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20年魚油專家
mumomega®

佳健素® 佳孕配方

英國製造

EQUAZEN®佳健素®佳孕配方經過科學研究和可持續採購，是一種便利可靠的魚油補充劑。大量研究結
果指出，人體的各器官是需要 「長鏈脂肪酸」 來構成，尤其在懷孕及授乳期的婦女更需要足夠的 結
構性脂肪酸－ DHA，幫助胎兒或嬰兒的眼睛及腦部細胞生長。人體不能自行製造Omega-3及Omega-6，
因此，準媽媽必需從日常飲食或從補充劑中攝取恰當的脂肪酸來維持懷孕期所需。佳健素�佳孕配方含
有獨特比例的Omega 3和Omega6，比市面上只提供DHA的補充劑更全面， 除了DHA外亦含有功能性脂
肪酸 EPA 及加入源自天然的月見草油GLA，絕無人工化學成份或農藥。

準備懷孕:
研究指出Omega-3和Omega-6於荷爾蒙製造過程有著重要角色
，或有助改善卵子質素, 對於35歲以上的女士尤其重要。

懷孕期:
根據專家意見，孕婦要為身體補充足夠的不飽和脂肪酸，每
日要攝取不小於300mg DHA來幫助胎兒腦部發育 。

產後調理:
研究指出產後婦女身體流失近50% DHA，需時6個月才能恢復
至正常水平。因此，產後繼續補充Omega-3及Omega-6，或有
助產後情緒和整體恢復。

授乳期:
於授乳期間，攝取足夠的DHA可提升其母乳中的含量，以配合
嬰兒成長所需，為日後腦力及視力機能打好基礎。

臨床實證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
首以磁力共振掃描臨床實證
懷孕至分娩期間, 服食佳健素®佳孕配方後:
嬰兒平均身高 +4%
嬰兒腦部發育更完善
腦部體積 +11%*
大腦皮質 +15%*

英國臨床研究
由第一孕期至分娩期間,
服用佳健素®佳孕配方後:
穩定胎兒, 減低早產率 22%
增加DHA傳送至胎兒

(對專注, 意識, 知覺和語言能力十分重要)

大腦灰質 +14%*
(灰質由神經元組成: 控制肢體動作, 記憶和情緒等)
86組孕婦及嬰兒參與此研究

107名妊娠糖尿孕婦參與此研究

*男性嬰兒數據

Ogundipe, E., 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brain specific fatty acid supplementation in
pregnant women increases brain volumes on MRI scans of their newborn infants." Prostaglandins,
Leukotrienes and Essential Fatty Acids 138 (2018): 6-13.

Min, Yoeju, et al. "Effect of docosahexaenoic acid‐enriched fish oil supplementation in pregnant
women with diabetes on membrane fatty acids and fetal body composition—double‐blinde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Diabetic Medicine 31.11 (2014): 1331-1340.

獨特科研配方
Omega-3 魚油脂肪酸及Omega-6 月見草油脂肪酸
佳健素®佳孕配方專為孕婦和胎兒配製的魚油丸，含豐富DHA，EPA，
ARA和GLA，有助胎兒腦部及視力發展，是對媽媽和胎兒很重要的營養
補充劑。
脂肪酸在大腦、中樞神經系統和視網膜中的濃度最高。EQUAZEN 佳健
素佳孕配方旨在為女性在計劃懷孕、懷孕期間和懷孕後提供高質量、
均衡的營養支持。
佳健素®佳孕配方的魚油產自挪威，並嚴格按照道德規範進行捕魚 (
Friends Of The Sea認證 )和製造。選取南太平洋不受污染水域之沙甸魚
和鯷魚，蘊含豐富的Omega 3 - DHA、EPA。
魚油一被提取後即用精密技術 - 分子蒸餾法同冷凍科技處理，得出純
淨天然深海魚油。魚油更獲PureMax認證其純正程度。
每粒佳健素®佳孕配方含
魚油脂肪酸 Omega 3 & 6:
EPA 42mg
DHA 300mg
ARA 9mg

月見草油脂肪酸 Omega 6:
GLA 15mg

適合計劃懷孕、懷孕中及產後餵哺調理服用。
使用建議：每天 1 粒，餐後服用。

EQUAZEN 佳健素 提供不同的魚油產品，適合不同年齡的人士
佳健素®佳兒配方魚油丸
- 專為6個月至3歲嬰幼兒調配的魚油丸，含豐富DHA，EPA，ARA和
GLA，有助腦部結構及視力發展。
了解更多

以下專注配方及健腦配方皆採用獨特931黃金配方DHA，EPA，和GLA
成份，經牛津大學臨床實證，以及全球超過15份科研實證有助全面提
升專注力，學習能力，閱讀能力，協調力，記憶力及EQ。
佳健素®專注配方 (檸檬味/雲呢拿味) 魚油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方便餵服不喜歡膠囊或丸狀的兒童。
佳健素®專注配方魚油咀嚼丸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適合未懂得吞服膠囊的兒童。

www.equazen-eyeq.com

佳健素®健腦配方魚油膠囊
- 專為5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亦適合成人至長者服用，達至護眼
補腦效果。
銷售點

萬寧藥劑部

屈臣氏藥劑部

太子/紅磡

www.fullhealth.store

香港及澳門總代理: 承諾國際有限公司
網頁: www.silroc.com.hk 電郵: info@silroc.com.hk
電話: +852 2637 0208 Whatsapp : +852 5116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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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製造

®

佳健素 佳兒配方
專為6個月至3歲嬰幼兒調配的魚油丸

攝取足夠的必需脂肪酸對保持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寶寶從出生到3歲前是神經系統形成的高峰時期，
1歲時腦細胞組織已達到成人的50%。寶寶3歲時大腦發育已完成接近80%，這段時期是開發大腦潛
能的好機會，需要確保寶寶吸收到充足的Omega-3 和 Omega-6。

50%

80%

初生嬰兒

1歲

3歲

大腦發育完成度

25%

發育中的胎兒在懷孕期間通過母親的胎盤，獲得必需脂肪酸。在這個階段之後，成長中的嬰兒則需
要通過自己的飲食獲得這些必需脂肪酸。
EQUAZEN®佳健素®佳兒配方經過專門配製，可為 6 個月至 3 歲的嬰兒提供特定比例的 omega-3 和
omega-6 必需脂肪酸。與其母產品 EQUAZEN 佳健素佳孕配方相似，含豐富DHA，EPA，ARA和GLA
，有助腦部結構及視力發展。
佳健素®佳兒配方以簡單Twist-Off(扭開)膠囊形式服用，能夠容易地加到食物或飲料中。

媽媽要識揀
Equazen®佳健素®佳兒配方的魚油產自挪威，並嚴格按
照道德規范進行捕魚 ( Friends Of The Sea認證 )和製造
，針對不同成長階段，從懷孕到成長助孩子發揮潛能。
Equazen®深海魚油選取南太平洋不受污染水域之沙甸魚
和鯷魚，蘊含豐富的Omega 3 - DHA、EPA。魚油一被
提取後即用精密技術 - 分子蒸餾法同冷凍科技處理，得
出純淨天然深海魚油。
魚油更獲PureMax認證其純正程度。

英國20年魚油專家

大腦眼睛 成長必需
必需脂肪酸，在健康成長中起關鍵作用。由於人體無法自行製造，因
此必須從飲食中獲取。魚油和月見草油是必需脂肪酸的天然來源。
由出生至3歲期間是大腦發育的高峰期，佳健素佳兒配方可確保寶寶
攝取足夠的必需脂肪酸 , 支援大腦發育。除了魚油EPA和DHA外，佳
健素更特別添加月見草油，提供護腦成份GLA。

EQUABALANCE

Omega-3 魚油脂肪酸及Omega-6 月見草油脂肪酸
從嬰兒期到成年期，我們的身體需要不同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的產品含有不同比例的 omega-3 和 omega-6 ，產品都是取決於您在
每個年齡段的營養需求，這樣獨特的比例，我們稱之為Equabalance。
每粒佳健素®佳兒配方含
魚油脂肪酸 Omega 3 & 6:
EPA 14mg
DHA 100mg
ARA 3mg

月見草油脂肪酸 Omega 6:
GLA 5mg

適合6個月至3歲嬰幼兒服用。
使用建議：每日1 次, 每次1 粒, 將特製的魚油丸輕輕扭開擠出，
拌進任何食物及飲料中便可。

EQUAZEN 佳健素提供不同的魚油產品，適合不同年齡的人士
佳健素®佳孕配方魚油丸 - 專為孕婦和胎兒配製的魚油丸，含豐富DHA，EPA，ARA
和GLA，英國倫敦帝國學院臨床實證有助胎兒腦部及視力發展，是對媽媽和胎兒很重
要的營養補充劑。

了解更多

以下專注配方及健腦配方皆採用獨特931黃金配方DHA，EPA，和GLA成份，經
牛津大學臨床實證，以及超過15份科研實證有助全面提升專注力，學習能力，
閱讀能力，協調力，記憶力及EQ。
佳健素®專注配方 (檸檬味/雲呢拿味) 魚油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方便餵服不喜歡膠囊或丸狀的兒童。
www.equazen-eyeq.com
佳健素®專注配方魚油咀嚼丸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以士多啤梨軟膠囊製成，能輕易咬開吞服，適
合未懂得吞服膠囊的兒童。

佳健素®健腦配方魚油膠囊
- 專為5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亦適合成人及長者服用，達至護眼補腦效果。
銷售點

萬寧藥劑部

屈臣氏藥劑部

太子/紅磡

www.fullhealth.store

香港及澳門總代理: 承諾國際有限公司
網頁: www.silroc.com.hk 電郵: info@silroc.com.hk
電話: +852 2637 0208 Whatsapp : +852 5116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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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20年魚油專家

佳健素® 專注配方
英國製造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

Omega-3 和 Omega-6
對大腦發育的重要作用
我們大腦中大約 35% 的脂質由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組成，其中包括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這些
脂肪酸在腦細胞外層有著控制神經傳遞的作用，對大腦發育和功能很重要。由於身體不能製造或儲存
EPA、DHA、GLA等脂肪酸，因此必須通過食物或補充劑攝取。
研究指出，體內脂肪酸的水平或與認知能力有關。偏食及現代飲食中Omega-3及Omega-6的攝取量普遍
不足，有機會影響兒童的學習、閱讀和專注力。

超過15份國際科研實證
研究顯示，在合適比例的不同脂肪酸的相互作用下，腦細胞的訊息接收能力倍增，所產生的效益遠比
個別成份更為顯著。佳健素®專注配方除含有優質魚油外，更含有月見草油(GLA)，佳健素成份獨特，
有助全面的補充及吸收。Equazen®佳健素®專注配方的魚油產自挪威，並嚴格按照道德規范進行捕魚
( Friends Of The Sea認證 )和製造，針對不同成長階段，從懷孕到成長助孩子發揮潛能。
Equazen®佳健素®專注配方曾獲英國電視台作出多次專題報導，並在德肯群教育部DURHAM LEA與牛津
大學醫學院作大型跟進，而在瑞典及澳洲的研究更得到尖端醫學雜誌報導，深得醫護人員，教育工作
者，老師及家長們的認同。
Equazen®佳健素®不斷探索脂肪酸對身體（特別是成長階段）的研究，所有產品都是基於嚴格的測試和
經過臨床研究。佳健素®的931黃金比例配方已經有超過15份研究臨床實證其功效，是值得信賴的品牌
。目前Equazen®佳健素®專注配方還在進行更多研究來獲取更高的數據支持。

牛津大學臨床研究:
9歲的Joe服用佳健素®專注配方前*

服用3個月後，字體明顯改善

🏆

飛躍進步

* Richardson, A.J & Montgomery, P. (2005) The oxford Durham Stud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with Fatty Acids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Pediatrics, 115, 1360-1366

獨特931黃金比例
佳健素®專注配方經牛津大學臨床實證*連續服用3個月：
有效提升專注力，學習能力，閱讀能力協調力
記億力及加強情緒管理。

CLINICALLY
RESEARCHED
9

3

1

Our Unique
Balanced Formula
EPA:DHA:GLA
9:3:1

佳健素®專注配方咀嚼丸180粒
每2粒佳健素®專注配方含
魚油脂肪酸 Omega 3:
月見草油脂肪酸 Omega 6:
EPA 186mg
GLA 20mg
DHA 58mg
適合3歲以上至成人服用
適合未懂得吞服膠囊的兒童
使用建議：直接吞服或咀嚼後吞服
首三個月: 每日6粒，其後每日2粒，餐後服用。

士多啤梨味

佳健素 專注配方(檸檬味/雲呢拿味)200ml
®

每5ml佳健素®專注配方含
魚油脂肪酸 Omega 3:
月見草油脂肪酸 Omega 6:
EPA 186mg
GLA 20mg
DHA 58mg
適合3歲以上至成人服用
方便餵服不喜歡膠囊或丸狀的兒童
使用建議：直接吞服或加進飲料。
首三個月: 每日15毫升，其後每日5毫升，餐後服用。

EQUAZEN®佳健素®提供不同的魚油產品，適合不同年齡的人士
了解更多

佳健素®佳孕配方魚油丸 - 專為孕婦和胎兒配製的魚油丸，含豐富
DHA，EPA，ARA和GLA，英國倫敦帝國學院臨床實證有助胎兒腦部及
視力發展，是對媽媽和胎兒很重要的營養補充劑。
佳健素®佳兒配方魚油丸 - 專為6個月至3歲嬰幼兒調配的魚油丸
，含豐富DHA，EPA，ARA和GLA，有助腦部結構及視力發展。
佳健素®健腦配方魚油膠囊 - 專為5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亦適合
成人至長者服用，達至護眼補腦效果。
獨特931黃金比例DHA，EPA和GLA成份，經牛津大學臨床實證*，有助
全面提升專注力，學習能力，閱讀能力，協調力，記憶力及EQ。

www.equazen-eyeq.com

銷售點

萬寧藥劑部

屈臣氏藥劑部

太子/紅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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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健素® 健腦配方
英國製造

專為5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

Omega-3和Omega-6
大腦認知、眼睛、心血管健康
Omega-3和Omega-6 (包括EPA、DHA、GLA)屬於不飽和脂肪酸，在身體的不同細胞中，有著各種對應的
功能及調節作用。由於身體不能製造或儲存這些脂肪酸，因此必須通過食物或補充劑攝取。
大腦中大約 35% 的脂質由多元不飽和脂肪酸組成，其中包括 Omega-3 和 Omega-6，在腦細胞外層有
著控制神經傳遞的作用，對大腦功能，包括記憶力、專注力和協調力非常重要。研究指出，體內脂肪
酸的水平或與認知能力有關。現代飲食中Omega-3及Omega-6的攝取量普遍不足，有機會影響兒童的學
習、閱讀和專注力。

眼睛乾澀
EPA, DHA和GLA於淚腺和眼睛表面俱消炎作用，或有助舒緩眼睛乾澀。澳洲一項研究發現，八成受訪視
光師建議使用omega-3補充劑改善眼睛健康。

心血管健康
不飽和脂肪酸，尤其是EPA或有助心血管保持彈性，減少炎症發生，或有助維持心血管健康。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超過15份國際科研實證
研究顯示，在合適比例的不同脂肪酸的相互作用下，腦細胞的訊息接收能力倍增，所產生的效益遠比
個別成份更為顯著。佳健素®健腦配方除含有優質魚油外，更含有月見草油(GLA)，佳健素成份獨特，
有助全面的補充及吸收。
Equazen®佳健素®健腦配方曾獲英國電視台作出多次專題報導，並在德肯群教育部DURHAM LEA與牛津
大學醫學院作大型跟進，而在瑞典及澳洲的研究更得到尖端醫學雜誌報導，深得醫護人員，教育工作
者，老師及家長們的認同。
Equazen®佳健素®不斷探索脂肪酸對身體（特別是成長階段）的研究，所有產品都是基於嚴格的測試和
經過臨床研究。佳健素®的931黃金比例配方已經有超過15份研究臨床實證其功效，是值得信賴的品牌
。目前Equazen®佳健素®健腦配方還在進行更多研究來獲取更高的數據支持。

9歲的Joe服用佳健素®專注配方前*

服用3個月後，字體明顯改善

牛津大學臨床研究

🏆

飛躍進步

* Richardson, A.J & Montgomery, P. (2005) The oxford Durham Stud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Dietary Supplementation with Fatty Acids in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Co-ordination Disorder. Pediatrics, 115, 1360-1366

獨特931黃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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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Unique
Balanced Formula
EPA:DHA:GLA
9:3:1

Omega-3 魚油脂肪酸及Omega-6 月見草油脂肪酸
Equazen®佳健素®健腦配方的魚油產自挪威，並嚴格按照道德規
範進行捕魚 ( Friends Of The Sea認證 )和製造，針對不同成長階
段，從懷孕到成長助孩子發揮潛能，健腦護眼，全家適用。
Equazen®深海魚油選取南太平洋不受污染水域之沙甸魚和鯷魚
，蘊含豐富的Omega 3 - DHA、EPA。魚油一被提取後即用精密
技術 - 分子蒸餾法同冷凍科技處理，得出純淨天然深海魚油。
每2粒佳健素®健腦配方含
魚油脂肪酸 Omega 3:
月見草油脂肪酸 Omega 6:
EPA 186mg
GLA 20mg
DHA 58mg
膠囊體積細小，容易吞服。
適合5歲以上至成人及長者服用，
達至護眼補腦效果。
使用建議：以清水吞服或飲料送服。
首三個月: 每日6粒，其後每日2粒，餐後服用。

EQUAZEN®佳健素®提供不同的魚油產品，適合不同年齡的人士
佳健素®佳孕配方魚油丸
- 專為孕婦和胎兒配製的魚油丸，含豐富DHA，EPA，ARA和GLA，英國倫敦帝國
學院臨床實證有助胎兒腦部及視力發展，是對媽媽和胎兒很重要的營養補充劑。

了解更多

佳健素®佳兒配方魚油丸
- 專為6個月至3歲嬰幼兒調配的魚油丸，含豐富DHA，EPA，ARA和GLA，
有助腦部結構及視力發展。
以下專注配方皆採用獨特931黃金配方DHA，EPA，和GLA成份，經牛津大
學臨床實證*，以及超過15份科研實證有助全面提升專注力，學習能力，
閱讀能力，協調力，記憶力及EQ。
佳健素®專注配方(檸檬味/雲呢拿味) 魚油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方便餵服不喜歡膠囊或丸狀的兒童。

www.equazen-eyeq.com

佳健素®專注配方魚油咀嚼丸
- 專為3歲至成人調配的魚油丸，適合未懂得吞服膠囊的兒童。
銷售點

萬寧藥劑部

屈臣氏藥劑部

太子/紅磡

www.fullhealth.store

香港及澳門總代理: 承諾國際有限公司
網頁: www.silroc.com.hk 電郵: info@silroc.com.hk
電話: +852 2637 0208 Whatsapp : +852 5116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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