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沐深層修敏賦活調理療程

敏感轉斑印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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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膚受到刺激啟動保護機制，黑色素細胞(Melanocytes)內酪胺酸酶(Tyrosinase)開
始催化酪胺酸(Tyrosine)進行系列反應形成黑色素(Melanin)且載移至角質細胞，
保護皮膚杜絕傷害；皮膚老化或皮脂膜受損導致表層角質代謝&底層代謝異常
，皮膚含黑色素之角質細胞日積月累，逐漸與其他正常區塊皮膚產生色差形成
〈斑印〉。



原因

內在

外在

保養品選擇
• 劣質保養品(毒)
• 不適合的保養品

不正確的觀念
• 使用控油產品
• 白即是美的觀念

儀器療程過度爛用

不當清潔或過度清潔(卸洗產品選擇)

彩妝
• 卸洗產品選擇
• 不良彩妝品
• 上彩妝與卸妝皮膚保護觀念

敏感性肌膚轉斑印
肌膚因皮脂膜受損延伸角質代謝異常，毛孔口角化堵塞導致肌膚失去皮膚自然
代謝機制→形成敏感性肌膚；炎熱夏季敏感肌膚受到刺激無法調節熱度出現紅
腫症狀，肌膚啟動保護機制開始產生黑色素分佈角質細胞保護皮膚降低傷害，
冬季氣溫下降皮膚轉乾、繃、癢，肌膚表層角質代謝與底層代謝機制中斷，季
節持續交替皮膚含黑色素之角質細胞持續堆積，逐漸與其他正常區塊皮膚產生
色差形成〈斑印〉 。

環境防禦
• 環境空氣汙染

• 長時間處於粉塵場所

敏感性肌膚

先天性體質、賀爾蒙
熬夜、抽菸、酗酒
飲食常吃油炸、刺激性食物



敏感原因(保養品的選擇)

劣質保養品(毒)：

原料為保養品效果關鍵因素之一，坊間部分品牌，
低價策略競爭並追求保養品效果，降低了保養品
自然原料分量，使用化學藥劑替代，保養品成本
大幅降低且對於皮膚保養效果驚人，經長期觀察，
肌膚無法將化學藥劑代謝，堆積於肌膚底層，導
致皮膚出現囊腫問題，嚴重者皮膚潰爛、壞死。

不適合的保養品：

追求美麗是人的天性，大部分愛美者不了解自身
肌膚狀況，追求絢麗時尚高單價品牌；使用後未
達皮膚健康、漂亮、美麗，反而皮膚敏感、老
化…等問題產生。



敏感原因(不正確的觀念)

白即是美的觀念：

對皮膚具有美白功效保養品，大都略帶刺激皮膚
成分；東方人喜歡追求皮膚白皙，但因每人DNA、
環境…因素不同，大量使用美白產品，不但無法
美白功效，亦可能帶來皮膚敏感、發炎、反黑…
問題。

使用控油產品：

肌膚於表層皮脂膜受損乾燥時，自動分泌油脂，
加強皮膚保溼度，修復皮脂膜，協助將老廢角質
脫落，但臉部泛油不受歡迎，使用控油產品，解
決泛油問題，同時也將皮膚生理自然代謝機制破
壞，使皮膚慢慢走向乾、繃、癢之敏感肌膚。



敏感原因(儀器療程過度濫用)

儀器療程：

皮膚問題經由雷射治療效果快速，但坊間競爭過
度，促使消費者過度濫用，導致皮膚細胞、組織、
皮脂膜…等來不及修復，長期處於保護力弱且皮
膚發炎狀態，皮膚敏感度日漸增加。



環境防禦

環境空氣污染或粉塵場所：

空氣中除了車輛排放的油煙、路面揚起的灰塵，
最恐怖的莫過於工廠排出化學物質；外出未做
防禦空氣中的髒汙附著於臉上使皮脂膜受損，
造成毛孔口堵塞，長期會使肌膚失去調節力走
向乾、繃，慢慢的皮膚敏感。



敏感原因(不當清潔或過度清潔)

不當清潔與過度清潔：

不當清潔與清潔過度都會使皮脂膜受損，當皮膚受到外來刺激時無法防禦，
導致肌膚敏感並且無法協助將老廢角質脫落，皮膚生理自然代謝機制破壞，
使皮膚慢慢走向乾、繃、癢之敏感肌膚。

角
質
層

皮
脂
膜

外來刺激 外來刺激

皮脂膜正常狀態 皮脂膜受損



敏感原因(彩妝)

彩妝：

不良彩妝，其顏色以化學染料為主，
如上妝前未先上保養品與隔離霜，
彩妝直接接觸皮膚，除了化學染料
會引起皮膚過敏，彩妝粉末容易掉
入毛孔中，造成毛孔堵塞，引起皮
膚問題；再者卸妝使用強力界面活
性劑之卸洗產品，破壞皮脂膜，使
皮膚乾燥，中斷原本皮膚自然代謝
機制引發敏感問題。



敏感形成斑印分類

敏感性肌膚形成的斑印依據皮膚結構位置所在大致可分為8類型：

成因

皮膚表層

表皮層

真皮層

髒污&老廢角質堆積

黑色素堆積

藥物堆積(類固醇、抗生素…)

化學藥劑堆積(螢光劑、酸…)

重金屬堆積(汞、鉛…)

血管上浮

血液與血鐵素滲出氧化

皮脂囊(毛囊)&腺管雜質堆積(氧化鋅、二氧化鈦粉末…)



髒污&老廢角質堆積(皮膚表層)

皮脂膜受損導致角質代謝異常，髒污附著皮膚表層連同老廢角質持續堆
積形成〈卡斑〉，一般鏡頭皮膚產生微陰影，皮膚鏡投真皮層乾淨無黑
色素或其他雜質殘留；待老廢角質軟化，搭配粉膜吸附卡斑問題即可清
除。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黑色素堆積(表皮層)

肌膚受到刺激啟動保護機制分泌黑色素保護肌膚減少傷害，皮脂膜受損
導致皮膚角質代謝與底層代謝異常，黑色素持續堆積，逐漸與其他正常
區塊皮膚產生色差形成〈斑印〉；以雷射療程與皮膚調理加速角質代謝
即可清除堆積黑色素，輔助重新啟動肌膚代謝機制，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皮脂囊與腺管雜質堆積(真皮層)

經常使用彩妝未在妝前隔離又未確實卸妝，彩妝粉末與化學染料&化學
藥劑經由腺管掉入肌膚於皮脂囊(毛囊)堆積，逐漸形成斑印與白色毛髮；
此類型斑印只能以肌膚調理加速代謝方式將肌膚內堆積彩妝粉末與化學
藥劑…等慢慢代謝排出皮膚， 解除肌膚堆積問題輔助重新啟動肌膚代謝
機制，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重金屬堆積(真皮層)

彩妝與保養品為了快速達到功效，產品中添加了重金屬(鉛、汞…)，消費
者經常使用導致肌膚代謝機制中斷，重金屬持續堆積於肌膚底層，一般
鏡頭看起來如黑色素形成斑印，但是皮膚鏡頭明顯看出深層的暗色堆積，
且肌膚容易乾、裂、脫皮；此類型斑印只能以皮膚調理加速代謝方式將
肌膚內堆積重金屬慢慢代謝排出皮膚，解除肌膚重金屬堆積問題輔助重
新啟動肌膚代謝機制，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藥物堆積(真皮層)

肌膚敏感時通常擦拭皮膚藥膏，成分中含有類固醇、抗生素…等成分，
能有效且快速抑制細胞活力減退敏感症狀，但是長期使用藥膏抑制細胞
活力，肌膚代謝率降低，藥物無法順利代謝出體外，堆積於肌膚真皮層；
一般鏡頭看起來如黑色素形成斑印，但是皮膚鏡頭明顯看出覆蓋一層棕
色薄膜，肌膚暗沉乾枯感；此類型斑印只能以皮膚調理加速代謝方式將
肌膚內堆積藥物慢慢代謝排出皮膚，解除肌膚藥物堆積問題輔助重新啟
動肌膚代謝機制，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化學藥劑堆積(真皮層)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彩妝與保養品市場競爭激烈，部分品牌為了讓產品使用後臉部亮白效果
即現，產品成分中添加螢光劑、化學酸…等化學藥劑，長期使用殘留於
皮膚表層化學藥劑藉由腺管慢慢滲透進入肌膚堆積，漸漸形成斑印與白
色毛髮；此類型斑印只能以皮膚調理加速代謝方式將肌膚內堆積化學藥
劑慢慢代謝排出皮膚，，解除肌膚化學藥劑堆積問題輔助重新啟動肌膚
代謝機制，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血管上浮(真皮層)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敏感肌膚於皮脂囊(毛囊)堆積腫大，壓迫血管使得血管膨脹上浮，一般鏡
頭產生色差，皮膚鏡頭明顯顯示區塊血管上浮且皮脂囊(箭頭處)堆積腫大；
此類型斑印只能以肌膚調理加速代謝方式將皮脂囊(毛囊)內堆積雜質慢慢
代謝排出皮膚，解除肌膚敏感問題恢復健康肌膚，皮脂囊恢復正常不再
壓迫血管 ，血管消除膨脹恢復正常→色差消失。



血液與血鐵素滲出氧化(真皮層)

皮膚鏡頭
(真皮層)

一般鏡頭
(皮膚表層)

敏感肌膚使得血管膨脹上浮，如未即時安撫鎮定待敏感症狀解除血管收
縮恢復正常，其血液或血鐵素滲出氧化呈現深咖啡色，一般鏡頭產生斑
印，皮膚鏡頭顯示血管相似線條狀分佈擴散與黑色素形成塊狀相異；此
類型斑印只能以肌膚調理輔助加速代謝血液與血鐵素氧化物質 ，解除肌
膚敏感問題，恢復美麗健康肌膚



調理方式



皮膚的自然代謝(角質代謝)

皮脂膜

肌膚最外層天然防護屏障，能幫住肌膚鎖水保濕、防止病原入侵、阻隔紫外線大
量穿透等功能。主要為皮脂線分泌出的皮脂、汗線分泌出的汗液、混合角質細胞
的片狀脂質，乳化形成的保護膜，並且軟化、溶解老廢角質，促使老廢角質順利
脫落，協助皮膚角質層自然代謝。

皮脂膜的功能

屏障作用:皮脂膜是皮膚表層重要鎖水的一層， 能有效
鎖住水份，防止皮膚水份過度散失，並能防
止外界不良物質大量滲入。

潤澤作用:皮脂膜是由皮脂和水份乳化而成的一層保護膜
，讓皮膚保持潤澤、滋養，使皮膚保持一定
的濕潤，防止乾裂。

代謝作用:皮脂膜的脂質能軟化、溶解老廢角質，並讓老
廢角質順利剝落，使皮膚代謝正常，避免過
多老廢角質堵塞毛孔口。



表層老廢角質處理
(軟化毛孔堆積角質化)

皮脂膜受損影響表層角質代謝異常，導致皮膚角質堆積、毛孔口角化堆積，造成皮脂腺&汗
腺堵塞，導致皮膚乾燥、繃；處理皮膚問題，首重軟化角質，清除毛孔口老廢角質，促使精
華液…等產品可藉毛孔管腺進入肌膚作用，後於表層使用霜體建立人工皮脂膜，使皮膚保溼
、修復皮脂膜並啟動肌膚代謝機制，作流程如下：

軟化角質
(悶)

移除老廢角質
(粉膜吸附)

導入精華液
(冷導導入)

建立人工皮脂膜
(修復皮脂膜並代謝)



皮膚的自然代謝(雜質代謝)

腺管

皮膚是人體最大器官與腎臟合作代謝排毒，藉由汗腺排汗機制，皮膚能透過毛孔
將身體中多餘的水分、油脂、鹽及尿素等廢物排出體外；皮脂腺除了分泌皮脂，
毛囊內的堆積物能透過較寬的腺管將堆積物推出至皮膚外，但是皮脂膜受損，毛
孔口堵塞，皮膚代謝機制隨之中斷，開始衍生痘痘、老化、斑印…皮膚問題。



追蹤皮膚因果底層問題處理

表層毛孔口角質軟化，將精華液藉由腺管導入，提升細胞活力，啟動皮膚生理代謝機制，
將堆積皮脂囊廢物推出皮膚外，原先被擠壓繞道增生之微細血管逐漸恢復正常供給細胞養
分與代謝，細胞逐漸恢復健康，肌膚底層代謝機制也隨之逐漸完整，操作流程如下：

MGF

(冷導導入)

皮脂囊堆積廢物推出
(細胞活力提升)

微細血管恢復
(細胞養分與代謝)

細胞活力提升(將推積皮脂囊廢物推出)

底層肌膚生理
代謝機制恢復

( 細胞恢復健康)



追蹤皮膚因果底層問題處理

毛孔口老廢角質堆積經由軟化後，精華液…等產品可藉毛孔管腺進入肌膚作用，借助導入
儀震動，加速MGF進入表皮底層，快速活化細胞，啟動皮膚生理機制，腺管堵塞物與皮脂
囊堆積物推出體外，微血管不被推擠壓迫，供給細胞新陳代謝正常，皮膚生理趨向健康。

腺管堵塞皮脂囊堆積處理

健康肌膚



Before

皮膚鏡鏡頭(表皮層)

After

皮膚較平整，化學藥劑代謝亮度提升，皮膚較飽水!!



Before

皮膚鏡鏡頭(真皮層)

After

化學藥劑代謝，整體飽水度&淨白透亮度提升!!



Before After

化學藥劑代謝排出，斑印消失，整體飽水度&淨白透亮度提升!!



居家護理



做臉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早上 A A A A A A A

晚上 E C → E B C → D E B C → D

備註

A： 平衡調理保濕霜*(一顆花生米大小)  →保濕調理隔離霜適量

B： Ceramide保濕調理精華液*(按六下)均勻塗抹+紙膜泡冷開水敷15~30分鐘→平衡調理保
濕霜*(一顆花生米大小)均勻塗抹自動形成保護膜(請勿用力推)

C： MGF賦活胜肽精華液*( 按兩下)均勻塗膜+保鮮膜悶15分鐘

D： MGF賦活胜肽精華液*( 按兩下)均勻按摩吸收→Ceramide保濕調理精華*(按兩下)均勻
按摩吸收→平衡調理保濕霜*(一顆花生米大小)均勻塗抹自動形成保護膜(請勿用力推)

E：Ceramide保濕調理精華液*(按兩下)均勻按摩吸收→平衡調理保濕霜*(一顆花生米大小)
均勻塗抹自動形成保護膜(請勿用力推)

居家護理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討論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