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詢熱線: 2528 9898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From UK - beverage  (自然療法系列:山泉水飲品)
K00008 Kure 納米氣泡山泉水 500ml   

$28 $25  

From Thailand - beverage  (天然飲品系列)
NN10032P Natnat天然粉紅椰子水330ml

NN10032A Natnat天然粉紅椰子水330ml *6

NN10032B Natnat天然粉紅椰子水330ml *12

From HK - Health Supplement  (天然保健品系列)
A85432 HANGGONE 解酒蛋白粒膠囊 (3粒装)   

$88 $77  

From  Italy skincare (Natura 天然護膚系列)
A77371 Natura 天然薰衣草植物香皂

From  Australia (tns Mayaltha 肌膚淋巴精華系列)
M04441

M04465

$442 $349

M04489 完美體態精華素 (175ml)

M20076 完美眼部精華素 (60ml)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1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一箱12包:  天然粉紅椰子水種於泰國南虹優土,零添加,純樸,清甜好喝,能

補充水分和能量,被稱為椰子水的“香檳”,引證青春的來源。年青的椰

子有高含量多酚(抗氧化分子)使颜色发生变化,呈现粉红色。

這是天然薰衣草鹼性植物香皂,具全天侯抗菌和深層清潔效果,

讓肌膚感覺絲般柔滑,芳香怡人。 蘊含苦參、金盞花的天然鎮

靜作用,混合小麥胚芽油、使薩邦植物與天然薰衣草, 細膩地呵

護敏感的肌膚。

完美腿部精華素 (175ml)

M. Better Legs

(Natural serum containing unique

Australian plant-active ingredients to

firm, detoxify and relieve tired legs.

完美腿部精華素蘊含金雀花、七葉樹、山金車花、金鏤梅等

，有效促進腳部循環系統，減少廢物積累，減少微細血管破

裂，改善腳部水腫問題。更有助強化及改善脆弱血管壁，改

善靜脈曲張，並舒緩腿部肌肉疼痛抽筋的現象。

$80 $72Natura Sapone Vegetale 150g plant-

based soap with natural lavender has deep

cleansing effect.

天然粉紅椰子水來自泰國南虹優土,零添加,純樸,清甜好喝,能補充水分

和能量,被稱為椰子水的“香檳”,引證青春的來源。年青的椰子有高含

量多酚(抗氧化分子)使颜色发生变化,呈现粉红色。

Kure Oxygenated Spring Water 500ml. It comes

from mountain spring of Cornwall, England.

Natnat Pink Coconut Water 330ml

("the champgne of coconut", a life time

companion of healthy drink collection)

Kure 納米氣泡山泉水來自英國康沃爾郡的特雷博伊山泉。 天然富含礦

物質和電解質的純淨泉水。水和氧氣本來就是生命的元素，Kure 含

93%純氧氣,  有效排毒、美肌和喚神。

一箱6包:  天然粉紅椰子水種於泰國南虹優土,零添加,純樸,清甜好喝,能

補充水分和能量,被稱為椰子水的“香檳”,引證青春的來源。年青的椰

子有高含量多酚(抗氧化分子)使颜色发生变化,呈现粉红色。

HANGGONE® helps avoid hangover

symptoms.

乾啦™️為新一代的酒精調節膳食補充食品。在肝臟達到解酒

能力超負荷前，乾啦™️會透過特別的解酒蛋白配方，助小腸

將大部分的酒精降解成無害的乙酸。從而幫助你預防/擊退宿醉

的問題

$320 $282

Natnat Pink Coconut Water 330ml *12

("the champgne of coconut", a life time

companion of healthy drink collection)

$172 $151

Natnat Pink Coconut Water 330ml *6

("the champgne of coconut", a life time

companion of healthy drink collection)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香港/九龍/新界)

產品 用途

$27 $24

完美眼部精華素含豐富維他命Ｋ及有效擊退黑眼圈的維他命A 醇，蘊

含澳洲活性植物成份的眼部精華素，有效緊緻、強化及舒緩肌膚。消

除浮腫及黑眼圈，減淡細紋、笑紋及表情紋，令眼睛更明亮動人。取

少量塗於眼蓋及眼肚，輕輕打圈按摩直至完全吸收，早晚於潔淨皮膚

上使用。

$460 $363

完美去紋精華素 (175ml)

M. Better Stretch-Mark Defence Totally

natural serum containing unique Australian

plant-active ingredients to firm, strengthen,

detoxify and tone the delicate and sensitive

skin and tissue of the body.

完美去紋精華素是純天然植物活性成份提煉的去紋精華素，

有效緊緻、強化及調理脆弱的皮膚和組織。這特殊配方協助

減淡妊娠紋，懷孕期間亦可安全使用。 薄薄塗一層於臀部,大

腿,下腹及胸部，早晚使用於清潔的皮膚上。

M. Better Cycles Natural serum

containing unique Australian plant-active

ingredients formulated to support your

bodys biological rhythm

$450 $356

完美體態精華素提煉自澳洲的草藥精華，別具療效的成份，經皮膚

滲透，發揮調理機能的功效，長期使用，能幫助身體自然平衡生理節

奏，調節荷爾蒙分泌，從而舒緩週期不適、更年期不適和情緒低落等

問題。薄薄塗一層於小腹、大腿內側及上臂皮膚。

$550 $435

M.Better Eyes - Puffy Eyes Natural

serum  to soothe, firm, strengthen and

detoxify delicates  tissue around the

eyes.

http://www.tns.hk/


查詢熱線: 2528 9898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From  Australia ( tns Organic 有機系列)

天竺葵精油 (12ml)

野生紅木精油精油 (12ml)

野生雪松精油 (12ml)

野生薰衣草精油 (12ml)

純玫瑰 3%祖祖芭油 (12ml)

修護潔面乳 (250ml)

平衡調膚水 (250ml)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2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9. 訂單可於銅鑼灣希慎道8號裕景商業中心2樓接待處 領取 (需預約取件日期)  。

10. 如有任何爭議，tns將保留更改條款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O21479

O21455

O21523

O21615

$200 $180

Ultimate Cream Cleanser : It can effectively

attract moisture from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o

maintain skin’s hydration and pH balance.

Pure Rose Absoute 3% in Jojoba Perfume

Essence  (Perfume Essence contains natural

jojoba with voluptuous floral aromas. They can

be applied directly to the skin, as perfume or

massage preparation.)

純玫瑰 3% 祖祖巴香水精油：(香水精華含有天然 祖祖巴油，帶有迷

人的花香。可直接塗抹皮膚上，作為香水或按摩油劑。）濃郁帶花香

，甜美而有滲透力。 這款皇牌精油讓您的感官愉悅，可直接塗抹於

皮膚、按摩太陽穴或作為精緻香水使用。 以醒神聞名，純玫瑰精油

是情感創傷的強大治癒者，它可以回復信任。 對乾燥或浮腫的皮膚

以及細紋和皺紋有效。 與鼠尾草、乳香、天竺葵和薰衣草完美地融

合。

Alcohol-Free Balancing Toner:  is a gentle,

alcohol-free toner to invigorate and balance the skin. $298 $215

有機平衡調膚水是一種柔和性及無酒精的調膚水，有效平衡及更新面

部肌膚，賦予肌膚生命力。調膚水亦有效促進淋巴活動，減少過多之

油脂及污垢，加強去毒及調色功能，令皮膚組織充滿活力增加彈性，

氣色更明亮動人

O21622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香港/九龍/新界)

產品 用途

Rosewood Essen Oil : Wild Harvested.WH

Essential Oils are derived from plants that are grown

from a natural habitat, rather than a cultivated

controlled greenhouse

天竺葵精油是一種玫瑰色清爽濃郁的油，帶有甜美的花香。適用於身

體按摩及浸浴具有殺菌、抗憂鬱能力和協調情緒. 與薰衣草配合使用

可針對乾性及混合性皮膚，能平衡女性荷爾蒙.   與佛手柑和檸檬草

完美融合

$200 $158
Geranium Essential Oil :  derived from plants

grown without the use of man-made fertilisers,

herbicides or pesticides

野生紅木精油來自生長於自然棲息地的植物，而非溫室栽培。此油具

有清新花香、舒緩和醒神效用， 非常適合按摩或沐浴，能放鬆乾

燥、敏感、暗沉的皮膚，幫助調理毛孔和控制出汗。 與佛手柑、依

蘭依蘭、薰衣草、乳香和檀香完美地融合。

O21448

O21332

Cedarwood Essen Oil : Wild Harvested.(WH

Essential Oils are derived from plants that are grown

from a natural habitat, rather than a cultivated

controlled greenhouse

$315 $249

$150 $119

$150 $119

$99

Lavandin Essen Oil : Wild Harvested WH

Essential Oils are derived from plants that are grown

from a natural habitat, rather than a cultivated

controlled greenhouse.

野生薰衣草精油來自生長於自然棲息地的植物，而非溫室栽培。此油

含清新的樟腦和花香，經蒸汽蒸餾能使薰衣草油更適合舒緩肌肉、呼

吸循環等問題，為疲倦的情緒帶來啟發和醒喚，它與心輪共振，平衡

精神能量，驅散憂慮和焦慮。 與甜羅勒、桉樹、乳香、生薑、檸檬

和薄荷完美地融合。

有機修護潔面乳由有機性植物提煉而成，蘊含豐富玫瑰草、蘆薈及佛

手金，有效補充皮膚之水份及控制酸鹼度，絕不含硫酸鹽、人造色素

及人造香味等有害物質。它不單可柔軟及保護皮膚，更有淨化作用，

可除去面部的毒素及不潔物，清潔毛孔，增加皮膚彈性，特別對泛紅

及濕疹皮膚有顯著功效。

野生雪松精油 源自生長於自然棲息地的植物，而非溫室栽培。此油

是一種淨化和協調的精油，對油性皮膚特別有益。 它的療效和用途

包括減輕壓力鎮靜神經。與迷迭香、洋甘菊、桉樹完美地融合 $150

http://www.tns.hk/


查詢熱線: 2528 9898/2528 9896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Ti-Shine Series (光彩系列)
TS0013 25ml $20 $18

TS2017 245ml $178 $160

TS7012
720ml

$430 $387

TS0020 25ml $20 $18

TS2024 245ml $178 $160

TS7029

720ml
$430 $387

TS0037 25ml $20 $18

TS2031 245ml $178 $160

TS7036
720ml

$430 $387

TS0044 25ml $20 $18

TS2048 245ml $178 $160

TS7043
720ml

$430 $387

Hi-Shine Series (光彩系列)

H03468
修護洗髮露 (330ml)

Extra-Care Shampoo

H03482
盈潤護髮素 (330ml) 

Extra-Body Conditioner

H04847 護髮噴霧 (330ml) 

Leave-In Conditioner Mist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3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9. 訂單可於銅鑼灣希慎道8號裕景商業中心2樓接待處 領取 (需預約取件日期)  。

10. 如有任何爭議，tns將保留更改條款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180 $162

能深層保濕、舒緩和滋養頭髮，強化髮根。綠茶天然

清新，具抗氧化作用，保持髮質年輕

有效平衡油脂，促進頭髮健康生長。長期使用能強化

頭髮毛囊，修復脆弱髮質，可減少開叉和斷裂，增進

頭髮活躍生長

$160

$178 $160

$178

有效為秀髮供給保護及營養，有助穩固頭髮纖維，蘊

含多種頭髮所需之重要氨基酸，回復天然光澤

能平衡油脂和除去引致頭皮屑的細菌，有效深入及調

理髮根，改善髮質有助頭髮再生，回復潔淨清爽及健

康光澤
能抗UV、解決毛燥、打結及糾纏問題，深入滋順滑髮

莖，立時保濕，構成極具光澤的保護膜

天天盈潤洗髮露

D. Ultra Body Shampoo

天天修護護髮素

D. Super Care Conditioner

質感清爽，能深層護理，促進頭皮組織更新。橘子元

素有效令頭髮抗衰老，減少脫髮和斷裂，加快恢復髮

根功能，令髮質能更健康強韌

天天盈潤護髮素

D. Ultra Body Conditioner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香港/九龍/新界)

產品 用途

天天修護洗髮露
增加滋養濕潤，有效穩固並修復受損髮質，重賦天然

光澤和彈性，令秀髮保持輕盈順滑，散發神采D. Super Care Shampoo

http://www.tns.hk/


查詢熱線: 2528 9898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Daintree Series (定泉系列)
D01013 抗氧化面部磨砂 (175ml) 

Antioxi Fac Exfoliat : SugaCane

D01020 泡沫潔面啫喱 (175ml)

Foaming Cleanser : Fruiting Cassia 

D01068 保濕再生面霜 (175ml) 

Rich Moisturising AHA Creme

D01112 祖祖巴溫和沐浴露 (200ml)

Gentle Rejuvenating Shower Gel 

D01167 防曬滋潤手霜 (175ml)

Hand & Nail Cream

D03703 修護裂痕潤膚乳 (160g)

Cracked Skin Balm : Sugar Cane 

D11043 平衡柔膚水 (125ml) 

Balancing Softening Toner 

Terra Firma Series (得樂花瑪系列)
T00085 唇部修護霜 - 蜜糖椰子 (15g)

T00207 修護手霜 (125ml)

Han&Nail Moist Cream : Almon&Chamom

T10732 抗菌潔膚液-蜜糖及橄欖油 (250ml)

Moist Han & Bo Wash : Olive Oil & Honey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4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9. 訂單可於銅鑼灣希慎道8號裕景商業中心2樓接待處 領取 (需預約取件日期)  。

10. 如有任何爭議，tns將保留更改條款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修護手霜蘊含豐富的杏仁、甘菊精華，具保濕舒緩之

功效，有效滋潤容易缺水的雙手，迅速吸收，感覺清

爽

蜜糖具有效保濕，能促進肌膚再生及維持彈性，橄欖

油有效抗菌消炎和滋潤皮膚，可作洗手液或沐浴露使

用

用途產品

 (香港/九龍/新界)

修護霜蘊含豐富的蜂蠟，具有保濕、滋潤功效，能舒

緩脫皮現象減少唇紋，性質絕不黏膩，亦可於搽唇膏

前作打底

$190$240

$182$230

$190$240

$100$126

$126$160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100 $79

$100 $79

$248 $196

$68 $54

$228 $180

 有效抗菌，具天然收歛作用，特別添加維他命E，具

抗曬功能，防禦紫外線

適合手肘、足跟等因乾燥並長期缺乏護理而出現裂痕

的地方使用。幫助重建及修護受損肌膚，糖尿病人亦

可使用

舒緩及鎮靜肌膚，平衡肌膚天然酸鹼值，令妝容穩

定。具抗氧化效能，軟化肌膚，保持水潤亮麗的最佳

狀態

Sun & Wind Lip Cond : Honey & Coconut 

溫和去除老化角質與毛孔內污垢，促進皮膚新陳代謝,

使膚色更加均勻自然，皮膚重現亮澤健康

徹底溫和清潔肌膚，促進肌膚的新生，緊致毛孔, 具天

然抗菌之功效，有助控油及平衡肌膚酸鹼值

具深層保濕及溫和換膚功效，1%的AHA成份極溫和而

安全的果酸，能清除角質改善暗啞皮膚及皺紋，淡化

色斑

具豐富維生素A有效滋潤乾燥肌膚，兼具消炎、抗菌

熱帶甘蔗極具保濕功效，濕疹痕癢肌膚更得到舒緩感

覺

http://www.tns.hk/


查詢熱線: 2528 9898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From Turkey Hair Care ( 洗髮健髮系列）
MO0883 瑪花斯 純摩洛哥堅果芳香髮油100ml

MO2009 瑪花斯角蛋白髮膜（紫色）250ml

MO2023 瑪花斯角堅果油髮膜（橙色） 250ml

MO2016 瑪花斯流奶髮膜（黑白色）250ml

MO7096

MO2030 瑪花斯 膠原髮膜（藍色） 250ml

MO2047 瑪花斯維生髮膜（綠色） 250ml

MO2061

MO3108

$420 $378

MO3122 瑪花斯 保濕亮澤定型噴霧 400ml

MO3696 瑪花斯 堅果修護精華- 橙色 75 ML

 

MO4256 瑪花斯  保濕護髮泡泡摩絲 200ml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5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9. 訂單可於銅鑼灣希慎道8號裕景商業中心2樓接待處 領取 (需預約取件日期)  。

10. 如有任何爭議，tns將保留更改條款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秀髮經每天風吹日晒的損耗, 令表面纖維失去光澤和柔滑，變得脆弱陰鬱和缺

乏生氣。 瑪花斯膠原髮膜 富含膠原蛋白，是連結髮與髮之間彈性結構的精粹

，讓每根頭髮能深入吸收蛋白至髮質纖維中, 並解開頭髮的糾結。用後秀髮增

添光澤、柔軟和光滑如絲。

$199 $179  

瑪花斯流奶髮膜蘊含12種氨基酸，提供深層次營養及滋補。

氨基酸有效恢復頭髮原來的亮麗並賦予光滑感。，有助於表

修復受損表面， 並調整平衡乾性頭髮的水分。用后頭髮漸變

堅柔並添加亮溜。 $324$360

瑪花斯角蛋白髮膜基于獨特配方， 有效改善頭髮光澤和亮度。 角蛋白有效於

重建因環境污染和壓力造成髮質的損害。 角蛋白就像雙倍的護髮素，專為暗

沉、乾燥和受損髮質配製。 適合日常使用 $198 $178
Morfose Karatin Hair Mask (Purple)

250ml

瑪花斯保濕護髮泡泡摩絲含特殊配方，它有效保濕和保護秀髮， 令秀髮柔

順。它的定型泡沫，輕巧有效，可增強韌力，長時間保持髮型， 使秀髮顯現

豐盈 。適合參加派對，商業活動和舞台上魅力無法擋的效果 $158 $142Morfose Hair Mousse Ultra

Strong- Orange

瑪花斯堅果修護精華，含堅果油, 令秀髮柔滑順滑，瞬間消除毛躁。 日常使用

可修護、撫平受損和敏感的髮絲， 增添亮澤並有助防止幼毛躁的亂處生長。
$238 $214Morfose Hair Serum With Argan -

Orange

瑪花斯降脫髮洗髮露主要是降減脫髮速度和保護髮根對續漸稀疏頭髮

的敏感性。 它採用維生素內主要的生物原素配製而成，頭髮從髮根

到髮梢都得到強化和滋養，令秀髮復原和充滿活力；有效提供能量致

令健化毛囊。與瑪花斯降髮精華溶液安瓿一起使用，能充分發揮防丟

髮功效

$198 $178
Morfose Hair Spray Moistursing &

Shining

瑪花斯維生髮膜含豐富的維生素中最主要的生物原素， 在健髮過程中有立竿

見影的效果。 維生髮膜可滋養和強化頭髮和毛囊， 能促進頭髮的重組和增加

其長久性， 賦予頭髮水分和柔軟度。令頭髮增添濃密、豐盈， 同時加強光滑

柔潤的觸感。

$199 $179

瑪花斯 降脫髮精華溶液  10ml*6

Morfose Anti Hair Loss Ampoule

*10ml *6

瑪花斯降脫髮精華溶液是適合有脫髮問題的人士，它結合了科技和草

本配方， 有助激活和振興薄弱的毛髮、衰弱  、接近脫落和單薄的毛

囊。能使頭髮重生和變厚。

$199 $179Morfose Creamy Milk Hair Mask

(Cow) –milk protein & 12 amino acids

Morfose Collagen Hair Mask (Blue)

for dry/weak/brittle hair

瑪花斯流奶髮膜（黑白色）500ml

Morfose Creamy Milk Hair Mask (Cow) –milk

protein & 12 amino acids 500ml

Morfose Biotin Hair Mask (Green) –

strengthening for all hair types

瑪花斯 強效護髮噴霧 300ml

Morfose Hair Spray Extra Strong

 瑪花斯強效護髮噴霧 可在任何季節和空氣條件下保護您的髮型。 由

於其加強的保護成分，為頭髮增添光澤和帶來活力。它適合所有髮

型。特別適合參加派對，商業活動和舞台上魅力無法擋的效果 $158 $142

瑪花斯角堅果油髮膜專為染色和熒光的頭髮而配製。 它富含摩洛哥堅果油，

有效滋養頭髮並有高含量的多酚（維生素 E）。能溫和清潔頭髮和增加頭髮的

彈性。 含特殊功能，讓頭髮強壯得來而柔軟。
$198 $178Morfose Argan Hair Mask (Orange)

Morfose Luxury Argan Hair Oil 100ml

瑪花斯純摩洛哥堅果芳香髮油使秀髮從頭到尾徹底光滑和柔順如絲。它不僅令

秀髮充滿活力和散發光弦，還有效保護秀髮，免受陽光及吹風筒的熱力損害，

防止髮尾分叉，消除亂毛躁生長。此純髮油富含濃濃的芳香和維生素E，質感

豐厚， 在冬日裡可作2合1 的肌膚油和髮油，直接取代香水，保持清新輕盈 ，

令精神抖擻。

$428 $385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香港/九龍/新界)

產品 用途

http://www.tns.hk/


查詢熱線: 2528 9898

產品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可電郵至: sales@tns.hk
Website: www.tns.hk

姓名/收貨人 :  (先生/女士)   聯絡電話 :

送貨地址 :  

產品

編號
非會員價 會員價 數量

From Turkey Hair Care ( 洗髮健髮系列）
MO4980 瑪花斯豐盈洗髮露 200ml

MO4997 瑪花斯 去屑滋養洗髮露 200ml

MO5031 瑪花斯 去屑滋養護髮素200ml

MO5048 瑪花斯 去屑淨化乳液 75ml

MO5024

MO5055 瑪花斯 活力洗髮露  椰子/堅果 200ml

MO5062 瑪花斯 活力護髮素  椰子/堅果 200ml

MO8997

*圖片只供參考     01.11.2021    P.6

落單前，請細閱以下條文 ﹕
1. 電話訂購：請致電（852）2528 9898或留言

2. whatsapp 訂購：通過 商業whatsapp  2528-9898 發送消息

3. 電郵訂購：請填寫您的姓名、聯絡號碼及訂購數量，並發送至：sales@tns.hk

4. 消費淨購高於HK$900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偏遠地區除外）。

5. 付款可用 Payme 或 ATM轉賬。訂單將在2-3個工作日內送到指定地址

6. ATM付款至*滙豐賬戶：HSBC 808-225403-001 <賬戶名稱：VERIHEALTH(H.K.)LTD.>

7. 請將付款单據電郵至：sales@tns.hk 或  whatsapp 2528-9898

8. 淨購不足$900, 可另附$75送貨費，偏遠地區及超重品需額外付貿

9. 訂單可於銅鑼灣希慎道8號裕景商業中心2樓接待處 領取 (需預約取件日期)  。

10. 如有任何爭議，tns將保留更改條款之權利，而毋須另行通知。

$286

 

Morfose Shampoo for Damaged Hair-

Coconut & Argan

瑪花斯活力護髮素 奇妙的摩洛哥堅果油富含歐米茄 9、歐米茄 6 和維生素 E，

獨特的配方能深入髮絲， 有效加促進護理頭髮。 椰子活性成分有助促進頭髮

柔軟度和易于梳理。  椰子的奶油質地能滋養而不使頭髮累垂。  活力洗髮露配

合活力護髮素一起 ,對受損和乾燥的頭髮， 更為有效。適合天天使用。
$118 $106

Morfose Conditioner for Damaged

Hair- Coconut & Argan

瑪花斯 摩洛哥草本堅果髮油 100 ml

Morfose Herbal Argan Oil Hair

Treatment

瑪花斯摩洛哥草本堅果髮油輕巧容易地讓毛髮吸收， 可糾正躁毛，調理凌亂髮

絲和防禦陰暗濕氣。 它賦予暗淡無生氣的頭髮光澤和能量， 即時提升頭髮柔

軟度。 由於蘊含維生素 E， 可滋潤乾燥和受損的頭髮，使用後頭髮增添豐

盈。
$318

$106

Morfose Extra Volumizing Hair Conditioner

瑪花斯活力洗髮露  奇妙的摩洛哥堅果油富含歐米茄 9、歐米茄 6 和維生素 E，

獨特的配方能深入髮絲， 有效加促進護理頭髮。  活力洗髮露深入髮根，清潔

和保護髮絲，增添柔軟度和亮度。  椰子活性成分有助提供頭髮所需的水分。

活力洗髮露配合活力護髮素一起 ,對受損和乾燥的頭髮， 更為有效。適合天天

使用。

$118 $106

瑪花斯豐盈護髮素 經松樹脂中的松節油，把髮根到髮梢一一滋養，令頭髮增添

豐盈。富含維生素 A, 有助防止纏結，使頭髮不再累垂，髮質變得輕盈、柔

軟。頭髮顯現更有生機、豐盈和強壯的外觀

瑪花斯 豐盈護髮素 200ml

$118

$198 $178

Morfose Anti-Dandruff Lotion

 

Morfose Extra VolumizingShampoo

瑪花斯去屑滋養洗髮露有效清潔髮絲和頭皮，補充日常護理。 通過其成分蘊含

水楊酸, 有效去除頭皮上的壞死細胞和頭皮屑的形成。有效消除頭皮痕癢並舒

緩頭皮屑。 經常使用，頭髮回復順滑。 適合男士和女士日常使用。 建議配合

使用天天去屑滋養護髮素，頭髮改善得更快更好。 $130 $117

Morfose Anti-Dandruff Shampoo

瑪花斯去屑滋養護髮素使用獨特的成分配方, 有效保濕，滋養及呵護您的頭髮

，使頭髮不會累贅變重。  通過平衡頭皮上的脂肪， 改善痕癢現象從而減少塊

狀頭皮的出現，並促進健康的頭皮, 有助防止受損的頭髮脫落,  使頭髮恢復柔

軟。
$130 $117

Morfose Anti-Dandruff Nourishing Hair

Conditioner

瑪花斯去屑淨化乳液 通過其成分中的活性成份, 防止頭皮屑或皮脂分泌過多的

不良狀況。 戊醇有助消除頭皮乾燥。  蘊含維生素 B3 和 B5 促進頭髮壯健。

含有薄荷醇，令頭皮清爽和有淨化頭皮的感覺，一起與天天去屑滋養洗髮水/護

髮素使用, 獲得最大效果的護理

瑪花斯豐盈洗髮露 通過用松樹脂中的松節油，全天候把髮根到髮梢潔淨和滋養

，有助強化頭皮中的毛細血管，令新頭髮快速生長并不受外界環境影響。頭髮

变得強壯豐盈和有活力。為獲得更好的效果，建議配合使用豐盈護髮素。令頭

髮加倍豐盛。
$118 $106

時間: 星期一至五 (9:00am - 8:00pm) 星期六 (9:30am - 6:30pm)

 (香港/九龍/新界)

產品 用途

http://www.tns.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