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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集日日本本名牌化粧品於一堂的超大型名牌化粧品於一堂的超大型展展示示特特賣賣會會

到場前50名可獲贈精美禮物

有機會得到名牌化粧品的抽獎大會

現場特賣、試用品分發、美容諮詢・・・

給妳最完整的美麗！

詳情將在J-goods10月號中發表

J-goods Planning

  
特
集擁

抱
東
洋
之
美

  

介
紹
日
本
最
新
化
粧
品
及
流
行
時
尚

06.08
Vol.13 August, 2006

隔月發行 • 免費

J-news
在美國買得到的日本新產品
J-recipes
美味日本料理食譜
J-trend
最新日本流行情報
J-enta
哈燒日本藝能消息
J-otaku
日本御宅族情報站
J-good Restaurants
美味日本料理店介紹

J-goods Publishing

Tel:310-217-0461
i n f o @ j - g o o d s . u s



JCB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Co., Ltd.
1-800-366-4522
www.jcbusa.com

既方便又附有Marukai

會員證功能的

Marukai JCB Card

　　世界上只有五家國際信用卡，而其中一
家就是JCB。JCB來自於日本，在日本國內
的會員數遙遙領先，是最受信賴的一張信用
卡。JCB在全球190個國家及地區皆可使用，
並且有1,383萬家店接受JCB刷卡消費。
　　JCB與日系超級市場「Marukai」攜手合作的聯名卡Marukai JCB 
Card，為了迎接三週年紀念，目前正在舉辦紀念優惠活動。Marukai
是採用會員制的日系超級市場，他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種類豐富又齊
全的日本商品，目前在南加州已經有五家店舖。根據J-goods的問卷
調查顯示，在20歲到30歲的女性(佔抽樣全體的20%)當中，有35%的
人回答：「我都在Marukai買日本商品。」由此可見Marukai的魅力與
人氣果然非同小可。
　　另外我們還打聽到了一個好消息就是，只要用這張卡在Marukai
購物的話，視金額而定還可以得到3%的現金回饋呢！

JCB 好處多、J-goods幫你算

匯率計算上的好處
　　在海外使用的話更可以看出JCB Card的好處在哪裡。比方說， 
J-goods工作人員在日本買了3萬日幣的東西做比較之後發現，JCB 
Card的帳單金額為$258.64，可是其他信用卡卻要$271.80，整整差
了$13.16！
　

旅行平安保險的好處
　　大部分的人在旅行之前應該都會加入旅行平安保險。不過只要
您用JCB Card購買機票，就可以自動獲得高達$25萬的旅行平安保險
以及$1,000的行李保險。加入保險的時間、手續和費用，讓您一次
通通省下來！

兩年免繳Marukai
會員年費

(JCB Card為終身免年費)
通常需要$10的會員年費(Senior會員為$5)，

現在加入的話可享有前兩年免年費優惠。而

且每個月還有Marukai News Letter會寄到

府上，告訴您各種最新的特價情報和料理食

譜。如果您已經是Marukai會員，也可以享

有一年的免年費優惠。

可獲得
高級美味
健康米
第一次刷卡消費之

後，即可一包獲得

以美味贏得眾人口

碑的「玉錦米」

(15Lbs)。

可參加抽獎贏得
豪華獎品

Sharp液晶TV Aquos一名、Zojirushi電

子鍋Zutto五名、Tanita體脂肪計五名

等大獎，統統等著您來拿！

NOTE: No purchase or obligation to enter the sweepstakes.  To enter the sweepstakes without applying for the Marukai JCB Card, handprint your name, address, city, state, zip, day and evening phone 
numbers and the words “Marukai JCB Card 3rd Year Campaign Sweepstakes” on a  3” x 5” card and mail in an envelope to: JCB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Co., Ltd., Marukai JCB Card Sweepstakes, P.O. 
Box 71565, Los Angeles, CA 90071-0565.  All entries must be postmarked by 11/30/2006.  Only one entry per person.  Sweepstakes open to legal U.S. residents 18 years or older as of September 1, 
2006.  The odds of winning will depend upon the total number of eligible entries received. Please contact 1-800-366-4522 for the official rules.

「Marukai JCB Card 發行三週年紀念優惠活動」有這麼多好東西要給您，您還在猶豫什麼呢？！活動期間到11月底截止，動作要快哦！

關於入會申請、本次活動以及Marukai JCB Card優惠之詳情，
歡迎致電JCB客服中心1-800-366-4522洽詢。入會申請在就近各Marukai門市均有受理。

優惠一 優惠二 優惠三

此卡在手、利益在我！

三週年紀念！
現在才有的新會員三大優惠

2006年9月１日～2006年11月30日

您持有Marukai的會員資格嗎？ 有新的機會！提供給您哦！

Image Photo



按摩椅、展示區的聯絡洽詢方式
SANYO Fisher Company / Tel: (818) 998 ‒ 7322 ex 417  www.sanyomassagechairs.com
Superco, Moterey Park Store, Tel: 626-289-9999/ Marukai, Gardena Store, Tel: 310-660-6300
/Marukai, West Covina Store, Tel: 626-430-0900  © 2006 SANYO Home Appliances

HEC-SA5000K

HEC-A2500KHEC-SR1000K

推薦您SANYO HEC-SA5000K！
大螢幕顯示遙控器操作簡單。
業界首創仿真人手的「肩膀抓捏」以及
指壓，就像真正的按摩師來到自己家裡
一樣舒服。
此外還配備了SANYO才有的「酸痛感應
器」，可以自動調整到身體最需要的按
摩力道，即使不小心睡著了也OK。
而且這一款還可以自動探測人體大小，
不論是虎背熊腰還是嬌小玲瓏，坐起來
都剛剛好。
更厲害的是它連雙腳都照顧地服服貼貼
的。利用空氣囊來進行的按摩與腳底溫
熱功能，讓您從腳暖和到身體哦。

ANYO HEC-A2500K最適合您！
溫柔呵護雙腳、讓您全身舒適。內外兩
個空氣囊夾住雙腳之後，利用左右移動
方式有效地達到指壓效果，可以確實消
除雙腳的浮腫以及酸痛。

SANYO HEC-SR1000K是您的最佳拍檔！
應用了測謊機之生體反應技術的酸痛感
應器，會自動找到酸痛的地方在哪裡。
您要不要和這台按摩椅一決勝負呢？

雖然您現在沒有感覺到什麼壓力，去海邊
或是山上走走轉換一下心情也不錯哦。
不過家裡要是有一台按摩椅的話，可能會
更安心吧。

早上起床的時
候很難爬起來

明明睡飽了還是
覺得很累

寧願等人擠人的
電梯，也不想爬
空盪盪的樓梯

有想過如果家裡
有專用的按摩師
就好了

覺得某人是造成
您累積壓力的罪
魁禍首

身體在動作的時
候自己會不自覺
地發出「啊~~」
的聲音

有固定去按摩
院按摩

按摩的時候曾經
因為要求太多而
被白眼

按摩到穴道的時
候會發出聲音說
「對對對，那邊
那邊」

坐著不用講話就
能按摩到酸痛處
的話，會覺得很
感動

開會的時候曾經
睡著

脖子、肩膀還有
腰都覺得酸痛

曾經因為腳掌
浮腫，鞋子變
得很難穿。

一吹冷氣身體就
發冷

有自信不會被測
謊機測出自己在
說謊

確認您的
疲勞程度！
讓SANYO來消除您的疲勞
Yes
No



Itoham America Inc.
Tel: (510) 887 ‒ 0882 / www.itohamamerica.com

日系超級市場Marukai. Mitsuwa. Nijiya各分店熱烈販售中04  J-goods  ¦  August 2006

由Itoham獨家贊助提供，
為您介紹輕鬆做日本料理的好方法

好吃元好吃元氣氣、、
夏夏日料理日料理

　　說到夏天，就會想到戶外活動；說到戶
外活動，就會想到BBQ。除了烤肉時要用的
蔬菜和肉之外，這時候可別忘了帶「亞魯多
拜耶倫」特製手工香腸和
鋁箔紙哦。
　　在這裡為您推薦一種很棒的「蒸烤」法。
做法很簡單，只要將亞魯多拜耶倫和喜歡的
蔬菜用鋁箔紙包起來，然後直接拿去烤就可
以了。蔬菜裡面充滿了亞魯多拜耶倫的鮮肉
美味，吃起來保證讓您口齒留香。由於亞魯
多拜耶倫本身就是利用長時間熟成製作，
將包著的鋁箔紙打開那一瞬間，一陣令人
陶醉的香氣就會撲鼻而來。香脆的食感、
鮮嫩的肉汁，絕對值得您用心品嚐。用鋁
箔紙事先包好一人份，就不需要再另外準備盤子，最適合
在室外的烤肉。而且不會弄髒烤肉架也是這個方法的優點之一。
　　好吃的訣竅是，「不要烤太熟」。因為亞魯多拜耶倫本來就可以直接吃，
烤的時候要注意不要烤焦，慢慢地去烤。等到蔬菜有變熟、亞魯多拜耶倫有變
熱就可以了。

亞魯多拜耶倫加上各種新鮮蔬菜的風味絕佳
組合，絕對不會讓您失望。

享受香味・・・亞魯多拜耶倫+蔥、鴻禧菇(しめじ) 
給小孩子吃的話，也可以用洋蔥來代替蔥

下酒好菜・・・亞魯多拜耶倫+蘆筍
蘆筍先輕輕燙過。上面再放一塊奶油的話更佳！

營養均衡・・・亞魯多拜耶倫+菠菜
充滿新鮮肉汁的菠菜，令人回味無窮

減肥良友・・・亞魯多拜耶倫+青椒
青椒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和食物纖維

經濟美味・・・亞魯多拜耶倫+豆芽菜
加點麻油和醬油，還滿適合當下酒菜的

兒童最愛・・・亞魯多拜耶倫+馬鈴薯+起司
將馬鈴薯事先水煮過，讓小朋友不用等就馬上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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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koman International Inc.
www.pearlsoymilk.com

Kikkoman的
夏日套餐

　　不論是在野外也好、家裡也好，夏天好朋
友們聚在一起，當然是BBQ！做BBQ只需把
材料用火烤一下就行，所以決定味道好壞的就
全靠烤肉醬了。來試一下Kikkoman 的Takumi 
Teriyaki系列烤肉醬吧。Original Takumi Teriyaki
是以芳香濃郁的本釀造醬油為主，配以味醂
(Mirin、日式甜味料理酒)、芝麻、薑、蒜等調
味料製成的正宗烤肉醬。Spicy Miso Teriyaki
則是由日本產的紅味噌和白味噌配合韓國的辣
椒醬製成，味道醇厚、辛辣芳香。準備好這兩

種烤肉醬，換換口味比較看看也不錯哦。另外，讓客人們根據個人喜
好自己選擇用哪一種，也可以表現出主人的周到和細心。
　　吃完BBQ，一定要再來一碗清爽的蘿蔔泥素麵。醬油和蘿蔔泥都
有助於消化，而且蘿蔔還可以抑制燒焦物中的致癌成分，所以在BBQ
烤肉之後吃最合適不過了！
　　享用完Kikoman本調味露所帶來的美味和芳香之後，作為飯後甜
點絕對少不了的是，用Pearl Soymilk做成的冰淇淋！「咦？Pearl Soymilk
不是喝的東西嗎？」對懷有這樣的疑問的你，下面將特別介紹健康冰
淇淋簡便製作法，您一定要試試哦！
　　高營養、低熱量，讓Kikkoman的夏日套餐，帶你渡過一個健康
美好的夏天。

由Kikkoman International獨家贊助提供，
為您介紹輕鬆做日本料理的好方法

材料：2人份
素麵 2把 (200g)
魩仔魚（白子乾、沙丁幼魚）　1/2 oz
白蘿蔔 5 oz (1/4根)
梅乾 2個
青紫蘇、蔥、生薑泥、香菜等佐料
(按照個人喜好) 適宜
Kikkoman本調味露 1/2 Cup
水 2 Cups

做法：
1 把魩仔魚用開水燙一下，將水瀝
 乾。白蘿蔔磨成泥狀，把蔥等佐
 料切成薄片
2 把Kikkoman本調味露和水混合做
 成調味汁
3 用滾水煮素麵，途中加點冷水進
 去，煮好後倒進篩子裡，一邊用
 冷水沖洗一邊用手輕輕揉洗，最
 後再把水瀝乾
4 把3盛入碗中，放入準備好的1和
 梅乾，再澆上2的調味汁。最後按
 照 個 人 喜 好 灑 上 紫 蘇 和 蔥 末 等
 料就可以了。

材料：1 Pint 份
冰好的Pearl Soymilk Chocolate
口味 2 Cups
雞蛋 2顆
砂糖 1/2 Cup
做法：
1 把Pearl Soymilk Chocolate 1 cup 
 和雞蛋放進中型鍋，打出泡沫後
 再加入砂糖
2 用中火慢煮、不要讓它沸騰，煮到
 湯匙背面可以粘出薄膜狀時的濃度
 即可
3 加入剩餘的Pearl Soymilk Chocolate 
 1 cup，移到大碗裡面，放進冰箱
 中冷卻
4 倒入冰淇淋機，按照說明書指示
 攪拌

蘿蔔泥素麵巧克力豆乳冰淇淋

Original Takumi Teriyaki
Spicy Miso Teriyaki

改用Pearl Soymilk Green Tea或Tropical Delight也同樣OK哦

清爽的口感，是食慾不振時的最佳選擇

本調味露

蕎麥涼麵調味露

素麵調味露

芝麻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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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utsuru Sake of America, Inc.

www.hakutsuru-sake.com / info@hakutsuru-america.com

翔雲

最近日本很流行「ちょいモテ」(chyoi-mote)
這個字。モテモテ(mote-mote)在日文裡面
是「很受歡迎」的意思，而ちょい(chyoi)是
指「一點點」。能夠掌握住那「一點點」的
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把酒言歡需盡歡
此言天明勿再談
　　「居酒屋」是日本一種獨特的飲食店，
它最大的樂趣就在可以一邊喝酒一邊品嚐美
味的下酒菜。在日文裡面，下酒菜叫做「つ
まみ」(tsumami)，原義是可以用手直接拿來
吃的簡單料理。
　　在日本的居酒屋，常常可以看到下班以後
一起喝酒的同事或是朋友，而且這一群人又以
同性居多。隨著一盤接著一盤的好菜、一杯接
著一杯美酒，氣氛漸漸開始高漲起來：「他媽
的！我們部門老闆什麼都不懂，整天只會在那
邊鬼叫！」「我看根本就是公司的制度有問
題。」「我男朋友居然在外面泡妞，真是氣死
我了！」然後氣氛越來越熱烈，大家你一句我
一句地越講越大聲：「幹！我明天就跟老闆攤
牌啦！」「老子不幹了，明天就遞辭呈啦！」
「那種男人不要也罷，趕快甩掉啦！」到了最
後簡直成了誓師大會，大家開始互相肝膽相照
起來：「好！一句話！你辭我也辭！」「我支
持你！」「我介紹一個好男人給妳啦！」
　　然後，天亮了。希望自己成為「ちょいモ
テ」的話，隔天絕對不能再把這些話題掛在
嘴邊，更不能跑去跟對方說：「趕快去跟老
闆攤牌啊！」或是「後來跟男朋友怎麼樣了
呢？」當然，只因為當時一起去喝酒的好朋
友後來沒有介紹男朋友給妳，就對朋友怨聲
載道的話，那就是自己不對了。就算是前輩
的諄諄教誨，也大部分都是酒醉之後講給自
己聽的，不用太認真。因為大致上來說，「酒

醒了之後還記得」這件事情本身，便
已經違反了喝酒的rule。
　　在居酒屋熱烈討論關於人生的話
題時，沒有比Hakutsuru的「翔雲」
更適合的了。冰冰涼涼的「翔雲」，
下酒菜還是以生魚片最對味。看著
「翔雲」的深藍色酒瓶，微醺和泥
醉的界限好像漸漸可以掌握到的
感覺。今晚就在居酒屋中，將帶
點苦味的人生跟著「翔雲」，瀟
灑地一飲而盡吧！

由Hakutsuru Sake獨家贊助提供，日本流─ちょいモテ日本酒講座

　Sayuri、純米吟醸、純米生貯藏酒、淡麗純米　
（白鶴的酒全部日本原產，不使用任何人工保存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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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bee America, Inc.

Tel : (310) 328-8100  /  www.calbeeamerica.com

Calbee 
 News!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 整體運     ♥ 戀愛運  ♡ 好像滿糟糕的  ♡♡♡♡♡ 吉光高照！好運當頭！    ♣ 工作運  ♧ 好像滿糟糕的  ♧♧♧♧♧ 吉光高照！好運當頭！    ♠關鍵

由Calbee 為您獻上、Madam June的月亮占卜
Aug 20 ～　Sep 19   按照您的出生月份來看看運勢吧

Calbee 
News！

Calbee送給讀者的禮物
只要答對問題就有機會得到一箱
BBQ Corn！！
BBQ Corn新包裝、大家來找碴！
錯誤的地方有幾個呢？
仔細看看上下的圖案比較比較吧

有獎徵答辦法：請寫出下圖中錯誤的數目，註明地址、
姓名、年齡之後郵寄到下列地址即可。我們將從答對的
讀者當中抽出3名幸運兒，致贈一箱Calbee BBQ Corn
綜合口味組合。
有獎徵答截止日期：2006年9月20日前寄達

中獎名單發表：J-good 10月號中Calbee的J-uranai頁面
收件地址：J-goods Planning　Calbee Clerk
 2161 W.182nd St. Suite 208 
 Torrance, CA 90504
6月號的Calbee Saya綜合口味組合中獎者名單：
恭賀中獎！！
Amy Yee (Alhambra) / Cindy Lai (Rowland Heights) / 
Penny Pan (Arcadia)

BBQ Corn   coming soon!!
    打開包裝，一股芬芳的醬油香氣立刻撲
鼻而來。將碾過的玉米膨脹之後烤過，名字
就叫做BBQ Corn。發售同時，立刻在日本
和香港引爆流行而成了超人氣商品的Grill A 
Corn，名字和包裝都煥然一新了。帶點焦
味的獨特醬油香氣、以及鬆鬆脆脆的滿足口
感，只有在Calbee才找得到，是其他零嘴
所沒有的哦。
因為想要將玉米的絕美風味告訴大家，
「BBQ Corn」才換了一個新包裝，不知道
您感受到了嗎？與洋蔥甜味搭配出絕妙平衡
的 O r i g i n a l 口 味 、 還 有 香 辣 十 足 的
Hot&Spicy。不管哪一樣，都是全部使用北
美洲產的高級玉米呢。

♦ 太大意的話可能會被誘惑牽著鼻
子走。想要得到好機會，用堅強的
意志力去面對難關是很重要的。
♥ ♡♡
♣ ♧♧
♠ 充滿回憶的相簿以及Calbee 
Shrimp Chips

♦ 倒楣的事情裡面可能藏有升遷
的機會哦。與其在那裡抱怨，不
如試著用樂觀的態度去接受看看
吧。
♥ ♡♡♡
♣ ♧♧
♠ 聽喜歡的歌曲來放鬆。

♦ 覺得自己的想法好像越來越頑固
的時候，與朋友相處的快樂時光可
以解決這個煩惱。
♥ ♡♡♡
♣ ♧♧♧
♠ 用Calbee BBQ Corn和朋友聚會

♦ 可能會變得比較自我中心。不要
堅持己見，傾聽別人的意見能夠幫
您逢凶化吉。
♥ ♡♡
♣ ♧
♠ 帶著Calbee SAYA來個悠閒的
小旅行。

♦ 試著從客觀的角度重新看看自
己吧。您會發現一個未曾注意到
的自我，然後踏出新的一步哦。
♥ ♡
♣ ♧♧
♠ 改變自己的印象來擁有全新的
心情。

♦ 安穩的氣氛可以帶給四周的人安
心感。悠閒自在的心情是重點哦。
♥ ♡♡♡
♣ ♧♧♧♧
♠ 積極從事可以活動筋骨的健身運
動來減肥。

♦ 也許會因為先入為主的觀念而造
成判斷上的錯誤。記得用寬廣的視
野去處理事情，不要太死腦筋哦。
♥ ♡♡
♣ ♧♧
♠ 用循環式訓練法試著增強自己的
體力看看吧。

♦ 白白的努力可能會讓您覺得很難
過。放鬆心情、以『和』為貴，渡
過這個低潮期吧。
♥ ♡♡
♣ ♧♧♧
♠ 一邊看電影一邊吃Calbee 
Potato Chips

♦ 可能會因為太在乎周圍的人對
您的評價而失去自我。只要確實
努力，總有一天一定會有成果出
現，這一點可要相信哦。
♥ ♡
♣ ♧
♠ 到戶外運動運動消除壓力。

♦和周圍的人同心協力，似乎可以
為自己帶來滿足的幸福感哦。
♥ ♡♡♡♡♡
♣ ♧♧♧♧
♠ 增廣自己的興趣，讓心靈更
豐富。

♦ 如何在冷靜的判斷以及對周遭
的思慮之間取得平衡，將會成為
您被評價的重點。果斷的態度會
贏得其他人的信賴。
♥ ♡♡♡
♣ ♧♧♧♧♧
♠ 肌膚保養。

♦ 由於期待太高，反而會對現狀感
到不滿。該做的事盡全力去做，好
結果自然會來哦。
♥ ♡♡
♣ ♧♧
♠ 確認最新的流行小飾品。





美麗的透明感　讓肌膚像雪一様清白且亮麗

意

意

Recovery Essence ExcellentRecovery Essence Excellent

Emulsion ExcellentEmulsion Excellent
在肌膚表面形成滋潤保護膜的極致美
白乳液

 橘皮萃取液 茯苓萃取液 
 旋覆花萃取液 仁　萃取液 
 當歸萃取液  白蓮萃取液  
 牡丹皮萃取液

140mL $60

　用滲透力 X 保濕力克服　斑等肌膚煩惱
的美白美容液　
　
　山白竹萃取液       仁　萃取液
　甘草萃取成分       艾草萃取液　

50mL $95

意

意

Mousse Cleansing OilMousse Cleansing Oil

Perfect Clear GelPerfect Clear Gel
輕鬆掃除膚色暗沈   締造透明肌膚　色　
　   疑露　

　仁　萃取液   無患子萃取液
　金銀花萃取成分 桃葉萃取液　

120g $20

高效清除頑固   妝及皮膚色暗沈的泡沫　
卸妝油　
　
　仁　萃取液 桃萃取液
　紅花油 桃仁油 
 甘草萃取成分　

150g $25

特約美容専門店 For More Information     www.oceanausa.net     (213)500-0617

Los Angeles
Vitative-Monterey Park （名家）
112 W. Garvery Ave.
Monterey Park, CA 91754
(626)288-7728

Vitative-San Gabriel （名家）
140 W. Valley Blvd. #180
San Gabriel, CA 91776
(626)571-8897

Vitaitive-Rowland Heights （名家）
18438 Colima Rd. #2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913-1292

Takashimaya-Rowland Heights
（高島屋生活館）
18461-3 E. Colima R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965-0399

Takashimaya-San Gabriel
 (高島屋生活館）
220 W. Valley Blvd. #108
San Gabriel, CA 91776
(626)943-8801

Bella Ana-Los Angeles （安　化妝品）
950 N. Broadway St.
Los Angeles, CA 90012
(213)620-9057

Bella Ana-West Covina（安　化妝品）
989-5 S. Glendora Ave.
West Covina, CA 91790
(626)960-9513

Grace Cosmetics （名仕化妝品）
651 W. Duarte Rd.
Arcadia, CA 91007
(626)821-8783

Cosmetics & Vitamin
608 E. Valley Blvd. #C
San Gabriel, CA 91776
(626)288-9538

Mitsuwa-Costa Mesa
665 Paularino Ave.
Costa Mesa, CA 92626
(714)557-6699

Mitsuwa-Torrance
21515 S. Western Ave.
Torrance, CA 90501
(310)782-0335

Mitsuwa-Santa Monica
3760 S. Centinela Ave.
Los Angeles, CA 90066
(310)398-2113

Costa Mesa Cosmetics in Marukai
2975 Harbor Blvd.
Costa Mesa, CA 92626
(714)424-9036

Kashaya Cosmetics （　夏兒化妝品）
1655-H Azusa Ave.
Hacienda Heights, CA 91745
(626)964-9887

Kashaya Cosmetics（　夏兒化妝品）
227 W. Valley Blvsd. #168C
San Gabriel, CA91776
(626)284-4332

Lavender Beauty　(薫衣草美容精品屋）
18188 Colima Road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626)581-8320

Jemco （創世生活館）
17801 Pioneer Blvd., #C
Artesia, CA 90701
(949)205-9568

Ohayo
1600 S. Azusa Ave. #248 (Puente Hills Mall 1st Fl.)

Industry, CA 91748
(626)810-5440

Orange County
Sharp 5　（名家）
15333 Culver Dr. #900A
Irvine, CA 92604
(949)653-8999

iBeauty
5394 Walnut Ave. #K
Irvine, CA 92604
(949)559-1668

Mai's Cosmetic & Perfume
8886 Bolsa Ave.
Westminster, CA 92683
(714)887-0337

San Diego
Super Health Plaza in Mitsuwa
4240 Kearney Mesa Rd. Suite #119
San Diego, CA 92111
(858)467-9972

展示東洋植物實效之媚力展示東洋植物實效之媚力











Distributed by PMAI Tel: 310-618-6000

含 的 隔離霜（化粧粉底）
這款隔離霜不只能夠解決乾燥問題，用了之後上粧會很輕鬆
而且不容易掉粧，和粉底也相當配合。清清爽爽的乳霜，
讓肌膚持續保持滋潤感。

直接補給維他命Ｃ誘導體的

美白肌膚保養

讓肌膚擁有輕柔水嫩的透明感！

直接補給維他命Ｃ誘導體的

美白肌膚保養

讓肌膚擁有輕柔水嫩的透明感！

透明質酸肌膚保養系列日本店面銷售第一
商店ＰＯＳ情報服務調查



天 然 植 物 恩 惠  NOEVIR505
眾人矚目的抗老化肌膚保養
為了保持逐漸失去的肌膚彈性與水份，NOEVIR決定著重於大自然的力量。

NOEVIR505活用了天然植物和酵母的恩惠，是最高級的自然派化粧品。而且裡

面還配合了海洋性膠原蛋等等、以及真皮構成成份之「22種天然植物成份」、

「天然絲SA」、「酵母抽出萃取精華」，能讓您的肌膚豐潤、防止乾燥，使您

擁有彈性飽滿又充滿活力的素肌美顏。

Revitalizing Balancing Lotion 5.0 floz   �88
Hydrating Emulsion 3.3 floz   �132
Perfecting Cream 1.0 oz   �220

2 4 小 時 K e e p  BLANC NOUVEAU
新想法的美白肌膚保養

BLANC NOUVEAU不只是防止黑斑、雀斑等局部保養的「重點美白」，

還特別著重保養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出現的臉部整體黃色暗沉的「全面美白」。

它不但給您宛如從肌膚深處綻放出來的動人明亮，

24小時全天候效果更使您擁有透明光彩的肌膚。

BLANC NOUVEAU C12   1.0 floz    �80
此美容液配合了效果持久的維他命C誘導體，在早晨讓您的肌膚清清爽爽，

即使在長時間化粧下也可以持續它的Keep care效果。

BLANC NOUVEAU C50   0.5 floz   �120
此美容液配合了可深層滲透肌膚的維他命C誘導體，在肌膚新陳代謝活潑的

夜晚滋潤您的肌膚，並且深層進入角質層進行Deep care效果。

NOEVIR USA Inc.     1095 SE Main St. Irvine. CA 92614     Tel: (949)660-1111 / Tall Free（800）872-8888

可以溫柔去除老化角質、皮膚表面粗糙以及毛孔

污垢的沖洗式藥用面膜＆洗面乳。現在馬上就用

試用品來實際感受一下NOEVIR產品的絕佳效果

吧！欲索取試用品者請來電Tel:(800)872-8888 

ex:3831 Yen小姐。中文可。

在寬敞明亮的Showroom裡面，不但
有最新機器可以讓您確認肌膚的水份
與脂肪份、量身打造合乎您肌膚性質的
肌膚保養，還有專業美容師一對一為
您提供詳細的美容諮詢服務(需預約)。

用科學抓住自然的
NOEVIR

Quick Recovery Mask 
免費試用品大方送

NOEVIR USA 
Showroom

誠徵NOEVIR USA代理店   

要不要加入我們的行列，「使全世界的女性更加美麗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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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Tomy Yujin獨家贊助提供、日本御宅族情報站

Tomy Yujin Corporation
Visit us at www.gachausa.com

Toll free 866-GO-GACHA

8.9月新商品、大家來收集！

　　以悠哉悠哉的表
情以及圓滾滾胖嘟嘟
的身材而深受大家喜
愛的「小熊維尼」，
今年又在全世界掀起
了一陣熱潮。
　　從迪士尼卡通一躍成名的小熊維
尼，原作是英國作家A・A Milne以他的
兒子Christopher・Robin和小孩子房間
裡面的布偶為模特兒寫成的故事。而今
年剛好就是原作誕生的第80週年紀念。
　　為了慶祝80週年，現在東京迪士尼
樂園不但到處都是小熊維尼，還有好多
好多根據原作插畫去製作的布偶。此
外，像是「80週年慶紀念盒」DVD等
紀 念 商 品 ， 現 在 都 賣 得 比 米 奇 老 鼠
Mickey好呢。
　　根據資料銀行的調查，在日本的卡通人物人氣排行榜中，小熊維
尼堂堂榮登冠軍寶座。(第二名是凱蒂貓Hello Kitty、第三名是米奇老
鼠Mickey。) 小熊維尼之所以受歡迎的秘密，似乎就在不管是男孩還
是女孩都很喜歡的「黃色」調。而且不只是小孩子，迷上小熊維尼的
大人也不少呢。在這個80週年的紀念企劃展覽中，還可以看到很多
喜愛「小熊維尼」、在各界活躍的作家和繪本畫家等製作的「我的小
熊維尼」作品，由此可見「小熊維尼」的魅力是多麼地不同凡響。

　　看了便令人感到元氣充沛的顏色、
只要拿在手中就覺得心曠神怡的可愛。
TOMY Yujin在今年夏天傾全力推出的
Peek-a-Pooh collection，樣樣都是
只有現在才能得到的80週年限量紀念
商品。TOMY Yujin的商品開發部門秉
持對於小熊維尼世界的熱情說：「我們
不光是製作紀念品而已，還要慶祝小熊
維尼與其他同伴的冒險！」想要讓身邊
重要的人知道的，正是這份春夏秋冬的
自然、以及同伴攜手的友情。除了小熊
維尼之外，這裡還有很多同甘共苦的
伙伴。只要貼近充滿了愛的小熊維尼
世界，他們也都是您可以分享心事的
好朋友。忠實製作出來的可愛造型以
及美麗色彩，讓人一看就愛不釋手。就
算不是小熊維尼迷，恐怕也會忍不住一
直投幣一直投幣，直到想要的東西掉出
來吧。其實，當大人也不錯呢。

©D&H Inc. 2006. Licensed by Coolabi Licensing Ltd. Licensed by TheWildflower Group LLC in 
Norh America on behalf of Coolabi.   ©2006 Pokémon/Nintendo. TM & ®Nintendo.   ©Disney 
Based on the "Winnie the Pooh" works by A.A. Milne E.H. Shepard    ©Disney    ©2006 TOMY

「小熊維尼」我愛你！ 
- 80週年歡樂慶 -

7月22日23日
Torrance Mitsuwa Market 
Summer Festival
在熱鬧滾滾的GachaGacha 

Booth、Tomy Yujin，今後

也將繼續舉辦類似活動。





確定參加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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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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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參加條件
 具備日英雙語能力
 已取得或將取得Bachelor/Master/Ph.D學位者
 主修或是職務經驗為技術方面者
 (例如工學、電腦相關、物理學、科學、數學等等)
交通費補助制度應徵受理中！  9月2日截止！
(Travel Scholarship)

還有其他知名企業將會陸續參加！
最新參加企業名單請到網站上確認

關於參加預約‧詳情



J - b e a u t y  F a i rJ - b e a u t y  F a i r
擁抱東洋之美擁抱東洋之美

J - b e a u t y  F a i r
即將盛大即將盛大開開幕幕!!

October 28, 2006 (Sat)
11:00am – 4:00pm

Hilton Hotel  
San Gabriel

225 W. Valley Blvd. San Gabriel, CA 91776

集集日日本本名牌化粧品於一堂的超大型名牌化粧品於一堂的超大型展展示示特特賣賣會會

到場前50名可獲贈精美禮物

有機會得到名牌化粧品的抽獎大會

現場特賣、試用品分發、美容諮詢・・・

給妳最完整的美麗！

詳情將在J-goods10月號中發表

J-goods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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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月發行 • 免費

J-news
在美國買得到的日本新產品
J-recipes
美味日本料理食譜
J-trend
最新日本流行情報
J-enta
哈燒日本藝能消息
J-otaku
日本御宅族情報站
J-good Restaurants
美味日本料理店介紹

J-goods Publishing

Tel:310-217-0461
i n f o @ j - g o o d s . u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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