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认证的
天然护肤品与化妆品



欢迎来到 天然护肤品                       

当你体验美容咨询，健康护肤，
纯净天然的时候

忠于你的肌肤。Living Nature是真正安全、经过认证
的天然护肤品，塑造健康、有活力、美丽的肌肤。

从1987年成立以来，Living Nature的愿景一直是恪
守崇尚真实自然的美，并且不破坏我们的世界。我们满
怀激情地相信当涉及美容方案与肌肤健康的时候，天
然是最有效的。

Living Nature持续地获取来自新西兰独特的本土植
物中非凡的"英雄"成分，然后结合科学方法精心地配
置成100多种生物活性护肤品、身体护理、护发产品
和化妆品。我们使用来源合乎道德良知的可循环利用
的包装来拥抱这些有效的天然混合物。受新西兰独特
本土植物的启发，我们经过认证的天然香味是由法国
精湛的香水制造商特别为我们这世界领先的天然系
列开发的。

Living Nature成立于新西兰的Kerikeri，而且我们的
团队仍然继续驻扎在那里。

我们大多数通过BDIH和COSMOS天然/有机标准认
证的天然产品都是现场制定生产的。

Living Nature的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坐落新
西兰美丽的岛屿湾地区的亚热带城镇 - 凯利凯利，这

里历史悠久，气候宜人，而且四周环绕着当地本土灌
木丛、树林和海滩，充满了大自然的气息。这鼓舞人
心的地方就是Living Nature生产与管理团队的基
地，还有我们的旗舰零售店以及附属的美容与按摩治
疗诊所。

Kerikeri特别具有“工艺”的氛围，许多特别成功的艺
术家和雕塑家都出自这个地区。这里也有许多葡萄园
及产猕猴桃、柿子和柑橘类水果的果园。在授粉时期，
蜜蜂非常多产。Living Nature的麦卢卡蜂蜜就是源
自离我们很近的当地供应商。工艺的方针体现在我们
Living Nature的生产理念中，产量虽少却由具有丰
富经验且熟练的团队来管理，像我们口红的产品就是
手工完成的。

如今的Living Nature已成为新西兰实力雄厚的批发
和零售商之一，并且出口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Living 
Nature对产品的激情充斥着从制定生产到成品销售整
个过程的每个阶段，以确保绝对的质量与呵护。我们位
于Kerikeri的店铺充分体现了这种做法，他们对产品
非常了解，当地人与游客一样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你下
一次再来Kerikeri的时候，一定要来亲自看一看。



因为你是珍贵的。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我们涂
抹在皮肤上的东西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很多合成
产品包含众所周知有危险的成分；还有的产品的危险
还不确定。使用我们知道安全的经过认证的天然产品
来护理你的肌肤，你就是在捍卫自己的健康。Living 
Nature经过证实的有效的天然成分与肌肤的天然修复
与恢复机理协调工作，积极地强化你面部与身体的健
康及美丽。

简单地说，天然最有效，所以我们的产品不含有：

• 合成防腐剂，如羟基苯甲酸酯或苯氧基乙醇

• 刺激性表面活性剂，如钠、铵及硫酸月桂醇/月
桂醇聚醚

• 石化产品，如聚乙二醇、石蜡及其他乙二醇

• 硅胶或矿物油

• 人造香味或颜色

• 动物试验

• 因改性或放射性成分

这意味着你可以对经过认证的天然满怀信心地使用
Living Nature的产品。

我们在Kerikeri的工厂严格规范，确保产品在开发、
制定、测试及装罐的每一步的完整性。我们独特包装
的专门设计是为了保护产品的内里免受外部污染及与
空气接触。

在整个流程中，我们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环境，在尽
量减少我们的足迹的同时，尽可能以最高的标准保持
产品的安全性。

信任的圆圈

当你看到我们产品的商标的时候，你会相信
我们的产品对你的肌肤是绝对真实的、
天然的，呵护你的健康，保护你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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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IH 证书
BDIH是德国的国际认证机构，制定全球
极其严苛的护肤品和化妆品标准，以确
保产品是天然的，安全的，可持续性的。 
Living Nature 产品是通过BDIH认证机
构制定的BDIH标准的，可以放心使用。

COSMOS有机/天然 证书
COSMOS有机/天然标准也是由全球极
其严苛的认证机构 BDIH制定的，是在原
有的BDIH标准的基础上整合发展的新标
准。同时Living Nature产品也是通过了
COSMOS有机/天然的标准，保障消费者

的安全、健康。

Choose Cruelty Free 证书
非动物实验产品，不配制生产含有动物实

验成分的产品，所有成分均未作用于动物。

Buy New Zealand Made 证书
Living Nature 所有的产品均已注册 Buy New 

Zealand Made，这表示我们的产品是根据公平交易法
的要求，在新西兰本地制造的，同时达到了 Buy New 

Zealand的执业守则。

我们的认证机构是德国的BDIH，为天然产品设立
了一些极其严苛的全球标准，我们产品所采用的
BDIH， COSMOS有机/天然标准就是出自此机
构，并且他们的视察队每年都来审查我们。在许多
指标中，我们不只达到了而且是超过了他们的标
准。这些标准延伸至成分之外，还包括原材料采
购与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及成分的处理方式。

经过认证的天然得来并不容易，但是很值得，因
为它证明了我们致力于安全、可持续、完全天然
的产品。

浓密睫毛膏
荣获“The Green Parent 

Natural Beauty Awards”
奖项, 是“ Best Mascara”

类别的冠军得主。

修容粉
荣获“Bauer Media 

Beauty Awards”奖项，
入围 “Best Natural 
Makeup”类别决赛。

柔光粉底液
荣获“Janey Lee Grace Awards”奖项，是“Best 

Natural Skin Perfector”类别的冠军。
荣获“Natural Health Beauty Awards”奖项，

是“Best Skin Perfector”类别的冠军。

口红系列
荣获“Bauer Media 
Beauty Awards”奖
项, 是“Best Natural 

Makeup”类别的冠军得主.

润唇膏
荣获“Pure Beauty 
Awards”奖项，入
围“Best Natural 
Makeup”类别。

木炭粘土面膜
荣获“Pure Beauty 

Global Awards”奖项，
入围“Best New Natural 

Face Product”类别
决赛。   

蜂毒面膜
荣获“Pure Beauty Global Awards”奖项，
入围“Best New Face Mask”类别决赛。

荣获“Natural Health International 
Beauty Awards”奖项，在“Best Face 
Mask”类别中获得强力推荐的殊荣。

深层营养润肤乳
荣获“ Bauer Media 

Beauty Awards”奖项, 入
围“Best Natural Beauty 

Product”类别决赛。

亮彩夜用精油
荣获“Oh Natural Beauty“奖项,是 

“Best Facial Oil”类别的冠军得主。
荣获“Bauer Media Beauty”奖项，入围 

“Best Face Oil”类别决赛。

kekebaby 系列
护臀霜荣获“Mama & Baby Awards“奖项,是“Best 
Nappy Balm”类别的冠军得主。按摩油荣获“Green 

Parent Natural Health Awards”奖项，是“Best Baby 
Oil”类别的银奖得主。kekebaby系列产品荣获 “Natural 

Health International Beauty Awards奖项。

我们产品完全符合
国际惯例，这些是
我们多年努力的结
果，严格按照国际
v标准，控制研发

生产。

Living Nature 产
品在国际上获得的

奖项和殊荣，展示了
我们产品在国际上

的竞争性。

复古女王
荣获“The Green Parent 

Natural Beauty Awards”
奖项, 是“ Best Lipstick”

类别的冠军得主。



原料和制造均来自于新西兰

我们所有的产品和绝大多数的化妆品都是
制作于我们在新西兰凯利凯利的大本营
中。我们拥有购买新西兰制造和非动物实
验的认证。我们的产品和材料从来没有在
动物上进行实验。

端对端的供应链

从研发和开发，到概念推广，发行和发行
后，我们监督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所有
的护肤品都在我们特定的设备上生产和发
货。基于此，我们控制产品研发、配方、实
验和灌注的每一环节。

在天然空间的革新

我们已经开发了许多在自然领域里世界领
先的产品，源于我们有能力使用新西兰的英
雄产品。革新包括：开发高效的啫喱去治疗

暗疮（麦卢卡蜂蜜啫喱），在新西兰第一个
使用认证的有机棉质面膜承载蜂蜜精华，
我们的COSMOS有机口红，#11复古女王
和#12浆果樱桃采用大胆的、明亮的颜色，
同时不含任何人造成分。我们为我们内部
的创新和外部的独立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感到骄傲自豪。

产品适用于所有人

Living Nature 拥有广泛的护肤系列，包
括基础护肤系列（洁面乳/爽肤水/润肤乳）
，同时开发特色产品，例如紧致亚麻精华，
亮彩夜用精油产品。我们的敏感肌肤系列
产品是通过皮肤测试实验检测的，不含香
精，所以它可以镇定、缓解和滋润敏感和脆
弱的肌肤。Living Nature是新西兰天然
品牌中，极少数拥有化妆品系列的公司，同
时具有一系列专业的产品为新西兰和新西
兰以外温泉水疗顾客提供护理。

为什么选择Living Nature

我们建立于1987年，
当“天然”还不是流行词的时代。



活性麦卢卡蜂蜜源自本土新西兰麦卢卡花
的花蜜，是奇迹的美容成分。

一种天然的抗菌剂，是大自然的奇迹愈合
剂，甚至在欧洲和美国的医院里也被准予用
于伤口的愈合。

这个独特的新西兰愈合剂可以紧致与舒缓，
帮助修复细胞损伤，并可以防止导致瑕疵的
细菌。而且，由于它可以安全食用，你知道
你可以将其用在皮肤上。

新西兰亚麻凝胶是大自然的超级皮肤保
湿剂，含有大量天然肌肤营养及多糖。

新西兰亚麻以其底部叶子表面产生的透
明多糖凝胶分泌液著称。该凝胶的温和
收敛特性帮助控制过多油的分泌，加上其
天然的抗菌作用，使其可以有效地预防
痘痘的爆发。

帮助你的皮肤保持其水分，正如天生设
计的那样。

 

埃洛石粘土被誉为世界上最精细、最洁白
并最纯净的粘土之一。

这种独特的埃洛石粘土来自新西兰原始的
Matauri海湾，经由亚热带的古火山穹丘风
化而来。这种独特的粘土有非凡的能力吸
收你皮肤表面的毒素及杂质，温和地去除
皮肤的角质。

它是来自地球本身的一款纯净精致的礼
物。

库玛拉荷原产于新西兰，似乎是世界上最
天然的皂质。

植物的高含量皂素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也可以舒缓并锁住水分。库玛拉荷替代了
如SLS等会去除皮肤保护性油脂的刺激性
表面活性剂。

这种用于清洁的植物非常温和有效，看起
来有点神奇。但是它不是神奇，而是天然。

几个世纪以来，毛利人一直用本土的麦卢卡
茶树治疗一切问题，从风湿病与发烧到烧
伤与皮肤疾病。

最近，科学家们已经证实麦卢卡油比茶树精
油在对抗某些细菌方面的功效强达33倍。
它还能有效抵抗对一般抗生素有抗药性的
MRSA细菌。

大自然神奇的皮肤保护品。

新西兰罗汉松比维生素E功效强3倍，可以
强有力地中和引发皮肤老化的自由基。

新西兰罗汉松用在Living Nature产品中，
以对抗破坏皮肤细胞的氧化压力及自由基，
利用其强大的抗菌性能。

大自然超级抗氧化剂。

我们的英雄成分

活性麦卢卡蜂蜜
纯蜂蜜

新西兰亚麻凝胶
新西兰亚麻

埃洛石粘土
高岭土

库玛拉荷
库玛拉荷

麦卢卡油
松红梅

新西兰罗汉松 
新西兰罗汉松



这一系列是Living 
Nature最棒的产品
组合，所有成分都是

新西兰自然的有机
材料。

英雄产品

超级保湿爽肤啫喱
修复缺水肌肤，还原皮
肤的天然酸碱值平衡，
同时使用新西兰亚麻、
活性麦卢卡蜂蜜及落叶
松精华，给予缺水肌肤
更多的保湿和更新。

亮彩夜用精油
促进肌肤天然再生过程
一款珍贵的高度浓缩的

精油，使用重振肌肤的玫
瑰与玫瑰果油，加上舒缓
的金盏花，吸收迅速。在
你睡觉的时候协助你的
肌肤天然再生过程。

复古女王
认证的有机复古女王口红是一款
温暖的、经典的红色，它将点亮你

的一天，同时滋润你的嘴唇。

浆果樱桃
认证的有机浆果樱桃是一款深
层的，丰富的深红色，它让你更

年轻的同时保持长时间的颜色，
不褪色。

滋润晚霜
营养保湿的晚霜在你睡
觉的时候帮助肌肤修复
并自我恢复。含有活性
麦卢卡蜂蜜、玫瑰果油
和橄榄叶精华，可以恢
复肌肤天然弹性，并减

轻老化迹象。

滋润日霜
保湿滋润，并保护免受
自由基的损伤。这款富
含营养的日霜用活性麦
卢卡蜂蜜恢复活力吸收
水分，本土抗氧化剂罗汉
松精华有效中和有害的

自由基。

蜂毒面膜
认证的有机纯棉面膜，富含
丰富的蜂毒，麦卢卡蜂蜜，
椰子油，使你的皮肤更加饱

满紧致。

护肤

在完善护肤方面，我们已有超过三十年的经验。

油性 / 混合 正常 敏感干性



重振肌肤磨砂膏
天然微球与洁面乳相结
合，加强去角质，不损害
肌肤。通过健康的细胞
更新，重振皮肤，展露出

下面的年轻细胞。

活力洁面乳
使用有保湿功效的活性
麦卢卡蜂蜜及具有天然
清洁作用的库玛拉荷，
温和去除所有的皮肤死
皮，令肌肤清洁、湿润、

柔软。

敏感性洁面乳
一款精美温和、无刺激
性的洁面乳，使用有机
椰子油与新西兰亚麻
精华，抗菌，温和地去
除化妆品残留与死皮，

无刺激。

净肤洁面乳
清爽的泡沫洁面乳去除
杂质与多余油脂，同时
平衡天然水分含量。纯
净的麦卢卡精华与温和
有清洁功效的库玛拉荷
使皮肤均衡且清爽。

无需祛除原有的脸
部表皮油脂，自然地

洁净、换新肌肤。

提供完美的健康平
衡，被认证的日用

和夜用的天然护肤
产品。

爽肤啫喱对肌肤健
康和保湿起到很重
要的作用。英雄成
分新西兰亚麻精华

平衡肌肤酸碱，保湿
舒缓。

平衡日用乳液
清爽快速吸收的配方，
平衡天然油脂与水分，
使用麦卢卡精华清洁肌
肤，以及罗汉松精华帮

助中和自由基。

营养日霜
此款日霜结合了活性麦
卢卡蜂蜜吸收水分的特
性、植物润肤剂的深层
滋养特性、以及有助中
和使皮肤老化的自由基
的本土罗汉松精华。

平衡夜用啫喱
一款舒缓、修复啫喱，
平衡皮肤的天然水分与
油脂。活性麦卢卡蜂蜜
与麦卢卡精华滋养并净
化，同时从洋甘菊与生
姜中提取的没药醇。

洁面乳 保湿

爽肤啫喱

保湿爽肤啫喱
还原肌肤的最佳酸碱值
平衡，这款清爽的啫喱
含有保湿的新西兰亚麻
加上来自洋甘菊与生姜
中提取的有舒缓作用的

没药醇。
注意：Living Nature 建议使用前，在皮肤的小区域进行皮肤过敏实验。

*敏感肌肤产品已经进行了皮肤敏感试验，无刺激临床证明和不含香精。

超级保湿爽肤啫喱
富含营养的啫喱调节还
肌肤的理想酸碱值的平
衡，同时使用新西兰亚
麻、活性麦卢卡蜂蜜及

落叶松精华。

敏感性保湿爽肤水
一款舒缓保湿爽肤水，使
用有机椰子油与新西兰

亚麻精华，温和有效地调
节肌肤，无刺激。

敏感性日用保湿霜
一款温和日用保湿霜，
使用有机椰子油、新西
兰亚麻精华及鳄梨油，
提供有效滋养护理，无

刺激。

敏感性夜用保湿霜
一款温和夜用保湿霜，
使用有机椰子油、新西
兰亚麻精华及鳄梨油，
提供深层夜间滋养。

温和卸妆液
一款综合库玛拉荷、亚
麻、小米草与落叶松精
华的舒缓液，温和有效
地去除化妆品的残留，
并且不会令肌肤干燥。

滋养晚霜
这款营养保湿的晚霜在
你睡觉的时候帮助肌肤
修复并自我恢复。含有
活性麦卢卡蜂蜜、玫瑰
果油和橄榄叶精华。

滋养日霜
这款富含营养的日霜用
活性麦卢卡蜂蜜恢复活
力吸收水分，本土抗氧化
剂罗汉松精华有效中和

有害的自由基。

油性 / 混合 正常 敏感干性



日常护肤三步曲：
这三套护肤套装完
美地展示了Living 
Nature的护肤产

品。

护肤步骤

逆龄保湿套装
包括活力洁面乳，超级爽肤

啫喱，营养日霜

温和滋润套装
包括活力洁面乳，超级爽肤

啫喱，滋润日霜

控油净化套装
包括净肤洁面乳，保湿爽肤

啫喱，平衡日用乳液

   温和洁面剃须啫喱
一款温和泡沫剃须喱，光                     

       滑剃须的同时洁面。

剃须后舒缓啫喱
此款清凉啫喱使用新
西兰亚麻与活性麦卢

卡蜂蜜，在剃须后舒缓
皮肤。

舒缓保湿霜
一款清爽不油腻的保湿
霜，补水并舒缓，有助于

抵御各种元素。

舒缓和保护肌肤
的同时减少剃须

伤害。

男士用品

紧致亚麻精华
一款质地清爽的精华，
使用新西兰亚麻以紧
致、有力的活性麦卢卡
蜂蜜以软化细纹、以及

玫瑰果油以再生。

润唇啫喱
可以食用，使你的嘴唇
美丽柔软。麦卢卡蜂蜜
保持水分，具有天然的

抗菌性能。

麦卢卡蜂蜜啫喱
给暗疮皮肤使用的舒缓
啫喱。麦卢卡油与麦卢
卡蜂蜜的抗菌性能，在
维持一般皮肤健康方面

是有效的。

紧致眼霜
一款浓缩眼霜，使用新
西兰亚麻紧致眼部，以
及落叶松精华锁住水
分，有效帮助减轻老化

迹象。

唯一的，新颖的产品
，充分利用Living 

Nature英雄成分的
有效性能，高效有
力地作用于肌肤。

认证的自然精油对
抗干性和问题皮

肤，同时提升肌肤
健康。

特色产品

精油

100% 纯净麦卢卡油
纯净麦卢卡油可以协
助皮肤的自然愈合过

程。这款镇静精油具有
抗细菌、抗真菌及消炎

的性能。

亮彩夜用精油
一款珍贵的高度浓缩

的精油，使用重振肌肤
的玫瑰与玫瑰果油，加
上舒缓的金盏花，吸收

迅速。

纯萃日用精油
这是一款超高浓缩的抗
氧化精油，软化肌肤，
同时又可以平衡过多油
脂。夹杂着柑橘和薰衣

草的美妙香气。

油性 / 混合 正常 敏感干性



深层清洁面膜
富含埃洛石粘土，深

层清洁，同时改善毛孔
问题。 

保湿凝胶面膜
有效地瞬间亮肤，并且

滋润保湿肌肤。

深层滋养面膜
这款保湿滋养面膜，可
以有效地滋养、修复干
性和已受损的肌肤。

一系列娇柔面膜，
有效地深层清洁、
爽肤、保湿、紧致

肌肤。

面膜

木炭粘土面膜
富含五味子果实提取

物、备长炭、埃洛石高岭
土、有机麦卢卡蜂蜜、有
机椰子油等。排毒、强化

和滋养皮肤。

蜂毒面膜
认证的有机纯棉面膜，富含
丰富的蜂毒，麦卢卡蜂蜜，
椰子油，是你的皮肤更加饱

满紧致。

天然是最洁净，做
减龄的成分，它会

激活、唤醒沉睡
的你。

身体&头发护理

滋养沐浴露
使用保湿的活性麦卢卡
蜂蜜及大型褐藻，天然
清洁。没药醇帮助舒缓

敏感性肌肤。

滋养护手霜
迅速吸收的护理品，混
合了有愈合功效的活
性麦卢卡蜂蜜与落叶

松精华，帮助修复皲裂
的双手。

深层营养润肤乳
使用活性麦卢卡蜂蜜的
保湿性能、古布阿苏果
油与木鲁星果油的深层
滋润、以及天然精油舒

缓调节肌肤。

清爽保湿身体乳
快速吸收的呵护，使用
抗菌的活性麦卢卡蜂蜜
及麦卢卡精华加上高度

滋润的乳木果油

平衡洗发水
使用库玛拉荷有效的清洁
特性以及富含营养的大型
褐藻，恢复头发天然油脂

与水分健康的平衡。

平衡护发素
混合了补水的活性麦卢
卡蜂蜜以及天然的水

果提取物使头发柔顺，
有光泽。

油性 / 混合 正常 敏感干性



‘Kekebaby 系列

Living Nature 婴幼儿
系列产品天然地滋养大

部分的脆弱肌肤。

‘Kekebaby 
沐浴&洗发二合一

舒缓头皮，比清水更
温和。

‘Kekebaby 泡泡浴
绵柔泡泡，一冲即净。

‘Kekebaby 按摩油
滋润按摩油，母爱般

轻柔。

‘Kekebaby 身体乳
加倍滋养，皮肤水润

Q滑。

‘Kekebaby 护臀膏
尿布好搭档，呵护红PP

‘Kekebaby 礼品套装
包括‘Kekebaby 沐浴&洗发二合一、 身体
乳、 按摩油、 泡泡浴、 护臀膏 和经认证的

有机棉无檐小帽

来自与大自然的，针对婴幼儿配方制造的，
被认证的有机产品系列。

被COSMOS认证的有机产品

新西兰制造

非动物实验

温和作用于脆弱的肌肤

安全呵护新生婴幼儿



化妆品

我们已经探索和发掘了自然世界里的
原材料，从中提取色彩斑斓的颜色，在
加强和提升自然美的同时增强肌肤健康。

Living Nature 矿物质化妆品系列滋养和呵护你的肌肤，
例如牛油果油，包含了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D, 和夏威夷果
油，可以滋润你的肌肤。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不做动物实验，我们的环保理念包装，意
味着你可以穿我们美丽的产品，认识到我们不只是有利于你
的肌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环境保护。



粉底液
一款质地清爽的粉底液，使你的肌肤看上去柔软、新
鲜并且没有瑕疵。让你的肌肤呼吸，并感觉美妙。

柔光粉底液
给肤色柔和的光辉，视觉上减少皱纹，展现健康的

柔和光辉。

灰褐色

沙色

蜜色米黄色

浅黄色

黎明色

日光色

晚霞色

明亮白

自然色

矿物质粉饼
一款矿物粉饼，使你的脸散发光彩，肤色柔和。

米白色

自然色

暖夏色

鹅卵色

午夜黑

亚麻色

遮瑕膏
与Living Nature的粉
底产品相匹配的一款

遮瑕膏。

修容粉
给你的脸和身体增加

一抹天然矿物的颜色，
使其感觉柔软，肤色

放光。

矿物质化妆品，
打造无瑕疵的妆容，

自然美丽每一天。

我们的天然眼部化
妆品系列，勾画、保

护你的眼睛，让它保
持自然美丽。

面部 眼部

眼线笔
柔软温和的眼线笔，使用植物蜡使其用起来顺滑，

以及天然的氧化物增强色彩、描画眼部。

浓密睫毛膏
涂抹一层就可以使睫毛变得浓密饱满，不会聚集晕

染。无香味。

请注意显示的颜色样本仅为指示性。

保湿隔离霜
纯天然淡淡的颜色，保护的同时滋润，塑造一个自

然华丽的你。

黎明色

日光色

夜光色

乌黑

黑棕

润唇膏
它集唇底色与调理于一体，在使用你最喜欢的

Living Nature口红之前涂抹，或者单独使用以深
层补水保护，以及整晚使用增强滋润。

#13 粉嫩人鱼姬

#14 星光人鱼姬

#1 无色润唇 笑声

树林

唇线笔
柔软温和的唇线笔，使用植物蜡描画你的嘴唇，配

合Living Nature口红使用。

我们口红和唇笔的
配方制造给你的嘴
唇带来柔美健康的

颜色，并且不含任何
不利成分。

唇部



口红
给你的嘴唇抹上天然柔软微妙的色调。这些滋润营养矿物口红含有植物蜡，涂抹起来平滑，而且是经过认证的天然。

#10 百搭草莓

#8 浅豆沙

#9 蜜桃色

#5 甜美樱花

#7魅惑玫瑰

#6 摩卡南瓜 #12 浆果樱桃

#11 复古女王

#4 温暖珊瑚

#2 甜橙肉桂

#3 深豆沙

口红套装

自然清新少女系列
包括 #6 摩卡南瓜，#3 深豆

沙， #9 蜜桃色

浪漫甜蜜公主系列
包括 #10 百搭草莓，#5 
甜美樱花, #7魅惑玫瑰 

活力亮彩女王系列
包括 #12 浆果樱桃，#11 
复古女王， #4 温暖珊瑚

完美有机口红套
装，集齐心动色号，
打造魅力多变时尚

造型。

请注意显示的颜色样本仅为指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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