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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美丽的简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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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护疗雪泥皂是以独特的配方来取代皮肤和个人保
养品。它适合所有皮肤性质和各年龄阶层。也适于使用在脸部，
头发，身体和皮肤炎，如痤疮和湿疹。清洁，修复和恢复皮肤
至原始状态仅需1-3分钟，每天都能保持皮肤健康。简单易用。

ISANI的主要原料是来自奥地利的有机雪泥碳(神泥)，其中注入
了在法国配制和生产的Vma²（有机微藻因子纳米粒子技术提
取）以补充原料。

什麼是

“天然美丽的简约法则”

www.ISANI.com.my



1. 护肤和个人保养品的代替品

2. 生活可以佷简单，从ISANI开始

3. 省下金钱与时间，让生活更有品质

4. 健康的皮肤, 快乐的家庭

5. 1次完成肌肤护疗，只有IS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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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美丽的简约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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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分钟见效
以保持皮肤健康每一天„

活性成份 欧洲進口
100% 纯天然

4

微藻因子(Vma2)雪泥碳(MOOR)

www.ISANI.com.my

(神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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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碳是由至少1000种长期浸在水中或
长埋在地底下的草药、植物和花卉精华、
微量元素、天然抗体及其他的生物活性
成份的结合，从而产出自然界中的神奇
物质：均质且暗色的雪泥碳。

雪泥碳(神泥)

 它容易渗入皮肤，能重新建立自然且平衡
的皮肤pH值及增加血液流动至皮肤。

 它那可溶性的有机和无机活性物质能强化
皮肤，并让其净化、排毒及变得柔韧。

 它经临床试验证实具有天然的低致敏性，
并且对各类型的皮肤均有益；因此不需使用
不同类型的护肤产品。

雪泥碳的好处

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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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Substances 

& Minerals in the Moor

humic acids hemicelluloses calcium

fatty acids cellulose sodium

lignin bitumens iron

humus substances pigments phosphoric acid

amino acids antibiotics salicylic acid

volatile oils iron potassium

nitrogen compounds salts silicon

vitamins sulphur calcium

organic sulphates magnesium bio-active matter

pectins manganese

雪泥碳内的营养

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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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草药，植物和花卉 （植物学称）已被鉴定为雪泥碳的基本成份

雪泥碳的词汇表

 Achillea millfolium

 Agrostis stolonifera

 Agrostis tenuis

 Alisma plantago-aquatica

 Allium angulosum

 Allium carinatum

 Allium suaveolens

 Anthoxanthum adoratum

 Aguilegia atrata

 Aguilegia vulgaris

 Carex flava

 Carex hostania

 Carex panacea

 Centaurea jacea

 Cladium mariscus

 Dactylorhiza incarnate

 Dactylorhiza maculate

 Dactylorhiza majalis schmalb.

 Dactylorhiza majalis ssp. Maja

 Danthonia decumbens

 Drosera intermedia

 Drosera rotundifolia

 Epipactis palustris

 Equisetum palustre

 Euphrasia rostkoviana

 Galium boreale

 Galium palustre 

 Galium verum

 Gentiana

 Gentiana pneumonanthe

 Gentiana verna

 Gentianella germanica

 Gladiolus palustris

 Gymnadenia conopsea

 Gymnadenia odoratissima

 Herminiuin monorchis

 lnula salicina

 lris pseudacorus

 lris sibirica

 Juncus articulates

 Juncus subnodulosus

 Laserpitium prutenicum

 Lemna minor

 Linum cartharticum

 Liparis loeselii

 Listera ovate

 Menyanthes trifoliota

 Molinea caerulea

 Molinea arundinacea

 Nuphar lutea

 Nymphaea olba

 Ophrys apifera

 Orchidaceae

 Orchis mascula

 Orchis militaris

 Orchis Mario 

 Orchis ustulata

 Pedicularis palustris

 Peucedanum cervaria

 Peucedanum palustre

 Phragmites australis

 Pinguicula vulgaris

 Platanthera bifolia

 Potamogeton coloratus

 Potentilla erectra

 Primula farinose

 Ranunculus flammula

 Rhinanthus glacialis

 Rhynchospora alba

 Rhynchospora fusca

 Salix

 Sanguisorba 

officinalis

 Serratula tinctoria

 Silaum silaus

 Sparganium 

neglectum

 Succisa pratensis

 Thymus pulegidoides

 Trollius europaeus

 Typha

 Typha angustifolia

 Typhc latifolia

 Typha minima

 Typha

 shuttleworthii

 Vincetoxicum 

hirundin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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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
高含量的腐植酸和其他腐殖质使雪泥碳能够抽取和
吸收被困在组织中的有毒物质。排毒被公认对保健
和抗衰老显得极其重要。

 生物可利用性（容易被人体吸收）
其有机和无机物质分别存在于胶状形态和二价形，
它们非常的细小，所以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强化皮肤，并让皮肤净化，排毒及变
得柔韧，重新建立自然且平衡的皮肤酸碱值·（pH）及增加血液至皮肤的传输。

 抗菌
雪泥碳含有木质素和沥青，这两种物质富含苯酚，故具有自然抗菌功能。

 抗炎
雪泥碳一直以来被证实对疼痛、不适或发炎的组织有消炎的效果。

 离子交换
腐殖酸的存在也导致了交换反应，在组织中有害的正离子被
雪泥碳的活力负离子取代。

雪泥碳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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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a² 是一种独特且浓缩的天然活性成份，萃取自在地球生存超

过5百万年的有机微藻因子 。

Vma² 富有高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可以提高皮肤能量和保

护皮肤免受紫外线和其他的破坏 。

维他命包括 :

 琉胺 （维他命B1）
 核黄素 （维他命B2）
 烟碱酸 （维他命B3）
 泛酸 （维他命B5）
 叶酸 （维他命B9）
 维他命C
 维他命E
 维他命K

矿物质包括 :

 钙质
 铁质
 镁
 锰
 磷
 钾
 钠
 锌

9

有机微藻因子Vma2

www.ISANI.com.my



10

有机微藻因子Vma2神奇功能

 可加强皮肤的防御机制，
并保护及修复皮肤

去除外来的刺激物和污染物质

 加固皮肤的天然防护

 提供对抗紫外线的薄膜

 长时间保湿

保护脱氧核糖核酸(DNA)避免氧化

 刺激三磷酸腺苷合酶 (ATP)

www.ISANI.com.my



步骤1
用少许清水把ISANI揉搓成浓浓的霜。之后

把浓霜敷在皮肤上。

步骤2
把浓霜敷在皮肤上一到三分钟，以让它渗透进
您的皮肤。 （面部，头发，牙齿/牙龈，身体，
腋窝，私处和湿疹等皮肤炎）

步骤3

用大量的清水把霜冲洗干净。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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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皮肤区域和时间让 在您的皮肤上留下浓霜

脸部 颈部 牙齿/牙龈 头发/头皮 私密处

身体 腋下 青春痘 暗疮 红斑痤疮

妊娠纹 脚跟龟裂 疤痕 牛皮癣 湿疹

1-3
分钟

大约
30分钟

大约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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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 健肤雪泥皂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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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洁净，爽肤，去角质，UVA射线防护

2. 1-3分钟内结实，紧肤及让肤色有光泽

3. 改善肤色，看起来健康有光彩

4. 紧肤，缩小皮肤毛孔和减少皱纹

5. 淡化黑斑和雀斑

6. 对抗湿疹，牛皮藓，酒渣鼻， 暗疮 & 皮疹

7. 帮助减少陈皮脂肪，妊娠纹和疤痕

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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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 健肤雪泥皂的功效

8. 强化牙龈和保护空腔洁净

9. 让皮肤得到平衡–油性皮肤逐渐
不再油腻，干性皮肤不再干燥

10. 去除头皮削，改善头皮性质让
秀发柔顺光滑

11. 可以当作剃须膏以减少被刮伤和向内生长的须发

12. 去除游离基和脸部毒素并且补充所需的营养

13. 帮组改善妇科炎症，白带，异味和腋窝发臭

www.ISANI.com.my



您可以节省多少开销？一旦您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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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余品牌 價格

1 洗脸霜 ± MYR 100

2 收缩水 ± MYR 80

3 润肤霜 ± MYR 120

4 面膜 ± MYR 150

5 脸部美白（美白霜） ± MYR 200

6 遮瑕霜/ 卸妆液 ± MYR 150

7 眼霜 ± MRY 200

8 美容護理 ± MRY 200

9 护发，全身护理及问题皮肤护理 ± MYR 100

10 抗老霜，除皱素 ± MYR 200

www.ISANI.com.my



为何您必须使用 的十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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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年龄阶层（婴儿至老人）

2. 不分性別（男/女）

3. 所有国家（所有气候/四季）

4. 所有皮肤性质(油性/干性/综合性质/皮肤病）

5. 多功能(洗发液,护发素,沐浴露,牙膏,刮胡须霜）

6. 代替美容品,化妆品和肥皂 (健肤保健)

7. 节省时间（只需1-3分钟，方便使用并持久）

8. 节省金钱（省下洗脸霜，收缩水，滋润霜，面膜，防晒霜等)

9. 容易随身携带（外出旅行）

10. 已被证实有效与保证 (产品始于2009年，自今已经超过千万人受益)

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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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问ISANI高效雪泥皂是否适合所有皮肤性质？

是的。 ISANI高效雪泥皂以其独特配方，加上天然活性成份, 对油性、干
性、敏感，甚至是湿疹、牛皮癣和皮肤炎等，均能有效改善和平衡皮肤酸
碱值。这是因为微藻因子和雪泥碳的结合发挥其排毒功效，滋润皮肤和平
衡酸碱值，令肌肤恢复健康和自然的娇嫩光采!

2. 请问产品中有什么危害的成份吗？

没有。 ISANI高效雪泥皂为天然、有效、 安全、对肌肤柔以及爱护环境
而产制。根据化验报告，产品成份不含任何重金属。

3. 请问ISANI是肥皂吗？

不是。 ISANI控管自身产品的酸碱值于约5.65, 以保持皮肤的天然酸性；
反之，一般肥皂和洗脸霜的酸碱值约在9至11之间，这导致皮肤肤质成碱
性，同时也制造让细菌滋生的环境。 ISANI拥有独特的活性剂，不含肥皂
里的SLS/ALS/SLES。

ISANI的常见问题

19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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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问我可以在脸部使用ISANI超过三分钟吗？

我们不鼓励。 ISANI主要让使用者方便, 并在一至三分钟内发挥其效用。
敷在脸上过久虽能稍微提升其效果，不过，由于皮肤是个呼吸的器官，过
度治疗会影响皮肤的呼吸。至于身体，您可以把它当成spa水疗程并敷上不
超过三十分钟。

5. 请问我应该把ISANI敷在湿或干的皮肤上？

ISANI对湿或干的皮肤一样有效。一些使用者比较喜欢把霜敷在干爽的皮肤，
一些则喜欢在沐浴时使用。一般把霜直接敷在干爽的皮肤会较方便。

6. 请问我可以在身体其他部位用ISANI吗？

可以。 ISANI对身体其他的部位一样有效 （头皮，牙龈，身体，腋下等
等）。此外，它对一些像是橙皮组织、妊娠纹、淡化疤痕、雀斑和皮肤过
敏等也一样有效。

www.ISANI.com.my



21

7. 请问可以治疗脱发吗？

是的，连续使用数月后，脱发明显减少并帮助细发新生。因为ISANI的
独特活性成份雪泥炭和微藻因子的结合拥有超过一千多种养份，可以有
效地修复发根。

8. 请问可以清洗妇科炎症，白带，异味，腋窝发臭？

是的，它会很快速的消除上述症状，让你恢复自信。因为ISANI的独特
配方有效地帮助排毒，抗炎和抗菌！

9. 请问ISANI适合素食者使用吗？

适合。 ISANI不含任何动物成份，也不以动物来测试产品。它同时也不
含人造色素和香味。

www.ISAN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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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问在妊娠期使用ISANI安全吗?

安全，您可以在整个妊娠期里使用它。 ISANI纯天然而且对宝宝的皮肤绝
对安全。此外，它还是孕妇和哺乳妈妈的最佳护肤选择。

11. 请问我可以在使用ISANI后涂抹防晒霜吗？

可以的，不过您可在一般日常活动中免用防晒霜。因为ISANI的独特活性
成份有效的帮助皮肤抵抗紫外线UVA。然而，若您长时间暴晒在太阳底下
（日光浴等），我们还是建议你涂抹防晒霜。

12. 请问如何加速修复暗疮或青春痘？

您可以在使用ISANI洁净皮肤后， 重新搓出浓霜涂搽在暗疮和痘痘上的局
部位置，放置不超过一小时后冲洗干净。你会察觉到暗疮和痘痘快速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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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问我可以隔夜敷ISANI在皮肤上吗？

不行。 ISANI的特制配方能在一至三分钟内发挥其功效，从内至外地修护
皮肤。您需要在使用后，用清水把排出的毒素和脏污物等冲洗干净。

14. 请问我可以把ISANI代替牙膏吗？

是的, ISANI独特天然活性剂中的雪泥碳和微藻因子可以抗菌和消炎，帮
助抵抗口腔里的细菌滋生和强壮牙龈。它是洁净口腔的好办法。

15. 请问我的宠物可以使用ISANI来洗澡吗？

是的, 不管是猫猫狗狗都可以用来洗澡。 ISANI有效及安全地帮助有过敏
或体臭皮肤问题的猫狗。用ISANI洗澡后的猫狗还会拥有蓬松亮丽的毛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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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请问什么是复原症状？

复原症状是初期自然的排毒效果。 ISANI令皮肤回复至自我平衡的状态。
其修护和复原的过程, 从排出隐藏在皮肤内层的毒素开始。少数使用者
会体验皮肤干燥、发痒、红肿、发烫、脱皮甚至皮疹等等。复原症状将
在皮肤获得修护后逐渐地消失。这足以证明ISANI有效的发挥其功效。

17. 请问复原症状将持续多久？

因为隐藏在皮肤内层的毒素因人而异。复原症状会持续少则几天，多则
几星期。然而复原症状后的皮肤将看起来白皙亮丽，青春柔嫩。

18. 请问我能如何帮助减轻复原症状？

在复原症状期间仅使用一分钟足以让ISANI发挥其功效。另外，假若您感
到皮肤干燥，您可以涂搽一些性质温和的滋润霜（以天然滋润霜为佳）。
复原症状亦或因为您混合使用其他产品（化妆品等）。请停止混合使用
其他产品直至度过复原症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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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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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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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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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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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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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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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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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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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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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