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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U Aesthetics & Wellness Clinic

地址 290 Orchard Road, #09-18/19 Paragon Medical Suites 电话 6732 9989
网址 www.nuuclinic.com / www.facebook.com/NUU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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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起点

"The future of aesthetic medicine
is to bring joy and hope to all who
aspire to be beautiful and young
again without the need for surgery."
Beauty Designer
周克家美疗医生

2004年6月，我创立NU.U美容诊所。
从全科医生转型美疗医生，在10
年前是少见“创举”，还不容易。
除了得重新接受培训，还得修读各类
美疗课程。

全新旅程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想成为Beauty
Designer？答案很简单：很多上门
求助的顾客，往往是想通过美疗取得
更多自信，如果能帮助他们打造全新
的自己，甚至有个完美新开始，我觉得
很有意义。
在取得正统的美疗训练及一切
准备就绪后，诊所正式开张。我给它
取名“NU.U”，“谐音“New You”，
意为“全新的你”。

我不会让顾客“冒险”，只有在亲
自测试和认可后，才会推荐市面上
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我也
比较practical，那些不切实际的
美疗效果，我从来不会信口承诺。

十年友谊
十年来，另一个意外惊喜是通过
NU.U结识了不少朋友。很多顾客已
经追随NU.U十年，有些甚至是一家
三代都来接受护理。对于这样的
信任，我感动又感激。
今年，除了庆祝十周年，NU.U也
正式迈入另一个里程碑，即成为
本地首家全面采用瑞士填充剂品牌
Restylane的美疗诊所。如同我的
坚持，只有选择安全、可靠、有效
的品牌，才能在没有后顾之忧下
实现美丽梦想。
我期待与大家一起迈入另一个
全新美丽的10年。

dr says

WHEre
BEAUTY
BEGINS

现代美丽
刚开业，诊所只有两台美疗机器。
十年过去，随着世界的美疗发展，
诊所也添购了更多更好的先进配备。
因为，现代人绝对应该追求和享受更
便捷的亮丽，甚至可以把从前“不可
能”转变成“可能”。
一路走来，NU.U当然也经历不少
变化，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有一点我
很坚持：为顾客提供最适合自己的建
议。只有这样才算符合当初的初衷，
真正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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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Designer

周克家美疗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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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想象中的美疗诊所，气氛肯定又冰
又冷，非常“硬邦邦”？
来到NU.U，你会感觉不同。
这里的每一处都能看到周克家医生的
用心。例如，他特别为接待处挑选了
设计优雅、质感舒服的灰天鹅椅，
确保来访者从踏入NU.U的第一刻就
能感觉舒适。
在诊所内，你也会看到很多颜色
鲜艳的画作。因为周医生喜欢笑，
他更希望每一位来访者最后都是面带
笑容地离开，因此希望通过这些开心
的画作，消除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所有贴心的细节，目的只有
一个：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安心和舒
适的情况下，打造全新耀眼的自信。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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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U成立于
Paragon
Medical
Suites

2004

创办人周克家医
生是本地最早
引用Smart Lipo
Laser Lipolysis
激光祛脂的先驱
医生之一。

2005

● 周医生是本
区域最早采用
Vaser Assisted
High Definition
Liposculpture
(VAHDL)祛脂疗法
的合格医生之一
● 韩国金丝美容
协会授予周医生
高级会员名衔

年里程碑

MILESTONES

2007

2013

2009

● 周医生

成为本区域
Restylane
受认证导师
● NU.U成
为本地首家
Restylane
首选诊所

● 周医生授予认证进

行Macrolane注射，
是本区域最早进行这
类治疗的医生之一。
● 本地第一人引用
NILER非切割溶脂眼
袋回春技术。
● 引进Acculift镭射溶
脂的先驱医生之一。

2012

周医生成为
Asian College
of Aesthetic &
Regenerative
Medicine 亚洲
美容与抗老医药
学院的创校理事。
首家进行Liposonix
美疗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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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周医生受邀以
专家评审身份出
席韩国美容专家
研讨会
● NU.U Medispa
成立于Paragon
Medical Suites
NU.U 7

WHAT’S
GOING ON
现在流行什么？目前有什么美疗趋势？
听周克家医生怎么说。
时代变了。

star treatments

trend

从前谈美疗、谈整形似乎都是“不能说的秘密”。
但是，随着美疗科技的不断提升，人们对“YOLO”
(You only live Once)的态度转变，坚持和主张要活出最好
的自己，使美疗及整形风气越来越盛，甚至可以公开
分享。尤其，像非手术性的美疗护理更是成为很多现代人
当作“定期保养”的必要步骤。

MORE THAN ONE
周医生表示，除了美疗仪器的技术提升，运用在美疗方面
的原料，如你我熟悉的肉毒杆菌、玻尿酸等的品质和亲肤
性更好，还有项有趣的新趋势：多重美疗结合。
简单来讲，即是人们在接受美疗护理时，不再只是
一次性的单一护理，而是同时结合了两种或以上的不同
护理来达到更好的效果。例如，NU.U提供的3D Facelift
Program就是一种新时代的多重美疗项目。
它结合了最新的护理Temporal Filler Lift、PDO
Regenerative Threads和效果经过无数验证的Thermage
CPT、Liquid Facelift美疗为你制造完美的立体脸型和青春
肌肤。
像这样的360度多重美疗，可以兼顾更好地效果，因此
成为现在日韩、欧美大受欢迎的护理，本地目前也正流行
起来。

star

Treatments

走过10年，NU.U Aesthetic & Wellness Clinic以各种星级美疗，
为人解除烦忧，满足对美的无限追求。为你一一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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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彻底“解剖”肌肤，NU.U
会在护理前让顾客接受VISIA美容仪
来360度“侦测”肌肤。
在这项高科仪器下，脸部的
各种状况可以一览无遗。除了可以
看到受到清洁步骤直接影响的
毛孔、质感外，还能检测肌肤的
黑斑、皱纹、斑点、褐斑、泛红、
Porphyrins紫质八大状况。接着
即可更准确地诊断和治疗你的肌肤
问题。

并配合真空抽吸器控制力度，对抗
不同部位的肌肤杂质。同时导入
医生根据受疗者皮肤状况所选定的
护疗药水，如保湿、浅化色素、治理
粉刺的精华，双管齐下进行清洁和
修复。
治 疗 时 的 感 觉 其 实 像 是“ 水
按 摩 ”， 非 常 舒 服 。 从 内 深 层 洁
净后，可以帮助健康的细胞更新
周期，肌肤也能吸收更好的营养。
因为“肮脏”而生成的粉刺、黑头、
暗疮也能一并解决。

DEEP CLEANSING
不干净的肌肤，问题一箩筐。除了
常见的粉刺、暗疮、毛孔粗大，其实
还会严重影响肌肤吸收保养品。
要彻底清干净，我们会进行大
扫除，而肌肤也一样！NU.U
Aesthetic & Wellness Clinic的周医生
建议应根据肌肤状况，再开方设定
不同的深层洁净疗程。

SILK PEEL
以医疗用的微细钻石颗粒“磨掉”
表皮最外层的死皮和黑头。
仪器的微雕管有不同粗细，

MAKE IT CLEAN

早晚用洗脸霜洗脸，肌肤真的就
干净了吗？
那可不一定。
当老化角质及多余油脂积聚在
毛孔里，一般的清洁手法无法彻底
地让毛孔内的积聚物清除。另外，
很多女人的洗脸方式也似乎只是
图个“交代”，完全没有好好的进行
该有的清理，有些甚至连卸妆品都
不用，令肌肤的表层、深层、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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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ITE
在韩国超级火红，属于非侵入性的
美疗护理。利用专利的50 Micron Jet
科技，
“吸”出毛孔最深层的肮脏。
特别设计的喷嘴会稍微扩展
肌肤，借助在脸部的不断旋转来
“寻找”毛孔。锁定目标后，以超高
速将精华导入毛孔做深层洁净。
20分钟即可完成，受疗者可
恢复日常活动。一次即可令肌肤
感觉滑亮，帮助后继营养吸收。
建议进行三到五次，可以更好地缩
小毛孔和改善细纹。

VISIA美容测试

根 本 永 远 处 在“ 不 干 净 ”状 态 。
因此，别指望会洗出白嫩嫩、又光
又滑的美丽肌。

放大镜检测
想要检测肌肤干净与否，单凭肉眼
其实不容易。
只有当肌肤因为肮脏而闹
“别扭”时，蹦出各种瑕疵，你才
会警觉原来肌肤“或许”不干净。

Spots (96%)

Wrinkles (99%)

Texture (89%)

Pores (93%)

UV Spots (85%)

Brown Spots (77%)

Red Areas (92%)

Porphyri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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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 Brilliant还能有效地帮助肌肤
细胞的代谢循环，控制使肌肤看来又暗又
脏的多余油脂，对抗粗大毛孔。当毛孔
缩小后，可防止堵塞，使肌肤更干净。

TEST

你的肌肤质感，
是否不合格？

暗淡
无光

粗大毛孔
粗糙

在视觉上，可以清楚看到
鼻头、两颊、下巴的粗大毛孔。

粉刺

粉刺

杂质、阻塞造成的粉刺，
令整体肌肤感觉脏脏的。

凹凸洞
严重青春期留下的凹凸洞
和“烙印”。

凹凸洞

粗糙
触摸肌肤，毫不顺滑，有些地方
甚至有些脱屑，摸起来很粗。

THE TREATMENT

人人都要有baby skin：看起来又白又亮、
摸起来又嫩又滑。偏偏，我们都在不断地
破坏自己原有的baby skin。
高压的工作和生活形式、每年都会报到
的烟雾污染、不断地出差飞行令肌肤遭受
不同的温差考验，还有“不负责任”地熬夜
烟酒等习惯，都令肌肤开始“出槌”。
肌肤的质感，其实是我们的肌肤
“地基”，当质感开始越变越糟，各种肌肤
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因此，如何保持良
好的肌肤质感，这与肌肤洁净一样都是重
要根基。除了日常保养，要“修复”坏损的
肌肤根基，你可以借助不同的美疗护理。

依照各人状况，从高、中、低强度开始
治疗。医生以类似粗型笔状的仪器，
在额头、脸颊、鼻子等全脸各部位来回
转动。完成后敷上冷面膜帮肌肤迅速
“降温”。完成后，肌肤会轻微泛红，接下
来几天，肤色会更明显均匀、肌肤摸起来
变嫩，毛孔也能看到明显改善。

WHAT TO DO
Treatment 1 Clear & Brilliant

暗淡无光
没定期清除掉的肌肤老化角质和
死皮，影响肌肤的光反射和触感。

粗大
毛孔

超级质感

BRAND NEW
TEXTURE
什么是肌肤的超级质感？答案：无粗大毛孔，干净明亮的细嫩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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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RE BABY SKIN

即使正常肌肤，随着胶原蛋白的流失还是
会“正常衰退”，失去10几岁时的娇嫩。
想重获baby skin，你必须懂得“欺骗
肌肤”不断刺激新的胶原蛋白，让那些
健康有弹性的“细胞壮丁”为肌肤工作。

Treatment 2 Fractional CO2 Laser
如果你经历过“青春痘”在脸上“肆虐”
的经历，想要改变凹凸不平的肌肤质感，
建议可接受Fractional CO2镭射。
这项被誉为最有效的“月球表面脸部
护理”属于维创性激光，针对性很强，
而且能直达肌肤的深层。这项镭射护理会
在肌肤制造很多0.1毫米的维创小口，当这
些维创口快速复原后，肌肤就会重新恢复
平滑。它甚至能够对抗顽固的凹凸疤痕，
如烧伤疤痕。
进行Fractional CO2镭射，同时可以带
走表皮的老化角质、刺激胶原蛋白。护理
后，毛孔会变小，肤质更年轻。

NEW! Permea
Clear & Brilliant镭射治疗以全新的Permea
探头，通过温和的激光，全面提升肤质。
它能在肌肤上制造数百万个微小的治疗
区，刺激底层的胶原蛋白，同时更能加强
肌肤对后继营养的吸收，修复和增强受损
肌肤细胞。肌肤在经过了这样的自愈疗程
后会更加强健，因此有些人会定期将它作
为一种脸部保养，好像facial那样，令肤质
长期维持水嫩、明亮。

Treatment 3 eTwo Sublative
分段式双极射频科技，令热能有效地达致
真皮层上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生
成。可减退轻至中度皱纹和表皮色素不
均，肌肤变得更柔嫩有弹性。
简单、快速，肌肤会有些微红，是可
令肌肤迅速变得娇嫩和有光彩的新一代肌
肤再生技术，适合现代男女用来照顾面子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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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白美肌光

THE POWER
OF LIGHT
《来自星星的你》大红，剧里全智贤
那又白、又亮、又没有任何斑点瑕疵
的脸孔，再次证明“韩国美肌光”的
power！
在羡慕完后，再看看自己的
肌肤发光指数，有多少？

发光潮
不能否认，我们处在一个发光的
年代。女人们似乎都想方设法让
肌肤变得水亮、像剥了壳的鸡蛋
那样发亮。因此近几年来市面上出现
了一窝蜂可以遮瑕、改变肤色、加入
光科技的“发光”粉底。
但是很多女人却发现，不管
搽拭多少层“发光物品”，自己的脸
却怎么都亮不起来。

从根本开始
要肌肤发亮，请先将“底”打好。
周克家医生就表示，很多人
要脸部有光，但是却让肌肤
有各种“阻光”障碍。

14 NU.U

首先，肌肤的循环很慢，肌肤
因死皮和杂质堆积，令肌底的光
不能反射出来。或者，脸上根本就
有很多斑点、疤印，因此需要花
一大堆的时间遮瑕，结果被遮得
像“铜墙铁壁”的肌肤，怎么有
轻盈的水润光？
因此，周医生建议从根本开始
为肌肤制造美肌光。这可以借助
不同的镭射护理来达到又快又好
的效果。

LASER 1 DUAL YELLOW
属于新一代的镭射光。利用波长
511和578的镭射来刺激胶原
蛋白、红血球，全面提升肌肤的
肤质和白亮，而且一次就能达到
效果。同时，这种镭射对于斑点，
如脸颊的雀斑、随着年龄出现的
老人斑、荷尔蒙斑、因为光伤害而
出现在苹果肌、额头、鼻子或上唇
的晒斑很有帮助。

THE TREATMENT
无痛，先将层透明胶涂抹在
脸上，接着用镭射仪器分别在
额头、双颊、下巴“游走”。Dual
Yellow的镭射光会在移动时
辨别需要护理的斑点部位，并且
深入“搞鬼”的黑色素“基地”做
控制，浅化斑点。因此，无需
担心它会伤害周围的肌肤组织，
很安全。

整个过程约15至20分钟，之后
可以恢复日常日常活动。很多受疗
者也会发现镭射后的肌肤变细嫩，
毛孔缩小。而且肌肤会在隔几天后
逐步变得更亮。
Dual Yellow也能用来治疗
颈项、胸部、背部和手脚的斑点。

BEWARE!
别以为脸上的斑点数量不多就能
轻视！事实上，如果肌肤的表面
出现了斑点，那即代表该部位已
经长年累月接受紫外线的伤害，
隐藏在肌肤内层的可能有多达五个
斑点，等待浮现。
弃“斑”不顾，更会导致肌肤
随着老化，出现严重的“斑点联合
国”，使斑点要接受更长时间和更
频密地治疗才会见效。

LASER 2 DUOLITE QS
通过放射两种长短镭射波光，在短
时间内制造强而有力的脉冲光波来
浅化最顽固的黑斑。
黑斑根据形成时间和原因，可
分成不同的“严重度”，有些位于
表皮，有些隐藏在内皮层。不管
斑点的位置在哪里，医生可以通过
调节这种镭射疗程来打击不同位置
的黑斑，进行浅化。一般一到两次
即可见效，根据不同的问题状况
而异。
很多人也喜欢接受这种镭射光
来彻底清除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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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的注射越来越多用途！
除了雕塑脸部，现在周克家
医生又引进新Temporal Filler Lift
技术——即利用Restylane SubQ
玻尿酸来不动刀来提拉脸型。
一起来了解更多。

口服美丽

ORAL TO AURA

要全方位美白，除了美疗护理，建议通过美白营养补充剂，双管齐下。
1 抗氧化保护 Tiox-C
我们需要氧气，肌肤却需要“抗氧”。
体内的氧化作用，不好玩。它会在过程
释放自由基，加速细胞的老化和损伤。
但是要真正做到全方位抗氧化，除了
外在，周医生建议别忘了“内在美”——
即挑选含有大量抗氧化效用的口服营养
剂。他点出，即使不全为美白，直接以
口服方式让肌肤补充大量的抗氧化剂同样
重要。因为在长期的自由基作用下，肌肤
会变得愈加脆弱，不断累积紫外线、污染
和毒素而衍生成斑点、暗沉和肤色不均。

美白明星
在挑选美白和抗老化的营养补充剂时，
可特别留意它有哪些“明星成份”？
像Tiox-C美白营养补充剂就含有永远的
“美白明星”——维生素C。
维生素C的美白成份，已经得到长久
的证实。用做口服营养补充剂时，更重要
的是它能帮助巩固体内的胶原蛋白组织，
避免日渐衰落。
Tiox-C的另个明星成份是Glutathione
穀胱甘肽，它可是被很多专家誉为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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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级英雄”。我们人体原本会天然制造
Glutathione，帮助防护并清除毒素。但是
随着年龄和各种如污染、烟酒、压力、
缺乏运动等因素，这种天然成份会下降，
引发各种身体疾病，以及肌肤老化问题。
通过Tiox-C补充Glutathione，可以有效
抗老并恢复肌肤的亮白。
服法 每天两粒，建议空腹服用。两到四
星期肌肤，即可察觉肤色变得更亮白。

2 抗紫外线，从内做起
Crystal Tomato
要防止肌肤老化、肤色变黑，防晒保护异
常重要。除了在出门前半小时勤搽防晒，
周医生建议可以服用美国制造的Crystal
Tomato口服防晒，100%天然成份调配。
● 从内筑造天然的UVA和UVB防护罩
● 抗氧化，保护肌肤受到自由基伤害
● 含抗肌肤发炎成份
● 抑制麦拉宁色素、抗斑
● 预防DNA损伤
● 令肤色更均匀、透亮
● 提升其他活性成分的作用。
服法 每天一粒。白天出门前服用。

怎么做？
将Restylane SubQ注射在太阳穴的
发缘，以这类分子更大的玻尿酸
来“固定”肌肤以及皮下组织。在
注射后，肌肤组织会往上提拉，
改变下垂状况。

有何效果？
经过玻尿酸“拉提”后，肌肤会
呈现自然地紧实状态，尤其是
因为肌肤下垂而产生的肌肤皱褶
会被抚平。Temporal Filler Lift也能
有效地消除额头和眼周的纹路。
因为属于整体提拉，脸颊和下
巴会一并拉提，脸型将会变小，
甚至变成你梦寐以求的V型脸。

可否结合其他护理？
Temporal Filler Lift可以单独
进行，或者配合像Thermage
CPT、ETWO Sublime等无动刀
美疗解决不同的脸部下垂问题。

复原其多久？
几乎可算无down-time。伤口或
许会有小红肿，在一两天后就能
消退。

效果可维持多久？
大约一年。

拉高！再拉高！

Lift
IT UP

New In Trend！通过最新玻尿酸注射，
现在你能将脸部拉高！
NU.U 17

状况 1 突起的小肉包
人们说到了30几岁，脸部老化迹象就
像过山车，会突然急速出现，吓你个措手
不及。今年我就中招了：发现脸颊到下巴
部 位 开 始 有 了“ 突 起 ”的 小 肉 包 ， 不 管
正面、侧面看，脸部线条就是很不“顺”，
垂垂的。
Jennifer Tsang，36岁

DR SAYS…..
随着年龄增长，有些人的脸部会因为
脂肪囤积在脸部下围而造成脸型走样，
像Jennifer。周医生建议可采用Acculift
镭射溶脂技术，将皮下的多余脂肪溶解
掉，尤其是两颊、下巴和颈项部位的难缠
脂肪，并同时能促进肌肤紧实。
如果你纳闷，脸部脂肪哪里来？
首先，别忘记脂肪会“搬家”，随着年龄
和地心引力，往下移，令原本的V脸变
W脸。加上随着新城代谢变慢，脸部的
脂肪与身体的脂肪一样，要消减，难上
加难。如果勤劳，身体尚且可以靠运动来
排汗排脂。脸部呢，到底哪种运动才能有
效帮脸部“局部减肥”？这实在说不准！
因此有些人会纳闷，为什么身体
不胖，但是脸部尤其近下巴的两颊部位却
有微突的小肉团？这项镭射溶脂就能针对
性地解决这个问题。
改善法令纹

FOR

VICTORY

周医生也表示，镭射溶脂对有“重量级”
法令纹者，效果也很好。“脸部脂肪会令
有些人的法令纹很厚，脸型更垂。溶脂
后，法令纹变浅，脸部线条自然提升。”

从面包到瓜子
不只是30岁以上的人才来接受镭射溶脂，
有些20多岁的年轻顾客也喜欢用这项护理
消除不愿意消失的“婴儿肥”和双下巴。
经溶掉的脂肪会在八个星期后逐渐排出
体外，脸部会在很自然地情况下变瘦、
变小、变立体。

状况2 天生没有V
我喜欢V脸，但是天生是U脸。
Korena Koh，28岁

现在的新生代，几乎都是“巴掌脸”、
“瓜子脸”一族，谁都不希望自己的脸像
胖嘟嘟的面包。因此像Korena这样没有
“先天条件”者，该如何调整？

根据基础调整
以Korena为例，周医生表示她的脸部
较圆，咬肌较大。但是，这种情况却不
一定要靠动刀削骨来调整脸型。周医生
根据Korena的脸型基础，先用肉毒杆菌来
收紧咬肌，使她的侧脸线条更明显。接着
结合在下巴注射Restylane，将脸部拉长，
使整体脸型从U变V，而且只需要一个下午
即完成，甚至不需恢复时间。

想要V脸？那请先搞清楚，你的脸型出现那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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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老化的根基”
，几乎千年不变，
只是对抗老化的痕迹，却有了不同的好
方法:

GENESIS
利用激光，对表皮下的真皮上层加热，
促进胶原蛋白再生，改善表面肌肤状况
以及恢复肌肤已经衰弱的肌理功能。
治疗后，肌肤会变得细嫩、细纹绉纹
减少、毛孔有效收缩。或者，可以增加
热能，改善脸部肌肤发红(毛细血管扩张
症)状况。
一般需要四至六次疗程。

令时间逆转

TURN
BACK
TIME

你怕老吗？

这句话，似乎已经不再流行。
因为，随着近年来美疗技术的
“突飞猛进”，我们流行说的是
“40 is the new 30”(以此类推)，
因为女人不再只是无助地眼巴巴
看着自己变老，而是能根据的不同
肌肤状况，逆转时间留痕。

老化根基
我们先来谈谈老。随着年龄增长，
肌肤内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通通
会流失。再加上肌肤内的脂肪会
“搬家”，随着地心引力往下
“迁移”，因此肌肤会开始松弛、
下垂，脸部自然就会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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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WO SUBLIME
采用elōs科技，结合红外线和双极射频
能量，热力可直接传递至特定范围的
真皮层深部。热力传递至真皮层深部，
在刺激新的胶原蛋白生成的同时减少
老化的胶原纤维，达到实时和长远改善
皱纹和面部轮廓的效果。
相比市面上的其他治疗需时较长，
治疗次数较多的抗老护理，eTwo
Sublime治疗无痛快速，它能减少皱纹及
修饰肌肤轮廓。经美国FDA认证，安全
可靠，无需动刀就能重获紧致、饱满的
年轻肌肤。
它还能治疗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的衰老
症状，如眼周下垂、额纹和鼻唇沟。

THERMAGE CPT
第三代升级版，使用专利的射频技术，
安全地把高效射频能量通过治疗探头发
送到肌肤深层，刺激胶原蛋白重组及
增生，从而达到紧肤提拉、增加弹性和
去除皱纹、恢复肤质娇嫩的功能。获得
美国FDA和欧盟CE的认证。
可去除 额头纹、眼周细纹、鱼尾纹、
鼻唇纹、口周纹、唇纹、颈纹、手纹和
全身上下的各种皱纹。

PDO THREAD
向传统say no
想通过“拉紧”脸部平顺皱纹，或许
你会想到传统的拉皮术。但是，传统的
拉皮手术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痛、
很“大工程”，而且治疗后的脸部会
肿胀，恢复慢。

更轻松
为了更好地“轻松”提拉肌肤来除皱，
周克家医生引进了来自韩国的PDO
Regenerative Threads除皱拉皮术。
NU.U更是本区域首家采用PDO进行
眼部下方去皱和除纹的美疗诊所。

全新拉提
利用新一代高科技可溶性线，植入皮下
特定部位，从而刺激胶原蛋白、弹性
蛋白、生长因子，令肌肤不再往下
垂，重新提拉。它同时能令肌肤看来更
平滑、白嫩、毛孔缩小，并且有效消除
皱纹。

改善
●
●
●
●
●
●

横向、纵向额头皱纹
提升额头
紧实下眼周
提拉下垂眉毛
改善下垂脸颊
塑造V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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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几岁

岁月真的无情？
我说：从前是，现在不是！

样子不能老

重新掌握年龄

NEW

AG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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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怕老吗？”将这个问题抛给周围的
女人，似乎不难找到肯定的答案。更贴切
来说，女人怕的其实不是“年龄”老，而是
“样子”老。
在这个到处充斥着“不老传说”、
“美女辣妈”的年代，女人不只要跟
自 己 的“ 脸 部 老 化 迹 象 ”相 抗 衡 ， 随 时
保持光鲜亮丽；还得暗地里留意周围
“年级相仿”的女人，以免自己因懒惰和
保养不当，在朋友圈或同事群中 ，看来就
像比其他人年长的“大妈”。

现代回春术
多亏了不断提升的美研科技，女人想
“回春”，不难。说到快速有效的“现代
回春术”，Thermage美疗肯定是佼佼者。
这种获得美国FDA和欧盟CE认证的
电波拉皮技术，采用专利射频技术radio
frequency，可以安全地把高效射频透过
探头传送到皮肤深层，从内激活皮肤的
胶原蛋白重组和增生，帮助紧肤、提升
弹性和去皱嫩肤效果。
因为安全、快速、有效，自引进本地
后就得到很多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的
欢迎，目前已演进成第三代。

36岁的市场销售Sandra就是Thermage
CPT的支持者。
“我对Thermage美疗可说是一“试”
钟情。近几年工作越来越忙，每天都
累得“脸青青”。虽然才30几岁，肌肤却像
40岁。不只暗淡、粗糙，最近更发现眼
角和两颊细纹越来越明显，脸部线条似乎
“不紧了”，有了下垂迹象。”
每天时间不够用的Sandra，根本没
办法定期到美容院做抗老护理，或是到
spa帮身心减压。虽然有做日常护肤，
似乎成效不大。
“我决定接受美疗护理，特别抽了
午餐时间到NUU咨询，结果周医生推荐
我接受Thermage   CPT电波拉皮。听说
Thermage会很痛，但是亲身测试后，
发现第三代的Thermage CPT其实还好。
最重要的是，才一次就让我看到眉毛、
嘴 角“ 向 上 提 ”， 细 纹 浅 了 ， 年 轻 了 好
几岁。”
进行Thermage一年后，Sandra发现
效果仍然持续，非常满意。

全方位
抗皱 最新一代的Thermage CPT电波拉
皮，除了能帮像Sandra这样的“轻熟女”
解决各种皱纹，如额头纹、嘴角纹、唇纹
等，还能对抗颈纹，甚至是手部和身体
其他部位的皱纹。
雕塑脸型 女人总想让脸型更sharp。可以
借助这项美疗来对付肌肤松弛、下垂以及
脸部轮廓模糊的问题。其更精准的探头
还能收紧双下巴，令侧脸更漂亮。
对抗赘肉 以为Thermage CPT只能用在
脸上？用它消减背部赘肉、收紧松垮
小腹、摆脱手臂“蝴蝶袖”，甚至是产后
肚皮都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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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LESS

为什么会有眼袋？
下眼睑有层隔膜，它是由内、中、外侧
三组脂肪球组成，用以保护眼球。随着
年龄增长，肌肤的弹性和胶原蛋白流失，
眼睑肌肤也因缺水不断松弛，眼眶横膜
慢慢失去支撑力，无法承受脂肪的重量，
造成“下泻”，即形成眼袋。因此，眼袋
形成的导因是老化，而常误解的喝太多
水，那是眼睛浮肿，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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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岁就会出现眼袋？
虽然肌肤25岁就会开始老化，但是眼袋
到了30几岁后会较明显。但是，这并不
意味20几岁的年轻人就不会出现眼袋。
现代人因为电子科技产品而用眼过度，
导致眼部早衰，快速流失的胶原和弹性
蛋白会造成眼眶更快松弛，这可能也会
间接导致眼袋提早报到。

我们的眼睛有三大克星：鱼尾纹、黑眼圈和眼袋。
偏偏就属眼袋最不能“眼不看为净”。
如果化妆功力了得，还能姑且让细纹和黑眼圈暂时隐形，
但是很3D的眼袋，即使用上三倍的遮瑕膏依然“屹立不倒”，
在眼周筑起坚固的小包包。

如何治疗眼袋？
消除眼袋的重点是消除脂肪。眼霜或
是眼部按摩多是“排水”，要彻底对付
眼袋，可选择接受Niler镭射，通过微创
方式，溶解累积在眼周下的脂肪。溶解
后的脂肪会随着代谢逐步排出体外，
大约四至八星期就能看到效果。Niler
镭射同时可刺激胶原蛋白增生，紧实
眼肌。多数人一次即能见效。

可以一并改善其他眼部问题吗？
因为能刺激胶原和弹性蛋白，有些人在
治疗后发现眼周的细纹改善。想让眼部
更年轻，可以结合肉毒杆菌来改善
鱼尾纹。很多时候，眼袋和泪沟是
“双胞胎”，建议可以结合Niler来对抗
眼部的“突”和filler来填平眼部的
“凹”
。
眼袋状况轻微，更是能单靠filler来填平
凹槽，实施“障眼法”来解决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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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脸 2 SMOOTH THE LINE
●

APPLE CHEEKS 填补苹果肌

早几年为了兼顾事业和家庭，常常
熬夜。不到40岁，我就“熬”成双颊下陷的
黄脸婆。我很爱美，因此找了周医生帮忙
在脸颊注射苹果肌。注射的效果很好，
只用了一个下午就几乎找回了10年的
青春，整个肌肤还显得容关焕发，给了我
超多自信。
Suzanne Lim，39岁，银行总裁
●

CHIN 拉长下巴

我不胖，但是就是脸太圆。周医生
建议我在下巴注射Restylane后，巧妙地令
我有了下巴尖尖的苹果脸。
Emily Tang，28岁，财经顾问咨询

自然变脸

玩变脸

SCULPT
YOUR FACE

天生脸型五官太2D？随着岁月流逝，对自己的脸越看越不顺眼？
女人，你大可请教周克家医生，如何玩“变脸”！
变脸1 FROM 2D TO 3D
女人想改变脸型，非得通过整容，在脸上
进行“大刀阔斧”？周克家医生建议你
通过“微调整”—— Restylane填充术来
加强五官轮廓。
Restylane其实就是美疗上的filler法，
即利 用玻尿 酸注射 法到需要“ 加 强 ”的
部位，达到雕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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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TRANSFORM……
●

NOSE 垫高鼻梁

我很喜欢拍selfie，但是总嫌自己的
鼻子太扁、侧脸轮廓不鲜明。周医生检查
了我的脸部状况后，为我注射肉毒杆菌
收紧下颚线条，接着用在我的鼻梁注射了
玻尿酸。现在，我成为朋友眼中的selfie
女王。
Yvonne Tay，22岁，美容师

周克家医生表示，近几年来，这类的
玻尿酸填充法越来越受到欢迎。因为它
可 以 在“ 不 容 易 被 察 觉 ”地 情 况 下 改 变
五官、脸型和整体轮廓。这样呈现出来的
效果，其实更加自然，甚至不会让人觉得
你曾经在脸上“动过手脚”。
“很多顾客来进行美疗，目的就是要
变得更美。近几年来的趋势，其实是根据
原有的脸部个性和特征来做基础加强，
并不是改头换面，而Restylane填充术就能
做到自然地变脸”。

安全可靠
除了美疗医生的注射技巧，周医生也
表示选择的玻尿酸品质也很重要。这也
是为什么NU.U于2013年毅然选择成为首
家新加坡全面采用Restylane的首选美疗
诊所。
“Restylane由NASHA技术研发而成，
已获欧盟及美国FDA认证，具有超过15年
的临床经验，并在逾70个国家进行超过
2千万次疗程，更安全可靠。”

很不幸，随着年龄老化，我们开始有了
“三八脸”。

第一个八——泪沟
大约20几岁开始，眼角下方因为脂肪
流失，再伴随肌肤弹性减弱，会逐渐出现
下陷凹槽，即形成俗称的泪沟。
如何解决 通过注射小分子的Restylane能
快速填平泪沟。如果泪沟伴随黑眼圈，
可以一并解决。

第二个八——法令纹
大约30几岁，因脸部脂肪下移、弹性减弱
都会令鼻头两侧的“内折”更明显，出现
法令纹。
如何解决 用中分子的Restylane玻尿酸来改
善法令纹。分子比较大，可以更有力地好
好从内支撑肌肤。

第三个八——木偶纹
当肌肤老化非常严重时，即脂肪已经下移
到“终极位置”，脸部在嘴角的部位就会
出现第三个“八”，即木偶纹。
如何解决 用中分子体积的Restylane玻尿
酸来浅化木偶纹，填充嘴角大量流失的
脂肪，令凹陷的部位变得饱满。

TIPS Restylane Vital
玻尿酸

想要水嫩的“膨膨美肌”？可以搭配注射
搭配注射Restylane Vital玻尿酸。它专
为改善肤质而特别研制，像是来自肌肤
内部的保湿乳霜，可源源不绝地帮助滋
润锁水。同时，它还能拉紧皮内组织，
刺激胶原蛋白，恢复年轻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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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ly是像你我一样的忙碌上班族，
身形不算胖，但是早前为筹备婚礼
进行了“地狱式减肥法”，靠戒口
快速减掉三公斤。虽然体重变轻，
腰围却始终还有赘肉。婚礼后恢复
正常饮食，发现减掉的磅数在慢慢
回升，原本苦恼的肚腩比之前更大
了，很苦恼。

这项在美国很红的无创溶脂美疗护理，
主张“one hour one size down”！利
用非侵入性的高密度超声波能量，跳过
表皮和真皮层，将高能量局限在皮下
脂肪并在一秒内将脂肪迅速加热溶解，
永久性地去除治疗部位的脂肪。
疗程 不用动刀，只需利用特别的聚焦
超声波，将高达摄氏56度的高热量重点
集中在要减的部位。经过加热后的皮下
脂肪会快速溶解，在一至两个月内代谢
和排出体外，令腰线越来越明显。
在加热的过程中，Emily表示肌肤
不会疼痛，只是感觉热热的，尤其在
一些神经比较敏感的部位会更明显。
除此之外，一切都很ok。

Ask Doctor
为此，她特别到NU.U Aesthetics &
Wellness Clinic请教了周克家医生。
DR CHEW 虽然不清楚Emily所谓的
“地狱式减肥法”的具体情况，但
通过苛刻地控制饮食来减肥，肯定
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处理不好不只
会伤身，甚至在恢复正规饮食后，
身体更会出现如“久旱逢甘露”的
反常状况，更积极吸收养分，以防
再遇到“有一餐、没一餐”的状况，
没办法储存足够的热量来帮助身体
进行运作。因此，这就是为何很多
女生会在激烈减肥后，体重会快速
反弹。

About Liposonix

ON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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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需注意什么？
没有down-time，可以正常上班或进行其他
活动。但是建议你每天最好喝足1500毫升
的水，帮助身体代谢脂肪。一旦脂肪从治
疗部位去除后，只要配合适当的饮食和
运动就能维持体重，长久地维持如抽脂
后的效果。

Treatment 2 TRILIPO
THE RESULT 约一个月后，Emily发现
两侧腰部的赘肉消减得最快最明显。
两个月后，第一次看到肚腩明显缩水！
穿连衣裙时即使不穿spanx，小腹也不
再凸凸的。

诊断 检测后，周医生发现Emily除了
隆起的小腹，上腹和腰部两侧赘肉
也不少。于是决定为她进行“180度”
的护理，以Liposonix全面雕塑腰部
曲线。

DOWN

服贴，防止快速“失去脂肪”的肌肤
变得松弛。
高温溶解后的脂肪会变成游离
脂肪，经由淋巴代谢到肝脏，自然地
随着身体循环消耗并排出体外，还有
部分的脂肪则变成身体的能量，“废物
利用”。

拼了命，身形还是没“动静”？碍眼的赘肉
依然死赖着不走？32岁的市场调查Emily
与你分享如何靠美疗塑身轻松地小一号！

先雕塑，再紧肤
很多人担心在快速减肥后，身体会出
现难看的“松皮”。
偏偏，要靠经常做特定重量运动来
加强紧实，这对忙碌的现代人来说，
有点困难。

为什么选择Liposonix？
一次护理一小时，即能达到塑身效果。
身体不会像泄了气的气球般瞬间
“缩小”，溶掉的脂肪需要一段时间来
慢慢排出体外。一般四到八个星期就能
看到明显的身形变化，不少人可以轻松
换上小一号的衣裤。
脂肪比较顽固，可以在间隔一个月
后再 接受第二次溶脂治疗。

懒人线条
通过TriLipo就可帮脂肪和肌肤
“做运动”。特别的TriPollar RF三极
射频和TriLipo Dynamic Muscle
Activation(DMA)动态肌肉活化技术，
可将皮下脂肪液化，再排出体外。
同时特别的“抽吸”探头，随着淋巴
和身体肌肉线条的“运走”，可以帮
助肌肤紧实，令整体曲线更好看。
因此，不少美疗医生都喜欢用它结合
Liposonix，打造美丽的“懒人线条”。

消减后的部位会不会变得松弛或凹凸
不平？
脂肪会自然在体内溶解，肌肤不会凹
凸不平。它可以促进皮下组织的胶原
蛋白增生，使治疗部位的肌肤更紧实

控制局部
针对难“掌控”的局部减肥，TriLipo就
特别合适；可将它用在手臂、背部赘
肉、大腿、肚腩、腰围两侧和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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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10

除了医疗美容服务，NU.U也推出一系列不含Paraben、
人造色素、矿物油、化学香的护肤品，适合疗前或疗后使用。
以下就是这些年来NU.U的十大红星：

Luxe Caviar Extract
with Marine DNA
鱼子酱精华(含海洋
DNA)
帮助抗老，使肌肤可
恢复紧致、亮泽，
并重现青春光彩。

AntiOxidant Serum
抗氧化精华
活性氧对肌肤有害。
蕴含的Fullerene成分
可将其吸收并代谢，
使肌肤远离活性氧
的侵害，唤回年轻
美肌。

Ultra Hydrating
Serum极致保湿精华
它可早晚为肌肤提供
保护，所含玻尿酸及
溶血卵磷脂的搭配，
有效紧致和保湿，
令肌肤水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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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Repair
Serum肌肤
修复精华
修护和加快肌肤
细胞的生长，
可强化肌肤，
使肌肤健康焕彩。

Sun Protection SPF
60 PA+++ UVA UVB
IR Protection防晒霜
全面对抗紫外线
UVA、UVB以及
红外线Infrared red，
并含有丰富矿物质，
防晒又美白。

Facial Cleanser
洁面霜
维生素B5可加强
产品的保湿功能，
可消炎并舒缓发红
肌肤。

BTX Cream脸霜
对付肌肤干燥的
超级滋润品，很
适合疗后的肌肤
使用。

Hydra Moisturiser
with Hyaluronic
Acid & Pro-Vitamin
B5润肤霜
维生素B5可改善和
提高肌肤的保湿力，
加上玻尿酸，
提供超强保湿力。

3D Revitalise
Sunscreen SPF
PA++ BB霜
水润清爽的BB
霜，护肤打底并
提供防晒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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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products

AntiOxidant
Cleanser抗氧化洁
面霜
含有大量维生素C，
各种肤质都适用。
可产生丰盈柔软的
泡沫，用后肌肤会
倍感清新舒爽。

NU.U美疗护理
Skin Rejuvenation

THE FUTURE
The future

未来，非开刀的美疗护理将占据
更主导位置。随着科研技术的提升，
新美疗可达到类似手术般的效果。
至于接受美疗护理的年龄层也会
越来越年轻。很多新一代会在
20几岁将开始接受抗衰老护理。
这与从前不同，他们不再等到真在
老化才来补救没，那往往为时已晚。
未来一代会尽早利用美疗护理来为
脸部制造最好的“基础”，
将各种老化迹象推迟。
周克家医生。

• SilkPeel钻石微雕
• Ellipse I2PL
• Fractional Laser Peel镭射换肤
• Laser Collagen Remodelling胶原重组
• Laser Toning镭射紧肤
• Dual Yellow Laser
• ThermageTM CPT电波拉皮
• Fractional RF

for your face
• Temporal Filler Lift脸部提拉
• PDO Regenerative Threads除皱拉皮术
• AcculiftTM脸部激光溶脂雕塑
• Liquid Face Lift (Botox/Filler)提拉雕塑
• Nonincisional Laser Eyebag Rejuvenation
去眼袋镭射
• Non Surgical Nose/Cheek/Chin Augmentation
  不动刀鼻翼／苹果肌／下巴雕塑
• Eye By Thermage电眼回春
• Face Contouring with ETwo Sublime脸部雕塑

for your body
• Liposonix溶脂雕塑
• Body By ThermageTM电波身体紧肤
• Cellulite & Stretch Mark消橙皮和妊娠纹
• Freeze Body Shaping身型雕塑
• ILipo冷激光纤体
• LipoCryo冷冻脂肪塑身
• Trilipo MED溶脂紧肤
• Nova ShapeTM Non Surgical无动刀超声波去脂
• Weight Management

for your hair
• Hair Rejuvenation健发
• Hair Removal By Ellipse彩光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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