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強的抗氧化劑

自然地提升您體內細胞的再生能力





在新陳代謝的過程，或是當人體曝露在環境毒素如污染、 
紫外線輻射、香煙煙霧等時，人體細胞會釋放自由基。同時，
人體也會分泌抗氧化劑來中和這些自由基。當體內的自由基 
濃度超過抗氧化劑的容量時，氧化壓力的現象就會發生。 
這對細胞脫氧核糖核酸（DNA）帶來傷害。

Nishada et al. 的一項研究顯示，蝦紅素在科學上被公認為最強的 
抗氧化劑。在一場臨床試驗中，蝦紅素用以測試其對細胞的保護
能力。相較於其他类胡蘿卜素，實驗結果証明了蝦紅素能大幅
降低自由基對細胞膜的侵害約40% 1

。由此可見，蝦紅素能保護 
細胞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免受自由基的損害。因此， 
它可譽為細胞脫氧核糖核酸（DNA）的“強盾”。

Optixanthin 
蝦紅素， 
自然界中 
最強的 
抗氧化劑



相比於一般抗氧化劑對抗單線態氧的能力2
， 

蝦紅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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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天然蝦紅素？
蝦紅素是一種紅色的类胡蘿卜素，為我們所食用的大多數食物
賦予鮮艷的顏色。蝦紅素是海洋生物所需的一種微量營養素，
它能保護海洋生物的細胞和脫氧核糖核酸（DNA），減少各種 
環境壓力源對它們帶來的傷害。被冠為“类胡蘿卜素之王” 
的蝦紅素擁有強大的抗氧化能力和廣泛的抗炎特性，因此 
能由內而外的為您提供保護作用。

近年來，保健品的研究工作不斷地改善及進化，消費者對於 
天 然、 以 植 物 為 主 要 成 分 的 保 健 品 需 求 量 也 大 大 增 加。 
Optixanthin 蝦紅素是從雨生紅球菌（Haematococcus pluvialis） 
微藻中萃取的營養品，經研發后開始大量生產，並逐步推出 
市場。

雨生紅球菌微藻幾乎處於海洋食物鏈中的 
最底部。它能長期地為魚类、磷蝦等 
提供蝦紅素和奧米加-3脂肪酸。 
由於它是微藻的一種，因此 
被歸类為素食食物。

雨生紅球菌微藻

蝦紅素粉末

相較於其他不同的蝦紅素來源，雨生紅球菌微藻能提供 
最高純度的蝦紅素

相較於其他不同的蝦紅素來源

鲑魚 
5ppm

浮游生物 
60ppm

磷蝦 
120ppm

北極蝦 
1,200ppm

雨生紅球菌微藻
50,000ppm



Optixanthin  
蝦紅素： 
已獲科學研究 
驗証的超級食物 
臨床實驗証實 
它在醫學上擁有
極大的應用
如今，人們開始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對經過臨床實驗認可的
成分需求量也間接地增加。作為一個功能性食品，蝦紅素自然
地符合了這個需求。蝦紅素能顯著的影響人类的健康跨度——
活得長壽的同時也活得健康。



蝦紅素有益於:

•	舒緩眼睛疲勞及改善聚焦能力3，4

•	對應各类疾病危險因素、慢性炎症及新陳代謝綜合症5，6

•	改善心臟和循環系統5，6

•	調節免疫功能

•	減緩老化

•	提高肌群能量、柔韌度和活躍性7

•	提高運動性肌肉疲勞的恢復和修復能力8

•	抑制由老化所造成的皮膚皺紋，促進皮膚的彈性與健康9

•	改善腸胃系統

•	延緩認知能力下降和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症狀

•	改善男性的健康

“我們關注的不隻是活得更久，而是在活得久的同時 
更加健康，無需受到病痛的折磨”

在全世界，已有超過1800項研究表明了蝦紅素能多方面地為 
人类帶來潛在的健康益處。這一項又一項的研究大大地激勵了
科學家們發掘更多蝦紅素對於預防及治療生活方式病和老年 
綜合症的潛在性。

 
“減小日常生活和健康生活的營養差距”



Opti-C 天然蝦紅素、非轉基因 
大豆磷脂酰絲氨酸和初榨椰油的結合
全新的配方，將蝦紅素、非轉基因 
大豆磷脂酰絲氨酸和初榨椰油結合， 
以保護您的腦部、眼睛和健康周全。

在這個配方裡，加入初榨椰油可提高身體對蝦紅素的吸收和 
生物利用度。蝦紅素能通過血腦屏障和血視網膜屏障，使其 
抗氧化及抗炎的性能能高效性地滲透腦部、眼睛和身體等 
部位。非轉基因大豆磷脂酰絲氨酸能減緩老年性認知衰退、 
幫助各年齡段人群增強記憶及提升認知能力。

“天然蝦紅素能有效地對退化性疾病 
    發揮其抗氧化及抗炎的化學反應10 ”

促炎因子的釋放是慢性疾病的特征，同時也是加快老化和 
導致其關聯疾病，如新陳代謝綜合症、慢性心臟病和關節炎
的主要因素。擁有抗炎特質的蝦紅素透過抑制炎症介質， 
如TNF-α、 PGE2 、IL-1β、一氧化氮和NF-κB，大大減少
導致發炎的種種因素。

*假如您有腸胃疾病，建議先在第一個星期嘗試一半的劑量，再逐漸增加至普通的劑量。

食用說明：

打開前先搖均。
成人：將兩茶匙（10ml）的 Opti-C 拌在您喜歡的食物裡。
兒童：將一茶匙（5ml）的 Opti-C 拌在您喜歡的食物裡。



干澀的眼睛

干燥和受刺激的結膜

健康的眼睛

來自大自然的一個強效組合  有利於：

1. 保護腦部，避免受到神經 
 組織退化（老人痴呆和 
 痴呆）12

2. 保護和改善眼部健康
3. 提高運動表現

4. 改善新陳代謝綜合症的 
 症狀
5. 保護心血管的健康13

蝦紅素、非轉基因大豆磷脂
酰絲氨酸和初榨椰油的 
結合有利於老年人和 
幼年時期的腦部發展。 
它能保護老年人腦部， 
有助於改善與年齡相關的
認知退化。

在 這 個 數 碼 時 代， 屬 於 慢 性 
眼 炎 的 干 眼 症 極 為 普 遍。 
蝦紅素抗氧化及抗炎的作用 
能 有 效 地 舒 緩 這 個 症 狀 1 1

。 
在擁有保濕作用的初榨椰油 
的輔助下，蝦紅素對應干眼症
的效果會更為凸顯。



紫外線
輻射
藍光

Opti-I 是一個包含了蝦紅素、葉黃素、 
維他命C、維他命E、維生素B族、鋅和鉻 
的強效組合。它能有效地制止自由基， 
從而促進眼睛的健康和糖代謝。

Opti-I的配方是根據AREDS研究的証明，加上經過臨床實驗 
認証的蝦紅素成分和微量礦物質所配制而成。這些都驗証了 
蝦紅素能安全並有效地改善眼睛的健康。Opti-I能幫助疲累的
雙眼重新聚焦﹔ 您可以選擇每天攝取，當成是一種預防方案， 
或是對應眼睛老化和糖尿病眼病的治療選項。

眼角膜-避免眼球受 
感染，舒緩眼睛干澀
的狀況

眼球晶狀體-避免眼球 
受到自由基的侵害， 
改善眼球的聚焦能力和 
晶狀體的彈性

血管- 改善血液循環，
為眼球供應更多的 
養分

視網膜-強效的抗氧 
化劑能保護眼球免受 
氧化和發炎所帶來的
影響

黃斑-增加黃斑色素的
密度，過濾有害的 
輻射線，增加視覺 
清晰度

視神經-確保視覺刺激
能快速並准確地被傳遞
至腦部



視力是五感中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脆弱的，因此最容易受
到氧化壓力的損害。擁有抗氧化和抗炎功能的蝦紅素能保護 
眼球，也能多方面地保護人體的健康。

1. 減緩眼睛老化和老花眼的 
 惡化15

。老化與視力聚焦 
 能力下降有著非常大的關聯

2. 舒緩眼睛干澀

3. 防御紫外線和藍光

4. 增強眼部的肌肉，改善 
 微血管的血液循環

5. 舒緩因過度使用數碼電子 
 產品而導致的眼睛疲勞， 
 眼睛疼痛和視覺模糊

6. 改善視覺清晰度

7. 延緩眼睛老化， 
 例：黃斑部病變和白內障

8. 舒緩眼睛發紅和發炎的 
 症狀

9. 更完善地控制血糖的 
 代謝14，16

一個為您帶來便利的超級食物配方：

食用說明：

成人：將1包 Opti-I 和 100ml 的水攪拌均勻再服用。
兒童：將半包 Opti-I 和 100ml 的水攪拌均勻再服用。



蝦紅素能自然地增強和平衡免疫系統。它能提高免疫細胞 
的產生及容量。當身體受到感染時，淋巴細胞會分泌抗體， 
而單核細胞則吞噬入侵體內的微生物。一項由 Park et al 進行
的研究結果顯示，服用蝦紅素的人會有較少的炎症標志物， 
免疫細胞的活動量也會相對提高17

。

銀蜂蜜含有具藥用價值的天然蜂膠，這使銀蜂蜜帶有抗氧化、
抗炎、抗菌的特性。

銀蜂和它們獨特的陶罐

Opti-B 是一個將蝦紅素和銀蜂蜜結合在 
一起的突破性配方。它能自然的提高能量
和鞏固免疫系統。



食用說明：

•	 打開前先搖勻。直接服用10g（7.5ml）或是與一杯（150ml）的水拌合。 
 任何時間都能享用。
•	 成人與兒童都適合服用（三歲以上）

“服用Opti-B能促進淋巴細胞的產生， 
使淋巴細胞分泌更多抗體來擊退 

入侵體內的病原體。”

病原體是一種包括了 
寄生動物、細菌、霉菌

和病毒的微生物。 
藉由空氣傳播的污染物

包括了灰塵、煙霧、 
花粉等。 

資料來源: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4th editon 

當一個人的免疫 
系統逐漸衰弱時， 
淋巴細胞的生產量 

不足以對抗病原體。

服用蝦紅素和 
銀蜂蜜后，免疫系統
會促進更多淋巴細胞
的產生。大量的免疫

細胞能更加快速地 
對抗病原體。

虛弱的免疫系統

一個天然，安全，不帶刺激性的超級食物組合：

1. 增強和平衡免疫系統18

2. 加快免疫反應（增加B和T細胞）17

3. 快速提升能量
4. 快速舒緩喉嚨痛，咳嗽和感冒19

5. 改善傷口愈合和皮膚健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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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微藻中萃取的蝦紅素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USFDA)  
公認為安全食品。Optixanthin Opti-C、Opti-I和Opti-B 
被馬來西亞衛生部（MOH）批為食品类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