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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普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06-2號5樓



薄荷冰肌噴霧系列

實萃持色護髮膜

N. 乳油木輕質油 /N. 乳油木保濕乳

ナシードアシッドカラー（アシッドカラー）

エヌドットシアオイル & エヌドットシアミルク

實萃草本去色液
ナシード ステインリムーバー

N. 美妝塑型燙髮系列
N. カーリングローション & スリーククリーム

N. 系列乳油木洗髮精&護髮乳

N. 系列炫彩洗髮精&護髮乳

柯雅HB洗髮精&護髮乳

N. シアシャンプー & トリートメント

N. 系列漂粉

N. 系列角蛋白結構再生護髮系統

N. パウダーブリーチ

N. 系列去色粉
N. パウダーディカライザ―

N. ケラリファインシステ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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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香精華、洋蓍草精華、鼠尾草精華、薔薇果精華、薰衣草精華、迷迭香精華、野薔薇精華、西洋接骨木精華
橄欖精油、荷荷芭種籽油、摩洛哥堅果油



*1 奇亞籽精油、夏威夷堅果油、葡萄籽油

*2 洋蓍草精華、鼠尾草精華、百里香精華、薔薇果精華、薰衣草精華、迷迭香精華、西洋接骨木精華

NASEED ACID COLOR
實萃持色護色膜

N. 美妝塑型燙髮系列

ナシードアシッドカラー（アシッドカラー）

N. パウダーブリーチ
NET.500g

ナシードカラーファッションカラー＜ファッションシェード＞
ナシードカラー＜グレイファッション＞

N. カーリングローション & スリーククリーム

實萃持色護髮膜富含天然萃取成分，容易塗布、確實過色、清新愉悅香氛帶來光澤閃耀的美髮。

3 種植物種籽精油 *1 與 7 種有機草本精萃 *2，打造出充滿潤澤感的清透髮色。

全新成分配方以肌膚保養為概念，研製出優越的塗布性質及過色效果。

具備卓越操作性的質地，能夠拓展染髮設計提案。容易調整漂色作用，

確實分解麥拉寧色素及氧化色料。且維護髮質減低頭髮損傷，實現心目中所想的完美水潤髮色。

實現顧客所期望的染髮印象，讓你使用白髮染的同時也能追求髮色亮麗。具抑制脫色作用，

能確實去除染黑等染髮時的色素殘留。同時採用低鹼配方減少頭髮的負擔，實現水潤。

用 N. 系列所打造的 # 柔軟蓬鬆髮，秉持「6 項堅持」所完成的燙髮藥水，讓你不再恐懼燙髮、盡情享受燙髮造型改變的魅力。

透過混合調配強力型 (H) 與無鹼型 (NA)，即可配合個人髮質條件及髮絲受損程度做出客製化的燙髮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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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URLING LOTION & SLEEK CREAM 

N. 美妝塑型液 H
強力型

N. 美妝塑型液 NA
無鹼型

N. 美妝塑型霜 H
強力型

N. 美妝塑型霜 NA
無鹼型

N. 美妝塑型霜 OX2
過氧化氫型

N. 美妝塑型液 OX2
過氧化氫型

N. 美妝塑型液 BR2
溴酸鈉型

實萃染髮劑

N. 系列漂粉

(瞬采系列)
第1劑 各 NET.80g 全 30 色第1劑 各 NET.80g 全 35 色

第1劑 各 NET.80g 全 96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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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500g
N. 系列去色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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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パウダーディカライザ―

NASEED

實萃草本去色液
ナシード ステインリムーバー

能溫和清除附著於肌膚的永久型 · 半永久型染劑的去色液。

添加奇亞籽精油，能減輕肌膚的負擔。



除了燙髮劑所需的柔軟質感及修護受損等要素，

�舒緩放鬆�的功能也日趨重要。芙蘿拉花漾燙髮

系列含有天然萃取成分，不僅能創造富有潤澤感

的捲度，怡然的花香亦能讓客人的燙髮時間化為

更優質的服務。液狀質地滲透性高，讓藥劑塗布

手續更簡便且縮短上藥時間。

將還原角蛋白質與即效性角蛋白，透過熱凝聚化作用形成滯留型角蛋白， 實現被視為不可能的 S-S 鏈鍵再構築。無論各種髮質、髮況

都可以使用，給你原生髮般的絕佳質感。完成自然閃耀的光澤彈力，輕柔不糾結的指尖觸感，超越素顏之髮的護髮質地。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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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300mL
NET.600mL 補充包

N. ケラリファインシステムN. 系列 角蛋白結構再生護髮系統 

N.角蛋白再生
1劑

NET.1000g 補充包 NET.1000g 補充包 NET.1000g 補充包

N.角蛋白再生
2劑

N.角蛋白再生
3劑

N.角蛋白再生
4劑

N.角蛋白再生護髮安瓶
護色型<護髮素>

N.角蛋白再生護髮安瓶
受損修護型<護髮素>

 15gX4 NT.480 元  15gX4 NT.480 元



該系列有針對高明度或漂後髮能夠抑制帶黃髮色的「藍紫」，針對灰色•藍綠色系的既

染髮能夠增添透明感「銀灰」，抑制粉紅•紅色系既染髮的退色、能更長久維持水潤髮

色的「粉紅」3 款。添加乳油木果油 *1、黃金蠶絲萃取 *2 花椰菜油 *3 等天然萃取成分

更能確實修護染髮後令人在意的髮質損傷。對講究染髮質感的您，特別提供 3 種染後專

用補色洗髮精 & 護髮乳，作為今後每天的髮質呵護新習慣。

*1 乳油木果油 : 乳油木果脂  *2 黃金蠶絲萃取 : 加水分解絲  *3 花椰菜油 : 花椰菜籽油

N. 系列乳油木洗髮精 & 護髮乳 (保濕型 )·(柔順型 )

N. 乳油木洗髮精 & 護髮乳

(保濕型 )

N. 乳油木洗髮精 & 護髮乳

小包裝組合 (保濕型 )

N. 炫彩洗髮精 & 護髮乳

小包裝組合 (藍紫�銀灰�粉紅 )

N. 乳油木洗髮精 & 護髮乳

(柔順型 )

N. シアシャンプー & トリートメント ( モイスチャー･スムース )

N. SHEA SHAMPOO & TREATMENT 

使用乳油木果油洗髮的奢侈體驗。打造整日柔順不糾結的秀髮觸感，全新發想，洗髮賦予保濕潤澤，護髮鎖住保養成分。

洗髮後的隔日早晨，以及接下來的一整天，都能持續維持髮絲柔順滑過指縫的絲質觸感。為營造每次碰觸都能令人心醉神

迷的秀髮質感，「N. 系列」用乳油木果油打造的洗護保養系列就此誕生。

採用嶄新科技，用神經醯胺將乳油木果油的潤澤效果鎖進髮絲，朝強健的秀髮邁出關鍵第一步。

CARETECT OG BUFFER LOTION
推薦給易失去頭髮潤澤的受損髮質使用。能幫助毛鱗片

確實密合，維持染髮•燙髮的持久性。

配合天然萃取的除臭成分及草本精華的護髮乳。調理頭

髮使酸鹼平衡，賦予潤澤，降低刺鼻氣味。

由能修護受損、加強秀髮強韌度的高分子角蛋白 PPT、膠

原蛋白 PPT、水解絲蛋白，以完美比例調配製造而成。抑

制了 PPT 易形成的扁塌、僵硬感，同時附著並深入修護頭

髮受損處，讓施術操作上的便利性更為提升。

白金膠原精華液所含的白金奈米膠體及銀成分能發揮帶負

離子的功能，幫助調理秀髮的正負離子平衡及平順毛鱗片

，賦予頭髮水潤光澤感。另外，添加有機刺梨萃取精油及

其他 9 種天然有機成分，更能提高秀髮保濕力。

膠原蛋白粉能補充毛髮所需要的膠原蛋白質，補充秀髮的

彈性及張力。另外，添加有機刺梨萃取精油及其他 9 種天

然有機成分，保護秀髮的同時更能促進抗老修護。

藉由 PPT•CMC 成分修護在意的受損部位，並能抑制藥劑

過度浸潤，完成延伸至髮尾的極佳觸感及光澤閃耀的髮質。

可徹底深入頭皮內部，修護受損的毛髮，並能同時保護外部毛髮。

簡易 2step 施術步驟，讓沙龍能實現快速的護髮服務。針對造型及髮質特性，

有柔順及保濕兩種不同效果可供選擇�Home care7 天 1 次的居家護理，讓沙龍

護髮質感能長久持續。

N. 乳油木洗髮精 & 護髮乳

小包裝組合 (柔順型 )

銀灰 粉紅



一般型 NET.250g 840元 碳酸型 NET.230g 840元

能令頭皮感受到舒暢快感及冰鎮清涼感的碳酸噴霧，能收斂毛孔，實現暢快颯爽的頭皮觸感。

內含的薄荷精油能抑制惱人異味，舒緩不適，賦予清新。

專門為台灣市場開發，添加錦葵萃取精華及天然萃取皮膚保護成分 ( 甘草酸二鉀 )，優越起泡力不僅能確實清潔毛髮

與頭皮上的髒污，不含矽靈、不使用人工合成香料配方，更能呵護您的秀髮與頭皮。

利用碳酸的力量讓平時洗髮不亦洗淨的多於皮脂及髒污輕鬆浮出，並藉由內含薄荷成分及 6 種有機香草精萃，促進頭

皮及秀髮的保濕功效，同時帶來清新爽快的觸感。

「雙重機制配方」帶來優異的修護，毛髮柔軟效果，每次使用都能補充秀髮原有的光澤與滋潤。

富含抵禦外在汙染的機能，守護秀髮避免受到各種外在環境因子傷害的專業級護髮噴霧。

含有天然保濕成分與奈米化的 CMC、NMF( 天然保濕因子 )，讓毛髮表面易於整理，並將水分緊緊鎖在頭髮裡的護髮

化妝水。適用於使用吹風機或是電棒等熱處理的造型過程。在一般沙龍的服務項目能使用於前、中間或後處理過程。

深層淨化洗髮精

DEEP CLEANSING SHAMPOO

將

加上



90g 400

N. 乳油木輕質油 & N. 乳油木保濕乳

N. SHEA OIL & N. SHEA MILK 
エヌドットシアオイル & エヌドットシアミルク

N. 系列的免沖洗護髮產品。堅持使用的超高壓處理油，使滲透力更上一層。

活用大自然與植物的恩惠，滲透直到髮芯，使秀髮充滿潤澤。

N. 乳油木輕質油輕盈無負擔，讓秀髮柔順有彈力。舒爽的觸感質地，讓抗拒黏膩感的人也可安心使用。

N. 乳油木保濕乳所富含的毛髮柔軟成分，讓即使是粗髮也能變得柔順滋潤，針對曾經染、燙或以電棒做

過造型的受損髮，也可充分發揮修護效果。

以極簡優雅為主軸，講究追求美髮極緻的 MIEUFA 秘法香防曬噴霧系列產品。

包含 2021 年預定上市新品 - 微光清晨，以及南洋木蘭、經典海鹽、蜜香百合、沐浴晨露、

無香型，全系列共 6 種香調。可依照不同場合、需求搭配使用，展現多樣化的香氛風情。

SPF50+ 與 PA++++ 高防曬係數守護秀髮及肌膚免受紫外線的傷害，同時採用植物精油等有機

成分配方，保護您的秀髮與肌膚質感。

N. 乳油木輕質油  NET.150mL 1050 元  N. 乳油木保濕乳  NET.150g 1050 元 

N. 乳油木輕質油 N. 乳油木保濕乳

蜜香百合 沐浴晨露 微光清晨經典海鹽無香型南洋木蘭

∙蜜香百合 ∙沐浴晨露 ∙微光清晨

於

系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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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西路站MRT 民權西路 民權東路

出口3

中山北路二段116巷 中山北路二段115巷

錦西街 錦州街

民生西路

民
權
西
路
70
巷

中
山
北
路
2
段

民
生
西
路
45
巷

民
生
西
路
3
巷

天
祥
路

中國
信託

嘉新大樓

柯達大飯店

台泥大樓

雙連
長老
教會

馬偕紀念醫院

出口2

雙連站MRT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06-2 號 5F

持續追求自然本位 60餘年

來自日本，在擁有豐富自然環境的日德島所製造生產的
娜普菈 (napla) 產品，以客戶所追求美麗質感的秀髮目
的，用心設計出對毛髮及頭皮無負擔並易於造型的美髮
系列。另外，傾聽設計師的聲音、追蹤流行趨勢、整合
快速、一貫性的研究開發體制，研發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美髮產品。

娜普菈經過長年時間，研選出六種天然草本精華，並以其為首開發出各種含天然成分的美髮產品。

採用機能性 (草本精華 : 保濕˙消炎˙除臭作用 )及安全性優良的天然成分，用自然的力量保護頭

髮及頭皮，用心製造各種美髮產品。

娜普菈產品由被稱為日本四國地區第一清流※穴吹川的天然水製

造而成。以消費者的美好髮質及安全為承諾，運用自然環境中孕

育而來的良好水質，讓產品品質純淨無汙染，而具有其優勢。

憑藉著半世紀所培養出來的技術及開發能力，娜普菈有自信將沙龍

使用容易，消費者滿意的商品，確實地呈現在客戶面前。以第一手

取得最新的天然成分，根據流行趨勢、沙龍或消費者的最新情報，

對應出最快的商品開發。

工廠在品質管理面，娜普菈為提供客戶最優良的服務及品質，從

業務端反應客戶的問題點，工廠立即檢驗及改善，將企業的一貫

性生產徹底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