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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成功就是我們的動力
在Isagenix，我們為您提供改變人生的解決方案。我們的產品經過科學研製，在生產中嚴格尊從對食品安
全的規定 ，旨在以切實的成效培養長期的健康生活方式。
不過，是我們的團隊成員 - 您 - 令Isagenix獨樹一幟。我們為看到全世界的人們達成改變人生的健康及保
健目標而感到無比振奮。
與Isagenix攜手同行，您獲得的遠不止是出色的產品 - 您還能擁有社區的扶持，我們會與您同舟共濟。
我們為公司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您的成功才是我們的動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創建了一個以「您」為中心
的品牌。同心協力，我們組建了一個相互扶持，以誠信為本的大家庭。這是我們對您的承諾，也是我們的
原則。
我們的品牌故事
我們滿懷夢想、充滿信心，為成功的蛻變不斷努力。我們追求目標、充滿熱情。 
我們是健康的引領者。我們是創業的專家。 
我們重創新、講誠信。我們不被動地等待機會
上門；我們創造機遇。我們代表一種生活方
式。我們以IsaLife™的方式生活。我們慶祝他
人的努力和成功。我們是一個全球大家庭。
沒有捷徑，也沒有藉口。只有大自然和科學
提供的最佳良方。嚴格秉承的產品品質承
諾，確保我們的產品效果非凡。我們回報
社會，展望未來。我們視健康為目標， 
而保健則是通往這一目標的旅程。 
我們同舟共濟。#WeAreIsagenix. 

謹祝您健康快樂，
Jim、Kathy及Erik Co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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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般的結果。本文提到的減重、強化肌肉、生活方式及其他結果是一些Isagenix客戶體驗到的非凡的結果，不應被視為典型或普遍情況。結果會因每個人的努力程度、身體機
能、飲食習慣、時間，以及包括遺傳和生理狀況在內的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在2012年的一項研究中顯示，測試者在使用 Isagenix 計劃的30天後平均
減輕了9磅。比起採用傳統節食方式的測試者而言，他們在堅持計劃及取得每週持續的減重結果上都表現得更好。

計劃和套裝的價格、營業額（BV）和套裝成分都有可能改變。最新資訊請檢視您的個人發展中心。

BV（營業額）是一個根據每個Isagenix產品制定的點數，用來計算聯營商的佣金。

我們正在更新品牌設計；因此，此處的圖像可能與實際交付產品的標籤設計有所差異。但是，請您放心，我們的產品原料及配方均嚴格秉承品質標準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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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重計劃與套裝

減重超級套裝（前所未有的價值）
包含：4份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2份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液體或粉末）、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1份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份 e+ 能量飲（6支）（任何
口味）、1份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男士或女士版）、1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1份IsaDelight 巧克力（任何口
味）、1份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或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任何口味）、 
1份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任何口味）、1份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罐裝或袋裝）。
還包括一張供您在以後訂購中使用的$28產品禮券、一年的免費會員資格，以及兩張朋友及
家人一年免費會員資格禮券，您可以將其送給有興趣開始使用Isagenix的其他人。此外，這
份超級套裝還包括以下物品：一份歡迎套裝、用來參加一個近期Isagenix公司活動的$75活
動禮券、一份計劃使用指南，以及一份我們最受歡迎的業務工具試用包，幫助您與他人分
享Isagenix。

這款套裝有足夠您使用的產品...還能足夠可以分享給對健康減重、改
善身體機能，以及優化健康感興趣的家人和朋友。包括一年的免費會
員資格。

•  減重並改善身體機能  
•  全新改進的IsaBlender® Max攪拌機馬力更強、通用性更好， 

 功能更全面。 
幫助一名新會員在加入Isagenix時利用自動發貨計劃訂購一個頂級套裝、任何
超級套裝，或是一個30天超值套裝，您即可獲得$55–$165的產品介紹獎金。

全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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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體內排毒與燒脂計劃
提升您的自信，啟動減重塑身進程。達到並保持長久的體重控制及塑
身效果。此外，當您用優質營養替代當前的餐點時，您還會意識到家中
食物的開支將大為減少：

•  與減少能量的飲食搭配有助發展並強化肌肉
•  支持新陳代謝，助您安全有效地減重 
•  為您的身體提供養分，支持您自身的排毒系統

包含：2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液體或粉末）、4份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
輔助套裝包、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4份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條形包（多汁柳橙口味）。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自訂30天體內排毒與燒脂計劃
自行定製這套計劃以達到您減重的目標。用您的$55禮券選購不
同的選項與產品，制定一個能帶給您卓越成效的個人方案！

•  有不含乳製品的奶昔口味

包含：2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液體或粉末）、4份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 （任何口味組合）、 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1份 4日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55
禮券

有不會乳製品
的口味 供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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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ean 奶昔

什麼是 ISALEAN 奶昔？
IsaLean™ 奶昔是一款含有乳清或植物 
性蛋白質、提供能量來源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維他命和礦物質的均衡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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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ean 奶昔

香滑草莓
罐裝及袋裝

香滑法式香草
罐裝及袋裝

巧克力薄荷
僅限罐裝

香滑荷蘭巧克力
罐裝及袋裝

我為何需要 ISALEAN 奶昔？
要想達到並保持您理想的體重，良好的飲食與運動習
慣至關重要。不過，充分攝取每日所需的營養絕非易
事。當與健康飲食搭配時，定量控制的 IsaLean™ 奶昔
能讓您輕鬆補充最佳營養，達到體重管理的目標。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經臨床證明，IsaLean 奶昔可以有效輔助減重，並幫助
您強化肌肉。將IsaLean 奶昔與阻力訓練相結合可以獲
得最佳效果。僅僅240卡路里中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及均
衡的營養成分，在維持您身體所需營養的同時讓您有
更長久的飽足感。這不僅僅是一份奶昔，而是一份美味
的正餐！
•  24克優質非變性乳清與牛奶蛋白質
•  補充能量的碳水化合物
•  天然成分，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天然香滑香草（猶太潔食） 
僅限罐裝

香草印度奶茶 
僅限袋裝

濃郁巧克力 
僅限袋裝

美味、便利、營養全面

IsaLean 奶昔（不含乳製品）
•  24克高品質植物性蛋白質 
•  每份 250 卡路里
•  兩種美味選擇

蜜桃芒果 
僅限罐裝

全新  
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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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為您的身體提供抗氧化物和植物藥
材，協助您自身排毒系統的運作。其獨特配方令Cleanse for Life 修身
營養飲料成為深層淨化日裡的一個基本元素。

我為何需要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我們的身體每天都會接觸到周圍環境中的毒素。您每天都需要給身體
補充營養，以應對這些毒素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在深層淨化日裡尤為
重要。營養淨化是為身體的天然排毒系統提供適宜營養的一個重要
策略。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作為 Isagenix 計劃的一部分使用時，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有
助於：
•  排毒系統 
•  積極的健康管理
•  預防維他命B6和維他命B12缺乏症
•  以溫和的方式排除身體各處的雜質 
有粉末或液體的天然濃郁漿果口味供您選擇。

深層淨化。滋養。煥發活力。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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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巧克力 法式香草 不含乳製品的 
天然野生漿果

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

是什麼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IsaComfort®  
舒暢膠囊，以及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旨在讓您擁有成功而愉快的深層淨化日。

為什麼 這些產品是為在深層淨化日裡幫助您而特別設計，
以便您達成個人健康目標。

有何功效 每款產品都能幫您獲取必需的養份、提高新陳代謝
率並保持胃腸的規律性。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是什麼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為身體提供抗
氧化物，以促進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的代謝。

為什麼 新陳代謝的改善可以促進健康的生長與發育。

有何功效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在不使用有害
刺激物的情況下改善您的新陳代謝。諸如辣椒、綠
茶及可可豆等成份都可促進新陳代謝，且不會引起
心悸感。

IsaComfort 舒暢膠囊
是什麼 IsaComfort® 舒暢膠囊是一款用來維持健康的天然

草本補充品。

為什麼 協調的新陳代謝有助於身體消化碳水化合物、蛋白
質和脂肪。

有何功效 鎂和具有溫和淨化功能的藥草可以促進均衡的健
康，不含強力瀉藥或刺激劑。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是什麼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是一款一口大
小、口感軟糯的餅乾，幫您在深層淨化日裡滿足 
食慾。

為什麼 深層淨化日讓體內消化系統有機會稍作休
息。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透過定量控制
的餅乾提供營養，對消化過程幾乎沒有影響。

有何功效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蘊含非變性乳清蛋
白質（非乳製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採用
植物性蛋白質），以及碳水化合物，以自然的方式支
援您更好地度過深層淨化日。

包含：1瓶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任何口味）、 
1瓶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1瓶IsaComfort 
舒暢膠囊

IsaDelight 巧克力：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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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ISADELIGHT巧克力？
IsaDelight™ 巧克力具有便捷的獨立包裝，內含綠茶萃取
物、胺基酸、以及精選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幫助您抑制食
慾，並滿足您對甜食的嚮往。

我為何需要 ISADELIGHT巧克力?
您可以在深層淨化日裡用美味可口的 IsaDelights 巧克力幫
助您控制食慾，或是在任何渴望享用巧克力的時候用它作
為一個限制熱量的選擇。美味的黑巧克力與牛奶巧克力正
是支持您度過這一天的絕佳選擇。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巧克力本身就已美味可口，所以我們又在IsaDelight 巧克力
中加入了更多的營養物質。當您在深層淨化日裡用這款巧
克力來幫助控制食欲時，綠茶萃取物可以幫助您的身體吸
收更多的養份。

IsaDelight 巧克力

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薄荷口味牛奶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與 
海鹽焦糖口味

食後也無需感到內疚的巧克力幫助您滿足食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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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後也無需感到內疚的巧克力幫助您滿足食慾

什麼是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以多種美味提供均衡的營養。

我为何需要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無論您是想在去健身房還是上班的路上享用一份便捷的零
食，IsaLean Bar 瘦身餐條都是出行時補充優質營養的好辦法。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所含的高品質乳清蛋白或植物性蛋白、補充能
量的碳水化合物，以及優質脂肪都匯集在這款方便美味的代餐條中， 
為您提供均衡的營養。IsaLean Bar 瘦身餐條包含18-19克蛋白質， 
可促進體重管理（定量控制有助於體重管理）、強化肌肉，並能給 
您帶來飽足感。

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  18-19 克高品質的蛋白質
•  滿足食欲
•  限定熱量

酥脆巧克力 檸檬百香果特濃巧克力香脆巧克力花生 焦糖腰果 巧克力花生醬 
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椰子杏仁 
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漿果 
不含乳製品

棉花糖巧克力夾心
餅乾口味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
便携式優質營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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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油配細香蔥 白切達乳酪燒烤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 及 
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是什麽？
兩款富含蛋白質的零食，每份便捷的獨立包裝只有100 
卡路里的熱量，是滿足食慾的絕佳方式。每份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含有10克優質乳清蛋白質。每份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含有11克優質豌豆蛋白質。

有何功效？
除了能在不增加卡路里負擔的情況下滿足食慾以外，每份
產品都富含體重管理及強化肌肉所需的高品質蛋白、優良
脂肪及碳水化合物。每口香酥美味都旨在幫您達到減重的
目標。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及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
酥脆的口感令您心滿意足

可以在深層淨
化日裡享用

來自植物 
的蛋白質

泰式甜辣醬

不含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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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
是什麼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是一種可以抑制食

慾並滿足您對甜食渴望的健康零食，每份僅含
100卡路里的熱量。 

為什麼 我們有時難免會想要吃零食，但又不想因此心
懷愧疚。每份Slim Cakes®高纖修身餅乾只有
100卡路里的熱量，卻充滿了濃郁的漿果， 
燕麥與白巧克力的味道。

有何功效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裡含有來自於全穀
物燕麥、菊粉和亞麻籽的纖維、來自天然龍舌
蘭的甘甜，以及來自藍莓與蔓越莓的宜人酸
味。口口軟糯留香，用優質成分促進您的健康。

Fibre Snacks 纖維零食棒
是什麼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是一種美味可口、不含麩質

的零食棒，每份所含的6克高品質纖維及蛋白質能有效抑
制食慾。 

為什麼 每天攝取膳食纖維和蛋白質對促進健康至關重要。美味
的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為您在每日膳食中添加更多
優質纖維與蛋白質提供了一個便捷的方法。

有何功效 每份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都包含可溶性和不溶性纖
維，給您以飽足感。每份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包含6克
膳食纖維以及6-7克乳清蛋白，可幫助您滿足食慾。

蜂蜜杏仁脆 花生巧克力

5件樣品套裝： 
請透過我們最喜愛的五款產品來體驗一下 
Isagenix 的生活方式。 
產品內容可根據供貨情況與季節而隨時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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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  
的功效

體驗Isagenix蛋白質帶給您的卓越功效。

體重管理 
滿足您的食慾並支持體重管理。
為您的身體提供養分，實現您的健康目標。

運動活力表現
為強化並保持肌肉補充優質營養。
在運動後的重要時段為您的身體提供養分以促進 
肌肉復原。
滿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的營養及蛋白質需求。

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可獲得最大成效。

抗衰老 
有助維持肌肉並減緩因年齡增長造成的肌肉衰退。
滿足隨年齡增長而提高的營養及蛋白質需求。

為什麼要使用乳清？乳清蛋白是一種促
進肌肉生長及脂肪燃燒的高效蛋白。研
究還顯示，乳清蛋白有助維持堅實的肌
肉，進而幫您達到長期維持體重的目
標。IsaLean™ 奶昔、 IsaLean PRO 奶
昔，以及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採用純
淨、未變形的乳清蛋白。 

更多植物性飲品：Isagenix植物奶昔採
用全穀物糙米和豌豆蛋白。優良胺基酸
組成可與乳清或蛋類蛋白質媲美，最適
合有潛在乳製品過敏症或消化問題，或
是偏好素食的人士。

18 克

24 克

36 克

24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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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我每次的節食計劃都以失
敗告終，直到我透過Isagenix找到了
既簡單又容易堅持的解決方案。

我最喜愛的產
品是

HELEN 
COSTA-GILES

歲

自2014年起即為Isagenix客戶 
2017年度IsaBody修身挑戰賽大獎得主

38（第34頁）

德克薩斯州
聖安東尼奧市

2017年度大獎得主

減去的
磅數* 90

修身挑戰賽



活力表現



活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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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2份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
飲料（任何口味，罐裝或條形包）、2份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任何口味）、2份 
e+ 能量飲（6入）（任何口味組合）、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1份 AMPED 蛋白餐條（任何口味）、1份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12入）
、1份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24入）、1份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1份 AMPED Nitro、1份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 
（男士或女士版）、1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2份 5件樣品套裝
還包括一年的免費會員資格、行銷工具、活動禮券、歡迎套裝包及計劃使用指南。

對活躍人士而言，這款套裝是強化結實體魄、提升表現，並改善修復
機能的理想選擇。配有可與他人分享的產品和一系列高效行銷工具，
這款套裝能幫您（和您的業務！）迅速起步和運行。包括一年的免費會
員資格。

•  全新改進的IsaBlender® Max攪拌機馬力更強、通用性更好， 
 功能更全面。

幫助一名新會員在加入Isagenix時用自動發貨計劃訂購一個頂級套裝、任何超
級套裝，或是一個30天超值套裝，您即可獲得$55–$165的產品介紹獎金。

活力表現計劃與套裝

活力表現超級套裝

全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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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表現計劃與套裝

活力表現計劃

自訂活力表現計劃

包含：2份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 AMPED Hydrate 補水活
力飲料（任何口味，罐裝或條形包）、1份 e+ 能量飲（6入）（任何口味）、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1份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12入）
、1份 AMPED 蛋白餐條（任何口味）、1份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1份 
AMPED Nitro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自行定製您自己的計劃來達到提升活力表現的目標。用您的$100禮券
選購不同的選項與產品，制定一個能帶給您卓越成效的個人方案！

活力表現計劃為肌肉發展和修復提供混合的養分、能量提升劑和高品
質蛋白，幫助您獲得更結實強健的體魄，並提升您的活力表現。

•  有助強化並保持堅實的肌肉。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 
 大成效

•  提升表現；加速復原 
•  快速啟動健身模式 

包含：2份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 AMPED 補水活力飲料（任何
口味，罐裝或條形包）、1份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1份 AMPED Nitro、 
1份 e+ 能量飲（6入）（任何口味）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100
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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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ean PRO 奶昔

ISALEAN PRO 奶昔是什麼？
IsaLean™ PRO 奶昔是一款營養全面的代餐奶昔，每份含有36克優
質蛋白。最適合希望更好地支持肌肉發展，或是突破減重平台區的
人士！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我為何需要ISALEAN PRO 奶昔？
活力表現： 運動員需要蛋白質來強化並修復肌肉，特別是在健身
後的30分鐘內肌肉急需養分補給的時候。運動健身後，用IsaLean 
PRO 奶昔作為方便的高蛋白代餐。您也可以用它補充高品質熱量及
養分以強化肌肉。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減重： 乳清蛋白通過滿足食慾和支持新陳代謝來加速減重進程。使
用IsaLean PRO 奶昔突破減重平台區，或最大程度強化肌肉。與阻
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身體健康： 在年齡增長造成的肌肉衰退和肌肉維護持方面，蛋白質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將IsaLean PRO 奶昔作為一個便利、控制熱量的選擇，滿足年齡增
長對蛋白質需求的提高。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IsaLean PRO 奶昔所含的優質蛋白質包括高效支鏈氨基酸組合，可
自然促進肌肉生長與維持，並加速健身後的肌肉復原。與阻力訓練
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  所含蛋白質比 IsaLean 奶昔多出50%
•  36克非變性乳清與牛奶蛋白質 
•  富含供給能量的碳水化合物、優質脂肪，以及控制食慾的纖維 

天然巧克力口味 法式香草口味 天然香草香料香滑草莓風味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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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D Nitro

.com

AMPED NITRO 是什麼？
AMPED™ Nitro是一款最新科學配方的鍛練前營養品，可為運動員
提供能量、力量，及專注力，幫助他們達到最佳的訓練效果。包含
Nitrosigine®、肌酸、天然來源的咖啡因、β-丙氨酸，及甜菜鹼在內
的活性成分。活性成分的濃度經臨床證明可有效支持身體與心智，
令您能夠更長久地維持更高的運動強度。AMPED Nitro不含人工色
素、香料或甜味劑，並且通過了Informed-Sport的認證，是一款安
全、純淨，經科學配方的產品，可幫助您將健身成果最大化。

我為何需要 AMPED NITRO？
將力量訓練納入您日常鍛練方案的理由很多 - 增加力量，強化肌肉、
減少體內脂肪，提高骨密度都包括在内！您還在等什麼？將Nitro納入
您的每日常規，以取得最佳成果。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臨床研究顯示，Nitrosigine可增加血流量、改善認知功能並迅速 
生效，且效果可持續數小時。這種重要的成分有助於減輕疲勞， 
減少與運動相關的肌肉損傷、氧化壓力，以及高強度鍛練後的復 
原時間。

•  增加力量和活力
•  強化肌肉
•  提高能量
•  加強訓練強度，延長訓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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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

是什麼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是一款在
運動前服用的飲料，透過促進一氧化
氮的合成來維持健康的血液循環及細
胞供氧。

為什麼 透過為一氧化氮的合成提供天然受質
來促進組織中血液、氧氣和營養物質
的輸送。

有何功效 一款包含甜菜、芹菜、紅菠菜的特殊蔬
果萃取物混合配方，有助維持心血管
健康。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
是什麼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饮料是一款在運動前服用

的補充品，旨在提升高強度鍛練中的體能表現。

為什麼 您的肌肉需要能量和氧氣來突破運動的極限，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可以在訓練時助 
您一臂之力。

有何功效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中的肌酸有助提升表
現、能量和力量，而其中的 Nitrosigine®與瓜氨酸則
可幫助將養分與氧氣運送到運作中的肌肉群， 
最大程度地提高運動效果。

Nitrosigine是Nutition 21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並
受專利保護。 .com

.com

電郵至：Katherine.Randall@
isagenixco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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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
飲料

是什麼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是一個在運
動後服用的補充品，內含的支鏈氨基酸能促
進肌肉的重建和修復。

為什麼 要想為下次運動重建力量和耐力，恢復過程
至關重要。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有效支持恢復過程，讓您在劇烈運動後能夠
迅速復原，全力以赴迎接下次挑戰。

有何功效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含有支鏈氨
基酸與左旋肉鹼的專有混合配方，可促進
肌肉的重建與恢復過程。配合IsaPro™ 至尊
乳清蛋白或IsaLean™ PRO 奶昔享用，效果
最佳。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
是什麼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是一款包裝方

便，適宜在運動過程中服用的凝膠，可以
在對體力要求高或長時間的活動中幫您
保持耐力。

為什麼 運動員如要提升耐力，就要在運動期間
適當補充養份，以維持能量水準與個人
表現。

有何功效 易消化的凝膠快速提供能量，並含有支鏈
氨基酸。便攜的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
為肌肉提供能量，增加您的耐力，是出行
人士的絕佳選擇。來自於蘋果泥、龍舌蘭
和糖蜜的均衡速效碳水化合物可以在劇烈
活動中為您補充能量。

電郵至：Katherine.Randall@
isagenixcorp.com

.com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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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汁 
柳橙

清新 
葡萄

青檸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是什麼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是一款完美的運動飲

料，在健身過程中幫助您補充水分，讓您感到神清氣爽。

為什麼 您的身體在運動時會流失電解質，特別是鈉。定期運動
的人士對某些特定維他命的需求也可能增加。如果不 
能為身體補充這些元素，就難以維持巔峰狀態的表現。

有何功效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在為身體補充水份的同
時以維他命、電解質和碳水化合物的形式補充養分，為
您的活力表現注入能量。

.com

AMPED蛋白餐條
是什麼 AMPED™ 蛋白餐條是一款美味便利的高

效營養品，所含優質蛋白可使您的體能
和恢復力更趨完美。

為什麼 體能訓練包含大量強度不等的體力活
動，會對您的身體造成影響。我們的身
體需要能量來支持活力表現及肌肉 
復原。

有何功效 所含的高品質蛋白具有優良的氨基酸組
分，可幫助您強化並修復肌肉，且不含人
工色素、香料或甜味劑。

.com

巧克力布朗尼口味 餅乾麵團口味 香滑草莓口味

•  28克基於乳清的蛋白質混合物 
•  超級美味
•  無麩質，無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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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起即為Isagenix客戶 
2017年度IsaBody修身挑戰賽決賽入圍

JASON  
SNIDER

鍛練強度比以前顯著提高。您可
以加強訓練強度，並設定更高更
棒的目標。

歲36
2017 年度決賽入圍

減去的
磅數* 17

我最喜愛的產
品是

（第36頁）

安大略省紐 
馬克特市 

修身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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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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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自然 • 誠信與道地

隆重推出：

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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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精華系列 10種系列 精華體驗套裝

精華純精油系列 6種系列 混合精華系列 4種系列

包含：1份薰衣草、1份檸檬、  
1份桉樹、1份乳香、1份茶樹、 
1份薄荷、1份DefenseShield™ 
（免疫防衛）、1份Fresh™（清新）、 
1份Content™（滿足）、1 份
TumBliss™（消化健康）

包含： 
1份薰衣草、1份檸檬、1份桉樹、 
1份乳香、1份茶樹、1份薄荷

包含： 
1份DefenseShield™（免疫防衛）、 
1份 Fresh™（清新）、  
1份Content™ （滿足）、 
1 份TumBliss™（消化健康）

用高品質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 系列精油來採集大自然的
精華。

體驗Essence精油為您帶來的
一切。

百分之百純淨，以負責任的方式採
購原料的精油。天地之精粹 。

精華混合精油系列讓您無需再為
選擇哪款精油而感到困惑。我們
的專家為滿足您的心願精心配製
了每款獨特的混合精油。

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精油是什麼？
精華精油的自然強效可瞬間喚醒您的感官。精華系列由100%
純精油製成，並配有Isagenix外用椰子油和Isagenix冷霧香 
薰機。

我為何需要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精油？
無論您是內服、外用，還是借助香薰機揮發，根據您所需的解
決方案，您都可以選擇大自然提供的最能滿足您需求的精油。

有何功效？
我們採集了大自然的精華，為您提供一系列高品質精油及混合
精油，幫助您達成期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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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衣草
舒緩神經、睡前常規
嬌嫩的薰衣草花有天然舒緩的
特性，經蒸氣蒸餾至最純粹的
精華，只需幾滴就能幫助您解壓
放鬆。

DEFENSESHIELD™  
（免疫防衛）
具有淨化功能，令人頓感活力
的香氣
由檸檬、桉樹、乳香及其他主要
精油配置而成，DefenseShield 
（免疫防衛）的香氣令您倍感
活力。

茶樹
有助緩解感冒與咳嗽的症狀
以功效廣泛而著稱的茶樹葉被蒸
餾至最簡單的形式，這款高效精
油有助緩解感冒與咳嗽的症狀。

檸檬
有助緩解感冒與咳嗽的症狀
從檸檬果皮中冷壓而成，精油的
清香令人頓感神清氣爽，有助緩
解普通感冒的症狀。

FRESH™（清新）
令人神清氣爽的芳香，頓感活力
的體驗
由桉樹、茶樹、薄荷及其他主要
精油配置而成，Fresh（清新）精
油可以為您注入活力。

桉樹
有助緩解頭痛、感冒及咳嗽的
症狀
經蒸氣蒸餾精心提取，這款清新
涼爽的精油有助緩解頭痛、感冒
及咳嗽的症狀。

薄荷
有助緩解關節及肌肉疼痛，以及
消化問題
這款多功能的精油具有天然的鎮
靜功效，可以幫助體內消化，也可
以從外部緩解關節及肌肉疼痛。

CONTENT™（滿足）
支持體重管理†，令人心滿意足
的香氣

†當與 Isagenix 30天計劃結合使
用時，Content（滿足）有助支持
體重管理。在深層淨化日裡加一
滴在Isagenix 奶昔或水中，享受
心滿意足的感覺。

乳香
皮膚健康、舒緩香型
外用這款由來已久、用途廣泛的
精油有助維護您的皮膚健康。以
舒緩宜人的香氣著稱。

TUMBLISS™ （消化健康）
舒緩的體驗
由薄荷、檸檬及其他主要精油配
置而成，這款天然舒緩的混合精
油含有IsaComfort®舒暢膠囊及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中
的成分。

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單一精油系列

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混合精油系列
是奶昔日及深 
層淨化日的完 

美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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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genix冷霧香薰機
Isagenix冷霧香薰機以噴霧的形式釋放精華系列中您
最愛的精油，可持續運作12個小時。將8-10滴您喜愛
的Essence by Isagenix 精華 精油加入Isagenix冷霧香
薰機，讓房間充滿怡人的芳香。

Isagenix 外用椰子油
Isagenix外用椰子油是在皮膚上塗抹精油時的絕佳搭配。 
由椰子油分餾製成，無味，不油膩，可迅速讓皮膚顯得 
光潔細膩。只需與您心愛的精華系列精油混合，塗在 
皮膚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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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2份 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 2份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任何口味）、2份 e+ 能量飲（6入）（任何口味組合）、1份 
Isagenix 咖啡（頂級或有機）、1份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任何口味）、 
1份 IsaDelight 巧克力（任何口味）、1份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
噴霧、4份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條形包（多汁柳橙口味）、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包含：2份 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2份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任何口味）、2份 e+ 能量飲（6入）（任何口味組合）、1份 
Isagenix 咖啡（頂級或有機）、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包含：2份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盒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 
（任何口味）、4盒 e+ 能量飲（6支）（任何口味組合）

能量計劃透過高品質蛋白和優良的養分來改善您的日常表現， 
讓您從早到晚都充滿動力、保持敏銳。

自行定製您的計劃，來滿足您的能量要求。用您的$75禮券選購不同的
選項與產品，制定一個能帶給您卓越成效的個人方案！

用奶昔及能量飲套裝開啟您想要的生活。這份高效套裝是一款能將您
的能量指數及表現目標提至極限的最佳選擇。使用IsaLean PRO奶昔
強化肌肉，獲得最佳營養。隨時隨地用美味的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
作為代餐，配上一份天然的 e+ 能量飲。

+$75
禮券

能量計劃

自訂能量計劃

奶昔及能量飲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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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抗衰老與端粒輔助計劃

抗衰老與端粒輔助計劃

包含：2份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男士或女士版）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這個計劃以明智、靈活、長期的方式，專門對抗老化的根本性機制。 
擁有更多活力、強健的肌肉，以及一個整體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  支持端粒健康
•  一份可以維持長期健康生活方式的絕佳工具 

自行定製您自己的計劃來達到抗衰老的目標。用您的$75禮券選購不
同的選項與產品，制定一個能帶給您卓越成效的個人方案！

包含：2份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1份 4-day 
Cleanse Support Kit 4天體內清潔輔助包、1份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男士或女士版）、1份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液體或粉末）、1份Ionix Supreme 生之源 （液體或粉末）
還包括計劃使用指南。

+$75
禮券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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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e+ 能量飲？
e+™ 能量飲是一款長效美味的能量飲，富含來自於植物的天然咖啡
因及適應原。

我為何需要e+能量飲？
能量不足就難以應對生活。e+ 能量飲有助在短期內促進清醒度
和警覺度、對抗疲勞並提高耐力，且不含人工香料、色素或甜味劑。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e+ 能量飲含有經科學驗證的草本混合配方、以及從綠茶與瑪黛茶
中粹取的植物咖啡因，讓您感到精力充沛、頭腦清醒。

• 最適合伴您度過深層淨化日

e+ 能量飲

用e+能量飲為您的深層
淨化日注入活力。

蘋果石榴口味 青檸  覆盆子味  

.com

天然能量。卓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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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能量飲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是什麼 Ionic® Supreme 生之源是一款配方專有， 

有助維持健康的日服植物濃縮液。 

為什麼 來自環境、心理與生理的各種壓力都會對身 
體造成負擔，並帶來短期至長期的健康問題。

有何功效 Ionix Supreme 生之源將適應源、抗氧化劑及 
營養成分等促進健康的因素融為一體。

•  幫助體內系統正常運作並保持平衡
•  有助預防維他命 B12、維他命 B6、 

 核黃素和硫胺素缺乏症
•  幫助維持皮膚健康及免疫功能。

Isagenix 咖啡
是什麼 Isagenix 咖啡由百分之百高緯度生長的公平貿

易阿拉比卡咖啡豆製成。我們的咖啡豆經過持
照的咖啡品質鑑定師挑選，再分小批慢烘，然
後由獲得認證的烘培大師以專業方式調配。

為什麼 喚醒您的早晨，改善您的一天。 
我們的冷磨技術確保您能夠品嘗到一杯香醇、
新鮮且口感絕佳的咖啡。

有何功效 •  與綠茶提取物、微量礦物質和椰子油完 
 美融合 - 這款配方獨特的咖啡帶有一絲 
 淡淡的果仁香氣，口感甘美香滑。

•  成熟高峰期採摘的咖啡豆帶給您最濃 
 厚鮮明的口感。烘焙過程中絕無人手接 
 觸咖啡豆。

•  通過黴菌毒素（黃麴毒素和赭麴毒素） 
 測試。

有 頂級和美國農業部（USDA）認證有機的 
兩種混合配方。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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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
是什麼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是一種高品質未變性乳

清蛋白濃縮物，每份含有18克蛋白質。 

為什麼 對於任何開始體重管理或健身計劃、希望突破
減重平台區，或想避免因年齡增長而喪失肌肉的
人士而言，攝取額外的蛋白質都至關重要。 
當您需要更多的蛋白質時，IsaPro 至尊乳清蛋
白是任何膳食的完美補充。

有何功效 乳清在強化和保持肌肉方面是最有效的蛋白
質。每份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能為您提供18克
優質非變性蛋白質及一系列完整的支鏈氨基
酸。與阻力訓練結合使用以獲得最大成效。

巧克力 香草

.com

Immune Shake Booster  
奶昔免疫功能提升劑

是什麼 Immune Shake Booster奶昔免疫功能提升劑由多種
經科學實證的成分混合而成，可幫助您準備、強化並
平衡您的免疫系統，從而促進整體健康。

為什麼 這是一種旨在促進整體免疫功能健康的每日營養補
充品。在對您的飲食或生活方式進行重大改變之前，
尤其是當您正進行醫療過程或正在服用處方藥時，
請務必諮詢您的醫師。

有何功效 Immune Shake Booster奶昔免疫功能提升劑採
用經科學實證可以促進免疫健康的化合物，例如
Wellmune® β-葡聚糖、靈芝、茯苓和舞茸蘑菇，來
幫助您準備、強化並平衡免疫系統，從而促進整體
健康。

Heart Shake Booster  
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

是什麼 Heart Shake Booster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由經科學
實證的成分混合而成，旨在幫助您保持健康的膽固
醇水平。

為什麼 任何對自己的血液膽固醇水平有所顧慮的成人都可
能獲益於Heart Shake Booster奶昔心臟功能提升
劑。這款產品幫助您達到並保持健康的血液膽固醇
水平，並與心臟健康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相輔相成。

孕婦和哺乳期女性在服用Heart Shake Booster奶昔
心臟功能提升劑前應諮詢醫師。

有何功效 Heart Shake Booster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由一系列
植物甾醇混合而成，有助降低對飲食中膽固醇的吸
收。產品還含有泛硫乙胺， 一種維他命B5的衍生物，
以及其他來自地中海飲食中有助心臟健康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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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genix Fruits 水果營養素
是什麼 Isagenix Fruits 水果營養素是一種植物營養素沖

劑，可在每日為您補充來自水果的養份。

為什麼 大部分人都不能為維持良好的健康而攝取每天建議
份量的完整水果。

有何功效 Fruits 水果營養素蘊含來自30多種優質蔬果的植物
營養素，有助促進您的整體健康。每份Fruits水果營
養素只含1克糖，加入您的IsaLean 奶昔或沖水服用
都美味無比。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是什麼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是一款由30多種優質

蔬菜、植物草本及植物藥材混合製成，配方專有的
植物營養素飲料粉。

為什麼 大多數人都做不到按建議份量每天攝取足夠的各色
蔬果。Greens 蔬菜營養素以快捷簡單的方式為您提
供更多營養，並補充一個健康的完整蔬果飲食。

有何功效 Greens 蔬菜營養素包含30 多種來自蔬菜、草本和
植物的 天然成分，為維持整體健康提供多種植物
營養素和抗氧化劑。每份 Greens 蔬菜營養素含有
1 克糖，將其加入您的IsaLean 奶昔或配水服用都
美味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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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發貨回饋定價。

節省 

$39‡

什麼是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全面核心 端粒護理每日套裝是一種幫助您達到最佳健康的基礎
產品。IsaGenesis 端粒維護膠囊為細胞及端粒健康提供了更多 
支援，Omega-3不飽和脂肪酸和抗氧化劑為身體提供全面的營 
養成分。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您為何需要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單靠日常飲食很難攝取您所需的維他命與營養物質，隨著年齡 
增長，這變得更加困難。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為不同年齡的人們提供優質營養， 
促進整體健康。

這款產品有何功效？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的科學配方可為男士及女士提供每日所需的養份，維持整體健康。
產品分為兩部分 - 日間包和夜間包 - 以便養分有效的吸收。

一個為長壽奠定基礎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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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

是什麼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是一種經科
學驗證可以促進認知能力的補充品，包括改進頭腦
清醒度和記憶力。 

為什麼 健康的大腦功能及清晰的思維可令您每日的生活更
加高效愉悅。

有何功效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運用有特定功
效的成份，幫助改善大腦健康。銀杏、綠茶、薑黃素
及黑胡椒成分的完美融合可以促進有益成份的生體
利用率。科學的配方可以有效改善專注力、集中力、
決策能力與記憶力。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

是什麼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是一種用來
促進健康的鈣代謝、支持骨骼及牙齒發育與維護的
營養補充品。

為什麼 順暢的關節活動可改善生活品質。Joint Support 關
節護理膠囊經過精心調配，有效促進整體骨骼健康，
讓您更靈活舒展，充滿活力。

有何功效 這款強效配方蘊含葡萄糖胺、MSM（二甲基碸）與軟
骨素，配合特選草本精華，有助於緩解輕微的疼痛、
腫脹和炎症。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

是什麼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是一種由
天然褪黑激素和養分製成的複合噴劑，幫助您得到
更安寧和完整的睡眠。

為什麼 睡眠能提高您的生活品質。良好的睡眠促進頭腦清
晰度、心血管健康、免疫功能，及健康老齡化。

有何功效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以天然、不
上癮的方式改善您的睡眠品質。我們將快速吸收、持
續釋放的褪黑激素，及包括茶氨酸、纈草及洋甘菊在
內的專有養份複合物混合成一管薄荷味的噴劑，讓您
睡得更香，休息得更好。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長效鎮痛軟膏

是什麼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長效鎮痛軟膏是一種外 
用舒緩軟膏。即刻見效，可用於短期緩解疼痛。 

為什麼 關節炎、腰背痛、肌肉勞損和扭傷等問題均會造成肌 
肉不適，影響日常活動及表現。

有何功效 產品內含的強效成份如薄荷醇與水楊酸甲酯先讓患 
處感到清涼，然後釋放深層熱力，有助舒緩酸痛緊 
張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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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

是什麼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是一款專
為兒童配製的高品質咀嚼式多種維他命。

為什麼 不少兒童都有挑食的毛病，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營養實
為不易。營養補充品是讓兒童攝取每天所需養份的
便捷方法。

有何功效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包含兒童健
康成長必需的15種維他命與礦物質，含量均達到每日
建議攝取量的100%。

C-Lyte維他命C
是什麼 C-Lyte™ 維他命C是一種維他命C與柑橘生物類黃酮

的複合物，有助支持骨骼及免疫系統的健康。 

為什麼 維他命C對結締組織的生長與維持至關重要。

有何功效 三種維他命C，加上柑橘生物類黃酮帶來的抗氧化作
用。所含維他命 C 與五杯橙汁所含數量等同。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是什麼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是一款
全面促進女性健康的高品質多種維他命。

為什麼 女性健康所需的重要維他命與養份有時難以單從食
物中攝取，而且很多人都做不到按時享用營養豐富的
膳食。

有何功效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中的鈣
和B 族維他命對女性健康至關重要。營養補充品是確
保您獲得每種營養每日建議量的有效方法。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是什麼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是一款全
面促進男性健康的高品質多種維他命。 

為什麼 男性健康所需的重要維他命與養份有時難以單從食
物中攝取，而且很多人都做不到按時享用營養豐富的
膳食。

有何功效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蘊含優質的
維他命A群，有助維持視力及皮膚健康，並促進免疫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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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
是什麼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由維他命D、輔酶Q10

（CoQ10）、生育三烯酚及白藜蘆醇混合而成，可促
進細胞機能並改善整體健康。

為什麼 隨著歲月流逝，我們合成體內重要器官修復所需養
分的功能會逐步降低。

有何功效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採用最新的生物活性
成分來保護您的身體，幫助維持和/或支持心血管
健康。

IsaGenesis 端粒護理膠囊
是什麼 IsaGenesis™ 端粒護理膠囊是一種旨在提供端粒和

抗氧化輔助的補充品。 

為什麼 端粒保護著我們的DNA。隨著年齡的老化，如果我
們不保護這些端粒，它們的缩短會變得過快。氧化
壓力、不健康的飲食及一些生活方式上的 選擇都有
可能加速端粒缩短，並造成人體快速老化。

有何功效 IsaGenesis 端粒護理膠囊促進端粒健康，並有助中
和加速老化過程的有害自由基。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
是什麼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內含純淨的omega-3必

需脂肪酸，有助於保護心臟、大腦及關節的健康。

為什麼 我們的配方混合了一種現有濃度最高的 DHA 與 
EPA omega- 3 必需脂肪酸的來源。魚油源自未經
污染的深海水域，經過分子蒸餾被製成高濃度的
純淨魚油。

有何功效 魚油由永續環保供應商提供，經過分子蒸餾被製成
高濃度純淨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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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

是什麼 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可快速被人
體吸收，有助提升您的免疫力。

為什麼 鋅是一種能夠在一年四季支持您身體免疫力的營養
物質。

有何功效 這款口服噴劑為身體快速補充鋅、初乳、紫錐花、 
靈芝、越橘與藍莓養份，提升您的免疫力。

Complete Essentials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

是什麼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是一個由維他命、礦物
質、抗氧化物、Omega-3脂肪酸及其他重要
養分組成的全方位基礎性補充產品，幫助
您達到最佳健康。

為什麼 大多數的人都不能保證在每天攝取最佳健
康狀態所需的養份。而攝取這些養分是維
持良好健康的關鍵。

有何功效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全面核心
每日套裝裡的每款營養補充品都經由科學
調配，為男士及女士補充每日所需的養份。
全面核心分為兩個包裝 - 日間包和夜間包 - 
以優化效用。

節省 

$31‡

‡自動發貨回饋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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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亞軍

我最喜愛的產
品是

歲

減去的
磅數*

（第20頁）

自2009年起即為Isagenix客戶
2017年度IsaBody修身挑戰賽亞軍

65

JIM 
KING

這款30天計劃非常見效。減重
以後，您的身體將進入一種最
佳狀態，而這些產品會不斷爲
您提供營養。

金斯頓市，
紐約州40

修身挑戰賽



46

Rejuvity 護膚計劃

 個人護理 +  

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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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uvity 護膚計劃
包含：1份Purifying Cleanser 清潔洗面乳、1份Hydrating Toner 柔潤保濕爽膚
水、1份 Essential Youth Serum 青春精華液、1份 Age-Defying Eye Cream 抗衰老
眼霜、 1份 Moisturizing Day Cream 保濕日霜、1份Renewing Night Cream 賦活
晚霜、1份Bamboo Exfoliating Polish 翠竹磨砂型去角質膏

用Rejuvity護膚計劃來補充水分、煥發光彩，修復肌膚。這個高效的護
膚計劃由七種獨特的產品組成，協調改善您的膚質，令您煥發前所未
有的光彩。體驗Rejuvity 護膚計劃的功效。

•   淡化並緊緻細紋
•   連續提供水分
•   防護滋潤肌膚，改善您的膚質

Rejuvity 核心套裝
這一系列套裝為您帶來五款 Rejuvity 護膚產品，讓您隨時隨地都能保
持健康的肌膚。

包含：1份Purifying Cleanser 清潔洗面乳、1份Hydrating Toner 柔潤保濕爽膚
水、1份 Essential Youth Serum 青春精華液、1份 Age-Defying Eye Cream 抗衰
老眼霜、1份Moisturizing Day Cream 保濕日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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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ating  
Toner柔潤保濕爽膚水
維他命 C 的抗氧化效用可為肌膚鎖住天然水
份。這款不含酒精的爽膚水配方獨特，有助清
潔毛孔、提升肌調、給您更加亮麗的肌膚。

•  明亮膚質、緊緻毛孔
•  去除多餘的油脂

Essential Youth 
Serum 青春精華液
這款豪華的精華液會為您的肌膚注入青
春活力。豪華的海洋珍珠粉再現您亮麗的
肌膚。

•  肌膚明顯緊實，可見皺紋減少
•  改善膚質

Purifying Cleanser 
清潔洗面乳
獨特保濕技術，讓您的肌膚飽吸水份。活力抗
氧化物為您的肌膚帶來和諧乾淨的感覺，讓
您更好地面對新的一天。

•  洗淨雜質
•  去除多餘的油脂，再現和諧的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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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boo 
Exfoliating 
Polish 翠竹磨 
砂型去角質膏
這款高效卻柔和的翠竹磨砂型去
角質膏可令您的肌膚煥發清新活
力，讓您在家中體驗媲美專業水
療級的美容享受。

•  改善膚色
•  清除死皮細胞，重現柔滑肌膚

Moisturizing  
Day Cream  
保濕日霜
我們的頂級抗衰老保濕日霜能保
護您的肌膚，迎接全日挑戰。SPF 
15防曬功能讓您免受陽光侵害；
而 Renewal Hydrase Complex™ 
時刻發揮全面效用，讓肌膚重獲
年青光彩。

•  防止曬傷
•  過濾和屏蔽有害的UVA和 

 UVB射線

Renewing 
Night Cream 
賦活晚霜
這款豪華型保濕晚霜可令肌膚煥
發清新，重獲活力。多肽成份有
助皮膚再生，淡化細紋與皺紋，
令您的肌膚變得加年輕亮麗。

•  淡化皺紋
•  恢復並改善膚質

Age-Defying 
Eye Cream  
抗衰老眼霜
這款富含多肽成份的眼霜可為您
的雙眼帶來全新光彩。產品採用
IsaGen Illuminating Complex™ 
專有成份，有助減輕眼周水腫情
況，令您的雙眼更加明亮有神。

•  為您的眼部增加光彩 
•  緊緻、調理、淡化細紋

REJUVITY 皮膚護理試用裝：  
10個試用包 
 （每包內有每款 Rejuvity 護膚產品的2毫       
     升試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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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reshing Body Wash  
清爽沐浴乳
這款超清爽的沐浴凝露蘊含蘆薈、 綠茶、石榴、葡萄籽及燕
麥仁萃取物等草本養份，為肌膚注入營養與水份，令膚質變得
更加柔軟。天然柑橘油為您的肌膚帶來美妙的感覺，同時洗
去乾燥死皮及雜質。 

Ultra Hydrating Hand & 
Body Cream超效保濕乳霜
這款乳霜蘊含乳木果油、甜杏仁油與葵瓜子油，可迅速
被皮膚吸收並為您全日保濕。滋養肌膚的草本成份，以
及包括維他命E、綠茶、石榴、葡萄籽、青瓜與燕麥仁萃
取物在內的九種抗氧化物可有效修復肌膚，為其補充營
養與活力，令皮膚更顯柔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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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產
品是

歲

加利福尼亞州， 
印第奧市 

減去的
磅數*

（第35頁）

自2015年起即為Isagenix客戶 
2017年度IsaBody修身挑戰賽決賽入圍

54

LAURA 
HYMAN

2017 年度決賽入圍

我最愛的產品是Ionix® Supreme 
生之源。它讓我感到一種從內到外
的平衡。

100

修身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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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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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4份 IsaLean 奶昔或 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2份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液體或粉末）、1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液體或粉末）
、1份 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份 IsaDelight 巧克力 
（任何口味）、1份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任何口味）、1台 IsaBlender Max 
攪拌機、1份 e+ 能量飲（6支）（任何口味）、1份 5件樣品套裝、 1份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或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任何口味）
還包括一年的免費會員資格、活動禮券及計劃使用指南。

30天頂級套裝

頂級套裝

內含多款我們最暢銷的產品，幫您發展忠實的客戶。購買這款套裝入
會的會員更有可能堅持 Isagenix 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是促進您事業發
展的絕佳方式。包括30 天體內排毒與燃脂計劃，以及一份5件樣品套
裝包。

包含：4份 IsaLean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罐裝或袋裝）、2份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 
養飲料（液體或粉末）、1份 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1份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男士或女士版）、 
1份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男士或女士版）、1份 
IsaDelight 巧克力（任何口味）、1份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1份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長效鎮痛軟膏、1份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僅限罐裝）、 
2份 IsaLean Bars 瘦身餐條（任何口味）、1份 IsaGenesis 端粒護理膠囊、2份IsaLean 
PRO 奶昔（任何口味組合）、 1份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任何口味）、1份 Brain & Sleep 
Support System 睡眠輔助噴霧、1份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或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
餅（任何口味）、10份 Rejuvity 護膚試用裝（內含每款產品一次性試用裝一份）、 
4個 IsaShakers 搖搖杯（16盎司）、1台 IsaBlender Max 攪拌機、2份 e+ 能量飲（6支） 
（任何口味組合）、2份Isagenix 咖啡（頂級或有機）、2份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液體或粉末）
還 包括一年免費會員資格、一個國際 會員資格、活動禮券、 兩份歡迎套裝、和一本
IsaBody™ 修身挑戰畫冊。

這款頂級套裝包含我們旗艦級30天體內排毒與燃脂計劃、品質超群的
抗衰老補充品，和其他一系列優質產品。此外，這份套裝亦包括頂尖行
銷工具，最適於與他人分享或是創建您的個人業務。

•  分享產品，共享成果
•  一份套裝，兩套完整計劃
•  適用於開業派對
•  全新改進的IsaBlender® Max攪拌機馬力更強、通用性更好， 

 功能更全面 
幫助一名新會員在加入Isagenix時利用自動發貨訂購一個頂級套裝、任何超級
套裝，或是一個30天超值套裝，您即可獲得$55–$165的產品介紹獎金。

全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

全新
ISABLENDER

MAX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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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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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GENIX 嚴格遵循的成分標準
無論我們的發展步伐有多快，我們將永遠堅持嚴格尊從對食品安全的規定。產品的品質、以及您的健康，是我們的首要
任務。您的健康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Isagenix 以超越保健食品行業的一切標準
而享譽 全球。其嚴格遵循的成分與品質 

標準更令Isagenix 卓然特立。」

John W. Anderson | Isagenix 創始人

成分嚴選政策：
高營養、安全、改變人生

高營養
Isagenix是健康的代名詞。使用有科學實證的高品質成
份是我們一貫的標準。我們以實證為基礎，確保所有成分
都純淨、高效並促進健康。我們亦只會從支持環保的供
應商購買原料。這是一項對您、對我們及對地球都健康
的基本原則。

安全
我們堅持嚴格尊從對食品安全的規定。除了我們的配方人
員與研發人員的嚴謹態度外，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
的品質管制程序無人能及。每次您接觸我們的產品時，您
都可以確信，您所享用的是經過第三方實驗室就重金屬、
農藥和微生物活性進行了全面測試的安全產品。

改變人生
Isagenix是為了改造人們的生活而創立的。我們透過製造
成效卓越的產品來改變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為研製出能
切實改進您的健康與體能的產品，我們緊跟最前沿的營養
科學，堅持不懈地從各種優質天然成份中提取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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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 3 3 18+
AMPED™ Nitro 3 3 18+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 3 3 18+

AMPED™ 蛋白餐條（巧克力布朗尼口味、餅乾麵團口味，及香滑草莓口味） 3 3 4+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 3 3 18+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3 3 18+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3 3 4+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 3 3 18+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3 3 18+
C-Lyte™維他命C 3 3 18+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男士或女士版） 3 18+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With IsaGenesis™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 

（男士或女士版） 3 18+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 18+
e+™ 能量飲（蘋果石榴口味、青檸味、覆盆子味） 3 3 18+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3 3 18+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3 3 18+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 - 蜂蜜杏仁脆 3 3 †† 3 4+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 巧克力花生 3 3 †† 3 4+
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泰式甜辣醬） 3 3 4+

IsaDelight™ 巧克力 -（ 黑巧克力、牛奶巧克力、黑巧克力薄荷口味、牛奶巧克力與
海鹽焦糖口味） 3 †† 3 18+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3 3 18+
IsaComfort® 舒暢膠囊 3 3 18+
IsaGenesis™ 端粒維護膠囊 3 3 18+
Isagenix 咖啡 3 3 16+
Isagenix Fruits 水果營養素  3 3 18+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3 3 18+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 3 18+
Isagenix Chewables™代餐小點心（巧克力或香草） 3 †† 3 18+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 不含乳製品天然野生漿果 3 3 18+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 3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酥脆巧克力 3 3 ††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特濃巧克力 3 ††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香脆巧克力花生 3 3 ††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檸檬百香果 3 ††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焦糖腰果 3 3 ††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棉花糖巧克力夾心餅乾口味 3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漿果 3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椰子杏仁 3 3 3 4+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花生醬 3 3 3 4+

IsaLean™ PRO 奶昔（法式香草、天然巧克力、天然香草、香滑草莓風味） 3  3 18+

IsaLean™ 奶昔（香滑荷蘭巧克力、香滑法式香草、香滑草莓、巧克力薄荷，和蜜桃芒果） 3  3 18+
IsaLean™ 奶昔（不含乳製品）- （濃鬱巧克力和香草印度奶茶） 3 3 4+
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 3 3 18+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 3 18+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 -（巧克力與香草） 3 3 12+
猶太潔食 IsaLean™ 奶昔 3 †† 3 18+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3 3 18+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 3 3 18+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 3 3 †† 3 4+
Whey Thins ™ 乳清薄脆餅 -（燒烤、酸奶油配細香蔥，和白切達乳酪） 3 3 4+

生產Isagenix 產品所用的製造設備同時亦可用於處理牛奶、蛋類、魚、甲殼類海產、堅果、花生、小麥和/或大豆。
†† 內含由大豆粹取的純淨卵磷脂和/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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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蘋果
每一份量：1包（40克）、每包裝含：24、卡路里 90、總碳水
化合物22克（7%每日基準值）、糖13克、維他命C 60毫克
（100%每日基準值）

專有BCAA 混合配方1000毫克—L-亮氨酸、L-異亮氨酸、L-
纈氨酸

其他成分—蘋果果泥、木薯麥芽糊精、蒸發甘蔗汁、過濾
水、天然香料、檸檬酸、龍舌蘭糖漿、糖蜜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多汁柳橙
每一份量：½條形包（10克）（可調配8盎司飲品）、每包裝
含：48、卡路里 35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0、總脂肪0克（0%
每日基準值）、鈉110毫克（5%每日基準值）、鉀95毫克
（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
糖8克、 蛋白質0克（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100%每
日基準值）、硫胺素（3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35%每
日基準值）、菸鹼酸（3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35%
每日基 準值）、葉 酸 鹽（35% 每日基 準值）、維他命B12
（35%每日基準值）、生物素（35%每日基準值）、泛酸
（35%每日基準值）、鋅（30%每日基準值）、鉻（35%每
日基準值）
成分—複合糖原（果糖、蜂蜜粉、葡萄糖、蔗糖）、複合電解
質 [氯化鈉、檸檬酸鉀、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
物]、檸檬酸、天然香料、酒石酸、柳橙汁粉、二氧化矽、維
他命C（抗壞血酸）、β-胡蘿蔔素、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
物、生物素、煙酰胺、氧化鋅、泛酸（d-泛酸鈣）、胺基酸螯
合鉻、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鹽酸硫胺、核黃素、維他
命B12（氰鈷胺明）、葉酸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青檸
每一份量：½條形包（10克）（可調配8盎司飲品）、每包裝
含：48、卡路里 35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0、總脂肪0克（0%
每日基準值）、鈉110毫克（5%每日基準值）、鉀95毫克
（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
糖8克、 蛋白質0克（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100%每
日基準值）、硫胺素（3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35%每
日基準值）、菸鹼酸（3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35%
每日基 準值）、葉 酸 鹽（35% 每日基 準值）、維他命B12
（35%每日基準值）、生物素（35%每日基準值）、泛酸
（35%每日基準值）、鋅（30%每日基準值）、鉻（35%每
日基準值）
成分—複合糖原（果糖、蜂蜜粉、葡萄糖、蔗糖）、複合電解
質 [氯化鈉、檸檬酸鉀、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 葉萃取
物]、檸檬酸、酒石酸、檸檬果汁粉、天然香料、二氧化矽、
維他命C（抗壞血酸）、青檸果汁粉、甜葉菊（甜葉菊）葉萃
取物、生物素、煙酰胺、氧化鋅、泛酸（d-泛酸鈣）、胺基酸
螯合鉻、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鹽酸硫胺、核黃素、維
他命B12（氰鈷胺明）、葉酸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清新葡萄
每一份量：½條形包（10克）（可調配8盎司飲品）、每包裝
含：48、卡路里 35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0、總脂肪0克（0%
每日基準值）、鈉110毫克（5%每日基準值）、鉀95毫克
（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
糖8克、 蛋白質0克（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100%每
日基準值）、硫胺素（3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35%每
日基準值）、菸鹼酸（3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35%
每日基 準值）、葉 酸 鹽（35% 每日基 準值）、維他命B12
（35%每日基準值）、生物素（35%每日基準值）、泛酸
（35%每日基準值）、鋅（30%每日基準值）、鉻（35%每
日基準值）
成分—複合糖原（果糖、葡萄糖、蔗糖、蜂蜜粉）、複合電解
質 [氯化鈉、檸檬酸鉀、離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葉萃取
物]、天然香料、酒石酸、天然色素、葡萄果汁粉、二氧化矽、
維他命C（抗壞血酸）、甜葉菊 （甜葉菊）葉萃取物、生物
素、煙酰胺、氧化鋅、泛酸（d-泛酸鈣）、胺基酸螯合鉻、維
他命 B6（鹽酸吡哆醇）、鹽酸硫胺、核黃素、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葉酸

AMPED™ Nitro—西瓜口味
每一份量：1勺（18克）、每包裝含：20、卡路里 40、總碳
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糖5克、維他命C 30毫克
（50%每日基準值）、鉀（210毫克檸檬酸及矽酸鹽（6%每
日基準值）

活 力 來 源 基 質 1 5 0 0 毫 克 — 肌 醇 穩 定 的 精 氨 酸 矽 酸 鹽
（Nitrosigine®）

強化肌肉基質6000毫克—一水肌酸（Creapure®）、β-丙氨

酸（CarnoSyn®）、L-瓜氨酸、鹽酸甜菜鹼

能量基質60 0毫 克— 牛 磺酸、來自茶葉（茶樹）的咖啡因
（InnovaTea®）

其他成分—果糖、蔗糖、檸檬酸、西瓜果實粉末、天然香料、
葡萄糖、青檸果汁粉、蘋果酸、稻米濃 縮物、紅菜頭汁粉
末、二氧化矽、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豐收菜園
每一份量：1瓶（2盎司）、每包裝含：12、卡路里30、總碳水
化合物6克（2%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克（4%每日基準
值）、糖2克、蛋白質1克（2%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7880毫克—紅菜頭 （甜菜） 根部萃取物、西洋芹
（旱芹）莖葉萃取物、紅菠菜（假刺莧）葉萃取物、甜葉菊（
甜葉菊）葉萃取物、蔬果萃取混合物（綠茶葉、紅葡萄、白
葡萄、越橘、胡蘿蔔、葡萄柚、木瓜、鳳梨、草莓、蘋果、杏、
櫻桃、柳橙、青花菜、捲心菜葉、洋蔥、蒜 頭、黑醋栗、蘆
筍、番茄、橄欖、黃瓜）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蘋果汁濃縮液、天然香
料、石榴果汁濃縮液、檸檬酸、山梨酸鉀、蘋果酸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櫻桃漿果口味
每一份量：1勺（14克）、每包裝含：20、卡路里30、總碳水
化合物7克（2%每日基準值）、糖6克、鈉75毫克（3%每日
基準值）、維他命C 30毫克（50%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6000毫克—一水肌酸、L-瓜氨酸蘋果酸和 L-瓜氨
酸、肌醇穩定的精氨酸矽酸鹽（Nitrosigine®）

其他成分—蔗糖、葡萄糖、天然香料、檸檬酸鈉、檸檬酸、
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蔬果汁（色素）、稻米（稻屬） 
濃縮物、蘋果酸

AMPED™ 蛋白餐條—巧克力布朗尼口味
每一份量：1份蛋白餐條（78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
的卡路里30、總脂肪7克（11%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克
（5%每日基準值）、膽固醇15毫克（5%每日基準值）、鈉
200毫克（8%每日基準值）、鉀240毫克（7%每日基準值）
、總碳水化合物30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4克
（56%每日基準值）、糖5克、糖醇8克、蛋白質28克（56%
每日基準值）、鈣（15%每日基準值）、鐵（10%每日基準
值）
成分—乳清蛋白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
縮物）、牛奶蛋白提取物、低聚異麥芽糖、難消化性麥芽糊
精、甘油、菊苣根纖維、高油酸葵瓜子油、蔗糖、天然荷蘭可
可粉、水、赤蘚糖醇、杏仁、天然香料、木薯澱粉、向日葵卵
磷脂、海鹽、碳酸鈣、混合生育醇
含有牛奶及堅果（杏仁）成分。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小麥、大豆、 花生、堅果及蛋類。

AMPED™ 蛋白餐條—餅乾麵團口味
每一份量：1份蛋白餐條（75克）、卡路里 230、來自脂肪
的卡路里50、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克
（5%每日基準值）、膽固醇15毫克（5%每日基準值）、鈉 
210毫克（8%每日基準值）、鉀120毫克（3%每日基準值）
、總碳水化合物29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3克
（52%每日基準值）、糖5克、糖醇8克、蛋白質28克（56%
每日基 準值）、鈣（1 5% 每日基 準值）、鐵（0 % 每日基 準
值）
成分—乳清蛋白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
縮物）、牛奶蛋白提取物、低聚異麥芽糖、難消化性麥芽糊
精、甘油、菊苣根纖維、蔗糖、高油酸葵瓜子油、水、赤蘚糖
醇、天然香料、杏仁、木薯澱粉、天然荷蘭可可粉、海鹽、向
日葵卵磷脂、碳酸鈣、混合生育醇
含有牛奶及堅果（杏仁）成分。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小麥、大豆、 花生、堅果及蛋類。

AMPED™ 蛋白餐條—香滑草莓口味
每一份量：1份蛋白餐條（75克）、卡路里 230、來自脂肪的
卡路里45、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0.5克
（3%每日基準值）、膽固醇10毫克（3%每日基準值）、鈉
140毫克（6%每日基準值）、鉀110毫克（3%每日基準值）
、總碳水化合物29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4克
（56%每日基準值）、糖4克、糖醇9克、蛋白質28克（56%
每日基 準值）、鈣（1 5% 每日基 準值）、鐵（0 % 每日基 準
值）
成分—乳清蛋白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
縮物）、牛奶蛋白提取物、低聚異麥芽糖、難消化性麥芽糊
精、甘油、菊苣根纖維、高油酸葵瓜子油、水、蔗糖、赤蘚糖

醇、杏仁、天然香料、木薯澱粉、幹草莓、向日葵卵磷脂、檸
檬酸、碳酸鈣、海鹽、蘋果酸、混合生育醇
含有牛奶及堅果（杏仁）成分。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小麥、大豆、 花生、堅果及蛋類。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覆盆子檸檬水口味
每一份量：2勺（13.5克）、每包裝含：20、卡路里45、總碳
水化合物7克（2%每日基準值）、糖5克、鈉50毫克（2%每
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6100毫克—BCAA 混合物（L-亮氨酸、L-異亮氨
酸、L-纈氨酸）、左旋肉鹼酒石酸鹽、L-穀氨醯胺、L-酪氨
酸、L-組氨酸鹽酸鹽

其他 成分— 葡萄糖、天然香料、蒸發甘蔗汁、果糖、檸檬
酸、稻米（稻屬） 濃縮物、紅菜頭（甜菜）汁粉末、檸檬酸
鈉、海鹽、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β-胡蘿蔔素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復膠囊
每一份量：3粒膠囊、每包裝含：30、
專有配方1135毫克—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乙醯左旋
肉鹼鹽酸鹽、R-α硫辛酸、Cognizin®胞二磷膽鹼、L-肌肽、
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黎豆（刺毛黧豆）種子萃取物、白
果（銀杏）葉提取物、黑胡椒（胡椒）果實萃取物  其他成分
其他成分—磷酸三鈣、蔬菜膠囊、二氧化矽、硬脂酸鎂（蔬
菜來源）
Cognizin®是KYOWA HAKKO BIO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LTD.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天然濃郁漿果液
每一份量：1 瓶 （2液盎司）（60 毫升）、卡路里 20、總
碳水化合物5克（2%每日基準值）、糖4克、菸鹼酸（煙酰
胺）4毫克（2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4
毫克（20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15微克
（250% 每日基準值）
獨家專有深度清潔複合物557毫克— 離子化苜蓿草（紫花
苜蓿）葉萃取物、 蘆薈內葉凝膠粉、印度人參（睡茄）根部
萃取物、牛蒡（牛蒡）根部萃取物、皺葉酸模（羊蹄草）根部
萃取物、去甘草甜素的甘草（甘草）根部萃取物
獨家專有抗氧化物漿果複合物265毫克—越橘（越橘）果實
萃取物、藍莓（高大越橘）果實萃取物、覆盆子（樹莓）果汁
萃取物
獨家專有增效複合物200毫克—保哥果（洋紅風鈴木）樹皮
萃取物、茴香（茴香）籽萃取物、紅景天（紅景天）根部萃取
物、巴西人參（南美莧）根部萃取物、薄荷（胡椒薄荷）葉萃
取物、刺五加（刺五加）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
物、青檸（萊姆）果汁粉、紫胡蘿蔔 （野胡蘿蔔）萃取物、重
酒石酸膽鹼、肌醇、鹽酸甜菜鹼、L-蛋氨酸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果糖、天然香料、天然色
素、檸檬酸、黃原膠、檸檬酸鉀、山梨酸鉀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天然濃郁漿果粉
每一份量：1勺 （6克）、每包裝含：16、每份含量：卡路
里 20、總碳水化合物5克（2%每日基準值）、糖4克、菸鹼
酸（煙酰胺）4毫克（2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鹽酸
吡哆醇）4毫克（20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
明）15微克（250%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1000毫克—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
蘆薈（內葉凝膠）粉、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藍莓（高大
越橘）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茄） 根部萃取物、覆盆子
（樹莓）果汁萃取物、保哥果（洋紅風鈴木）樹皮內部萃取
物、牛蒡（牛蒡）根部萃取物、茴香（茴香）籽萃取物、紅景
天（紅景天）根部萃取物、皺葉酸模（羊蹄草）根部萃取物、
去甘草甜素的甘草（甘草）根部萃取物、巴西人參（南美莧）
根部萃取物、刺五加（刺五加）根部萃取物、薄荷（胡椒薄
荷）葉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重酒石酸膽鹼、肌
醇、鹽酸甜菜鹼、L-蛋氨酸
其他成分—果糖、天然香料、檸檬酸鉀、紫胡蘿蔔 （野胡蘿
蔔）、檸檬酸、青檸果汁粉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for Men 全面核心每
日套裝（男士版）
每一份量：1份日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25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酸鈉、
、鈣、鎂鹽）580毫克（96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合
生育醇及d-α生育醇）22 IU（7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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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
基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7.5微克（125%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150微
克（50% 每日基準值）、泛酸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00毫克
（40%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
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
酸 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
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
（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鉀
（檸檬酸及碘鹽）25毫克（<1%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
鹽）25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Essentials for Men專有配方180毫克—鋸棕櫚（鋸齒棕）
果實萃取物、β-谷固醇，茄紅素、α硫辛酸，葡萄（釀酒葡
萄）籽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
花苜蓿）葉萃取物 、 重酒石酸膽鹼，石榴（石榴）果實萃取
物，乳薊（乳薊）籽萃取物，N-乙酰半胱氨酸、柑橘生物類
黃酮、蘆丁、橙皮苷
細胞活性複合物 95毫克—輔酵素Q10（泛醌）50毫克，
白藜 蘆 醇（ 來自於 虎 杖 ）2 5 毫 克，生 育三 烯 酚（E V N o l 
SupraBio™）20毫克
細胞活性專有配方358毫克—共軛亞麻油酸，亞麻（亞麻）
籽油，紅葡萄（釀酒葡萄）果實萃取物，α硫辛酸，石榴（石
榴）果實萃取物，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 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IsaOmega 濃縮液1020毫克—Omega-3脂肪酸總量600
毫克[EPA（二十碳五烯酸）300毫克、DHA （二十二碳六烯
酸）240毫克、其他Omega-3脂肪酸60毫克]
IsaOmega專有5 6 9複合物110毫克—石榴（石榴）籽油
（70% omega-5）、月見草（月見草）籽油（9% omega-6 
GLA）、琉璃苣（琉璃苣）籽油（15% omega-9）、亞麻（亞
麻）籽油
C-Lyte專有配方40毫克—槲皮素、柑橘生物類黃酮、離子
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
物
每一份量：1份夜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25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抗壞血、酸鈣
及鎂鹽）60毫克（1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膽鈣化
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合生育醇及
d-α生育醇）22 IU（7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K2（甲基萘
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酸硫胺）3.75
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250% 每日
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葉酸
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7.5
微克（125%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150微克（50% 每日基
準值）、泛酸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鈣（碳酸鹽、羥
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00毫克（40% 每日基準
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
（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毫克 （25% 每日
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
（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物）50微克（71% 每
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
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值）、鉬（胺基酸螯合
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鉀（檸檬酸及碘鹽）25
毫克（<1%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鹽）250微克、 釩（胺
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其他成分—明膠、純水、甘油（蔬菜來源）、微晶纖維素、纖
維素、單脂肪酸甘油酯油、蔬菜膠囊、§二氧化矽、羧甲基
纖維素、碳酸氫鈉、天然檸檬香精、硬脂酸鎂（蔬菜來源）
、抗氧化物複合物（混合生育醇、迷迭香油萃取物、葵瓜子
油、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天然青檸香精、天然焦糖色素、
向日葵卵磷脂、碳酸鈣、巴西棕櫚蠟、銅葉綠素鈉
包括魚類（沙丁魚和鳳尾魚）成分。
§只限日間包
EVNol SupraBio™是ExcelVite Inc的商標並受美國專利號
6,596,306的保護。
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for Women 全面核心

每日套裝（女士版）
每一份量：1份日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25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酸鈉、
、鈣、鎂鹽）580毫克（96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合
生育醇及d-α生育醇）37 IU（12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
基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15微克（2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250微克
（83% 每日基準值）、泛酸22.5毫克（225% 每日基準值）
，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50毫克
（45%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
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
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
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
（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鉀
（檸檬酸及碘鹽）25毫克（<1%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
鹽）50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Essentials for Women專有配方107毫克—紅菜頭（甜
菜）汁粉末、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亞麻（亞麻）籽萃
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重酒石酸膽鹼、α硫辛酸、
離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叶萃取物, 奶蓟草（水飞蓟）籽
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N-乙酰半胱氨酸、柑橘
生物類黃酮、蘆丁、橙皮苷
細胞活性複合物 95毫克—輔酵素Q10（泛醌）50毫克、
白 藜 蘆 醇（ 來自 於 虎 杖 ）2 5 毫 克、生 育三 烯 酚（E V N o l 
SupraBio™）20毫克
細胞活性專有配方358毫克—共軛亞麻油酸、亞麻（亞麻）
籽油、紅葡萄（釀酒葡萄）果實萃取物、α硫辛酸、石榴（石
榴）果實萃取物、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 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IsaOmega 濃縮液1020毫克—Omega-3脂肪酸總量600
毫克[EPA（二十碳五烯酸）300毫克、DHA （二十二碳六烯
酸）240毫克、其他Omega-3脂肪酸60毫克]
IsaOmega專有5 6 9複合物110毫克—石榴（石榴）籽油
（70% omega-5）、月見草（月見草）籽油（9% omega-6 
GLA）、琉璃苣（琉璃苣）籽油（15% omega-9）、亞麻（亞
麻）籽油
C-Lyte專有配方40毫克—槲皮素、柑橘生物類黃酮、離子
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
物
每一份量：1份夜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25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酸鈉、
、酸鈣及鎂鹽）60毫克（1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合
生育醇及d-α生育醇）37 IU（12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
基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15微克（2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250微克
（83% 每日基準值）、泛酸22.5毫克（225% 每日基準值）
，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50毫克
（45%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
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
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
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
（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鉀
（檸檬酸及碘鹽）25毫克（<1%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
鹽）50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其他成分—明膠、純水、甘油（蔬菜來源）、微晶纖維素、單
脂肪酸甘油酯油、二氧化矽、蔬菜膠囊、§羧甲基纖維素、
碳酸氫鈉、纖維素、天然檸檬香精、硬脂酸鎂（蔬菜來源）
、抗氧化物複合物（混合生育醇、迷迭香油萃取物、葵瓜子
油、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天然青檸香精、天然焦糖色素、
向日葵卵磷脂、碳酸鈣、巴西棕櫚蠟

包括魚類（沙丁魚和鳳尾魚）成分。
§只限日間包
EVNol SupraBio™是ExcelVite Inc的商標並受美國專利號
6,596,306的保護。
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for Men 全面
核心端粒維護每日套裝（男士版）
每一份量：1份日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5833IU（11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酸鈉、
、鈣、鎂及抗壞血酸）593毫克（988% 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D3（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混合生育醇及d-α生育醇）27IU（90% 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
鹽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
克（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
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
鈷胺明及甲鈷胺）19.5微克（325%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
15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泛酸5毫克（50% 每日基準
值）、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00
毫克（40%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
物）100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
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
螯合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
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
（檸檬酸鹽）25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Essentials for Men專有配方180毫克—鋸棕櫚（鋸齒棕）
果實萃取物、β-谷固醇、茄紅素、α硫辛酸、葡萄（釀酒葡
萄）籽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
花苜蓿）葉萃取物 、 重酒石酸膽鹼、石榴（石榴）果實萃取
物、乳薊（乳薊）籽萃取物、N-乙酰半胱氨酸、柑橘生物類
黃酮、蘆丁、橙皮苷
細胞活性複合物 95毫克—輔酵素Q10（泛醌）50毫克、
白 藜 蘆 醇（ 來自 於 虎 杖 ）2 5 毫 克、生 育三 烯 酚（E V N o l 
SupraBio™）20毫克
細胞活性專有配方358毫克—共軛亞麻油酸、亞麻（亞麻）
籽油、紅葡萄（釀酒葡萄）果實萃取物、α硫辛酸、石榴（石
榴）果實萃取物、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 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IsaOmega 濃縮液1020毫克—Omega-3脂肪酸總量600
毫克[EPA（二十碳五烯酸）300毫克、DHA （二十二碳六烯
酸）240毫克、其他Omega-3脂肪酸60毫克]
IsaOmega專有5 6 9複合物110毫克—石榴（石榴）籽油
（70% omega-5）、月見草（月見草）籽油（9% omega-6 
GLA）、琉璃苣（琉璃苣）籽油（15% omega-9）、亞麻（亞
麻）籽油
C-Lyte專有配方40毫克—槲皮素、柑橘生物類黃酮、離子
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
物
IsaGenesis專有配方1280毫克—乳薊（乳薊）籽萃取物、
亞麻（亞麻）籽油、磷脂醯膽鹼、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大虎杖（虎杖）根部萃取物、淫羊
藿（淫羊藿）藥草頂部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
印度人參（睡茄） 根部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
物、乳香（乳香）膠樹脂提取物、藍莓（歐洲越橘）果實萃
取物、N-乙酰半胱氨酸、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R-α硫
辛酸、L-穀胱甘肽、亞洲人參（人參）根部萃取物、假馬齒
莧（假馬齒莧）全株萃取物、覆盆子（樹莓 ）果實萃取物、
油菜籽卵磷脂、訶子（訶子）果實萃取物、二水槲皮素、黎
豆（刺毛黧豆）種子萃取物、瑪卡（瑪卡）根部萃取物、黃連
（黃連）根部萃取物、喜來芝萃取物、金合歡灌木含羞草（
阿拉伯金合歡）樹皮萃取物、紅茶（茶樹）葉萃取物、白茶（
茶樹）葉萃取物、專有胡蘿蔔素混合配方（葉黃素、玉米黃
素）
每一份量：1份夜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5833IU（11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抗壞血、鈣、
鎂鹽及抗壞血酸）73毫克（122%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
合生育醇及d-α生育醇）27IU（9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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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
基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及甲鈷胺）19.5微克（325% 每日基準值）、生物
素15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泛酸5毫克（50% 每日基準
值）、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00
毫克（40%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
物）100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
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
螯合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
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
（檸檬酸鹽）25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其他成分—明膠、純水、特級初榨冷壓橄欖油、甘油（蔬菜
來源）、澱粉、微晶纖維素、特級初榨冷壓椰子油、海藻提
取物、二氧化矽、纖維素、單脂肪酸甘油酯油、蔬菜膠囊、§
羧甲基纖維素、碳酸氫鈉、天然檸檬香精、硬脂酸鎂（蔬菜
來源）、抗氧化物複合物（混合生育醇、迷迭香油萃取物，
葵瓜子油，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天然青檸香精、天然焦糖
色素、向日葵卵磷脂、碳酸鈣、巴西棕櫚蠟、銅葉綠素鈉、
山梨糖醇、天然色素（茄紅素、焦糖紅糖）
包括魚類（沙丁魚和鳳尾魚）成分。
§只限日間包
EVNol SupraBio™是ExcelVite Inc的商標並受美國專利號
6,596,306的保護。
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for Women 全
面核心端粒維護每日套裝（女士版）
每一份量：1份日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5833IU（11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抗壞血、鈣、
鎂及抗壞血酸）593毫克（988%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
合生育醇及d-α生育醇）42IU（140% 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
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
鈷胺明及甲鈷胺）27微克（4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250
微克（83% 每日基準值）、泛酸22.5毫克（225% 每日基準
值），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50
毫克（45%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
物）100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
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
螯合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
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
（檸檬酸鹽）50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Essentials for Women專有配方107毫克—紅菜頭（甜
菜）汁粉末、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亞麻（亞麻）籽萃
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重酒石酸膽鹼、α硫辛酸、
離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叶萃取物, 奶蓟草（水飞蓟）籽
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N-乙酰半胱氨酸、柑橘
生物類黃酮、蘆丁、橙皮苷
細胞活性複合物 95毫克—輔酵素Q10（泛醌）50毫克、
白 藜 蘆 醇（ 來自 於 虎 杖 ）2 5 毫 克、生 育三 烯 酚（E V N o l 
SupraBio™）20毫克
細胞活性專有配方358毫克—共軛亞麻油酸、亞麻（亞麻）
籽油、紅葡萄（釀酒葡萄）果實萃取物、α硫辛酸、石榴（石
榴）果實萃取物、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 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IsaOmega 濃縮液1020毫克—Omega-3脂肪酸總量600
毫克[EPA（二十碳五烯酸）300毫克、DHA （二十二碳六烯
酸）240毫克、其他Omega-3脂肪酸60毫克]
IsaOmega專有5 6 9複合物110毫克—石榴（石榴）籽油
（70% omega-5）、月見草（月見草）籽油（9% omega-6 
GLA）、琉璃苣（琉璃苣）籽油（15% omega-9）、亞麻（亞
麻）籽油
C-Lyte專有配方40毫克—槲皮素、柑橘生物類黃酮、離子
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

物
IsaGenesis專有配方1280毫克—乳薊（乳薊）籽萃取物、
亞麻（亞麻）籽油、磷脂醯膽鹼、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大虎杖（虎杖）根部萃取物、淫羊藿
（淫羊藿）藥草頂部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印度
人參（睡茄） 根部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乳
香（乳香）膠樹脂提取物、藍莓（歐洲越橘）果實萃取物、N-
乙酰半胱氨酸、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R-α硫辛酸、L-穀
胱甘肽、亞洲人參（人參）根部萃取物、假馬齒莧（假馬齒
莧）全株萃取物、覆盆子（樹莓 ）果實萃取物、油菜籽卵磷
脂、訶子（訶子）果實萃取物、二水槲皮素、黎豆（刺毛黧
豆）種子萃取物、瑪卡（瑪卡）根部萃取物、黃連（黃連）根
部萃取物、喜來芝萃取物、金合歡灌木含羞草（阿拉伯金合
歡）樹皮萃取物、紅茶（茶樹）葉萃取物、白茶（茶樹）葉萃
取物、專有胡蘿蔔素混合配方（葉黃素、玉米黃素）
每一份量：1份夜間包、每包裝含：30、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5833IU（11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抗壞血、鈣、
鎂鹽及抗壞血酸）73毫克（122%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
（膽鈣化醇）2500 IU（6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
合生育醇及d-α生育醇）42IU（140% 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K2（甲基萘醌）4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
酸硫胺）3.7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
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
鈷胺明及甲鈷胺）27微克（4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250
微克（83% 每日基準值）、泛酸22.5毫克（225% 每日基準
值）， 鈣（碳酸鹽、羥磷灰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50
毫克（45%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
物）100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
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
螯合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
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
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
（檸檬酸鹽）500微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其他成分—明膠、純水、特級初榨冷壓橄欖油、甘油（蔬菜
來源）、澱粉、特級初榨冷壓椰子油、海藻提取物、微晶纖
維素、二氧化矽、單脂肪酸甘油酯油、蔬菜膠囊、§羧甲基
纖 維素、碳酸氫 鈉、纖 維素、天然 檸檬香精、硬 脂酸 鎂（
蔬 菜 來源）、抗氧化物複合 物（混合生育醇、迷 迭香油萃
取物、葵瓜子油、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天然青檸香精、天
然焦糖色素、向日葵卵磷脂、碳酸鈣、巴西棕櫚蠟、山梨糖
醇、天然色素（茄紅素、焦糖紅糖）、抗壞血酸棕櫚酸酯
包括魚類（沙丁魚和鳳尾魚）成分。
§只限日間包
EVNol SupraBio™是ExcelVite Inc的商標並受美國專利號
6,596,306的保護。
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
每一份量：2粒軟膠囊、每包裝含：30、維他命D3（膽鈣化
醇）4000IU（10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D-α-生育
酚）14IU（47%每日基準值）、輔酵素Q10（泛癸利酮）100
毫克、白藜蘆醇（來自於虎杖）50毫克、生育三烯酚（EVNol 
SupraBio™）§40毫克
專有配方716毫克—共軛亞麻油酸（CLA）、亞麻（亞麻）
籽油、紅葡萄（釀酒葡萄）果實萃取物、α硫辛酸、石榴（石
榴）果實萃取物、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根部萃取物、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
其他成分—明膠、純水、甘油、單脂肪酸甘油酯油、碳酸鈣、
二氧化矽、天然焦糖色素、向日葵卵磷脂
EVNol SupraBio™是ExcelVite Inc的商標並受美國專利號
6,596,306的保護。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C-Lyte® 
活力維他命C
每一 份量：1粒膠囊、每包裝含：30、維他命C（抗壞血酸
鈉、鈣、鎂鹽 [Isa-C Complex™ 複合物]）520 毫克（867%
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40毫克—槲皮素、柑橘生物類黃酮、離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
其他成分—蔬菜膠囊、硬脂酸鎂

Isagenix 咖啡—有機混合配方
高效的—有機阿拉比卡咖啡、有機椰子油、來源於海藻的鈣
和鎂（含痕量礦物質）、有機綠茶葉萃取物

Isagenix 咖啡—特級配方
高效的—阿拉比卡咖啡、椰子油、來源於海藻的鈣和鎂（含
痕量礦物質）、綠茶葉萃取物

e+ 蘋果石榴口味
每一份量：1瓶（2盎司）、卡路里 35、總碳水化合物8克
（3%每日基準值）、總糖量4克、包括3克添加糖（6%每日
基準值）
專有配方2118毫克—刺五加（刺五加）根部萃取物、山楂（
銳刺山楂）漿果萃取物、山灰（花楸樹）漿果萃取物、抽筋
樹皮（歐洲莢蒾）漿果萃取物、鹿根 （鹿根）根部萃取物、
瑪黛茶（巴拉圭冬青）葉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
紅景天（紅景天）根部萃取物、日本楤木（龙牙楤木）根部
萃取物、甘草（甘草）根部萃取物、五味子（五味子）種子
萃取物、白樺茸（樺褐孔菌）子實體萃取物]、甜葉菊（甜葉
菊）葉萃取物、D-核糖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蘋果汁濃縮液、甘油、
天然香料、石榴果汁濃縮液、蘋果酸、山梨酸鉀、檸檬酸鈉

e+能量飲 青檸味
每一份量：1瓶（2盎司）、卡路里 35、總碳水化合物8克
（3%每日基準值）、總糖量4克、包括4克添加糖（8%每日
基準值）
專有配方2085毫克—刺五加（刺五加）根部萃取物、山楂（
銳刺山楂）漿果萃取物、山灰（花楸樹）漿果萃取物、抽筋
樹皮（歐洲莢蒾）漿果萃取物、鹿根 （鹿根）根部萃取物、
瑪黛茶（巴拉圭冬青）葉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
紅景天（紅景天）根部萃取物、日本楤木（龙牙楤木）根部
萃取物、甘草（甘草）根部萃取物、五味子（五味子）種子
萃取物、白樺茸（樺褐孔菌）子實體萃取物]、甜葉菊（甜葉
菊）葉萃取物、D-核糖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蘋果汁濃縮液、甘油、天
然香料、青檸汁濃縮液、檸檬酸鈉、山梨酸鉀

e+能量飲 覆盆子味
每一份量：1瓶（2盎司）、卡路里 35、總碳水化合物8克
（3%每日基準值）、總糖量5克、包括4克添加糖（8%每日
基準值）
專有配方2085毫克—刺五加（刺五加）根部萃取物、山楂（
銳刺山楂）漿果萃取物、山灰（花楸樹）漿果萃取物、抽筋
樹皮（歐洲莢蒾）漿果萃取物、鹿根 （鹿根）根部萃取物、
瑪黛茶（巴拉圭冬青）葉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
紅景天（紅景天）根部萃取物、日本楤木（龙牙楤木）根部
萃取物、甘草（甘草）根部萃取物、五味子（五味子）種子
萃取物、白樺茸（樺褐孔菌）子實體萃取物]、甜葉菊（甜葉
菊）葉萃取物、D-核糖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蘋果汁濃縮液、甘油、覆
盆子濃縮液、天然香料、蘋果酸、檸檬酸鈉、山梨酸鉀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每一份量：2錠、每包裝含：60份、 維他命 A（β-胡蘿蔔
素）2500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抗壞血酸鈣、
鎂及鈉） 60毫克（1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膽鈣
化醇）500IU（1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混合生育
醇）15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K2（甲基萘醌）40
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酸硫胺）3.7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 4.25毫克（250% 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葉酸300
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7.5微克
（125%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15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
、泛酸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鈣（碳酸鹽、羥磷灰石、
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00毫克（40% 每日基準值）、碘（
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氧化物、
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毫克 （25% 每日基準值）、
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
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物）50微克（71% 每日基準
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
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
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值），鉬（胺基酸螯合物）37.5
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鹽）250微克、 釩（胺
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專有配方180毫克—鋸棕櫚（鋸齒棕）果實萃取物、β-谷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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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α硫辛酸、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
萃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 重酒石酸膽
鹼、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乳薊（乳薊）籽萃取物、N-乙
酰半胱氨酸、柑橘生物類黃酮、蘆丁、橙皮苷
其他成分—微晶纖維素、薄膜包衣（纖維素、甘油、銅葉綠
素鈉）、二氧化矽、碳酸氫鈉、羧甲基纖維素、硬脂酸鎂（蔬
菜來源）

Essentials for Women™ 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每一份量：2錠、每包裝含：60份、 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25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酸鈣、
鎂及鈉） 60毫克（1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3（膽鈣
化醇）500IU（12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混合生育
醇）30IU（10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K2（甲基萘醌）40
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鹽酸硫胺）3.75毫克
（2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4.25毫克（250% 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 B6（鹽酸吡哆醇）5毫克（250% 每日基準值）、葉酸300
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15微克
（2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250微克（83% 每日基準值）
、泛酸22.5毫克（225% 每日基準值）、鈣（碳酸鹽、羥磷灰
石、檸檬酸鹽、葡萄糖酸鹽）450毫克（45% 每日基準值）
， 碘（海帶和碘化鉀）100微克 （67% 每日基準值），鎂（
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100毫克 （25% 每日
基準值），鋅（氧化物，檸檬酸鹽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
（50% 每日基準值），硒（胺基酸螯合物）50微克（71% 每
日基準值），銅（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錳（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
酸螯合物）100微克（83% 每日基準值），鉬（胺基酸螯合
物）37.5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硼（檸檬酸鹽）500微
克、 釩（胺基酸螯合物）2.5微克
專有配方107毫克—紅菜頭（甜菜）汁粉末，葡萄（釀酒葡
萄）籽萃取物，亞麻（亞麻）籽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
物，重酒石酸膽鹼、α硫辛酸，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
萃取物]，乳薊（乳薊）籽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種子萃取
物，N-乙酰半胱氨酸、柑橘生物類黃酮、蘆丁，橙皮苷
其他成分—微晶纖維素、二氧化矽，羧甲基纖維素，碳酸氫
鈉、纖維素，硬脂酸鎂（蔬菜來源），甘油、巴西棕櫚蠟

FiberPro™ 益生舒腸素
每一份量：1勺 （6克）、每包裝含：30份、 卡路里 20、總碳
水化合物6克（2%每日基準值）、糖0克、纖維5克（20%每
日基準值）、鈉20毫克（1%每日基準值）
Prebisol 多纖維複合物5963毫克—難消化性麥芽糊精、
阿拉伯半乳聚醣（西部落葉松）、關華豆膠、菊粉、柑橘生
物類黃酮、蘋果果膠、紅菜頭（甜菜）根部纖維、洋姜（菊
芋） 粉末
Active6複合物5.4毫克—嗜酸乳桿菌、乾酪乳桿菌、鼠李
糖乳桿菌、胚芽乳酸桿菌、短雙歧桿菌、長雙歧桿菌
離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葉萃取物— 10毫克
其他成分—麥芽糊精

纖維零食 —蜂蜜杏仁脆
每一份量：1條（35克）、卡路里 1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45、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0.5克（3%每
日基準值）、膽固醇10毫克（3%每日基準值）、鈉130毫克
（5%每日基準值）、鉀100毫克（3%每日基準值）、總碳
水化合物20克（7%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
日基準值）、不溶性纖維2克、糖5克、糖醇3克、蛋白質7克
（14% 每日基準值）、鈣（10%每日基準值）、鐵（2%每日
基準值）
成分—杏仁、菊粉、糙米糖漿、乾燥甘蔗糖漿、乳清蛋白提
取物、甘油、玉米糠、亞麻籽、麥芽糖醇糖漿、水、米粉、
聚葡萄糖、高油酸紅花籽油、木薯澱粉、鹽、黃芪根粉、麥
芽糊精、碳酸鈣、枸杞子萃取物、巴西莓果實萃取物、天然
香料、脫脂牛奶、分餾棕櫚仁油、§黃油（鮮奶油、鹽）、米
糠、蜂蜜、大豆卵磷脂、青花菜粉末、捲心菜粉末、胡蘿蔔
粉末、菠菜粉末、番茄粉末、添加生育醇以保持風味持久、
檸檬酸鈉、卡拉膠、葵瓜子油、二氧化矽
含有牛奶、堅果（杏仁）及大豆。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蛋類、花生、樹類堅果及小麥。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纖維零食 —花生巧克力
每一份量：1條（35克）、卡路里 1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60、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5克（8%每

日基準值）、膽固醇<5 毫克（1%每日基準值）、鈉95毫克
（4%每日基準值）、鉀110毫克（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
化合物19克（6%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日基
準值）、不溶性纖維2克、糖6克、糖醇1克、蛋白質6克（12%
每日基準值）、鈣（6%每日基準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花生、菊粉、乳清蛋白脆片（乳清分離蛋白、乳清蛋
白濃縮物、木薯澱粉、碳酸鈣、大豆卵磷脂）、糙米糖漿、果
糖、花生醬（花生）、大米脆片（大米、麵粉、米糠、蜂蜜、
碳酸鈣）、甘油、巧克力口味表層（糖、分餾棕櫚仁油、§
可可、乳清、脫脂牛奶、大豆卵磷脂、天然香料）、水、玉米
糠、亞麻籽、部分脫脂的花生粉、高油酸紅花籽油、黃芪根
粉、麥芽糊精、鹽、枸杞子萃取物、巴西莓果實萃取物、天
然香料（包含花生油）、青花菜粉末、捲心菜粉末、胡蘿蔔粉
末、菠菜粉末、番茄粉末、添加生育醇以保持風味持久、葵
瓜子油、二氧化矽
含有牛奶、花生及大豆成分。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
處理蛋類、樹類堅果及小麥。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植物來源的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泰式甜辣醬

每一份量：1包（24克），每包裝含：10，100卡路里，來自脂
肪的卡路里25，總脂肪2.5克（4%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
0克（0%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納370毫克（15%每
日基準值），鉀50毫克（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8
克（3%每日基準值），糖2克，蛋白質11克（22%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A（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0%每日基準
值）、鈣（6%每日基準值），鐵（15%每日基準值）。

成分： 豌豆蛋白脆片（豌豆蛋白提取物，馬鈴薯碎片，馬鈴
薯澱粉，鹽，碳酸鈣），泰式甜辣醬調味配方（蔗糖，鹽，酵
母提取物，麥芽糊精，脫水洋蔥，脫水蒜頭，脫水番茄，墨西
哥辣椒粉，紅花籽油，香料，歐芹，檸檬酸，香料提取物，紅
甜椒提取物，天然香料），葵瓜子油

Heart Shake Booster 奶昔心臟功能提升劑

每一份量：1勺 （4克），每包裝含：56，5卡路里，總碳水化
合物3克（1%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3克（12%每日基準
值），植物甾醇/植物甾烷醇650毫克（¶ %每日基準值），
泛硫乙胺（Pantesin®）100毫克（¶ %每日基準值），專有
配方408毫克（¶ %每日基準值）：黑莓（黑莓）果實粉末，
柑橘生物類黃酮，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橄欖（油橄
欖）葉子提取物，番茄（番茄）果實粉末，紅葡萄（釀酒葡
萄）果實萃取物，迷迭香（迷迭香）† 葉子萃取物，朝鮮薊（
朝鮮薊）葉子萃取物，蒜頭（大蒜）蒜瓣提取物。¶尚未建立
每日基準值。
其他成分： 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二氧化矽。

Pantesin®是Kyowa Pharma Chemical Co的註冊商標。
，LTD.

Immune Shake Booster 奶昔免疫功能提升劑

每一份量：1勺 （5克），每包裝含：28，10卡路里，總碳水
化合物4克（1%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3克（12%每日基準
值），麵包酵母β-葡聚醣（來自釀酒酵母）（Wellmune®） 
250毫克（¶%每日基準值），專有配方2000毫克（¶ %每日
基準值）：舞茸（灰樹花） 菌絲，靈芝（靈芝）子實體，茯苓
（茯苓）菌絲。 ¶尚未建立每日基準值。
其他成分： 難消化性麥芽糊精，二氧化矽。

Wellmune®是Kerry Group的一個註冊商標。

Ionix® Supreme 生之源—天然水果口味飲品
每一份量：１盎司（29.57毫升）、每包裝含：32份、 卡路
里 20、總碳水化合物5克（2%每日基準值）、糖4克、維他
命B1（硫胺素）3毫克（20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B2（
核黃素）4毫克（235%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3
毫克（6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6毫克
（30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120微克
（2000%每日基準值）、鋅（氧化鋅）5毫克（33%每日基準
值） 
專有配方691毫克—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離子化苜蓿
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木槿（玫瑰茄）花萃取物、西瓜（
西瓜）果汁萃取物、奇異果（獼猴桃）果汁粉、紅景天（紅景
天）根部萃取物、刺毛黧豆根部萃取物、印度人參（睡茄） 
根部萃取物、藍莓（高大越橘）果實萃取物、假馬齒莧（假
馬齒莧）全株萃取物、訶子（訶子）果實萃取物、刺五加（刺
五加）根部萃取物、餘甘子（餘甘子）果實萃取物、杜鵑（牛
皮杜鵑）葉萃取物、蒺藜（蒺藜）果實萃取物、喜來芝萃取

物、鹽酸甜菜鹼、甲基磺酰基甲烷、五味子（五味子）果實
萃取物、竹（大佛肚竹）莖葉萃取物、瑪卡（瑪卡）根部萃取
物、薑（生薑）根部萃取物、α硫辛酸
其他成分—水（經反滲透法過濾）、糖蜜粉、蘋果（蘋果）果
汁粉、天然香料、氯化鈉、磷酸鹽、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
物、山梨酸鉀、蘋果酸、檸檬酸

Ionix® Supreme 生之源—天然水果口味沖泡粉
每一份量：1包（7.5克）、每包裝含：30, 卡路里 25、總碳
水化合物6克（2%每日基準值）、糖5克、維他命B1（硫胺
素）3毫克（20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2（核黃素）4毫
克（235%每日基準值）、菸鹼酸（煙酰胺）13毫克（65%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6毫克（300%每日基
準值）、葉酸300微克（75%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
鈷胺明）120微克（2000%每日基準值）、鋅（氧化鋅）5毫克
（33%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715毫克—枸杞（枸杞）果實萃取物、 離子化苜蓿
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木槿（玫瑰茄）花萃取物、西瓜（
西瓜）果汁萃取物、奇異果（獼猴桃）果汁粉、紅景天（紅景
天）根部萃取物、刺毛黧豆根部萃取物、印度人參（睡茄） 
根部萃取物、藍莓（高大越橘）果實萃取物、假馬齒莧（假
馬齒莧）全株萃取物、訶子（訶子）果實萃取物、刺五加（刺
五加）根部萃取物、餘甘子（餘甘子）果實萃取物、 杜鵑（牛
皮杜鵑）葉萃取物、α硫辛酸、蒺藜（蒺藜）果實萃取物、喜
來芝萃取物、鹽酸甜菜鹼、甲基磺酰基甲烷（MSM）、五味
子（五味子）果實萃取物、 竹（大佛肚竹）莖葉萃取物、瑪卡
（瑪卡）根部萃取物、薑（生薑）根部萃取物 
其他成分—糖蜜粉、蘋果果汁粉、天然香料、二氧化矽、氯
化鈉、蘋果酸、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

Isadelight® 巧克力—黑巧克力
每一份量：3塊（34.2克）、每包裝含：10、卡路里 170、來自
脂肪的卡路里110、總脂肪12克（18%每日基準值）、飽和
脂肪7克（35%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鈉5毫克（0%
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15g（5%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3克（12%每日基準值）、糖9克、 蛋白質4克（8%每日
基準值），鈣 （8%每日基準值），鐵（15%每日基準值）
成分—黑巧克力 [可可漿（不含酒精），糖、可可脂、大豆卵
磷脂（乳化劑）、及香草]、IsaDelight® 胺基複合物（DL-苯
丙氨酸、γ-氨基丁酸、甘氨酸鎂、甘氨酸、磷酸三鈣、菊粉、
牛磺酸、煙酰胺、綠茶萃取物、肌醇、卵磷脂、鹽酸吡哆醇、
膽鈣化醇形式、葉酸、維他命B12）

含有大豆（卵磷脂）。 可能含有牛奶。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
時用於處理堅果、花生及小麥。

Isadelight® 巧克力—黑巧克力薄荷口味
每一份量：3塊（34.2克）、每包裝含：10、卡路里 170、來自
脂肪的卡路里110、總脂肪12克（18%每日基準值）、飽和
脂肪7克（35%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鈉5毫克（0%
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15g（5%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3克（12%每日基準值）、糖9克、 蛋白質4克（8%每日
基準值）、鈣（8%每日基準值）、鐵（15%每日基準值）
成分—黑巧克力 [可可漿（不含酒精）、糖、可可脂、大豆卵
磷脂（乳化劑）、及香草]、IsaDelight® 胺基複合物（DL-苯
丙氨酸、γ-氨基丁酸、甘氨酸鎂、甘氨酸、磷酸三鈣、菊粉、
牛磺酸、煙酰胺、綠茶萃取物、肌醇、卵磷脂、鹽酸吡哆醇、
膽鈣化醇形式、葉酸、維他命B12）、天然薄荷香料

含有大豆（卵磷脂）。 可能含有牛奶。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
時用於處理堅果、花生及小麥。

Isadelight®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每一份量：3塊（34.2克）、每包裝含：10、卡路里 170、來
自脂肪的卡路里100、總脂肪11克（17%每日基準值）、飽
和脂肪6克（30%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5毫
克（2%每日基準值）、鈉30毫克（1%每日基準值）、總碳
水化合物17克（6%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克（4%每日
基準值）、糖16克、 蛋白質4克（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A（2%每日基準值），鈣（15%每日基準值），鐵（2%每日
基準值）
成分—牛奶巧克力 [糖，牛奶、可可脂、可可漿（不含酒精）
、大豆卵磷脂（乳化劑）、及香草]，IsaDelight® 胺基複合物
（DL-苯丙氨酸，γ-氨基丁酸、甘氨酸鎂、甘氨酸、磷酸三
鈣、菊粉、牛磺酸、煙酰胺、綠茶萃取物、肌醇、卵磷脂、鹽
酸吡哆醇、膽鈣化醇形式、葉酸、維他命B12）

含有牛奶及大豆（卵磷脂）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堅果、 花生及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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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Isadelight®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與海鹽焦糖口味
每一份量：3塊（34.2克）、每包裝含：10、卡路里 170、來
自脂肪的卡路里100、總脂肪11克（17%每日基準值）、飽
和脂肪7克（35%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5毫
克（2%每日基準值）、鈉115毫克（5%每日基準值）、總碳
水化合物17克（6%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克（4%每日基
準值）、糖15克、 蛋白質4克（8%每日基準值），{0>維他命
A<0}（2%每日基準值），鈣（15%每日基準值），鐵（2%每
日基準值）
成分—牛奶巧克力 [糖，牛奶、可可脂、可可漿（不含酒精）
、大豆卵磷脂（乳化劑）、及香草]，IsaDelight® 胺基複合物
（DL-苯丙氨酸，γ-氨基丁酸、甘氨酸鎂、甘氨酸、磷酸三
鈣、菊粉、牛磺酸、煙酰胺、綠茶萃取物、肌醇、卵磷脂、鹽
酸吡哆醇、膽鈣化醇形式、葉酸、維他命B12）、天然焦糖香
料、海鹽

含有牛奶及大豆（卵磷脂）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
於處理堅果、花生及小麥。

IsaDermix® 護膚品—Refreshing Body Wash 清爽沐浴乳
成分—水（水）、肉豆蔻醇聚醚硫酸鈉、丙烯酸酯共聚物、經
認證的有機蘆薈（庫拉索蘆薈）葉汁 / jus de feuille d’Aloe 
vera certifié biologique、椰油醯胺丙基甜菜鹼、椰油酰兩
性基二乙酸二鈉、聚山梨酯20、葡萄柚（葡萄柚）表皮油 /
葡萄柚皮油、橘（柑橘）表皮油 / 橘皮油、甘油，石榴（石
榴） 提取物/石榴提取物，綠茶（茶樹）葉萃取物 / extrait 
de feuilles de thé vert，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 / extrait 
de grain d’avoine，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 / extrait 
de pépins de raisins，氨甲基丙醇、乙二胺四醋酸二鈉鹽、
苯甲酸鈉、苯氧乙醇

IsaDermix® 護膚品—Ultra Hydrating Hand & Body 
Cream 超效保濕乳霜
成分—水 / eau、蘆薈葉汁 / jus de feuille d’aloès （庫拉
索蘆薈）、鯨蠟硬脂醇、鯨蠟硬脂醇聚醚-20、辛酸/癸酸甘
油三酯、甘油、矽靈、環五聚二甲基矽氧烷、硬酯醇、乳木
果油 / beurre de karité （乳油木）、油醇聚醚60、山梨醇
硬脂酸酯、甜杏仁油 / huile d’amande douce （甜杏仁）
、葵瓜子油 / huile de graine de tournesol （向日葵）、葡
萄柚表皮揮發油 / huile d’écorce de pamplemousse （
葡萄柚）、橘表皮揮發油 / huile d’écorce de tangerine （
柑橘）、石榴萃取物 / extrait de grenade （石榴）、綠茶葉
萃取物 / extrait de feuilles de thé vert （茶樹）、燕麥籽
實萃取物 / extrait de grain d’avoine （燕麥）、葡萄籽萃
取物 / extrait de pépins de raisin （釀酒葡萄）、黃瓜果
實萃取物 / extrait de concombre （黃瓜）、金盞花萃取
物 / extrait de souci des jardins （金盞花）、生育酚乙酸
酯、氫氧化鈉、芳樟醇、檸檬烯、丙烯酸酯/ C10-30烷基丙
烯酸酯聚合物、尿囊素、泛醇、乙二胺四醋酸二鈉鹽、山梨
酸鉀、苯甲酸鈉、苯氧乙醇

IsaFlush® 舒暢膠囊
每一份量：1粒膠囊、每包裝含：60、鎂（氧化鎂）200 毫克
（50%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100毫克—膨潤土、牛膝草（神香草）藥草頂部萃
取物、薄荷 （胡椒薄荷） 葉萃取物
其他成分—麥芽糊精、蔬菜膠囊、檸檬酸、二氧化矽、硬脂
酸鎂（蔬菜來源）

IsaGenesis®端粒護理膠囊
每 一 份 量：2 粒 軟 膠 囊、每包 裝含：6 0、維 他 命 A（ β - 胡
蘿蔔素）3333 IU（67%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抗壞血
酸）13毫克（2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d-α-生育醇）5 
I U（ 17 % 每日基 準 值 ）、維 他 命 B 1 2（ 氰 鈷 胺 明 及甲 鈷
胺）12微克（200%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1280毫克—乳薊（乳薊）籽萃取物、亞麻（亞麻）
籽油、磷脂醯膽鹼、薑黃（薑黃）根部萃取物、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大虎杖（虎杖）根部萃取物、淫羊藿（淫羊藿）
藥草頂部萃取物、石榴（石榴）果實萃取物、印度人參（睡
茄） 根部萃取物、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乳香（乳香）
膠樹脂提取物、藍莓（歐洲越橘）果實萃取物、N-乙酰半胱
氨酸、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R-α硫辛酸、L-穀胱甘肽、
亞洲人參（人參）根部萃取物、假馬齒莧（假馬齒莧）全株萃
取物、覆盆子（樹莓 ）果實萃取物、油菜籽卵磷脂、訶子（訶
子）果實萃取物、二水槲皮素、黎豆（刺毛黧豆）種子萃取
物、瑪卡（瑪卡）根部萃取物、黃連（黃連）根部萃取物、喜
來芝萃取物、金合歡灌木含羞草（阿拉伯金合歡）樹皮萃取
物、紅茶（茶樹）葉萃取物、白茶（茶樹）葉萃取物、專有胡

蘿蔔素混合配方（葉黃素、玉米黃素）
其他成分—特級初榨冷壓橄欖油、澱粉、特級初榨冷壓椰子
油、海藻提取物、甘油（植物）、純水、山梨糖醇、二氧化矽、
天然色素（茄紅素、焦糖紅糖）

Isagenix 外用椰子油
成分—分餾椰子（椰子）†油
†100%純淨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桉樹
成分—桉樹（桉樹）† 葉子油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乳香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乳香（乳
香）†樹脂油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薰衣草
每 一 份量：1滴，每包 裝含：約4 0 0 份，每份含量：薰衣草 
（Lavandula angustifolia）† 花卉頂油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檸檬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檸檬（檸
檬）† 表皮油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薄荷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薄荷（胡椒
薄荷）†葉子油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精油—茶樹
成分—茶樹（茶樹）†葉子油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混合精油—Airway™ （呼吸道）
成分—桉樹（桉樹）† 葉子油，檸檬桉（檸檬桉）† 葉子油，
檸檬草（檸檬草）†  葉子油，薄荷（胡椒薄荷）†葉子油，茶
樹（茶樹）†葉子油，葡萄柚（葡萄柚）† 表皮油，迷迭香（
迷迭香）† 地上部分萃取油，百里香（百里香）† 地上部分
萃取油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混合精油—Content™ （滿足）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專有配方
Content™ （滿足）精油混合配方[苦配巴香脂（苦配巴香
脂）† 樹脂油，柳橙（柳橙）†表皮油，葡萄柚（葡萄柚）† 
表皮油，香檸檬（香檸檬）† 表皮油，桉樹（桉樹）†葉子
油、杜松果（杜松）†果實萃取油，橘子（柑橘）†表皮油，
檸檬草（檸檬草）†  葉子油，香茅（香茅）†葉子油，肉桂（
錫蘭肉桂）† 樹皮萃取油] 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混合精油—DefenseShield™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專有配方
DefenseShield （免疫防衛）精油混合配方[檸檬（檸檬）† 
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乳香（乳香）†樹脂油，桉樹
（桉樹）†葉子油、 迷迭香（迷迭香）† 地上部分萃取油，
丁香（丁香）†花蕾油，肉桂（錫蘭肉桂）† 樹皮萃取油] 30
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Essential Oil 混合精油—TumBliss™
每一份量：1滴，每包裝含：約400份，每份含量：專有配方
Isagenix - TumBliss™ （消化健康）精油混合配方[蒔蘿（
蒔蘿）† 藥草油，綠薄荷（綠薄荷）†葉子油，薄荷（胡椒
薄荷）†葉子油，檸檬（檸檬）† 表皮油，胡蘿蔔（野胡蘿
蔔）†籽油，小荳蔻（小荳蔻）†籽油，檸檬草（檸檬草）†  
葉子油，薑（生薑）†根部萃取油] 30毫克
100%純精油

Isagenix Fruits 水果營養素
每一份量：1包（9克）、每包裝含：30、卡路里 25、總脂肪
0克（0%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0克（0%每日基準值）、
反式脂肪0克、總碳水化合物 5克（2%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1克（4%每日基準值）、糖1克、蛋白質0克（0%每日基

準值）
專有配方7242毫克—水果及果汁粉混合配方[柳橙（橙）、
番茄（番茄）、紅樹莓（樹莓）、蘋果（蘋果）、血橙（橙）、
甜櫻桃（甜櫻桃）、蔓越莓（大果越橘）、芒果（芒果）、山竹
（莽吉柿）、木瓜 （番木瓜）、桃（桃）、梨（西洋梨），枸杞
（枸杞）、西瓜（西瓜）、橘（柑橘）、石榴（石榴）、幹梅子（
歐洲李子）、杏（杏）、油桃（桃）、諾麗果（檄樹）、西番蓮（
百香果）、鳳梨（鳳梨）、李子（歐洲李子）、紅葡萄 （釀酒
葡萄）、黑莓（黑莓）、藍莓（狹葉越橘）、番石榴（番石榴）
、奇異果（獼猴桃）、楊桃（楊桃）、紅醋栗（紅醋栗）、越橘
（越橘）、羅馬甜瓜 （甜瓜）]、紅菜頭（甜菜）汁粉末、胡
蘿蔔（野胡蘿蔔）根粉末、蘋果果膠（蘋果）、刺五加 （刺
五加）根粉末、亞麻（亞麻）籽粉末、葡萄（釀酒葡萄）籽萃
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甜葉菊（甜葉
菊）葉萃取物、蝦青素（雨生紅球藻）
其他成分—天然香料、木糖醇、檸檬酸、瓜爾膠、 黃原膠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每一份量：1包（10克）、每包裝含30份， 卡路里30、來自脂
肪的卡路里5、總脂肪0.5克（1%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0克
（0%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總碳水化合物5克（2%
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3克（12%每日基準值）、糖1克、蛋
白質1克（2%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8467毫克—米糠（稻屬）、菊粉（菊苣）、鳳梨（鳳
梨）果汁粉、紫花苜蓿（苜蓿）葉粉末、螺旋藻（節旋藻）海
藻粉末、胡蘿蔔（野胡蘿蔔）根粉末、竹（大佛肚竹）莖葉萃
取物、木瓜 （番木瓜）果實粉末、綠球藻（綠藻）海藻粉末、
歐芹（歐芹）葉粉末、越橘（越橘） 果實粉末、蒲公英（西洋
蒲公英）根部萃取物、白果（銀杏）葉粉末、綠茶（茶樹） 葉
萃取物、黃芪 （黃芪） 根部萃取物、 乳薊（乳薊）籽萃取
物、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末、抱子甘藍（甘藍）粉末、離
子化苜蓿草 （紫花苜蓿）、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α硫
辛酸、葡萄（釀酒葡萄）籽萃取物、花粉粉末、奇異籽（西班
牙鼠尾草）粉末、紅菜頭（甜菜）汁粉末、蕪菁（蕪菁）根粉
末、番茄（番茄）果實粉末、紅三葉草（紅三葉）地上部分粉
末、香菜（芫荽）葉粉末、紅皮藻（掌藻）葉粉末、刺五加 （
刺五加）根粉末、香菇（香菇）地上部分萃取物、舞茸（灰樹
花）地上部分萃取物、蟲草（冬蟲夏草）菌類萃取物、輔酵素
Q10（泛醌）、青花菜（意大利甘藍）地上部分粉末、羽衣甘
藍（羽衣甘藍）葉粉末、蝦青素（雨生紅球藻）
其他成分—天然香料、木糖醇、關華豆膠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
每一份量：3錠、每包裝含：30、鎂（甘氨酸）27毫克（6%每
日基準值）、鋅（檸檬酸鋅）1 毫克（6%每日基準值）、錳（
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2203毫克—氨基葡萄糖硫酸钾盐、硫酸軟骨素、
明膠、二型膠原蛋白、鯨蠟烯酸酯、紅藻（紅藻）、甲基磺酰
基甲烷（MSM）、薑黃（薑黃）根、聖羅勒（聖羅勒）葉萃取
物、鳳梨蛋白酶、五味子（五味子）果實萃取物、薑（生薑）
根部萃取物、乳香 [（乳香）莖萃取物（65%乳香酸）]、鋸齒
酵素、胺基酸螯合硼
其他成分—微晶纖維素、碳酸氫鈉、二氧化矽、羧甲基纖維
素鈉、硬脂酸鎂、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羥丙基纖維素、天然
焦糖色素、甘油

Isagenix Multi-Enzyme Complex™
每一份量：1粒膠囊、每包裝含：30
Multi-Enzyme Complex  復合酵素185毫克—
P r o t o g e n i x ™ *、C a r b o g e n i x ™ *、L e g u g e n i x ™ *
、Lipagenix™ （解脂脢）、Lactagenix™ （乳糖酶）
、Cellugenix™ （植酸酶）、葡萄糖苷酶、Ionic Alfalfa™ 離
子化苜蓿草 
其他成分—麥芽糊精、蔬菜膠囊、硬脂酸鎂
*受下列專利保護5,387,422、5,817,350、及5,436,003。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法式香草
每一份量：兩片咀嚼餅乾（7克）、每包裝含：30、卡路里 30
、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0、總脂肪0克（0%每日基準值）、膽
固醇5毫克 （2%每日基準值）、鈉 25毫克 （1%每日基準
值）、鉀 40毫克（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 4克（1%
每日基準值）、糖3克、蛋白質2克 （4% 每日基準值）、鉻
（20% 每日基準值） 
成分—果糖、低溫脫脂牛奶、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
酪蛋白酸鈣（未變性）、天然香料、卵磷脂、二氧化矽、亞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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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亞麻）籽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重
酒石酸膽鹼、鹽酸甜菜鹼、L-蛋氨酸、胺基酸螯合鉻
含有牛奶及大豆（卵磷脂）成分。

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天然巧克力
每一份量：兩片咀嚼餅乾（7克）、每包裝含：30、卡路里 30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總脂肪0.5克（1%每日基準值）、
膽固醇5毫克（2%每日基準值）、鈉 25毫克（1%每日基準
值）、鉀 40毫克（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 4克（1%
每日基準值）、糖3克、蛋白質2克（4%每日基準值）、鉻
（20%每日基準值） 
成分—果糖、低溫脫脂牛奶，天然 香料，乳清蛋白濃縮物（
未變性）、酪蛋白酸鈣（未變性）、卵磷脂、可可粉、硬脂
酸、二氧化矽，亞麻（亞麻）籽粉末、  離子化苜蓿草（紫花
苜蓿）葉萃取物]，L-蛋氨酸、重酒石酸膽鹼、鹽酸甜菜鹼、
胺基酸螯合鉻
含有牛奶及大豆（卵磷脂）成分。

Isagenix Snacks™ 代餐小點心（不含乳製品）—天然野生
漿果
每一份量：兩片咀嚼餅乾（7.1克）、每包裝含：30、卡路里 
3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10、總脂肪1克（2%每日基準值）、
膽固醇0毫克（0%每日基準值）、鈉10毫克（<1%每日基準
值）、鉀35毫克（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4克（1%
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克（4%每日基準值）、糖2克、蛋
白質1克（2%每日基準值） 
成分—全穀米漿粉、椰糖、豌豆蛋白濃縮物、大麻籽蛋白濃
縮物、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蘋果（蘋果）果實粉末、向
日葵卵磷脂、混合漿果（黑莓、藍莓、覆盆子）果實粉末、亞
麻（亞麻）籽粉末、低聚異麥芽糖粉、香蕉（香蕉）果實粉
末、奇異籽（西班牙鼠尾草）粉末、硬脂酸、二氧化矽、黑莓 
（黑莓）果實粉末、藍莓 （高大越橘）果實粉末、橄欖（油
橄欖）油粉末、莫利洛黑樱桃（莫利洛黑樱桃）果實粉末、
檸檬酸、西番蓮（百香果）粉末、桃（桃）果實粉末、鳳梨（
鳳梨）果實粉末、覆盆子（樹莓）果實粉末、蔬果粉末（蘋
果、胡蘿蔔、紅菜頭）、天然漿果香料、離子化苜蓿草（紫花
苜蓿）葉萃取物]、菊粉、番茄（番茄）醬粉末、西瓜（西瓜）
果實粉末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
每一份量：2粒咀嚼錠、每包裝含：60、維他命 A （醋酸
酯&β-胡蘿蔔素）2500 IU （5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
抗壞血酸）40毫克（67%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D（膽鈣化
醇）200 IU（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E（d-α-生育酚醋
酸酯）10 IU（33% 每日基準值）、硫胺素（硝酸硫胺）0.75
毫克（50% 每日基準值）、核黃素0.85毫克（50% 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煙酰胺）10毫克（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葉酸200微克
（50%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氰鈷胺明）3微克（50% 
每日基準值）、生物素150微克（50% 每日基準值）、泛酸
（泛酸鈣）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鈣（碳酸鈣）20毫
克 （2% 每日基準值）、碘（海帶）75微克（50% 每日基準
值）、鎂（氧化鎂）19毫克（5% 每日基準值）、鋅（氧化鋅
及胺基酸螯合物）7.5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銅（氧化銅
及胺基酸螯合物）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錳（葡萄糖酸
鹽）1毫克（50% 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23毫克—蔬果混合配方[蔓越莓（大果越橘）、柳
橙（橙）、青花菜（青花菜）、花椰菜 （花椰菜）、捲心菜（
捲心菜）、胡蘿蔔（野胡蘿蔔）、菠菜（菠菜）、番茄（番茄）]
、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薔薇果
其他成分—山梨糖醇、木糖醇、天然香料、硬脂酸、二氧化
矽、低聚果糖、硬脂酸鎂（蔬菜來源）、果糖、天然柳橙色素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巧克力漿果
每一份量：1條（64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70
、總脂肪8克（12%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5克（18%每
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1克、單元不
飽和脂肪酸2.5克、膽固醇0毫克（0%每日基準值）、鈉140
毫克（6%每日基準值）、鉀65毫克（2%每日基準值）、總
碳水化合物29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
每日基準值）、糖12克、蛋白質19克（38%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A（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0%每日基準值）、鈣
（4%每日基準值）、鐵 （20%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豌豆蛋白提取物、全穀物糙米蛋白
濃縮物、豌豆蛋白脆片（豌豆蛋白提取物、大米澱粉）]、巧
克力外層（天然蔗糖、棕榈仁油、§可可粉、向日葵卵磷脂、
鹽）、菊苣根纖維、木薯糖漿、葵瓜子醬 （烘烤過的葵瓜

子、高油酸葵瓜子油）、植物卵磷脂、幹蔓越莓 （蔓越莓、
鳳梨糖漿、鳳梨果汁濃縮液、葵瓜子油）、葵瓜子、蔬果色
素、奇異籽粉末、木薯麥芽糊精、亞麻籽粉末、阿拉伯樹膠、
蔬果混合配方（巴西莓、蘋果、香蕉、紅菜頭、胡桃南瓜、胡
蘿蔔、羽衣甘藍、石榴、南瓜、菠菜、甘藷）、檸檬酸鉀、天
然香料、甜葉菊葉萃取物、中鏈三酸甘油脂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牛奶、堅果、花生、大麥及
蛋類。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巧克力椰子杏仁
每一份量：1條（64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90
、總脂肪10克（15%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4.5克（23%
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1.5克、單
元不飽和脂肪酸3.5克、膽固醇0毫克（0%每日基準值）、
鈉180毫克（8%每日基準值）、鉀170毫克（5%每日基準
值）、總碳水化合物27克（9%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1克
（44%每日基準值）、糖10克、蛋白質19克（38%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A（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0%每日基準
值）、鈣（6%每日基準值）、鐵 （20%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豌豆蛋白提取物、豌豆蛋白脆片（豌
豆蛋白提取物、大米澱粉）全穀糙米蛋白濃縮物]、菊苣根
纖維、巧克力外層（天然蔗糖、棕榈仁油、§可可粉、向日葵
卵磷脂、鹽）、杏仁醬、木薯糖漿、杏仁、植物卵磷脂、幹椰
肉、奇異籽粉末、亞麻籽粉末、天然香料、蔬果混合配方（巴
西莓、蘋果、香蕉、胡桃南瓜、羽衣甘藍、南瓜、菠菜、甘藷、
胡蘿蔔、紅菜頭、石榴）、檸檬酸鉀
含有樹類堅果（椰子、杏仁）。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
處理牛奶，堅果、花生、大豆&蛋類。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瘦身餐條—酥脆巧克力
每一份量：1條（65克）、卡路里 27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80、總脂肪9克（14%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4克（20%
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10毫克（3%每日基
準值）、鈉60毫克（3%每日基準值）、鉀480毫克（14%每
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8克（9%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1克（4%每日基準值）、糖18克、蛋白質18克（36%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A（3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25%
每日基準值）、鈣（40%每日基準值）、鐵（25%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D（15%）、維他命E（20%每日基準值）、硫
胺素（3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35%每日基準值）、菸
鹼酸（5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25%每日基準值）、
葉酸鹽（2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6%每日基準值）
、生物素（15%每日基準值）、泛酸（20%每日基準值）、磷
（30%每日基準值）、碘（35%每日基準值）、鎂（15%每日
基準值）、鋅（25%每日基準值）、硒（15%每日基準值）、
銅（30%每日基準值）、錳（80%每日基準值）、鉻（10%每
日基準值）、鉬（30%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酪蛋白酸鈣、乳
清蛋白脆片（乳清蛋白濃縮物、澱粉、可可經鹼化處理）]蔗
糖、巧克力表層（糖、可可漿、可可脂、牛奶脂肪、大豆卵磷
脂、天然香料）、麥芽糖醇、杏仁粉、甘油、葵瓜子油、脫脂
牛奶粉末、天然香料、阿拉伯樹膠、維他命和礦物質混合配
方 [氯化鉀、磷酸氫鈣、抗壞血酸、氧化鋅、煙酰胺、d-α-生
育醇醋酸酯、碘化鉀、維他命A（棕櫚酸酯）、硫酸錳、生物
素、葡萄糖酸銅、電解鐵、核黃素、鉬酸鈉、泛酸、亞硒酸
鈉、硝酸硫胺、葉酸、鹽酸吡哆醇、膽鈣化醇形式、氰鈷胺
明、胺基酸螯合鉻]
含有牛奶、堅果（杏仁）及大豆（卵磷脂）成分。所使用的
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蛋類、樹類堅果及花生。

IsaLean™ Bar瘦身餐條—特濃巧克力
每一份量：1條（65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克（15%每日基
準值）、膽固醇20毫克（7%每日基準值）、鈉180毫克（8%
每日基準值）、鉀260毫克（7%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
物32克（11%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3克（12%每日基準
值）、糖16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值）、鈣（15%每
日基準值）、鐵（10%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 縮
物、酪蛋白酸 鈣、酪蛋白、乳清）、糖、糙 米糖漿、果糖、
可可（經鹼化處理）、高油酸葵瓜子油、米粉、分餾棕櫚仁
油、§麥芽糖醇糖漿、水、木薯澱粉、菊苣根纖維、天然香
料、無糖巧克力、可可、麥芽糊精、大豆卵磷脂、甘油、脫脂
牛奶、碳酸鈣、鹽、黃油脂肪、卡拉膠、添加生育醇以保持
風味持久

含有牛奶和大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蛋類、
堅果、花生及小麥。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巧克力花生醬
每一份量：1條（68克）、卡路里 26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80、總脂肪8克（12%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4克（20%每
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1克、單元不
飽和脂肪酸2克、膽固醇0毫克（0%每日基準值）、鈉10毫
克（4%每日基準值）、鉀220毫克（6%每日基準值）、總碳
水化合物30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10克（40%每
日基準值）、糖12克、蛋白質19克（38%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A（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0%每日基準值）、鈣
（4%每日基準值）、鐵（15%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豌豆蛋白提取物、豌豆蛋白脆片（豌
豆蛋白提取物、大米澱粉）、全穀糙米蛋白濃縮物]、巧克力
外層（天然蔗糖、棕榈仁油、§可可粉、向日葵卵磷脂、鹽）
、糙米糖漿、菊苣根纖維、花生粉、花生醬（花生、鹽）、植
物卵磷脂、低聚異麥芽糖、天然香料
含有花生。 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牛奶、堅果、
大豆&蛋類。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瘦身餐條—香脆巧克力花生
每一份量：1條（65克）、卡路里 27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80、總脂肪9克（14%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5克（18%
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10毫克（3%每日基
準值）、鈉55毫克（2%每日基準值）、鉀470毫克（14%每
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30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1克（4%每日基準值）、糖17克、蛋白質18克（36%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A（3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25%
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 （20%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D（15%）、維他命E（15%每日基準值）、硫
胺素（3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30%每日基準值）、菸
鹼酸（5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25%每日基準值）、
葉酸鹽（2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6%每日基準值）
、生物素（15%每日基準值）、泛酸（20%每日基準值）、磷
（30%每日基準值）、碘（35%每日基準值）、鎂（15%每日
基準值）、鋅（25%每日基準值）、硒（15%每日基準值）、
銅（25%每日基準值）、錳（80%每日基準值）、鉻（10%每
日基準值）、鉬（30%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酪蛋白酸鈣、乳
清蛋白脆片（乳清蛋白濃縮物、米粉）]、蔗糖、巧克力表層（
糖、可可漿、可可脂、牛奶脂肪、大豆卵磷脂、天然香料）、
麥芽糖醇、花生醬（花生、鹽）、甘油、花生粉、葵瓜子油、
天然香料、維他命和礦物質混合配方 [磷酸氫二鉀、磷酸氫
鈣、氧化鎂、抗壞血酸、氧化鋅、煙酰胺、d-α-生育醇醋酸
酯、碘化鉀、維他命A（棕櫚酸酯）、硫酸錳、生物素、葡萄
糖酸銅、電解鐵、核黃素、鉬酸鈉、泛酸、亞硒酸鈉、硝酸
硫胺、葉酸、鹽酸吡哆醇、膽鈣化醇形式、氰鈷胺明、胺基
酸螯合鉻]
含有牛奶、花生及大豆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
處理蛋類及堅果。

IsaLean™ Bar瘦身餐條—檸檬百香果
每一份量：1條（65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克（15%每日基
準值）、膽固醇20毫克（7%每日基準值）、鈉170毫克（7% 
每日基準值）、鉀115 毫克（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
物32克（11%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3克（12%每日基準
值）、糖16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值）、鈣（15%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C（2%每日基準值）、鐵（2%每日基準
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 縮
物、酪蛋白酸鈣、酪蛋白、牛奶蛋白提取物、牛奶蛋白濃縮
物）、糖、糙米糖漿、分餾棕櫚仁油、§菊苣根纖維、米粉、
高油酸葵瓜子油（添加生育醇以保持風味持久）、麥芽糖醇
糖漿、麥芽糖醇、木薯澱粉、濃縮檸檬汁、麥芽糊精、麥麸、
天然香料、水、果糖、脫脂牛奶、大豆卵磷脂、乳糖、碳酸
鈣、檸檬酸、鹽、米糠、蜂蜜、幹優格粉（脫脂牛奶和乳酸）
、蘋果酸、薑黃油樹脂色素
含有牛奶及大豆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蛋
類、堅果、花生及小麥。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瘦身餐條—天然燕麥葡萄乾
每一份量：1條（60克）、卡路里 21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63

加拿大營養標示
、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5克（18%每日
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15毫克（5%每日基準值）
、鈉85毫克（4%每日基準值）、鉀130毫克（4%每日基準
值）、總碳水化合物28克（9%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4克
（16%每日基準值）、糖7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A（1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50%每日基
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4%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D（10%）、維他命E（50%每日基準值）、硫胺素（10%每
日基準值）、核黃素（1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10%每日
基準值）、維他命B6（1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 （10%每
日基準值）、維他命B12（1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10%
每日基準值）、泛酸（10%每日基準值）、磷（10%每日基
準值）、碘（10%每日基準值）、鎂（15%每日基準值）、鋅
（10%每日基準值）、硒（2%每日基準值）、銅（10%每日
基準值）、錳（10%每日基準值）、鉬（2%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脆片（乳清蛋白提取物、乳
清蛋白濃縮物、木薯澱粉、碳酸鈣、大豆卵磷脂）、酪蛋白酸
鈣、乳清蛋白提取物]、糙米糖漿、優格口味表層 （麥芽糖
醇、分餾棕櫚仁油、§酪蛋白酸鈣、牛奶蛋白濃縮物、脫脂
牛奶、幹優格粉、大豆卵磷脂、天然香料）、麥芽糖醇糖漿、
聚葡萄糖、葡萄乾、無麩質燕麥片、水、高油酸紅花籽油、天
然香料、肉桂、維他命和礦物質混合配方 （氧化鎂、抗壞血
酸、α-生育醇醋酸酯、煙酰胺、氧化鋅、葡萄糖酸銅、泛酸
鈣、磷酸鐵、鹽酸吡哆醇、核黃素、硫酸錳、維他命A醋酸
酯、硝酸硫胺、葉酸、生物素、碘化鉀、鉬酸鈉、維他命D3、
維他命B12）、麥芽糊精
含有牛奶及大豆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蛋
類、堅果、花生及小麥。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Bar瘦身餐條—焦糖腰果
每一份量：1條（60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80
、總脂肪9克（14%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3.5克（18%每
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膽固醇10毫克（3%每日基準值）
、鈉230毫克（10%每日基準值）、鉀150毫克（4%每日基
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6克（9%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6
克（24%每日基準值）、糖7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A（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C（0%每日基準
值）、鈣（20%每日基準值）、鐵（6%每日基準值）
成分—乳清脆片（乳清分離蛋白、乳清蛋白濃縮物、木薯澱
粉、碳酸鈣、大豆卵磷脂）、乳清蛋白提取物、焦糖液（糖、
棕櫚仁油、、脫脂牛奶粉末、全職奶粉、卵磷脂、鹽、經鹼化
處理的可可、胭脂樹）、腰果、麥芽糖醇、菊苣根纖維、植物
卵磷脂、杏仁、可溶性木薯纖維、無麩質燕麥、葵瓜子油、天
然香料、海鹽、焦糖
含有牛奶、堅果（杏仁）及大豆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
時用於處理堅果、蛋類及花生。

IsaLean™ Bar瘦身餐條—棉花糖巧克力夾心餅乾口味
每一份量：1條（65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90
、總脂肪10克（15%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4.5克（23%
每日基準值），膽固醇20毫克（7%每日基準值），鈉85毫克
（4%每日基準值），鉀125毫克（4%每日基準值），總碳
水化合 物30克（10%每日基準值），膳食纖 維9克（36%
每日基準值），糖9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值），鈣
（20%每日基準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蛋白質混合配方[乳清蛋白提取物、乳清蛋白濃縮物，
脫脂牛奶），巧克力表層（蔗糖，棕榈仁油、§可可粉、向日
葵卵磷脂、鹽），菊苣根，麥芽糖醇，難消化性麥芽糊精，葵
瓜子油，甘油，木薯澱粉，天然香料、向日葵卵磷脂、碳酸鈣
含有牛奶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同時用於處理蛋類、堅
果，花生及大豆。
§ 來自於RSOP-認證可持續的棕櫚仁油。

IsaLean™ 奶昔—巧克力薄荷
每一份量：2勺（59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5、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克（10%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膽固醇45毫
克（15%每日基準值）、鈉220毫克（9%每日基準值）、鉀
320毫克（9%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4克（8%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10克、蛋白
質24克（4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32%每日基準值）、鐵
（1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
（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

（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值）、泛酸
（40%每日基準值）、磷（24%每日基準值）、碘（40%每日
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基準值）、
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錳（60%每
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
未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
末]、低聚異麥芽糖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可
可粉、木薯麥芽糊精、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
籽粉末、黃原膠、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
花苜蓿）葉萃取物]、氧化鎂、磷酸三鈣、檸檬酸鉀、天然香
料、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解脂脢（來自
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蔗糖轉化酶（來自於
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粉酶（來自於枯草
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木瓜蛋白酶（來自
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曲黴）]、檸檬酸鎂、
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二氧化矽、絲蘭（絲蘭）根粉
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鎂、車前子（卵葉車前）
種子粉末、海鹽、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維他命E琥珀酸
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氧化鋅、胺基
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d-泛酸鈣、維他命D3（
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
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氰鈷胺明）、核黃素、嗜
酸乳桿菌、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 酸 —丙胺酸 980毫克、精胺酸655毫克、天門冬胺酸
2110毫克、半胱胺酸470毫克、谷胺酸4130毫克、甘胺酸
42 5毫克、組 胺酸470毫克、異亮胺酸1365毫克、亮胺酸
2270毫克、賴胺酸188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
8 45毫 克、脯 胺 酸16 3 5毫 克、絲 胺 酸11 55毫 克、蘇 胺 酸
1340毫克、色胺酸435毫克、酪胺酸880毫克、纈胺酸1360
毫克

IsaLean™ 奶昔—香滑荷蘭巧克力
每一份量：1包（61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5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20、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克（10%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3克、膽固醇45毫克
（15%每日基準值）、鈉265毫克（11%每日基準值）、鉀
430毫克（12%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4克（8%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11克、蛋白
質24克（4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
（14%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
（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
（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值）、泛酸
（40%每日基準值）、磷（25%每日基準值）、碘（40%每日
基準值）、鎂（5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基準值）、
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錳（60%每
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未
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末]
、果糖、天然荷蘭可可粉、低聚異麥芽糖粉、葵瓜子（向日
葵）油粉末、天然香料、橄欖（油橄欖）油粉末、黃原膠、亞
麻（亞麻）籽粉末、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
花苜蓿）葉萃取物]、檸檬酸鉀、氧化鎂、磷酸三鈣、海鹽、
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解脂脢 （來自於米
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蔗糖轉化酶（來自於釀酒
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
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
木瓜）、 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曲黴）]、 檸檬酸鎂、二氧
化矽、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
鎂、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
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末、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
維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
、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d-泛酸
鈣、維他命 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基
酸螯合鉬、 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氰鈷胺
明）、核黃素、嗜酸乳桿菌、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 酸 —丙胺酸 980毫克、精胺酸655毫克、天門冬胺酸
2110毫克、半胱胺酸470毫克、谷胺酸4130毫克、甘胺酸
42 5毫克、組 胺酸470毫克、異亮胺酸1365毫克、亮胺酸
2270毫克、賴胺酸188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

8 45毫 克、脯 胺 酸16 3 5毫 克、絲 胺 酸11 55毫 克、蘇 胺 酸
1340毫克、色胺酸435毫克、酪胺酸880毫克、纈胺酸1360
毫克

IsaLean™ 奶昔—香滑法式香草
每一份量：1包（60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5、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1.5克（8%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膽固醇45毫
克（15%每日基準值）、 鈉240毫克（10%每日基準值）、
鉀330毫克（9%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4克（8%每
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11克、蛋
白質24克（4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32%每日基準值）、鐵
（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
（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
（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值）、泛酸
（40%每日基準值）、磷（24%每日基準值）、碘（40%每日
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基準值）、
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錳（60%每
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未
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末]
、低聚異麥芽糖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天然香
料、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粉末、黃原膠、
木薯麥芽糊精、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肉桂（錫蘭肉桂）樹
皮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氧化鎂、磷
酸三鈣、檸檬酸鎂、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
、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蔗糖
轉化酶（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
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
、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
曲黴）]、蘋果（蘋果）果汁粉末、海鹽、二氧化矽、絲蘭（絲
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鎂、車前子（卵
葉車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維他命E琥珀酸
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甜葉菊（甜葉
菊）葉萃取物、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
酰胺、d-泛酸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
菸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
B12（氰鈷胺明）、核黃素、鹽酸硫胺、嗜酸乳桿菌、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 酸 —丙胺酸 980毫克、精胺酸655毫克、天門冬胺酸
2110毫克、半胱胺酸470毫克、谷胺酸4130毫克、甘胺酸
42 5毫克、組 胺酸470毫克、異亮胺酸1365毫克、亮胺酸
2270毫克、賴胺酸188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
8 45毫 克、脯 胺 酸16 3 5毫 克、絲 胺 酸11 55毫 克、蘇 胺 酸
1340毫克、色胺酸435毫克、酪胺酸880毫克、纈胺酸1360
毫克

IsaLean™ 奶昔（不含乳製品）—天然漿果
每一份量：1包（61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8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0、總脂肪8克（12%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1克（5%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2.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3.5克、膽固醇0毫克
（0%每日基準值）、鈉250毫克（10%每日基準值）、鉀120
毫克（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2克（7%每日基準
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7克、蛋白質22克
（44%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C（270%每日基準值）、鈣（8%每日基準值）、鐵（35%每
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Phyto-IsaLean複合物 （豌豆蛋白濃縮
物、大麻籽蛋白濃縮物）、糖蜜粉、低聚異麥芽糖粉、葵瓜
子（向日葵）油粉末、向日葵卵磷脂、天然香料、奇異籽（西
班牙鼠尾草）粉末、藍莓 （高大越橘）果實粉末、全穀米漿
粉、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粉末、木薯麥芽
糊精、黃原膠、菊粉、中鏈三酸甘油脂（MCT）粉末、肉桂（
錫蘭肉桂）粉、蔬果混合配方[蘋果（蘋果）、胡蘿蔔（野胡
蘿蔔）、紅菜頭（甜菜）]、二氧化矽、抗壞血酸、離子化苜蓿
草 （紫花苜蓿）、檸檬酸鉀、檸檬酸、嫩芽混合配方[青花菜
（青花菜）芽、捲心菜（捲心菜）芽、花椰菜（花椰菜）芽、
白蘿蔔（蘿蔔）芽、羽衣甘藍（羽衣甘藍）芽、小米（黍）芽、
藜（藜麥）芽]、磷酸三鈣、硬脂酸鎂、羅漢果、羽衣甘藍（羽
衣甘藍）菜汁粉末、南瓜（櫛瓜）漿粉、皺葉甘藍（捲心菜）
菜汁粉末、菠菜（菠菜）汁粉末、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
物、胡蘿蔔（野胡蘿蔔）汁粉末、紅菜頭（甜菜）汁粉末、嗜
酸乳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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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胺基酸—丙胺酸880毫克、精胺酸2000毫克、天門冬胺酸
2340毫克、半胱胺酸170毫克、谷胺酸3600毫克、甘胺酸
880毫克、組胺酸510毫克、異亮胺酸930毫克、亮胺酸1950
毫克、賴胺酸1470毫克、蛋胺酸260毫克、苯丙胺酸1030毫
克、脯胺酸840毫克、絲胺酸1040毫克、蘇胺酸710毫克、色
胺酸260毫克、酪胺酸700毫克、纈胺酸1030毫克

IsaLean™ 奶昔（猶太潔食）—天然香滑香草
每一份量：2勺（61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0、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1克（5%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不
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1.5克、膽固醇30毫
克（10%每日基準值）、 鈉115毫克（5%每日基準值）、鉀
300毫克（8%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7克（9%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4克（16%每日基準值）、糖16克、蛋白
質23克（46%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40%每日基準值）、鐵
（6%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黃素
（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他命
B6（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維他
命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值）、
泛酸（40%每日基準值）、磷（20%每日基準值）、碘（40%
每日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基準
值）、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錳
（60%每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日
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IsaPro®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
、酪蛋白酸鈣（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末]、 果糖、葵瓜
子（向日葵）油粉末、天然香料，可溶性纖維、卵磷脂、橄欖
（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粉末、關華豆膠、黃原
膠、纖維素、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檸檬果
汁粉、氧化鎂、檸檬酸鉀、蜂蜜粉、磷酸三鈣、檸檬酸鎂、
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車前子（卵葉
車前）種子粉末、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二氧化矽、生物
素、胺基酸螯合硒、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
、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
、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鳳梨
蛋白酶（來自於鳳梨）、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
定蛋白酶（來自於黑曲黴）]、維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
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
基酸螯合碘，煙酰胺、維他命B5（d-泛酸鈣）、維他命D3（
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
命B6（鹽酸吡哆醇）， 維他命B12（氰鈷胺明），維他命B2（
核黃素）、維他命B1（鹽酸硫胺），嗜酸乳桿菌，葉酸  
含有牛奶及大豆（卵磷脂）成分。
胺 基酸—丙胺酸90 0毫克、精胺酸60 0毫克、天門冬胺酸
1900毫克、胱胺酸300毫克、谷胺酸4200毫克、甘胺酸400
毫克、組胺酸400毫克、異亮胺酸1100毫克、亮胺酸2200毫
克、賴胺酸190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850毫克、
脯胺酸1800毫克、絲胺酸1100毫克、蘇胺酸1200毫克、色
胺酸320毫克、酪胺酸850毫克、纈胺酸1300毫克

IsaLean™ 奶昔—蜜桃芒果
每一份量：2勺（59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5，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1.5克（8%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膽固醇40
毫克 （13%每日基準值）， 鈉 170毫克（7%每日基準值）
，鉀300毫克（9%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4克（8%
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11克，
蛋白質24克（4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32%每日基準值）
、鐵（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
黃素（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B6（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
值）、泛酸（40%每日基準值）、磷（24%每日基準值）、碘
（40%每日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
基準值）、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
錳（60%每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
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未
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末]
、低聚異麥芽糖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天然香
料，木薯麥芽糊精，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

粉末，黃原膠、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蜜桃果粉，芒果粉，
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氧化鎂、磷酸三鈣、
檸檬酸鉀，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解脂脢
（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蔗糖轉化酶（
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粉酶（來自
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木瓜蛋白酶
（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曲黴）]，檸檬
酸鎂，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二氧化矽、絲蘭（絲蘭）
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鎂、車前子（卵葉車
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胭脂樹提取物，維
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
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維他命B5
（d-泛酸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
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維他命B2（核黃素），嗜酸乳桿菌，維他命B1
（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酸—丙胺酸980毫克、精胺酸655毫克、天門冬胺酸
2110毫克，胱胺酸470毫克，谷胺酸4130毫克、甘胺酸425
毫克、組胺酸470毫克、異亮胺酸1365毫克、亮胺酸2270毫
克、賴胺酸188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845毫克、
脯胺酸1635毫克、絲胺酸1155毫克、蘇胺酸1340毫克、色
胺酸435毫克、酪胺酸880毫克、纈胺酸1360毫克

IsaLean™ 奶昔（不含乳製品）—濃郁巧克力
每一份量：1包（63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70
、總脂肪8克（12%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2克（10%每日
基準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3
克、鈉390毫克（16%每日基準值）、鉀310毫克（9%每日基
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2克（7%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
克（32%每日基準值）、糖6克、蛋白質24克（48%每日基準
值）、鈣（10%每日基準值）、鐵（40%每日基準值）
成分—Phyto-IsaLean 複合物（全穀物糙米蛋白濃縮物、豌
豆蛋白提取物）、天然荷蘭可可粉、蒸發甘蔗汁、葵瓜子（向
日葵）油粉末、低聚異麥芽糖粉、向日葵卵磷脂、奇異籽（西
班牙鼠尾草）粉末、全穀米漿粉、橄欖（油橄欖）油粉末、天
然香料、亞麻（亞麻）籽粉末、黃原膠、菊粉、中鏈三酸甘油
脂粉末、蔬果混合配方（巴西莓、蘋果、香蕉、紅菜頭、胡桃
南瓜、胡蘿蔔、羽衣甘藍、石榴、南瓜、甘藷、菠菜）、糖蜜
粉、檸檬酸鉀、二氧化矽、海鹽、硬脂酸鎂、磷酸三鈣、羅漢
果萃取物、嗜酸乳桿菌、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肉桂
胺基酸—丙胺酸1100毫克、精胺酸1545毫克、天門冬胺酸
2275毫克、胱胺酸415毫克、谷胺酸3705毫克、甘胺酸715
毫克、組胺酸580毫克、異亮胺酸1255毫克、亮胺酸1985
毫克、賴胺酸1185毫克、蛋胺酸465毫克、苯丙胺酸1040毫
克、脯胺酸1310毫克、絲胺酸1210毫克、蘇胺酸1050毫克、
色胺酸270毫克、酪胺酸1060毫克、纈胺酸1265毫克

IsaLean™ 奶昔—香滑草莓
每一份量：1包（60克）、卡路里 24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5、總脂肪5克（8%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1.5克（8%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膽固醇45
毫克（15%每日基準值）、 鈉260毫克（11%每日基準值）
、鉀320毫克（9%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4克（8%
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克（32%每日基準值）、糖11克、
蛋白質24克（48%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50%每日基準
值）、維他命C（40%每日基準值）、鈣（32%每日基準值）
、鐵（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80%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E（35%每日基準值）、硫胺素（60%每日基準值）、核
黃素（70%每日基準值）、菸鹼酸（45%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B6（60%每日基準值）、葉酸鹽（80%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B12（20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45%每日基準
值）、泛酸（40%每日基準值）、磷（24%每日基準值）、碘
（40%每日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45%每日
基準值）、硒（40%每日基準值）、銅（50%每日基準值）、
錳（60%每日基準值）、鉻（80%每日基準值）、鉬（60%每
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物（未
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粉末]
、低聚異麥芽糖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天然
草莓香料、橄欖（油橄欖）油粉末、木薯麥芽糊精、亞麻（
亞麻）籽粉末、黃原膠、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蓿
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天然香料、紅菜頭汁粉末、氧化
鎂、磷酸三鈣、檸檬酸鉀、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
麴黴）、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
、蔗糖轉化酶（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

、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
梨）、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
黑曲黴）]、檸檬酸鎂、海鹽、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二
氧化矽、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
酸鎂、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螯合
硒、維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
素）、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d-泛
酸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
基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氰鈷
胺明）、核黃素、嗜酸乳桿菌、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及草莓成分。
胺 基酸—丙胺酸980毫克、精胺酸655毫克、天門冬胺酸
2110毫克、半胱胺酸470毫克、谷胺酸4130毫克、甘胺酸
425毫克、組胺酸470毫克、異亮胺酸1365毫克、亮胺酸
2270毫克、賴胺酸1880毫克、蛋胺酸550毫克、苯丙胺酸
8 45毫 克、脯 胺酸16 3 5毫 克、絲 胺酸11 55毫 克、蘇 胺酸
1340毫克、色胺酸435毫克、酪胺酸880毫克、纈胺酸1360
毫克

IsaLean™ 奶昔（不含乳製品）—香草印度奶茶
每一份量：1包（62克）、卡路里 25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70
、總脂肪8克（12%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5克（8%每
日基準值）、多元不飽和脂肪酸2.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3
克、鈉380毫克（16%每日基準值）、鉀95毫克（3%每日基
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2克（7%每日基準值）、膳食纖維8
克（32%每日基準值）、糖7克、蛋白質24克（48%每日基準
值）、鈣（10%每日基準值）、鐵（25%每日基準值）
成分—Phyto-IsaLean 複合物（全穀物糙米蛋白濃縮物、
豌豆蛋白提取物）、蒸發甘蔗汁、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
低聚異麥芽糖粉、天然香料、向日葵卵磷脂、奇異籽（西班
牙鼠尾草）粉末、全穀米漿粉、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
（亞麻）籽粉末、黃原膠、菊粉、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蔬
果混合配方（巴西莓、蘋果、香蕉、紅菜頭、胡桃南瓜、胡蘿
蔔、羽衣甘藍、石榴、南瓜、甘藷、菠菜）、糖蜜粉、檸檬酸
鉀、二氧化矽、肉荳蔻、硬脂酸鎂、磷酸三鈣、羅漢果萃取
物、嗜酸乳桿菌、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肉桂、小荳蔻
胺基酸—丙胺酸1100毫克、精胺酸1545毫克、天門冬胺酸
2275毫克、胱胺酸415毫克、谷胺酸3705毫克、甘胺酸715
毫克、組胺酸580毫克、異亮胺酸1255毫克、亮胺酸1985
毫克、賴胺酸1185毫克、蛋胺酸465毫克、苯丙胺酸1040毫
克、脯胺酸1310毫克、絲胺酸1210毫克、蘇胺酸1050毫克、
色胺酸270毫克、酪胺酸1060毫克、纈胺酸1265毫克

IsaLean™ PRO 奶昔—法式香草
每一份量：1包（68克）、卡路里 28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5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20、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5克（13%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克、膽固醇85毫
克（28%每日基準值）、鈉270毫克（11%每日基準值）、鉀
400毫克（1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1克（7%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日基準值）、糖9克、蛋白質
36克（7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37%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C（30%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60%）、維他命E（26%每日基準
值）、硫胺素（4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52%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33%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45%每日基
準值）、葉酸鹽（6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150%每
日基準值）、生物素（33%每日基準值）、泛酸（30%每日基
準值）、磷（25%每日基準值）、碘（30%每日基準值）、鎂
（33%每日基準值）、鋅（33%每日基準值）、硒（30%每日
基準值）、銅（37%每日基準值）、錳（45%每日基準值）、鉻
（60%每日基準值）、鉬（45%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 PRO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
物（未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
粉末]、低聚異麥芽糖粉、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果糖、
天然香料、黃原膠、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
粉末、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末、離
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氧化鎂、磷酸三鈣、檸
檬酸鉀、木薯麥芽糊精、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
麴黴）、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
、蔗糖轉化酶（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
、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
梨）、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
黑曲黴）]、檸檬酸鎂、蘋果（蘋果）果汁粉末、海鹽、二氧化
矽、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鎂、
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
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維他命E琥 珀酸酯、胺基酸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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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
酸螯合碘、煙酰胺、維他命B5（d-泛酸鈣）、維他命D3（膽
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命
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氰鈷胺明）、維他命B2（核
黃素）、嗜酸乳桿菌、維他命B1（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基酸—丙胺酸1605毫克、精胺酸940毫克、天門冬胺酸
3 39 0毫 克、半胱 胺酸8 0 0毫 克、谷胺酸 6 0 4 0毫 克、甘胺
酸655毫克、組胺酸745毫克、異亮胺酸 2140毫克、亮胺
酸3530毫克、賴胺酸2880毫克、蛋胺酸815毫克、苯丙胺
酸1190毫克、脯胺酸2275毫克、絲胺酸1740毫克、蘇胺
酸2190毫克、色胺酸730毫克、酪胺酸1240毫克、纈胺酸
2045毫克 

IsaLean™ PRO 奶昔—天然巧克力
每一份量：1包（69克）、卡路里 28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5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25、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5克（13%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克、膽固醇80毫
克（27%每日基準值）、鈉285毫克（12%每日基準值）、鉀
460毫克（13%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1克（7%每
日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日基準值）、糖9克、蛋
白質36克（7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37%每日基準值）
、維他命C（30%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
（14%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60%）、維他命E（26%每
日基準值）、硫胺素（4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52%每
日基準值）、菸鹼酸（33%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45%
每日基 準值 ）、葉 酸 鹽（6 0 % 每日基 準值 ）、維 他 命B1 2
（150%每日基準值）、生物素（33%每日基準值）、泛酸
（30%每日基準值）、磷（24%每日基準值）、碘（30%每日
基準值）、鎂（40%每日基準值）、鋅（33%每日基準值）、
硒（30%每日基準值）、銅（37%每日基準值）、錳（45%每
日基準值）、鉻（60%每日基準值）、鉬（45%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 PRO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
物（未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
粉末]、天然荷蘭可可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
低聚異麥芽糖粉、天然香料、黃原膠、橄欖（油橄欖）油粉
末、亞麻（亞麻）籽粉末、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
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檸檬酸鉀、氧化鎂、磷酸三
鈣、海鹽、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黴）、解脂脢
（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蔗糖轉化酶（
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澱粉酶（來自
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木瓜蛋白酶
（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曲黴）]、檸檬
酸鎂、二氧化矽、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
、硬脂酸鎂、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
螯合硒、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末、甜葉菊（甜葉菊）葉萃
取物、維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
蔔素）、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維
他命B5（d-泛酸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形式），胺基酸
螯合鉻、菸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
、維他命B12（氰鈷胺明）、維他命B2（核黃素），嗜酸乳桿
菌，維他命B1（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基酸—丙胺酸1605毫克、精胺酸940毫克、天門冬胺酸
3 39 0毫 克、半胱 胺酸8 0 0毫 克、谷胺酸 6 0 4 0毫 克、甘胺
酸655毫克、組胺酸745毫克、異亮胺酸 2140毫克、亮胺
酸3530毫克、賴胺酸2880毫克、蛋胺酸815毫克、苯丙胺
酸1190毫克、脯胺酸2275毫克、絲胺酸1740毫克、蘇胺
酸2190毫克、色胺酸730毫克、酪胺酸1240毫克、纈胺酸
2045毫克

IsaLean™ PRO 奶昔—天然香草
每一份量：1包（68克）、卡路里 28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5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20、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5克（13%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克、膽固醇85毫
克（28%每日基準值）、鈉270毫克（11%每日基準值）、鉀
400毫克（1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1克（7%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日基準值）、糖9克、蛋白質
36克（7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37%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C（30%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60%）、維他命E（26%每日基準
值）、硫胺素（4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52%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33%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45%每日基
準值）、葉酸鹽（6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150%每
日基準值）、生物素（33%每日基準值）、泛酸（30%每日基

準值）、磷（25%每日基準值）、碘（30%每日基準值）、鎂
（33%每日基準值）、鋅（33%每日基準值）、硒（30%每日
基準值）、銅（37%每日基準值）、錳（45%每日基準值）、鉻
（60%每日基準值）、鉬（45%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 PRO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
物（未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
粉末]、低聚異麥芽糖粉、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果糖、
天然香料、黃原膠、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
粉末、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
萃取物]、檸檬果汁粉、木薯麥芽糊精、氧化鎂、磷酸三鈣、
檸檬酸鉀、蜂蜜粉、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米麴
黴）、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黴）、
蔗糖轉化酶（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黴）、
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鳳梨）
、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自於黑
曲黴）]、檸檬酸鎂、海鹽、二氧化矽、絲蘭（絲蘭）根粉末、
維他命C（抗壞血酸）、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硬脂酸
鎂、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肉桂（錫蘭肉桂）粉、生
物素、胺基酸螯合硒、蘋果（蘋果）果汁粉末、維他命E琥
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氧化鋅、
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維他命B5（d-泛酸
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鹼酸、胺基
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氰鈷胺
明）、維他命B2（核黃素）、嗜酸乳桿菌、維他命B1（鹽酸
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基酸—丙胺酸1605毫克、精胺酸940毫克、天門冬胺酸
3 39 0毫 克、半胱 胺酸8 0 0毫 克、谷胺酸 6 0 4 0毫 克、甘胺
酸655毫克、組胺酸745毫克、異亮胺酸 2140毫克、亮胺
酸3530毫克、賴胺酸2880毫克、蛋胺酸815毫克、苯丙胺
酸1190毫克、脯胺酸2275毫克、絲胺酸1740毫克、蘇胺
酸2190毫克、色胺酸730毫克、酪胺酸1240毫克、纈胺酸
2045毫克

IsaLean™ PRO 奶昔—香滑草莓風味
每一份量：1包（68克）、卡路里 280、來自脂肪的卡路里50
、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20、總脂肪6克（9%每日基準值）
、飽和脂肪2.5克（13%每日基準值）、反式脂肪0克、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0.5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2克、膽固醇85毫
克（28%每日基準值）、鈉290毫克（12%每日基準值）、鉀
400毫克（11%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1克（7%每日
基準值）、膳食纖維6克（24%每日基準值）、糖9克、蛋白質
36克（72%每日基準值）、維他命A（37%每日基準值）、維
他命C（30%每日基準值）、鈣（30%每日基準值）、鐵（3%
每日基準值）、維他命D（60%）、維他命E（26%每日基準
值）、硫胺素（45%每日基準值）、核黃素（52%每日基準
值）、菸鹼酸（33%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6（45%每日基
準值）、葉酸鹽（60%每日基準值）、維他命B12（150%每
日基準值）、生物素（33%每日基準值）、泛酸（30%每日基
準值）、磷（25%每日基準值）、碘（30%每日基準值）、鎂
（33%每日基準值）、鋅（33%每日基準值）、硒（30%每日
基準值）、銅（37%每日基準值）、錳（45%每日基準值）、鉻
（60%每日基準值）、鉬（45%每日基準值）
成分—獨家專有Myo-IsaLean PRO複合物 [乳清蛋白濃縮
物（未變性）、牛奶蛋白質濃縮物（未變性）、低溫脫脂牛奶
粉末]、低聚異麥芽糖粉、果糖、葵瓜子（向日葵）油粉末、
天然香料、黃原膠、橄欖（油橄欖）油粉末、亞麻（亞麻）籽
粉末、中鏈三酸甘油脂粉末、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
萃取物]、紅菜頭汁粉末、氧化鎂、木薯麥芽糊精、磷酸三
鈣、檸檬酸鉀、檸檬酸鎂、酵素混合配方 [乳糖酶（來自於
米麴黴）、解脂脢（來自於米根黴）、纖維素酶（來自於木
黴）、蔗糖轉化酶（來自於釀酒酵母）、蛋白酶（來自於米麴
黴）、澱粉酶（來自於枯草芽孢桿菌）、鳳梨蛋白酶（來自於
鳳梨）、木瓜蛋白酶（來自於番木瓜）、酸-穩定蛋白酶（來
自於黑曲黴）]、海鹽、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二氧化
矽、絲蘭（絲蘭）根粉末、維他命C（抗壞血酸）、硬脂酸鎂、
車前子（卵葉車前）種子粉末、生物素、胺基酸螯合硒、維
他命E琥珀酸酯、胺基酸螯合銅、維他命A（β-胡蘿蔔素）、
氧化鋅、胺基酸螯合錳、胺基酸螯合碘、煙酰胺、維他命B5
（d-泛酸鈣）、維他命D3（膽鈣化醇）、胺基酸螯合鉻、菸
鹼酸、胺基酸螯合鉬、維他命B6（鹽酸吡哆醇）、維他命B12
（氰鈷胺明）、維他命B2（核黃素）、嗜酸乳桿菌、維他命B1
（鹽酸硫胺）、葉酸
含有牛奶成分。
胺基酸—丙胺酸1605毫克、精胺酸940毫克、天門冬胺酸
3 39 0毫 克、半胱 胺酸8 0 0毫 克、谷胺酸 6 0 4 0毫 克、甘胺
酸655毫克、組胺酸745毫克、異亮胺酸 2140毫克、亮胺

酸3530毫克、賴胺酸2880毫克、蛋胺酸815毫克、苯丙胺
酸1190毫克、脯胺酸2275毫克、絲胺酸1740毫克、蘇胺
酸2190毫克、色胺酸730毫克、酪胺酸1240毫克、纈胺酸
2045毫克

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
每 一 份 量 ： 噴 用 5 次 （ 0 . 7 2 毫 升 ）、 每 包
裝 含 ： 3 5 、 鋅 （ 葡 萄 糖 酸 鋅 ） 0 . 7 毫 克 
（5%每日基準值）

專有配方44毫克—初乳、富含脯胺酸的多肽（來自於牛初
乳）、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藍莓（歐洲越橘）果實萃取
物、紫錐花（紫錐花）根部萃取物、靈芝（靈芝）子實體萃
取物

其他成分—純水、天然香料、蘋果酸、葡萄柚（葡萄柚）籽萃
取物、柑橘萃取物、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
含有牛奶成分。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
每一份量：2粒軟膠囊、每包裝含：30、卡路里 20、來自脂
肪的卡路里20、總脂肪2克（3%每日基準值）
IsaOmega濃縮液2040毫克—Omega-3脂肪酸總量1200
毫克[EPA（二十碳五烯酸）600毫克、DHA（二十二碳六烯
酸）480毫克、其他Omega-3脂肪酸120毫克] 
IsaOmega專有5 6 9複合物220毫克—石榴（石榴）籽油
（70% omega-5）、月見草（月見草）籽油（9% omega-6 
GLA）、琉璃苣（琉璃苣）籽油（15% omega-9）、亞麻（亞
麻）籽油
其 他 成 分 — 軟 膠 囊（ 明 膠、甘 油 和 水 ）、天 然 檸 檬 香
精、IsaOmega 天然抗氧化物複合物（d-α-及天然生育醇、
迷迭香萃取物及抗壞血酸棕櫚酸酯）、天然青檸香精、葵瓜
子油
包括魚類（沙丁魚和鳳尾魚）成分。

IsaPro®至尊乳清蛋白—香草
每一份量：1勺（23克）、卡路里 100、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15、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0、總脂肪1.5克（2%每日基準
值）、飽和脂肪1克（5%每日基準值）、膽固醇50毫克（17%
每日基準值）、鈉90毫克（4%每日基準值）、鉀135毫克
（4%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克（1%每日基準值）、
糖1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值）、鈣（5%每日基準
值）
成分—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天然香草香料、 Ionic 
Alfalfa™ 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甜葉菊（甜葉菊）葉
萃取物、乳糖酶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酸—丙胺酸880毫克、精胺酸450毫克、天門冬胺酸
1845毫克、半胱胺酸465毫克、谷胺酸3010毫克、甘胺酸
335毫克、組胺酸315毫克、異亮胺酸1150毫克、亮胺酸
1865毫克、賴胺酸1515毫克、蛋胺酸415毫克、苯丙胺酸
565毫克、脯胺酸1065毫克、絲胺酸880毫克、蘇胺酸1215
毫克、色胺酸400毫克、酪胺酸580毫克、纈胺酸1050毫克

IsaPro®至尊乳清蛋白—巧克力
每一份量：1勺（23克）、卡路里 90、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15、來自飽和脂肪的卡路里10、總脂肪1.5克（2%每日基
準值）、飽 和脂肪1克（5%每日基準值）、膽 固醇 55毫克
（18%每日基準值）、鈉90毫克（4%每日基準值）、鉀150
毫克（4%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克（1%每日基準
值）、糖1克、蛋白質18克（36%每日基準值）、鈣（5%每日
基準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天然荷蘭可可粉、 天然
香料、甜葉菊（甜葉菊）葉萃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
蓿）葉萃取物]、乳糖酶、蛋白酶
含有牛奶成分。
胺 基酸—丙胺酸880毫克、精胺酸450毫克、天門冬胺酸
1845毫克、半胱胺酸465毫克、谷胺酸3010毫克、甘胺酸
335毫克、組胺酸315毫克、異亮胺酸1150毫克、亮胺酸
1865毫克、賴胺酸1515毫克、蛋胺酸415毫克、苯丙胺酸
565毫克、脯胺酸1065毫克、絲胺酸880毫克、蘇胺酸1215
毫克、色胺酸400毫克、酪胺酸580毫克、纈胺酸1050毫克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每一份量：1粒膠囊、每包裝含：60、菸鹼酸（煙酰胺）12毫
克（60% 每日基準值）、鉻（胺基酸螯合物）75微克（62%
每日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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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營養標示
專有配方411毫克—綠茶（茶樹） 葉萃取物、蘋果醋、辣椒
（辣椒）果實粉末、肉桂（錫蘭肉桂）樹皮粉、可可（可可）
種子萃取物、離子化苜蓿草（紫花苜蓿）葉萃取物]、D-核
糖、黑胡椒（胡椒）果實萃取物  其他成分
其他成分—微晶纖維素、蔬菜膠囊、硬脂酸鎂（蔬菜來源）
、二氧化矽

Rejuvity®—Age-Defying Eye Cream 抗衰老眼霜
成分—水（水）、甘油（棕櫚）、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椰子）
、釀酒酵母 萃取物、苜蓿（紫花苜蓿） 籽萃取物、荷荷芭
酯（種子）、戊二醇（椰子）、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橄
欖油鯨蠟醇酯（橄欖）、橄欖油山梨醇酯（橄欖）、花生醇（
椰子）、鯨蠟硬脂醇 （椰子）、癸二醇（椰子）、山嵛醇 （椰
子）、花生醇葡糖苷（椰子）、硬脂醇聚醚-30（椰子）、鯨蠟
醇聚乙二醇醚（椰子）、木糖醇葡萄糖苷、黃原膠、辛乙二醇
（椰子），乙基己基甘油、木糖醇、去水木糖醇（樺木）、十
一碳烯酰甘氨酸（向日葵）、辛醯甘氨酸（向日葵）、吡咯烷
酮羧酸鈉，乳酸鈉、紅沒藥醇（洋甘菊）、西瓜（西瓜）果實
萃取物、蘋果（蘋果）果實萃取物、釀酒葡萄（葡萄）籽萃取
物、洋甘菊（洋甘菊）萃取物、薑（生薑）根部萃取物、小扁
豆（小扁豆）果實萃取物

Rejuvity®—Bamboo Exfoliating Polish 翠竹磨砂型去
角質膏
成分—水（水）、印度簕竹莖粉末、荷荷芭酯（種子）、辛酸/
癸酸甘油三酯（椰子）、橄欖油鯨蠟醇酯（橄欖）、橄欖油山
梨醇酯（橄欖）、甘油（棕櫚）、鯨蠟硬脂醇（棕櫚）、鯨蠟硬
脂醇聚醚-20（椰子）、硬脂酸、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甘
蔗（甘蔗）萃取物、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檸檬酸、辛乙
二醇（椰子），乙基己基甘油、十一碳烯酰甘氨酸（向日葵）
、辛醯甘氨酸（向日葵）、糖槭（楓樹）萃取物、檸檬（檸檬）
果實萃取物、黃原膠、山梨酸鉀、香檸檬（香檸檬）果實油、
葡萄柚（葡萄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橘（橘）表
皮油

Rejuvity®—Essential Youth Serum 青春精華液
成分—水（水）、全氟己烷、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椰子）、番
紅花球莖萃取物、甘油（棕櫚）、角鯊烷（棕櫚）、阿拉伯膠
樹（荊棘樹）、橄欖油鯨蠟醇酯（橄欖）、橄欖油山梨醇酯（
橄欖）、鯨蠟硬脂醇（棕櫚）、鯨蠟硬脂醇聚醚-20（椰子）、
花生醇（椰子）、山嵛醇 （椰子）、花生醇葡糖苷（棕櫚）、
珍珠粉（海水珍珠）、辛乙二醇（椰子），乙基己基甘油、戊
二醇（椰子）、西瓜（西瓜）果實萃取物、蘋果（蘋果）果實
萃取物、小扁豆（小扁豆）果實萃取物、燕麥（燕麥）籽實萃
取物、吡咯烷酮羧酸鈉，乳酸鈉、十一碳烯酰甘氨酸（向日
葵）、辛醯甘氨酸（向日葵）、五氟苯酚二乙基三甲基烯酯、 
全氟萘烷、 癸二醇（椰子）、鯨蠟醇（椰子）、黃原膠、釀酒
葡萄（葡萄）籽萃取物、洋甘菊（洋甘菊）萃取物、紅沒藥醇
（洋甘菊）， 薑（生薑）根部萃取物，泛醌（輔酵素Q10），
抗坏血酸磷酸酯鈉（維他命C），香檸檬（香檸檬）果實油，
葡萄柚（葡萄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橘（橘）表
皮油

Rejuvity®—Hydrating Toner 柔潤保濕爽膚水
成分—水（水）、金縷梅（金縷梅）水、甘油聚醚-26（椰子）
、抗坏血酸磷酸酯鈉（維他命C）、聚山梨酯20、油醇聚醚
20（椰子）、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辛乙二醇（椰子），
乙基己基甘油、木糖醇、木糖磷酸酯（椰子）、十一碳烯酰
甘氨酸（向日葵）、辛醯甘氨酸（向日葵）、甘蔗（甘蔗）萃
取物、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紅沒藥醇（洋甘菊）、薑（
生薑）根部萃取物、檸檬酸、柳橙（柳橙）果實油、檸檬（檸
檬）果實萃取物、糖槭（楓樹）萃取物、香檸檬（香檸檬）果
實油，葡萄柚（葡萄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橘（
橘）表皮油

Rejuvity®—Moisturizing Day Cream 保濕日霜

藥物標示
活性成分 用途
二氧化鈦1% .........................................遮光劑
氧化鋅6.5% .........................................遮光劑
用於
• 有助於防止曬傷
警告
請勿在破損皮膚上使用
使用本產品時請勿塗入眼內。用水沖洗去除。
如有皮疹出現，請停止使用並諮詢醫師
使用方法
• 用於防曬遮光；
• 日曬前15分鐘使用足夠劑量均勻塗抹 

 於肌膚上。
• 防曬措施。 

日曬增加您患皮膚癌和皮膚過早老化的風
險。為減輕此類風險，堅持使用廣譜防曬指
數不低於15的防曬霜，並採取包括下列方
法在內的防曬措施：限制暴露在陽光下的時
間，尤其是在上午10時至下午2時之間。穿長
袖衫、長褲、戴帽子及太陽眼鏡。

• 不到6個月的嬰兒：徵求醫師意見
• 每隔2小時或更短時間請重複塗用。
• 游泳或出汗時請使用防水的防曬霜。
其他資訊
• 請避免將本包裝內的產品置於高溫或日曬

的條件下。
非活性成分 水（水）、12-15碳烷基苯甲酸 

（椰子）、荷荷芭酯（種子）、甘油（棕櫚）、 
戊二醇（椰子）、聚甘油-3二異硬脂酸酯 
（椰子）、硬脂酸甘油酯（椰子）、PEG-100硬
脂酸酯（棕櫚）、二氧化矽（天然礦物質）、鯨
蠟硬脂醇 （椰子）、鯨蠟硬脂醇聚醚-20（棕
櫚）、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椰子）、辛乙二醇 
（椰子）、乙基己基甘油、黃原膠、三乙氧基辛
基矽烷（天然礦物質）、聚羥基硬脂酸、檸檬
酸、羥丙基環糊精（椰子）、十一碳烯酰甘氨
酸（向日葵）、辛醯甘氨酸（椰子）、氧化鋁、
硬脂酸、吡咯烷酮羧酸鈉、乳酸鈉、棕櫚醯三
肽-38、紅沒藥醇（洋甘菊）、西瓜（西瓜）果
實萃取物、蘋果（蘋果）果實萃取物、小扁豆
（小扁豆）果實萃取物、薑（生薑）根部萃取
物、香檸檬（香檸檬）果實油、葡萄柚（葡萄
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橘（橘）表
皮油、釀酒葡萄（葡萄）籽萃取物、洋甘菊（洋
甘菊）萃取物 

 

Rejuvity®—Purifying Cleanser 清潔洗面乳
成分—水（水）、月桂醇磺基乙酸酯鈉盐（椰子）、椰油醯兩
性基二丙酸二鈉（椰子）、乙二醇二硬脂酸酯（椰子）、月桂
醇聚醚磺基琥珀酸酯二鈉（椰子）、月桂酰肌氨酸鈉（椰子）
、聚乙二醇硬脂酸甘油酯（棕櫚）、甘油聚醚-2 椰油酸酯（
椰子）、糖槭（楓樹）萃取物、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薑（
生薑）根部萃取物、越橘（越橘）果實萃取物、甘蔗（甘蔗）
萃取物、紅沒藥醇（洋甘菊）、甘油（棕櫚）、辛酰氧肟酸（
椰子）、辛乙二醇（椰子）、木糖醇、椰油醯胺丙基甜菜鹼（
椰子）、月桂醇聚醚-4（椰子）、月桂醇聚醚-2（椰子）、木
糖磷酸酯（椰子）、香檸檬（香檸檬）果實油、葡萄柚（葡萄
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油、橘（橘）表皮油、柳橙（
柳橙）果實油、檸檬（檸檬）果實萃取物、檸檬酸、苯氧乙醇

Rejuvity®—Renewing Night Cream 賦活晚霜
成分—水（水）、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椰子）、荷荷芭酯（荷
荷芭）、甘油（棕櫚）、戊二醇、鯨蠟醇（椰子）、鯨蠟硬脂醇
（棕櫚）、鯨蠟硬脂醇聚醚-20（椰子）、橄欖油鯨蠟醇酯（
橄欖）、橄欖油山梨醇酯（橄欖）、花生醇（椰子）、山嵛醇 
（椰子）、花生醇葡糖苷（棕櫚）、癸二醇、辛乙二醇（椰子）
，乙基己基甘油、十一碳烯酰甘氨酸（向日葵）、辛醯甘氨
酸（向日葵）、燕麥（燕麥）籽實萃取物、木糖醇葡萄糖苷、
黃原膠、去水木糖醇、木糖醇、羥丙基環糊精、西瓜（西瓜）
果實萃取物、蘋果（蘋果）果實萃取物、小扁豆（小扁豆）果
實萃取物、紅沒藥醇（洋甘菊）、棕櫚醯三肽-38、吡咯烷酮

羧酸鈉，乳酸鈉、釀酒葡萄（葡萄）籽萃取物、洋甘菊（洋
甘菊）萃取物、視黃醇（維他命A）、生育醇（維他命E）、抗
壞血酸鈉（維他命C）、薑（生薑）根部萃取物、香檸檬（香
檸檬）果實油、葡萄柚（葡萄柚）表皮油、柳橙（柳橙）表皮
油、橘（橘）表皮油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燕麥漿果
每一份量：1個餅乾（30克）、卡路里 100、來自脂肪的卡路
里15、總脂肪2克（3%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0.5克（3%
每日基準值）、鈉80毫克（3%每日基準值）、鉀30毫克（1%
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20克（7%每日基準值）、膳食
纖維5克（20%每日基準值）、糖4克、蛋白質2克（4%每日
基準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燕麥片、未漂白麵粉（麵粉、菸鹼酸、還原鐵、硝酸硫
胺、核黃素、葉酸）、水、葡萄乾、麥芽糖醇、菊粉、赤蘚糖
醇、聚葡萄糖、燕麥麩、亞麻籽粉、有機龍舌蘭糖漿、非氫
化植物白油 （油菜籽油、改性棕櫚、和棕櫚仁油）、有機蒸
發甘蔗汁、幹蔓越莓 （蔓越莓、糖、葵瓜子油）、白巧克力
碎片 （糖、可可脂、全職奶粉、脫脂奶粉、黃油提煉油、卵
磷脂、天然香草精）、乳清蛋白濃縮物、碳酸氫鈉、天然香
料、藍莓、鹽、羧甲基纖維素
含有牛奶、小麥及大豆（卵磷脂）成分。所使用的製造設備
同時用於處理蛋類、堅果、花生及亞硫酸鹽。

Whey Thins™ 乳清蛋白餅乾（無麩質）—燒烤
每一份量：1包（25克）、卡路里 100、 來自脂肪的卡路
里2 5、總 脂肪3克（5%每日基準值）、飽 和脂肪1克（5%
每 日 基 準 值 ）、膽 固 醇 2 5 毫 克（ 8 % 每 日 基 準 值 ）、鈉
19 0毫克（8% 每日基 準值 ）、總碳水化合 物10克（3% 每
日基 準值 ）、糖 2 克、蛋白質10克（2 0 % 每日基 準值 ）、
維 他 命 A（ 2 % 每日 基 準 值 ）、鈣（ 1 0 % 每日基 準 值 ）、 
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糙米粉、天然香料（葡
萄糖、鹽、糖、糖蜜、木薯澱粉糊精、洋蔥粉、酵母提取物、
番茄粉末、果糖、香料、蒜粉、二氧化矽、紅辣椒粉、紅花籽
油、天然燻味香料）、葵瓜子油、碳酸鈣
含有牛奶成分。

Whey Thins™ 乳清蛋白餅乾（無麩質）—酸奶油配細香蔥
每一份量：1包（25克）、卡路里 100、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30、總脂肪3克（5%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克（5%每日
基準值）、膽固醇30毫克（10%每日基準值）、鈉150毫克
（6%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
糖1克、蛋白質10克（20%每日基準值）、鈣（10%每日基準
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糙米粉、天然香料（洋
蔥粉、乳清、酸奶油粉、鹽、木薯澱粉糊精、酵母提取物、發
酵脫脂牛奶粉、乳酸、乳糖、細香蔥、二氧化矽、檸檬酸、蒜
粉、天然鮮奶油香料）、葵瓜子油、碳酸鈣
含有牛奶成分。

Whey Thins™ 乳清蛋白餅乾（無麩質）—白切達乳酪
每一份量：1包（25克）、卡路里 100、 來自脂肪的卡路里
30、總脂肪3克（5%每日基準值）、飽和脂肪1克（5%每日
基準值）、膽固醇30毫克（10%每日基準值）、鈉 210毫克
（9%每日基準值）、總碳水化合物9克（3%每日基準值）、
糖1克、蛋白質10克（20%每日基準值）、鈣（10%每日基準
值）、鐵（2%每日基準值）
成分—乳清蛋白濃縮物（未變性）、糙米粉、天然香料（鹽、
乳清粉、麥芽糊精、天然香料、酵母提取物、全職奶粉、切
達乳酪、二氧化矽、紅花籽油、洋蔥粉、甜固體奶油、蒜粉）
、葵瓜子油、碳酸鈣
含有牛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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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重管理 - 套裝（所示價格為起始價。 
自訂套裝和升級版套裝的價格會有所不同）。

參加自動發貨計劃
的優選客戶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9天體內淨化與燃脂計劃  $163  $171.96  $206.35  $229.28 100
30天體內排毒與燒脂計劃  $299  $315.20  $378.24  $420.27 184
自訂30天體內排毒與燒脂計劃  $299  $315.20  $378.24  $420.27 184
奶昔與深層淨化套裝  $173  $181.90  $218.28  $242.54 105
減重超級套裝  $639  $699.43  $839.31  $932.57 320

活力 + 健康 - 套裝（所示價格為起始價。 
自訂套裝和升級版套裝的價格會有所不同）。

參加自動發貨計劃
的優選客戶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自訂能量計劃  $306  $322.61  $387.13  $430.15 185
e+端粒維護膠囊入門套裝  $321  $339.15  $406.98  $452 199
能量計劃  $306  $322.61  $387.13  $430.15 185
混合精華系列  $104 $108.96 $130.75 $145.28 63
完整精華系列 $247 $260.21 $312.25 $346.94 147
單一精華系列 $157 $164.94 $197.93 $219.92 92
精華體驗套裝 $303 $320.04 $384.04 $426.71 154
每日精華套裝 $209 $219.91 $263.89 $293.21 142
抗衰老與端粒輔助計劃 $272 $286.82 $344.18 $382.42 184
健康生活套裝 $175 $183.86 $183.86 $245.15 119
奶昔及能量飲套裝  $218  $229.85  $275.82  $306.47 133
全方位健康與長壽計劃 $372 $393.13 $471.75 $524.17 253
全方位健康養生：健康套裝的 4 大支柱 $202 $212.91 $255.49 $283.88 138

活力表現 - 套裝（所示價格為起始價。 
自訂套裝和升級版套裝的價格會有所不同）。

參加自動發貨計劃
的優選客戶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運動套裝  $215  $225.80  $270.96  $301.07 130
自訂活力表現計劃 $310  $327.60  $393.12 $436.80 189
全新活力表現計劃  $310  $327.60  $393.12  $436.80 189
全新活力表現超級套裝  $623  $659.44  $791.33  $879.26 320

個人護理 + 美容 - 套裝（所示價格為起始價。 
自訂套裝和升級版套裝的價格會有所不同）。

參加自動發貨計劃
的優選客戶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Rejuvity® 核心套裝  $190  $199.99  $239.99  $266.66 118
Rejuvity® 護膚計劃  $250  $250  $300  $333 150

財富解决方案 - 套裝 
（所示價格為「起始價格」。 

自訂套裝和升級版套裝的價格會有所不同）。

參加自動發貨計劃
的優選客戶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頂級套裝™  $1,202  $1,272.87  $1,527.44  $1,697.16 647
30天超值套裝™  $439  $488.02  $585.62  $650.69 185

加拿大價格清單更新至2018年5月及產品索引

產品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AMPED™ Fuel 能量補充劑  $37  $44.40  $49.33 23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 多汁柳橙 - 罐裝（45份）  $23  $27.60  $30.67 14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 青檸味 - 罐裝（45份）  $23  $27.60  $30.67 14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 清新葡萄 - 罐裝（45份）  $23  $27.60  $30.67 14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多汁柳橙 - 條形包（24份）  $27  $32.40  $36 14
AMPED™ Hydrate補水活力飲料-青檸味-條形包（24份）  $27  $32.40  $36 14
AMPED™ Hydrate 補水活力飲料 - 清新葡萄 - 條形包（24份）  $27  $32.40  $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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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優選客戶 客戶 零售 營業額

AMPED™ NOx 能量提升飲料  $40  $48  $53.33 24
AMPED™ Power 能量啟動飲料  $34.95  $41.94  $46.60 22
AMPED™ 蛋白餐條 - 巧克力布朗尼口味 $38.95 $46.74 $51.93 24
AMPED™ 蛋白餐條 - 餅乾麵團口味 $38.95 $46.74 $51.93 24
AMPED™蛋白餐條 - 草莓奶油口味 $38.95 $46.74 $51.93 24
AMPED™ Recover 能量恢復飲料  $30  $36  $40 18
大腦與睡眠輔助計劃 - 90粒膠囊與2盎司的噴劑  $54  $64.80  $72 33
Brain Boost & Renewal™ 健腦修護膠囊 - 90粒膠囊（30份）   $49.95  $59.94  $66.60 31
C-Lyte® 维他命C - 30 粒膠囊（30 份）  $16  $19.20  $21.33 10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天然濃郁漿果粉 - 96 克（ 3.4盎司）罐裝  $35  $42  $46.67 22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天然濃郁漿果液 - 2盎司瓶裝，每包裝含16份  $42.95  $51.54  $57.27 22
Cleanse for Life™ 修身營養飲料- 天然濃郁漿果液 - 32盎司瓶裝  $35  $42  $46.67 22
Cleanse Support Bundl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 - 包含IsaComfort® 舒暢膠囊、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以及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43  $51.60  $57.33 28

Cleanse Support Bundle Dairy-Free 深層淨化輔助套裝包（不含乳製品） - 包含IsaComfort® 
舒暢膠囊、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以及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天然野生漿果）
 $46  $55.20  $61.33 28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for Men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男士版）- 60 包（早晚各30包）  $77  $92.40  $102.67 47
Complete Essentials™ Daily Pack for Women 全面核心每日套裝（女士版）- 60 包（早晚各
30包） 

 $77  $92.40  $102.67 47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for Men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男士版）-  
60 包（早晚各30包） 

 $156  $187.20  $208 95

Complete Essentials™ With IsaGenesis™ for Women 全面核心端粒護理每日套裝（女士版）- 
60 包（早晚各30包） 

 $156  $187.20  $208 95

CytoActives™ 細胞活力膠囊 - 60粒軟膠囊（30份）  $43  $51.60  $57.33 27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蘋果石榴口味 - 2盎司瓶裝，6瓶  $21  $25.20  $28 13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青檸口味 - 2盎司瓶裝，6瓶  $21  $25.20  $28 13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覆盆子口味 - 2盎司瓶裝，6瓶  $21  $25.20  $28 13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蘋果石榴口味 - 2盎司瓶裝，12瓶  $40  $48  $53.33 24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青檸口味 - 2盎司瓶裝，12瓶  $40  $48  $53.33 24
e+™ 天然平衡的能量飲料 - 覆盆子口味 - 2盎司瓶裝，12瓶  $40  $48  $53.33 24
Essentials for Men™ 男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 120 錠 （60 份）  $30  $36  $40 18
Essentials for Women™女士全面基礎營養素 - 120 錠 （60 份）  $30  $36  $40 18
Essential Oil精油 - 外用椰子油 $12.99 $15.59 $17.32 8
Essential Oil精油 - 冷霧香薰機 $49.99 $59.99 $66.65 0
Essential Oil精油 - Content™ （滿足） $24.99 $29.99 $33.32 15
Essential Oil精油 - DefenseShield™ （免疫防衛） $32.99 $39.59 $43.99 20
Essential Oil精油 - 桉樹 $14.99 $17.99 $19.99 9
Essential Oil精油 - 乳香 $73.99 $88.79 $98.65 43
Essential Oil精油 - Fresh™（清新） $19.99 $23.99 $26.65 12
Essential Oil精油 - 薰衣草 $23.99 $28.79 $31.99 14
Essential Oil精油 - 檸檬 $11.99 $14.39 $15.99 7
Essential Oil精油 - 薄荷 $19.99 $23.99 $26.65 12
Essential Oil精油 - 茶樹 $19.99 $23.99 $26.65 12
Essential Oil精油 - TumBliss™ （消化健康） $30.99 $37.19 $41.32 19
Fiber Snacks™ 纖維零食棒 - 蜜糖杏仁脆 - 12個零食棒  $26.95  $32.34  $35.93 16
Fiber Snacks™ - 花生巧克力  - 12個零食棒  $26.95  $32.34  $35.93 16
Harvest Thins™ 豐收薄脆餅 - 泰式甜辣醬 - 10個 $24 $28.80 $32 16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 天然水果口味粉末 -（8.47盎司）罐裝，每包裝含32份  $35  $42  $46.67 22
Ionix® Supreme 生之源 - 天然水果口味飲品 - 32盎司瓶裝  $35  $42  $46.67 22
Ionix® Supreme 生之源（袋裝） - 天然水果口味粉末 - 30份  $39  $46.80  $52 22
IsaBlender™ 攪拌機 - 9件套裝  $44  $52.80  $58.67 0
IsaComfort™ 舒暢膠囊 - 60粒膠囊 （60份）  $19  $22.80  $25.33 12
IsaDelight™ 巧克力 - 黑巧克力 - 30份  $44.95  $53.94  $59.93 27
IsaDelight™ 巧克力 - 黑巧克力薄荷口味 - 30份  $44.95  $53.94  $59.93 27
IsaDelight™ 巧克力 - 牛奶巧克力 - 30份  $44.95  $53.94  $59.93 27
IsaDelight™ 巧克力 - 牛奶巧克力與海鹽焦糖口味 - 30份  $44.95  $53.94  $59.93 27
IsaGenesis™ 端粒維護膠囊 - 120粒軟膠囊（60份）  $88  $105.60  $117.33 54
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 不含乳製品的天然野生漿果 - 60片咀嚼餅乾  $27  $32.40  $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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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genix Chewables™ 代餐小點心 - 天然巧克力或法式香草 - 60片咀嚼餅乾 $23 $27.60 $30.67 14
Isagenix 咖啡 （有機） - 12 盎司袋裝 $16.95 $20.34 $22.60 9
Isagenix 咖啡 （頂級） - 12盎司袋裝  $14.95  $17.94 $19.93 9
Isagenix Fruits水果營養素 - 罐裝，每包裝含30份 $37 $44.40 $49.33 22
Isagenix Fruits 水果營養素 - 袋裝，每包裝含30份  $42  $50.40 $56 22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罐裝，每包裝含30份  $37  $44.40  $49.33 22
Isagenix Greens™ 蔬菜營養素 - 袋裝，每包裝含30份  $42  $50.40  $56 22
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膠囊 - 90錠（30 份）  $29.95  $35.94  $39.93 18
Isagenix Pain Relief™ 長效鎮痛軟膏 - 2盎司管裝  $16.95  $20.34  $22.60 10
IsaKids™ Essentials 兒童全面基礎營養素 - 120 粒咀嚼錠 （30份）  $18  $21.60  $24 11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酥脆巧克力 - 10個代餐條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特濃巧克力 - 10 個代餐條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香脆巧克力花生 - 10個代餐條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檸檬百香果 - 10個代餐條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焦糖腰果 - 10個代餐條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 - 棉花糖巧克力夾心餅乾 口味 $33.95 $40.74 $45.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 巧克力漿果樂 - 10個代餐條  $36.95  $44.34  $49.27 20
IsaLean™ Bar 瘦身餐條（不含乳製品）-巧克力椰子杏 - 10個代餐條  $36.95  $44.34  $49.27 20
IsaLean™ Bar 不含乳製品的 - 巧克力花生醬 - 10個代餐條  $36.95  $44.34  $49.27 20
IsaLean™ PRO 奶昔 - 法式香草 - 14袋代餐  $55.95  $67.14  $74.60 34
IsaLean™ PRO 奶昔 - 天然巧克力 - 14袋代餐  $55.95  $67.14  $74.60 34
IsaLean™ PRO 奶昔 - 天然香草 - 14袋代餐  $55.95  $67.14  $74.60 34
IsaLean™ PRO 奶昔 - 香滑草莓風味 - 14袋代餐  $55.95  $67.14  $74.60 34
IsaLean® PRO 奶昔 - 奶油荷蘭巧克力 - 14袋代餐  $48.95  $58.74  $65.27 27
IsaLean™ 奶昔 - 香滑荷蘭巧克力 - 14罐代餐  $44.95  $53.94  $59.93 27
IsaLean™ 奶昔 - 巧克力薄荷 - 14罐代餐  $44.95  $53.94  $59.93 27
IsaLean® PRO 奶昔 - 奶油法式香草 - 14袋代餐  $48.95  $58.74  $65.27 27
IsaLean™ 奶昔 - 香滑法式香草 - 14罐代餐  $44.95  $53.94  $59.93 27
IsaLean™ 奶昔 -非乳製品濃郁巧克力 - 14袋代餐  $49.95  $59.94  $66.60 27
IsaLean™ 奶昔 -非乳製品香草印度奶茶 - 14袋代餐  $49.95  $59.94  $66.60 27
IsaLean™ 奶昔 - 猶太潔食天然香滑香草 - 14罐代餐  $46.95  $56.34  $62.60 29
IsaLean® 奶昔 - 草莓奶油 - 14袋代餐  $48.95  $58.74  $65.27 27
IsaLean™ 奶昔 - 香滑草莓 - 14罐代餐  $44.95  $53.94  $59.93 27
Isamune™ With Zinc 免疫力噴霧（含鋅）- 小島風情口味 - .085液量盎司  $21  $25.20  $28 13
IsaOmega™ 至尊深海魚油 - 60粒軟膠囊（30份）  $22  $26.40  $29.33 14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 - 巧克力 - 罐裝，每包裝含30份  $43.95  $52.74  $58.60 27
IsaPro® 至尊乳清蛋白 - 香草 - 罐裝，每包裝含30份  $43.95  $52.74  $58.60 27
IsaShaker™ 搖搖杯- 16盎司（500毫升）  $9  $10.80  $12 0
IsaShaker™ 搖搖杯- 20盎司（600毫升）  $5  $6  $6.67 0
關節和肌肉維護及止痛計劃：Isagenix Joint Support™ 關節護理 以及 isagenix Pain Relief™ 
Cream 長效鎮痛軟膏 

 $40.95  $49.14  $54.60 25

Natural Accelerator™ 燃脂修身膠囊 - 60粒膠囊（60 份）  $23  $27.60  $30.67 14
Rejuvity® 試用裝 - 10包試用產品。每包內有1款2毫升的  Rejuvity 護膚試用產品，共7款。  $22  $26.40  $29.33 0
Rejuvity® 抗老眼霜- 0.5液量盎司  $43  $51.60  $57.33 27
Rejuvity® 翠竹磨砂型去角質膏 - 2液量盎司  $43  $51.60  $57.33 27
Rejuvity® 青春精華液 - 1液量盎司  $66  $79.20  $88 40
Rejuvity® 柔潤保濕爽膚水 - 1.7液量盎司  $24  $28.80  $32 15
Rejuvity® 保濕日霜 SPF 15 - 1.7液量盎司  $43  $51.60  $57.33 27
Rejuvity® 清潔洗面乳 - 2.5液量盎司  $24  $28.80  $32 15
Rejuvity® 清爽沐浴露  $24  $28.80  $32 15
Rejuvity® 賦活晚霜 - 1液量盎司  $54  $64.80  $72 33
Rejuvity® 超效保濕乳霜  $24  $28.80  $32 15
Sleep Support & Renewal™ 睡眠輔助噴霧 - 2盎司噴劑  $13.95  $16.74  $18.60 9
Slim Cakes™ 高纖修身餅乾 - 燕麥漿果 - 14塊纖維餅乾  $20  $24  $26.67 12
Whey Thins ™ 乳清薄脆餅 - 燒烤 - 10 份  $24  $28.80  $32 15
Whey Thins ™ 乳清脆薄片- 酸奶油配細香蔥 - 10份  $24  $28.80  $32 15
Whey Thins™ 乳清薄脆餅 - 白切達乳酪 - 10份  $24  $28.80  $32 15
5件樣品套裝  $11  $13.20  $14.6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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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LIFE™應用程式 
隨時隨地使用您的ISALIFE！

這個便捷的營養追踪記錄器和個人教練能讓您達成保
健目標的美夢成真。此外，您還可以用這個功能全面， 
易於瀏覽的應用程式訂購您最愛的產品！

IsaLife應用程式包括：
目標管理器 

營養 及餐點追踪記錄器 

健身追踪記錄器 

培訓社群 

產品訂購 

問責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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