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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或许怀疑, 但不得不信„
肌肤健康, 美丽从内散发

一切从ISANI开始...

“天然美丽的简约法則”

1|脸部

脸部

ISANI.com.my



我皮肤还算不错，没有暗疮，但有黑头，皮肤过敏及毛孔粗大出油的问
题。用了贵公司的雪泥皂大约一个星期，出油问题确实明显减少了，脸
上感觉清新, 少了黑头粉刺，仲觉得肤色白净均匀了！真是天然的美了！

希望有贵公司送的礼盒装使我可以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人用！

使用前 一星期后

2|脸部ISANI.com.my



我的皮肤属于综合性质，这导致我的脸颊容易长暗疮，形成疤痕。
所幸的是在使用ISANI仅一个月，皮肤明显改善了！暗疮成为过去，
疤痕逐渐淡化。我的脸感觉清新而且健康了！

使用前 一个月后

3|脸部ISANI.com.my



我的宝宝在两个星期大时开始长湿疹，我让他试用ISANI洗脸。迅速的复
原让我感到很惊讶，同时它不会使宝宝的皮肤过敏。我很开心，因为我找
到这个可以给宝宝使用的天然产品。我现在每天使用它帮宝宝洗澡。

After  3 days使用前 一星期后

4|脸部ISANI.com.my



我以前的女友都不敢亲我，因为我的脸颊严重地长满暗疮。使用ISANI 四
个月后，暗疮全都淡化了。我的脸现在看起来俊俏了，女友也更爱慕我。
谢谢ISANI！

使用前 四个月后

5|脸部ISANI.com.my



当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产品，我不相信它有这么多的功效。不过,
现在我已深深地爱上它！脸上的毛孔和眼袋渐渐小了，皮肤也比
较结实。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谢谢介绍ISANI给我的外
甥。让我省钱又省时间，再也不需要其他美容疗程。

使用前 一个月后

6|脸部ISANI.com.my



我曾长期面对皮肤问题：雀斑，白斑，不均匀肤色等。使用护肤品导
致问题更严重。因而认识到ISANI。第一个星期我每天使用三次ISANI。
两个星期后的效果鼓励我坚持继续使用ISANI。我察觉80%的雀斑淡化，
皮肤肤色均匀而且有弹性。 ISANI恢复我的自信，也不再需要化妆了！
我爱上我的皮肤！也会一直使用ISANI。

使用前 兩星期后

7|脸部ISANI.com.my



我是表演者，时常需要在演出时画上浓妆以遮盖我的皱纹。
即使素颜，我对现在的自己更有信心。

使用前 兩个月后

8|脸部ISANI.com.my



我脸部问题经常导致朋友误会我是吸毒者，让我觉得尴尬和难过。
可是用了ISANI后，朋友们都说我看起来像韩国明星。

使用前 一个月后

9|脸部ISANI.com.my



我的脸部长期面对黑头，雀斑和红疹的问题。脸部因此留下很多的疤痕。
为了掩饰，我画上浓浓的妆。在使用ISANI 长达七星期后，我发现脸上
的黑头和雀斑不但逐渐减少了。皮肤奇迹般的清新柔滑，而不干燥或也
不脱皮。 ISANI 真让我吃惊，真的不敢相信单一产品能有如此的功效！

使用前 七星期后

10|脸部ISANI.com.my



我任职厨师后面对很多的皮肤问题,在美容院花费不少，可是
不但没有见效，皮肤问题还越来越糟糕！当我认识ISANI后，
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的皮肤恢复成以前一样！ ISANI 赞！

使用前 四个月后

11|脸部ISANI.com.my



使用前

一星期后

囡囡天生皮肤敏感，她的脸经常痕痒和红肿，但在试用完贵公司
ISANI健康保健雪泥皂一星期后，可以看到囡囡红印减少和止痒 ！
我真的很庆幸认识到ISANI雪泥皂，这个天然和适合宝宝的产品。

12|脸部ISANI.com.my



在我开始进入大学后，我的脸开始长满暗疮 。暗疮越长越多，我失去了
面对人群的信心，我感到自卑。两个月后，痘痘明显改善很多，暗疮都
干了！太神奇了！四个月后，脸上的暗疮都消失了！我真的很开心。

使用前 四个月后

13|脸部ISANI.com.my



十天后，皮肤的暗疮疤痕淡化了 ,它更新我的皮肤。
我真的相信ISANI是皮肤保健皂。

使用前 十天后

14|脸部ISANI.com.my



每当我面对压力时，脸上就不停地长痘痘和暗疮。而当我面对人群时，
我总觉得他们是盯着脸上的暗疮而非听我说话。使用ISANI短短的一
个月内，脸上的暗疮就逐渐消失了！现在的皮肤比较光滑亮丽。我也
更有自信地面对顾客。谢谢ISANI，我会毫不犹豫地介绍它给身边的
同事和朋友。

使用前 一个月后

15|脸部ISANI.com.my



只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我就看到极大的改变！脸上暗疮斑淡化了，也不油
了，眼下的水痘斑不见了！身为大学生的我，每天早上都得赶着上学。使用
ISANI后，我不需花无谓的时间和金钱在其他的美容产品。 ISANI真的让我
的生活简单美好！

使用前 三个月后

16|脸部ISANI.com.my



我额头上的暗疮长得很严重。使用ISANI仅仅五天，我察觉到暗疮逐
渐消退。我很开心，因为我终于找到对抗皮肤问题的有效产品。我
会持续使用ISANI以维持我的皮肤健康。我相信会有更多人受益。

After 5 days

17|脸部ISANI.com.my



生产后，皮肤开始长暗疮，肤色也看起来黯淡无光泽。因为哺乳新生宝宝，
我拒绝使用任何可能让宝宝接触到化学物质的美容产品。幸好我任职皮肤
专科的母亲接触到ISANI，并且告诉我ISANI 是个很棒的产品。一个由全天
然原料制成的雪泥皂，是她顾客最喜爱的产品！当我开始使用ISANI， 皮
肤不单重现亮丽有光泽，柔滑，连暗疮疤痕都消失了！我爱上ISANI， 也
把这神奇的产品推广给身边的朋友。就让大家都拥有更健康、年轻的皮肤！

使用前 三个月后

18|脸部ISANI.com.my



我的宝宝额头皮肤比较敏感。我试用了蛮多产品可是都不见效。身为
母亲，我很无助看着她敏感的额头，很心疼。 ISANI改善了宝宝敏感
的皮肤，皮肤看起来光滑亮丽！开心宝宝，开心妈妈， 谢谢ISANI！

使用前 兩星期后

19|脸部ISANI.com.my



ISANI之特别在于它不像其他肥皂会导致我的皮肤干燥。使用ISANI

后, 皮肤不但柔嫩滋润, 之前的敏感肤质在使用两天后，色泽也改善
了。我的脸又柔又嫩又滑，感觉真的很好很自然...

使用前 兩天后

20|脸部ISANI.com.my



雀斑和肤色不均匀是我脸部最大的问题。我试过脸部护理甚至激
光疗程，可都没效。在使用ISANI后，肌肤获得极大的改善，雀斑
淡化了许多。现在我的皮肤比以前更亮丽自然，连化妆都减少了！

使用前 兩星期后

21|脸部ISANI.com.my



使用前 三天后

我从ISANI面子书上的活动获得一片试用装。第一次使用后感觉
皮肤柔嫩和结实。使用后三天，脸上的毛孔明显缩小了，而且亮
丽柔滑。 ISANI是名副其实的健肤保健皂。我会继续使用它并且
将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22|脸部ISANI.com.my



面对脸上的痘痘问题已经快两年了。我曾使用多种产品，可是全都无效，
即使服用医生开的药与抗痘洗脸系列也没有改善。经姐姐介绍我使用
ISANI后，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脸上的痘痘得到大大的改善，疤痕也淡化
了许多。我很感激ISANI可以让我再也不需要再购买昂贵的美容产品！

使用前 兩个月后

23|脸部ISANI.com.my



我在做月嫂时认识到ISANI，好奇之下买了来用！ ISANI的效
果出乎我的预料之外，脸上不再油光满面，雀斑明显淡化。
脸上的肤色比以前均匀亮丽，连老公都说我年轻了！

使用前 一个月后

24|脸部ISANI.com.my



我的脸很油腻，有黑头和粉刺。我用化妆品来掩饰这些脸部缺
陷。使用ISANI洗脸后一周，皮肤变得光滑，更白皙，看起来更
健康，我不再需要使用浓妆。 ISANI为我节省了时间和金钱！

使用前 一星期后

25|脸部ISANI.com.my



我的脸部肤色黯淡无光。但是在使用ISANI一周之后，肌肤不仅
光滑有光泽，而且结实有弹性。脸部毛孔和眼袋已经消减，我
现在可以不化妆也很有自信的出门了！感谢ISANI。

26|脸部

使用前 一星期后

ISANI.com.my



27|脸部

使用前 一星期后

我的肤色黯淡油腻，不均匀。但在使用ISANI一周后，我的
肤色现在变得柔软光滑。我的朋友评论说我现在比较漂亮。
感谢ISANI健肤雪泥皂！

ISANI.com.my



我在过去的三年中一直有暗疮和敏感皮肤的问题，需要化妆
来掩盖它。使用ISANI两周后，我的暗疮和敏感皮肤问题已
成为历史。我的肌肤现在更健康光滑。谢谢你，ISANI。

28|脸部

使用前 兩星期后

ISANI.com.my



我去了一间新开的美容院做脸部护理。然而，护理后我的脸
部没有变得清新干净，反而又红又脱皮。我用护肤品治疗它
但它们没有用。然后我尝试用ISANI。瞧！第二天脸部的红减
少了。我的脸在一周内恢复正常。 ISANI从不让我失望。

29|脸部

使用前 一星期后

ISANI.com.my



30|脸部ISANI.com.my

我和太太年轻时都属于综合性皮肤，
这让我们很难找到价格亲民且合适
的护肤品(不会导致长痘痘)。我们
已经使用ISANI六年了！它不仅替我
们省下不少的钱，也让我们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年轻。谢谢ISANI。我们
爱你！

使用前

六年后



我的皮肤油腻和暗淡的，也常长暗疮。但在使用ISANI仅
一个月后，我现在拥有光亮及健康的皮肤 - 不再有粉刺，
也不再油腻。 ISANI修复并恢复了我的皮肤状态。

ISANI.com.my 31|脸部

使用前 一个月后



我收到朋友发给我关于ISANI的见证分享，看了后觉得非常有吸引力，
我毫无犹豫地买了一盒。使用了一个月后，ISANI在我皮肤上产生惊
人的效果，它不单可以很好地控制我的油性皮肤，并具有补水和淡
化痤疮疤痕的效果，同时我的肤色都变得更白皙和健康！感恩，我
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我的ISANI。我给ISANI皮肤护疗雪泥皂打评5星！

ISANI.com.my 32|脸部

使用前 一个月后



1

您或许怀疑, 但不得不信„
肌肤健康, 美丽从内散发

一切从ISANI开始...

“天然美麗的簡約法則”

1|其他

其他部位

ISANI.com.my



生完孩子之后，头发脱得很厉害，买了很多产品试用都没有效，
差点要去护发中心。直到我用了ISANI头发长出来了。

2|其他ISANI.com.my



我常常会长唇疱疹。在使用ISANI后，我发现唇疱疹的复原比我想像中还快。

使用前 三天后

3|其他ISANI.com.my



我蒙受湿疹的问题已经十年了。常常到皮肤专科看病也没有
起色。使用两个月后，不单止湿疹减少了， 连疤痕也淡化了。
现在，ISANI 是我全身的皮肤保健品。

使用前 兩个月后

4|其他ISANI.com.my



我胸前有个因为被蚊虫咬伤的疤痕。使用ISANI后，
疤痕完全消失了！我不再需要围上披巾来遮掩了

使用前 一个月后

5|其他ISANI.com.my



面对皮肤敏感的问题已经快十年了。从颈项到手背。敷用医生开的药
膏也没有改善。我曾使用多种产品，可是全都无效，直到经朋友介绍
我使用ISANI。短短的三个月，皮肤敏感问题得到大大的改善。我真的
很感激ISANI， 可以让我告别使用固醇药膏的日子。

三个月后使用前

6|其他ISANI.com.my



我的宝宝偶尔出现尿疹。这次我决定用ISANI来清洗宝宝的屁股。只
是两天而已，皮肤就已经复原了，真的让我感到很惊讶！现在的我
绝对是ISANI的忠实用户。它很简单，而且有效。

使用前 兩天后

7|其他ISANI.com.my



我的皮肤在坐月子时期长了很多热痱，因为发痒被我抓到流血。最
初想前往皮肤专科就医，后来想起ISANI（我偏向天然的产品）。
我每天用它来洗澡，热痱在持续使用一个月后完全恢复，疤痕也在
之后渐渐地淡化。谢谢ISANI。

使用前 一个月后

8|其他ISANI.com.my



因为皮肤问题（湿疹）而看了两次医生，医生开了外敷药膏让我使
用，一段时间后发现它并没有改善皮肤湿疹的状况。直到我发现
ISANI，一个让我倍感惊讶，使用上又极其简单的产品。我每天只是
使用两次，每次三分钟，湿疹在短短两个星期后彻底地消失了，如
今我也继续每天使用它。

使用前 兩星期后

9|其他ISANI.com.my



我在不久前剖腹生产，因此有了一条又长又难看的疤痕。
在坐月子时通过面子书认识到ISANI，就买一盒来试试。
没想到只是短短两个星期，疤痕就明显地淡化了！太神
奇了，我真的很满意ISANI的效果。

使用前

兩星期后

10|其他ISANI.com.my



我小孩的手肘经常长脓疱。我时常得带她看医生。在展览会
上我买了一盒ISANI试用。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脓疱在七天就
痊愈了，而且也不再长了！感谢ISANI！

使用前 一星期后

11|其他ISANI.com.my



由于在工厂工作，我接触很多化学物,导致皮肤出现问题。我没有
能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到皮肤专科问诊。感恩！在一个展览里我
遇到ISANI。一个星期后，我的皮肤改善很多。
对我而言，ISANI 绝对是更超值的选择！

使用前

一星期后

12|其他ISANI.com.my



双腿上的牛皮癣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了。看了很多医生和皮肤专科都没办
法治疗痊愈。我收入不多，也负担不起昂贵的医药费，而选择放弃继续
治疗。直到我遇见James，他慷慨的提供我成为ISANI's PIF方案的受益
者。从那时起，我每天使用ISANI。两个月后，我看到巨大的改善。我非
常感谢ISANI。

兩个月后使用前

13|其他ISANI.com.my



手臂上的皮肤问题已经好多年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皮肤上的红
疹在使用一次后就减少了，也比较不痒。我会继续使用ISANI 。

使用前 三分钟后

14|其他ISANI.com.my



我的身体在游泳后开始长红疹。出于好奇，我在长红疹的
皮肤上敷上ISANI。好神奇噢！红疹在一天之内完全消失，
而且没有用到任何药膏药物。 ISANI真的是健肤保健皂！

使用前 一天后

15|其他ISANI.com.my



我的宝贝很容易在热天里长尿疹。每当他长尿疹，我都会用ISANI敷上,
尿疹也很快地就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ISANI属天然产品，完全
不会伤害到宝贝细嫩的皮肤！我喜欢ISANI能让全家老少都安心使用。

一星期后使用前

16|其他ISANI.com.my



宝贝在出生后几天屁股开始长尿疹，脸和身体则长湿疹。因为是新生婴
儿，我不想在他身上使用西药。老公决定试用ISANI，我们每天用ISANI
来给他洗澡。感恩！只是五天罢了，尿疹和湿疹逐渐减少，并在一个月
后完全消失！宝贝恢复了宝宝该拥有的柔嫩肌肤。真的感谢你，ISANI!

使用前 五天后

17|其他ISANI.com.my



Before

我的宠物狗，罗密欧几乎全身长满红疹。虽然我们喂他抗生素和使用兽
医建议的沐浴液，可是问题还是持续没有好转。然而，在使用ISANI洗澡
三个星期后，它的皮肤不单白皙健康，也没有敏感的迹象。现在我正极
力推荐ISANI给罗密欧的宠物店。

使用前 三星期后

18|其他ISANI.com.my



手上的湿疹问题已经持续好多年了：皮肤长期发炎，干燥和龟裂: 皮
肤专科开的类固醇药物都没能帮助。朋友介绍我ISANI。持续使用
ISANI三个星期后，我手上的湿疹不单完全消失，皮肤也比较白皙柔
滑。真的很神奇！谢谢ISANI。

使用前 三星期后

19|其他ISANI.com.my



我的儿子从出生就有湿疹问题。因为皮肤痒，所以他常哭闹。我虽
然很内疚，却也没有办法而涂擦类固醇药物。然而，皮肤没有一点
改善。感恩，我的朋友Candy介绍ISANI给我。我为他敷上，静候十
分钟，然后清水冲洗。两个星期后，湿疹问题已经受控制，也不再
有湿疹问题。 ISANI真的很神奇，它提我省下不少的医药费用。

使用前 兩星期后

20|其他ISANI.com.my



湿疹引起的骚痒和红肿一直刺激着我。我像猴子一样无法控制地抓痒。
我开始使用ISANI仅2周，并注意到红肿和瘙痒明显减少。现在，当我
触摸我的皮肤...它感觉如此柔软和光滑。我可以在身体的各个部位
使用ISANI。现在我不需要买洗发水，洗脸霜或肥皂。谢谢ISANI。

21|其他

兩星期后使用前

ISANI.com.my



将ISANI浓霜涂抹在白蛉叮咬的部位10天后，叮咬
和随后的瘙痒痕迹消失了。 ISANI绝对拥有奇妙的
能力。 ISANI真的很棒。

ISANI.com.my 22|其他

使用前 十天后



ISANI.com.my 23|其他

使用前 一个月后

感谢上帝，非常高兴，使用ISANI，我女儿的皮肤在1个月后
恢复了原来的皮肤状态。我们在她身上尝试了许多产品，但
结果一直是负面的，直到我们遇到了ISANI。



ISANI.com.my 24|其他

我儿子经常患有尿布疹。每次至少要花3个星期的时间才能

恢复，但是令我惊讶的是ISANI迅速恢复只花了3天的时间就
使皮肤恢复了原始状态。现在，我有信心并推荐给我在
Facebook组中的所有妈妈朋友。

使用前 三天后



ISANI.com.my 25|其他

我有一个医生朋友推荐我对患有尿布疹的儿子使用ISANI。她
总是告诉我ISANI以自然的方式有效解决皮肤问题，使皮肤更
健康。 5天后，我儿子成为见证之一。我现在向所有妈妈朋
友推荐ISANI。

使用前 五天后



ISANI.com.my 26|其他

皮肤上有伤口，即可让我想起了ISANI健肤雪泥皂。我毫不犹
豫立即将ISANI涂抹在其上，令我惊讶的是3天后皮肤炎症迅
速复原。 ISANI确实是皮肤的最佳补充剂！

三天后使用前 使用中



“天然美麗的簡約法則”

ISANI 祝您与家人拥有一天比一天更健康的肌肤。

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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