涂抹一个成年人全身，20 ml（毫升）或0.70 fl. 
oz.（液体盎司）涂抹一个儿童全身。也可以用茶
匙估测用量，一茶匙可以涂抹一整只胳膊或腿，
一茶匙可以涂抹身体前侧（不含四肢），一茶匙
也可以涂抹身体后侧（不含四肢），一茶匙还可
以涂抹面部、颈部和耳朵。涂抹防晒后需要一些

时间渗入皮肤形成保护层。因此建
议您在暴露在光照前的10至15分钟
使用防晒霜。
如果您长时间浸入水中或如果您一
直出汗，胡总和您用毛巾擦拭了皮
肤，记得补涂防晒霜，避免晒伤。如
果您需要在户外长时间晒太阳，请
注意多次补涂防晒霜。
防晒霜的防晒效果会随着时间减
弱。

注意太阳光照射在上午11点至下午
3点之间最为强烈。
请确保您在这个时间段内使用大
量防晒霜并避免太阳直射。在阳光
下大量饮水。阳光辐射是皮肤的大
敌，会造成细纹，所以请记得佩戴
太阳镜，预防眼周细纹产生。

您知道吗？即使您在阴凉的地方也
需要使用防晒霜。太阳光线即使在
阴凉的地方也会对您的肌肤造成
伤害。

50 ml/1.76 fl. oz. 
200 ml/7.04 fl. oz. 

阻隔UVA防止
皮肤衰老

阻隔UVB预止
辐射损伤

2020年防晒系
列将推出更多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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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美黑滴剂
自助美黑滴剂可以让您自然持久地保持假日美黑肤色

我们的新品自助美黑产品是浅色滴剂，可以混合日常
护肤品使用，不会因为美黑而打乱日常护肤程序。混合
2至3滴在您的日霜或晚霜中，照常使用面霜。这样连
续使用一段时间，慢慢打造健康肤色。您也可以将美
黑滴剂混合在身体乳或身体霜中使用，让您的身体也
拥有一些健康的肤色。
如果您想要更明显的美黑颜色，可以指滴剂用在皮肤
上。使用前，请在前臂直接涂抹1滴，测试效果。建议
使用美黑滴剂前对皮肤进行保湿护理。

使用后，记住清洗双手。

30 ml/1.06 fl. oz. 

特点:

防晒系数（SPF）30
用于面部、全身及手双手

 防水防晒
在水下保持20分钟防晒系数依然可高于16

UVA + UVB

化学屏障

适用于各年龄段和各种肤质

无香型



32

身体乳
全新保湿顺滑紧致身体乳

Ecooking身体乳滋润保湿各种肤质，特
别为想要恢复肌肤弹性和光彩的人群打
造，同时有效预防橘皮问题产生。 

Ecooking身体乳富含高效复合成分：
- 玻尿酸，亦称HA，可以为肌肤保湿，作
用于皮下肌肤组织，为肌肤提供玻尿酸
及胶原蛋白（肌肤中这两种成分会随时间
流失）。
 
- 烟酰胺，亦称维生素B3，帮助肌肤减少
细纹，调节肌肤组织结构。

Ecooking身体乳可以快速渗透肌肤，
会留下沁人的茉莉、柚子和橙花的混合
香气。

我们的身体乳也有无香型可选。

300 ml/10.56 fl. oz. 

专为保湿、顺
滑及紧致肌肤

打造

产品的香气源
于花卉、草本
及水果精油

含有香型和无香型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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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手霜身体霜
滋润保湿护肤手霜，富含杏仁油和桃仁油

Ecooking护手霜只含有最棒的有机
生长的油脂。这款滋润修复保湿手霜
保护和滋养您的双手，同时给双手提
供保湿修复的功效，可以快速渗透皮
肤，不油腻。

这款护手霜适合各种肤质，可供全家
使用。

30 ml/1.06 fl. oz. 
75 ml/2.64 fl. oz. 

适合全家使用的柔软肌肤霜，富含有机杏仁
油和桃仁油

Ecooking身体霜基于植物原料作成分，且
只含有优良成分，包含上等有机生长而成的
油脂。
这款霜添加了杏仁油和桃仁油等多种成分，
确保充分滋养保湿您的肌肤。
这款霜适合各种肤质，可用于全身，也可用
于面部。

如果您出现了轻微晒伤，使用这款霜混合
维生素精华涂抹晒伤部位，可以作晒后修
复使用

250 ml/8.80 fl. oz. 

保湿修复

小贴士：
在身体霜里加入
一些多功能油，
可以增添额外保

湿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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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膜 面部磨砂膏
清洁焕肤面膜帮助缩小毛孔、减
少瑕疵、改善痤疮和油性肌肤

这款泥膜含有鸢尾花提取物、锌
盐及维生素A的混合成分，可清洁
唤醒您的肌肤，缩小毛孔，减少皮
肤瑕疵。

面膜富含祛痘祛瑕活性成分，可
有效修复和抑制痤疮和瑕疵，同
时具有控油效果。

使用泥膜后，建议使用保湿面膜
或维生素精华过夜。.

温和面部磨砂，有效清洁皮肤、去
死皮，含脱皮扁桃仁颗粒

这款磨砂膏质地温和，富含乳木
果油、有机油脂和维生素E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有效滋润、保湿和
镇定干性和敏感肌肤。
这款磨砂膏可以去除死皮，使用
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柔软光滑。

适用于各种肤质。.
 
小贴士：您也可将这款磨砂膏用
作保湿面膜，涂抹面膜后，保持5
至10分钟后再开始按摩。

使用泥膜后，您也可以使用喜欢
的精华或晚霜。

100 ml/3.52 fl. oz. 

注意： 使用磨砂膏或混合其他清
洁产品使用磨砂膏后，要清洁皮
肤；如果您要用它进行密集护理，
另当别论。

100 ml/3.52 fl. oz. 

Winner
2017

无香型无香型

这款面膜的神奇效果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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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颈霜 沐浴凝胶
紧致抗衰老胸颈霜，有效帮助预防色素沉淀
和“科技颈”

这款面霜专为颈部和胸前裸露部位设计。这
款颈霜除了包含其他很多成分外，还特别包含
Hyadisine（一种海洋活性玻尿酸），可以通过
保持肌肤的湿度和水分来修复和保护您的肌
肤。Hyadisine 也具有很好的修复功能，它可
以提高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再生能力。颈部
和胸前裸露部位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容易衰老，
因此使用一款优秀的颈霜去保护这些部位、减
缓衰老痕迹非常重要。

小贴士：记得始终用由下往上的方向涂抹颈
霜。 

50 ml/1.76 fl. oz. 

温和清洁沐浴露，富含有机甘油成分，使皮肤更加柔软

这款沐浴液清洁皮肤，清洗过后让皮肤带有
清新的香橙、薰衣草和玫瑰混合香气。请在
沐浴时使用，根据个人需求选取用量。冲洗
干净后，推荐使用我们的身体霜、身体乳或
多功能油对全身肌肤进行滋润保湿护理。

小贴士：用减少使用皂液的行为保护环境。
只要使用少量的Ecooking沐浴凝胶就可以
达到最佳效果。混合适量多功能油使用效
果更佳。

300 ml/10.56 fl. oz. 

预防“科技颈”:

我们每天都会多次低头查看
电话，这表示我们颈部的皮
肤比以往都更多地露在外

面。即使没有出现明显的征
兆，应该现在就开始预防，预

防永远不嫌早！

无香型



36

祛红血丝面霜
这款舒缓面霜可以有效减缓刺激并温和预防红血丝产生，镇定皮肤，让皮肤变得细腻柔软，是终结
敏感肌和皮肤泛红问题的正确之选，也是改善油性痘痘肌的理想选择。

这款面霜含有消除泛红、减缓刺激以及改善油性皮
肤的成分。

仅将面霜涂抹在泛红、有痤疮瑕疵或出油的皮肤
位置，剩下的地方用一般的保湿面霜或精华涂抹
即可，也就是您没有涂抹到祛红血丝面霜的剩余
位置。

这款面霜可以有效帮助敏感肌肤，内含的成分洋甘
菊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所以非常适合用于敏感肌
以及痘痘肌。
 
在日间或夜间使用过这款无香型面霜几个小时后，
您就可以很快感受到面霜带给皮肤的镇定作用。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使用面霜，您可以用它进行
米及护理，也可以用它针对局部进行护理。不管您
把它用作每月日间或晚间的护理产品，还是局部护
理产品，您都不用在已经擦过祛红血丝面霜的地方
再叠加日霜或晚霜了。

50 ml/1.76 fl. oz. 

特性:
- 平衡泛红皮肤

- 适合敏感肌及痘痘肌
- 适合油性皮肤

- 使肌肤变得光滑
- 富含减轻细纹和毛孔
粗大问题的活性成分

无香型



37

隔夜足霜
这款隔夜足霜在您睡眠休息的时候发挥作用

这款足霜含有15%的天然尿酸和天然乳酸，这两
种成分可天然抗菌，是夏日美足养成的不二之选。
我们这款隔夜足霜可以减少足部硬皮，给双足提
供充足的保湿滋润呵护。另外，还具有镇定作用，
预防足霉菌，带有清新沁人的桉树香气。

小贴士：先用油和盐混合而成的磨砂膏按摩足部，
然后使用足霜。

剩余的足霜也可以用作护手霜。
100 ml/3.52 fl. oz. 

天然丹麦浴盐
来自丹麦古老盐矿的海藻盐

纯净天然产品，富含矿物质、镁、钙、钾硫酸盐以及天然维生素。所用
海藻在丹麦东海岸进行打捞和收集，然后晾干再放入海水中让海藻
吸收盐水，再次晾干后混合海盐，便造就了浴盐的泥灰色。
海藻给浴盐增加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小贴士：可混合浴盐和Ecooking多功能油制作自己的全身、手部及
足部磨砂膏。
Ecooking浴盐均为盐矿工人手工制盐。

适用于：足浴、身体磨砂、手部磨砂等等。

200 g/7.04 oz 

适用于各
年龄段、各

种肤质

无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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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针棒
减少细纹，延缓衰老

Ecooking微针棒根据专业美容原理美化皮
肤。可以在面部、颈部、胸前裸露部位使用微针
棒，各年龄段各种肤质的男士和女士均可使用。
这个护理操作可以刺激皮肤从而让皮肤保持弹
性和活力。

适用于：干性痤疮或痤疮疤痕；毛孔粗大或毛
孔较深；淡化手术或烧伤疤痕；去色沉和均匀
肤色；减少皱纹和细纹；紧致松弛皮肤；调理油
性皮肤；改善粗糙肤质。

0.5 mm/0.02 英寸 微针装备
 

如何清洁：
将水和酒精按照1：1的比例进行混合给微针棒进行消毒或清洁。

附赠容量为 50 ML/1.8 FL. OZ.的空瓶以便给微针棒清洁和消毒。使用后请立即清洁，不
要只是在使用前清洁。

0.50 mm/0.02英寸 540针
头微针装备
每周使用1至3次，每次几分
钟；适合各年龄段的男士和
女士。

用法：建议在夜间使用微针棒。清洁
皮肤后再使用，每次只在一个部位使
用，例如您的脸颊。滚动微针棒时，
朝着垂直、水平、斜对角的方向，用力
轻柔且均匀。结束后，使用您喜欢的
精华或晚霜。

微针棒, 540 针, 0.5 mm/0.0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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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液
温和不伤手，富含天然芳香精油

Ecooking洗涤液温和，适合各种餐具清
洗。让您的餐具和器具干净闪亮，带有清新
淡雅的花香。

小贴士： Ecooking洗涤液非常温和，也可
用作洗手液。
建议使用后涂抹护手霜对双手进行理想的
滋润保湿护理。

500 ml/17.60 fl. oz. 

清新自然精油

产品拥有丝制包装袋，随
袋附赠空喷雾瓶，以便您
混合酒精和水来清洁使

用后的微针棒。

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考
使用说明。

我们的所有
清洗剂均为
可生物降解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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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液器

这款美观的壁挂式皂液器
可以精致优雅地储存您的
Ecooking洗手液和洗涤液。

(瓶子内部不含洗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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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OKING刷子 ECOOKING勺子

刷子可以更加轻松地把护肤品均匀涂在脸上

这款刷子特别适合配合我们的撕拉面膜和泥
膜使用。Ecooking刷毛采用最好的防过敏
的人工合成毛。

使用刷子涂抹面膜的好处：
– 节省面膜，因为刷子和手相比不会吸取那么
多量的产品。
– 只要在使用后认真清洗刷子，用刷子比用
手更卫生；用洗头发的方法去清洗刷子。

理想卫生选择

配合勺子使用面霜和精
华更加便利，也可用勺子
混合多功能油和浴盐调制
自己的磨砂膏。

不锈钢 – 不含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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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体验套装
是乘坐飞机佳选，因为全
部产品装在满足所有国
际航空标准的实用透明

包袋里。包袋由可再利用
的塑料EVA材料制成，是

环保之选。



男士体验套装
满足旅途中肌肤每日所需的男士奢华护肤套装
包含:
100 ml/3.52 fl. oz. 洗发沐浴露
50 ml/1.76 fl. oz. 清洁啫喱
20 ml/0.70 fl. oz. 胡须及身体护理油
50 ml/1.76 fl. oz. 面霜
湿巾， 1 包，内含10片。

全部产品装在满足所有国际航空标准的实用透
明包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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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须及身体护理油 洗发沐浴露
男士多功能护理油，可用于剃须、全身皮肤护理、胡须美
容，带有清新柑橘香气。

用法：涂抹护理油前，请先用水湿润您的皮肤或毛发，
这样可以保证护理油更好更快地渗入肌肤。

功效：通过使用男士胡须及身体护理油避免剃须刀的刮
碰伤害以及须茬向内生长问题。
小贴士：关于剃须伤口的护理，可使用具有修复功效的
维生素精油帮助恢复。

主要有机成分：
- 摩洛哥坚果油
- 杏仁油

100 ml/3.52 fl. oz.

按步骤剃须:

1: 湿润皮肤2: 将油涂在剃须位置静待10至15秒 3: 剃须 4: 剃须结束后用面霜收尾 

男士滋养清洗露，适合各种肤质和发质，带有柑橘香气。

Ecooking洗发沐浴露是二合一清洗露，带给您
全身和头发清新阳光的香气。在沐浴时使用，根
据需求决定用量。 
该洗露具有清洗和滋养的效果，让您的肌肤、头
发和头皮得到良好呵、重获新生。每日沐浴时使
用它清洗头发和全身。

主要有机成分：
- 芦荟
- 甘油

250 ml/8.80 fl. oz. 

小贴士： 请节俭使用这款清洗露，保护环境。
只要使用少量的Ecooking洗发沐浴露就可以
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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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霜 清洁啫喱
男士保湿滋养面霜，清新柑橘香气

面霜可在早晚间使用，也可在剃须后使用。
长效保湿皮肤，改善肤质和皮肤表面状态，
具有光滑镇定的效果。

适用于各年龄段各种肤质的男士；迅速渗
透肌肤，不油腻。

主要成分：
- 芦荟
- 维生素E
- 葵花籽油

50 ml/1.76 fl. oz.

男士面部及身体深度清洁啫喱，清新柑橘香气

这款清洁啫喱深度滋养、保湿、清洁您的肌肤，适合一
般和油性皮肤，用水冲洗即可。

小贴士：您知道Ecooking男士清洁啫喱可以深度清洁
去除汗味吗？用它清洗腋窝并用水冲洗干净即可。

身体上长痘的肌肤：
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用这款清洁啫喱清洗受影响的位
置，清洗方式和用清洁啫喱清洗面部的方法一样。

主要成分：
- 有机黄瓜提取物
- 天然维生素E
- 有机葵花籽油

200 ml/7.04 fl.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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