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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顏 
  您熱愛生活，每天被幸福所包圍，希望這份幸

福寫在臉上。然而，容顏易老，歲月無情， 

您的臉終究還是顯露出歲月的痕跡，容顏不復

從前。

  有了喬雅登 JUVÉDERM®IT，可使您臉部的指定

部位煥發青春光彩，達致理想效果。作為世

界領先的透明質酸臉部填充劑品牌，*喬雅登 

JUVÉDERM® 提供一系列治療方案，可協助您：

• 撫平細紋和皺紋

• 填充流失的皮膚內的體積

• 恢復皮膚水潤

• 保持自然容顏和自然觸感†

根據所選擇的 
治療方案， 
效果可持續長達  
24 個月。

*  健康保健專業人員跟蹤市場研究，以此為據調查了全球最大的 13 個美容市場的 

1000 多名健康保健專業人員。

†  該項研究對喬雅登 Juvéderm®VOLBELLA® 在 12 個月內的持續效果進行了評估，描述

了注射後容顏的自然度和觸感。



瞭解喬雅登 
JUVÉDERM®

  衰老是個自然的過程。隨著皮膚細胞更新減慢，

人慢慢走向衰老。皮膚流失膠原蛋白、彈性蛋白

和透明質酸，導致皺紋產生和皮膚彈性降低。

 衰老會在很多方面影響我們的容顏：

•  骨密度降低且臉部結構凹陷，特別是眼睛、臉頰

和下巴周圍

•  軟組織體積減少，起支撐作用的臉部脂肪下垂，

皮膚看起來不再飽滿和光滑

•  其他環境影響如污染、陽光照射、壓力和吸煙等

造成的傷害

  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導致鏡子裡的您失去往日

光彩。

圖像僅為說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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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雅登 
JUVÉDERM®

IT
喬雅登 JUVÉDERM® 臉部填充劑是一種注射療法，可

以塑造和調整指定的臉部形態，根據所選擇的治療

方案，效果可持續長達 24 個月。

喬雅登 JUVÉDERM® 為臉部的指定區域填充皮膚內的

體積，協助提拉臉頰、撫平細紋並豐潤嘴唇。 

許多喬雅登 JUVÉDERM® 臉部填充劑含有利多卡因，

有助於減輕手術過程中的不適。該產品系列專為治療

臉部的不同區域而設計，治療後不久即可看到效果。

喬雅登 JUVÉDERM® 臉部填充劑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因此請務必向您的美容醫師諮詢，以協助您確定喬

雅登 JUVÉDERM® 是否適合您。

自然的 
容顏和觸感

無論是微笑、開懷大笑還是眉頭緊蹙， 

為了協助您回到年輕時的完美容顏， 

我們的專利技術，使喬雅登 JUVÉDERM®  

與皮下組織完美融合。

在諮詢過程中，您的健康保健醫師 

會認真檢查您靜止和運動狀態下的臉部， 

旨在使您的每個表情都自然動人。



*  為專門接受過該技術訓練

的專家保留，他們對該特定

部位的生理學特徵有充分

的瞭解。

  圖像僅為說明目的。

煥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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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所選擇的治療方法，我們的臉部填充劑旨
在協助您：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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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平唇部周圍細紋，增加體積並使唇部線條更

分明，實現豐盈效果

雕塑您的下巴和下頜線

撫平眼睛周圍的細紋；提拉眉毛並塑造立體效

果、改善黑眼圈；*填充太陽穴部位

增加皮膚內的體積以提拉臉頰，實現理想的外
觀效果



保濕
    皮膚感覺舒適，時刻展現最美的自己。但「好皮

膚」的外觀和感受究竟如何？根據醫療保健專業人

員的研究，好皮膚基於 3 個主要因素：†

  質地

  皮膚水潤無細紋。

  彈性

  皮膚彈潤緊緻。

  顏色

  皮膚無色素沉澱或發紅。

    喬雅登 Juvéderm® VOLITE™:  

喬雅登 JUVÉDERM® Skin-Quality Injectable 可協助

改善皮膚水合作用長達 9 個月。*

  它可用於臉部、頸部和肩部，作用是： 

• 改善細紋狀況
• 皮膚保濕

• 使皮膚更柔滑‡

*  評估喬雅登 Juvéderm®VOLITETM 效果的研究使用了喬雅登 Juvéderm® VOLITETM B（不含利多卡

因）

†  2015 年，來自加拿大、英國、法國、義大利和台灣的 40 名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參與了旨在評估膚

質的研究。 

‡ 根據臉頰皮膚質地的變化來評估皮膚光滑度。

我發現皮膚真的豐盈了很多。 
看上去更有光澤了。

喬雅登 JUVÉDERM® 客戶，66

」

」



圖像由 Mauricio de Maio 博士（巴西整形醫師）提供。基於 Mauricio de Maio 博士的臨床意見。效果

可能因人而異。圖像僅為說明目的。 

療程 3 
+ 4 mL

療程 2 
+ 2 mL

療程 1  
+ 2 mL

治療前

個人化
面容吸引力通常從對稱度、平衡度和協調度幾方面

來描述。因此，雖然您可能希望改進特定的臉部區

域，但您的健康保健醫師可能會評估多個區域，以

協助您達到理想的效果。

哪種產品適合您？

喬雅登 JUVÉDERM® 的系列產品可用於治療臉部的不

同區域。您的健康保健醫師將協助您確定合適的喬

雅登 JUVÉDERM® 治療方案。   

量身打造

根據您的目標制定計畫。您的健康保健醫師可以根據

您的個人目標，為您制定個人化治療計畫，並為您提

供有關喬雅登 JUVÉDERM® 治療方案的建議，以協助您

實現目標，達成心願。下圖所示為一位病患在同一天

的不同療程中接受喬雅登 JUVÉDERM® 治療。 



比較 
效果自然 
立竿見影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前 治療後

圖中病患接受多種  JUVÉDERM®  產品治療。圖像由  Mauricio de Maio  博士（巴西整形醫師）提供。

效果可能因人而異。

96%
據報道，接受喬雅登 

Juvéderm®VOLUMA® 

（喬雅登 JUVÉDERM®  

系列產品之一）治療後， 

96％ 的病患* 立即感到 

「快樂」或「幸福」。
*  研究中病患總人數為 115 人，其中 110 名病患

感覺如此。



您最關心的問題，我們為您 —— 解答。請向您的健

康保健醫師諮詢，獲得有關後續維護的更多指導和

建議，以及有關以下問題的更多資訊。  

問：我術後需要多久能恢復正常生活？ 

答： 治療後，面部可能會出現腫脹或發紅。然而，

根據所接受治療的不同，許多人可以在接受治

療的當天即恢復正常生活。

問：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行為準則嗎？

答： 您的健康保健醫師可能會建議您暫時避免做一

些事情，比如在接受治療的部位化妝、長時

間曬太陽、蒸桑拿、紫外線照射或處於低溫 

環境。 

問：我應該預約後續治療嗎？

答： 您的健康保健醫師會就如何保持手術效果向您

提出建議。他們可能會為您做術後隨訪預約。

62%
*  研究中病患總人數為 61 人，其中 38 人在治療的

當天恢復正常生活。

的病患*在接受喬雅登 

Juvéderm® VOLBELLA® 

治療的當天恢復正常 

生活，該產品是喬雅登  

JUVÉDERM® 系列產品之一。

問答



世界領先的透明質酸臉部填充劑品牌。*

愛力根 (Allergan ) 為健康保健醫師提供訓練， 

藉此支援臨床實務。

效果看上去和摸上去都很自然。

根據所選擇的治療方案， 

效果可持續長達 24 個月。

是時候將夢想變成現實了。 
請向您的健康保健醫師諮詢。

造訪 
juvederm.ca，以瞭解更多資訊。

*  健康保健專業人員跟蹤市場研究，以此為據調查了全球最大的 13 個美容市場的 1000 多名健康

保健專業人員。

效果可能不同。 

如需瞭解更多產品和安全資訊， 

以及瞭解喬雅登 JUVÉDERM® 是否適合您， 

請向您的醫師諮詢或造訪 www.juvederm.ca。

為何選擇喬雅登
JUVÉDERM®

IT?



 安全資訊  

 喬雅登 JUVÉDERM® 的適應範圍 

  喬雅登 JUVÉDERM® 是一個注射填充物產品系列，旨在溫和撫平紋路和

皺紋，提升嘴唇的豐滿度，治療口週紋和嘴角下垂，並恢復臉頰和

下顎失去的體積 。 

 喬雅登 JUVÉDERM® 安全資訊 

  您的醫師會詢問您的病史，以確定喬雅登 JUVÉDERM® 產品是否適合

於您。如果您有以下情況，請告訴您的醫師：  

• 嚴重過敏與過敏史，多種嚴重過敏，對透明質酸或其它填充料產品

過敏，或對利多卡因或其他局部麻醉劑過敏。 

• 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復發性喉嚨痛，風濕熱，癲癇，或紫質症。 

  以下是重要的治療注意事項，您需與您的醫師在治療前進行交流討

論，有助於避免不滿意的結果和併發症：  

• 您正在服用延長出血狀況的藥物，如乙醯水楊酸（阿司匹靈）

(ASPIRIN®)，非類固醇抗炎藥，或抗凝血劑，因無論實施任何注射，

您都有可能會遇到出血時間延長。您應該如實告知您的醫師正在服

用的任何藥物。 

• 您最近做過其他的皮膚表面處理（如激光處理、皮膚去皮或磨皮）

或以前使用過填充劑。 

• 您有皮膚感染或炎症，如粉刺或唇疱疹。 

• 您經常會有疤痕。

• 您已在懷孕或哺乳，或者您是 18 歲以下（如果治療唇部，以 21 歲以

下為界），因為喬雅登 JUVÉDERM® 產品的安全性（對此類情況）尚

未確定。

  與喬雅登 JUVÉDERM® 產品相關的潛在副作用，包括暫時性注射部位

反應，如紅、腫、癢、痛、皮膚硬塊、腫塊、瘀青和變色。這些反

應有可能立即發生或有可能推遲發生，持續時間可達一周。唇部注

射可能會因該部位的獨特生理狀況造成更多的腫脹和瘀青。正如任

何注射那樣，注射都存在感染的危險。以上所列不是副作用的完整

列表。如果發炎反應持續超過一周，或如有其他副作用的發展，應

盡快就醫。

手冊中模特曾接受喬雅登  JUVÉDERM®  的治療。圖像僅為說明目的。實際效果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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