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aOmega Supreme®

現今市面上最純淨且最先進的 
omega 3 產品；它能協助促進心臟
健康、關節健康和腦部發展。 

IsaOmega Supreme 為什麼稱得上是頂級產品：

我們的獨家配方含有市面上最高濃度的•	  DHA 和 EPA 
omega-3 必需脂肪酸，有助於促進心血管健康並維護健康的
膽固醇。

I•	 saOmega Supreme 符合美國心臟協會 (AHA) 的建議，能對
心血管提供極佳保護。它有助於降低過高的三酸甘油脂，以
減少心臟病的發生。

I•	 saOmega Supreme 是現今市面上最純淨的魚油補充品。我
們的魚油來自於挪威無污染的深海海域，並經過分子蒸餾製
程而生產，為市面上濃度最高的魚油，最終產品已被認定為
藥用級魚油。

I•	 saOmega Supreme 中的 omega-3 脂肪酸能促進健康的腦
部發展，並有助於眼睛和關節健康。

市面上其他產品都無法和•	  IsaOmega Supreme 的品質相比。
每批產品皆經過第三方測試，不含 225 種重金屬 (砷、鉛、
水銀、鎘與鐵)、多氯聯苯與戴奧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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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 Facts
Serving Size 2 Softgels
Servings Per Container 30

 Amount Per Serving % Daily Value*
Calories 20

Calories from Fat 20
Total Fat 2 g 3%
Vitamin E (as d-alpha tocopherol) 10 IU 33%

IsaOmega Supreme Concentrate** 2,040 mg †

Total Omega-3 Fatty Acids 1,200 mg †
EPA (Eicosapentaenoic Acid) 600 mg †
DHA (Docosahexaenoic Acid) 480 mg †
Other Omega-3 Fatty Acids 120 mg 

IsaOmega Proprietary 5 6 9 Complex 220 mg †
Pomegranate seed oil (70% Omega 5), Evening Primrose seed oil 
(8% omega-6 GLA), Borage seed oil (15% omega-9), 
Organic Flax seed oil

* Percent Daily Values are based on a 2,000 calorie diet.
**  Proprietary concentrate of highly refi ned Norwegian fi sh oil 

(from anchovies and sardines)
† Daily Value not established.
Other Ingredients: Softgel (gelatin, glycerin and water) and IsaOmega 
Natural Antioxidant Complex (d-alpha and natural tocopherols, rosemary 
extract and ascorbyl palmitate) and natural lemon fl avor.
Contains vitamin E derived from refi ned soybean oil.



常見問題

IsaOmega Supreme® 為何與眾不同？
IsaOmega Supreme 的獨家配方是依 omega-3 脂肪酸的
最新研究進行調配，為現今市面上最先進的魚油*。它含
有最高濃度的 DHA 和 EPA omega-3 必需脂肪酸。我們的
魚油來自於挪威無污染的深海海域，再經過分子蒸餾製程
而生產，為市面上濃度最高的魚油，最終產品已被認定為
藥用級魚油。每批產品皆經過第三方測試，確保偵測不出
重金屬 (砷、鉛、水銀、鎘與鐵)、多氯聯苯與戴奧辛。

IsaOmega Supreme 有那些效益？
IsaOmega Supreme 是 900 多項針對魚油和 omega 脂肪
酸效益所進行的臨床測試而獲得的結果。研究顯示，在膳
食中攝取適量的魚油能對您的心臟、關節、甚至是頭髮、
皮膚和指甲產生驚人效益。*

IsaOmega Supreme 如何能夠促進我的心臟健
康？

美國心臟協會 (AHA) 建議每週至少要吃兩次魚類 (特別
是含有大量脂肪的魚類)。根據 AHA 的研究，omega-3 
脂肪酸對健康人士的心臟有益，對心血管疾病高危險群
或已經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士亦是。AHA 的研究報告指
出，omega-3 脂肪酸能經由下列方式降低心臟病的風險：

降低心律不整的風險；心律不整可能導致心因性猝死•	

降低三酸甘油脂含量•	

減緩動脈粥狀硬化的生長•	

(稍微•	 ) 降低血壓

EPA 和 DHA 脂肪酸是什麼？它們為什麼很重要？
EPA (二十碳五烯酸) 和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兩者皆為 
omega-3 脂肪酸，通常存在於鯖魚、長鰭鮪魚和鮭魚之
中。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研究，這兩種脂肪酸有助於預防
心血管疾病。IsaOmega Supreme 所含的 EPA 和 DHA 
 omega-3 脂肪酸含量是現今市面上最高者之一。*

IsaOmega Supreme 如何促進關節健康？
多項研究已經發現，omega-3 脂肪酸能協助減輕關節發炎
症狀*，舒緩早晨起床時的僵硬感*，並減少疼痛關節的數
目*。IsaOmega Supreme 還含有	γ-次亞麻油酸 (GLA)，
這是人體內經常欠缺的一種 omega-6 脂肪酸，但有助於
維護關節健康。*

IsaOmega Supreme 對於想要減重的人有幫助
嗎？

並非所有的脂肪都會讓您增加體重。Omega-3 脂肪酸通
常不會用於積存能量，身體會將它們用於其他目的。研究
顯示，適當的 omega-3 至 omega-6 平衡能幫助穩定胰島
素值*，而這將有助於減除脂肪。*

我應該服用多少 IsaOmega Supreme？
如欲達到最佳健康狀態，Isagenix® 建議每天服用兩粒
軟膠囊 (如瓶身說明所示)。每一劑用量的 IsaOmega 
Supreme (也就是兩粒軟膠囊) 能提供兩公克魚油，內含 
1,200 毫克的 omega-3 脂肪酸 (600 毫克的 EPA、480 毫
克的 DHA，以及 120 毫克的其他 omega-3 脂肪酸)。

IsaOmega Supreme 會不會很難吞服或有難聞的
餘味？

IsaOmega Supreme 軟膠囊不但易於吞服，而且還帶有檸
檬香味。 

IsaOmega Supreme®

* 以上聲明尚未接受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評估。本產品並非用於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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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您的 Isagenix® 獨立聯營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