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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氛 治 療
(Aromatherapy) 
特別以治療情緒、皮

膚和心理靈性問題而

聞名, 是使用植物精

華油的一種自然醫療

方法。透過天然純淨

的植物精華油作適當

的調配, 而產生獨特

的療效, 通過毛孔吸

收, 滲透至內皮深層

組織及脂肪部份 , 直

達血液, 透過血液來

發揮治療作用。 

             

            植物精華油可

通過消化系統吸收 , 

再由血液傳送到人體

各器官, 加速人體的

新陳代謝, 排除體內

多餘水份和廢物 , 令

有問題的器官活躍起

來, 從而維持和增強

人體抵抗力和治療。 

             
            它亦幫助放鬆

身體, 增強活力, 減少

壓力帶來的影響 , 重

拾身、心、靈失去的平

衡。 

植物精華油亦可

由視覺、觸覺和嗅覺, 

刺激大腦皮層, 啟迪思

維,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釋除心理和精神上的

種種負荷和疾病, 增強

記憶力幫助思維, 提升

精神境界, 建立對人生

的積極態度, 使我們身

心健康愉快, 甚至有助

創造更佳的人際關係

及增強個人的溝通能

力。 

HK$49 

引言 

 

 

 

 

 

 

電話: 2914 0350  

傳真: 2914 2626  

網頁: lovecare.com.hk   

電郵:  
info@lovecare.com.hk      
通訊處: 香港郵政總

局信箱  4350  
 

 

香氛貼身感覺---紓壓、治療全接觸 

國際香氛治療師協會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O F  A R O M A T H E R A P I S T S  

Aromatherapy  is  a  therapeutic 
treatment which enhances wellbe-
ing, relieves stress and helps in 
the rejuven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human body. 

 

This treatment is recognized by 
orthodox  and  complementary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be one of 
the most beneficial natural thera-
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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