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 & 活力
妍漾饮



来自近代科学的美丽与活力的源泉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源于单细胞。在进化成多细胞生物的 10 亿年来，

经历过物竞天择的淘汰，能够生存数千年不灭的植物们，势必都蕴

含着强而有力的能量。

植物无法选择居住的环境，终其一生得面对生长环境的各种挑战。

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唯有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或借由外界来

摄取所欠缺的养分才能成功“应战”严苛的自然环境。长久下来，

孕育着植物具有神秘的自我修护及防御力量，以抵抗严苛环境、面

对气候变迁、紫外线、害虫、外敌等伤害，而这股神秘的自我修护

及防御力量也会随着自然环境越严苛而越加强大！严选这 5 大莓果

和猫爪藤有一共通性，那就是要符合在严苛环境下所生长的因素，

饱受大自然的考验，隐密蕴育着坚实的植物力量。

融入了这些植物能量以及近代科学的智慧与技术，所进化诞生的全

新概念的智慧机能饮品——「妍漾饮」。



完美呈现

美丽与活力的极致

「想要时刻维持美丽光采」、「想要活力涌现不断挑战」，是每个人

生活中最基本的期望。划时代的智慧机能饮品「妍漾饮」（AND），

精选有益成份，极力满足生活需求。「妍漾饮」为想要维持神采奕

奕的人，补充活力催生美丽，由内而外美丽新生源源不绝。发觉

自我的潜能，迈向充满自信的毎一天。



黑色与金色的魅力

蕴含近代科学的智慧
以黑色与金色为基调，呈现出划时代的智慧机能饮品。金色象征高贵，也

是最高品质的代表；黑色则象征「妍漾饮」所带来的不可动摇的能量。新

颖别致的设计，「妍漾饮」是专为现代男女补给美丽与活力的饮品。

闪亮的金块从瓶子底部渐渐上升，是培养由内而外美丽与活力的象征。这

些金块代表「妍漾饮」所含有的迈向健康和美丽的基本要素。让「妍漾饮」

助您维持神采奕奕、天天展现光辉灿烂。



VITAL CHARGE
やる気がみなぎり、

思いのままに行動できる充実した日々へ

BEAUTY
内側から泉のごとく
あふれ出す輝き

VITAL CHARGE
やる気がみなぎり、

思いのままに行動できる充実した日々へ

BEAUTY
内側から泉のごとく
あふれ出す輝き

5  大严选莓果
开启美丽关键

BEAUTY & VITAL CHARGE
美丽补给、 活力劲充、 人生充满美活力

美力 活力

三大划时代成分
启动活力关键

真正的美丽不仅有外表

将体内满注的力量向外释放

展现由内而外如泉源般涌现的光辉

将植物的有用成分以及近代科学的智慧结晶

凝缩萃炼出的美丽精华琼浆

持续为身体内外灌溉

每天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不禁会微笑

人生不走下坡

总有未知的极限与崭新的挑战

随时保持好奇心与热情

大胆描绘梦想勇闯新世界

希望每天充满活力

精选元气成分劲量补充活力

不断挑战发掘自己未知的可能性



「 妍 漾饮 」之 5大 力量
「妍漾饮」 的配方所使用的植物皆蕴藏着许多益处， 人类的祖先则依靠这些植物而生存下来。

今天，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对这些植物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来创造更健康的生活。

※1 猫爪藤树皮 (Uncaria Tomentosa) 萃取物。

※2 烟碱素中含稳定的烟碱酸， 烟碱素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 增进皮肤、 神经系统、 黏膜助于保持肌肤健康。

　　

启动活力

AC-11※1是从生长在亚马逊

的猫爪藤树皮中提取的有益

成分。据说能增强活力，时

刻让您觉得精神奕奕。

保持青春

来自智利酒果、沙棘果和黑

醋栗的维生素C被认为有助

于维系肌肤的天然保湿功能

与保持肌肤的弹性。

增强活力

摄取大豆胜肽和维生素C促

进正常的胶原蛋白的形成，

有助增强活力并保持充满健

康活力的生活方式。

保持肌肤光泽

越橘、覆盆子以及其他

有益成分能帮助保持肌肤

滋润有光泽。

保持健康

烟碱酸※2、葡萄糖酸锌，维

生素B2和维生素B6的组合，

为您补充所需的精力，让您

精神饱满。



※1 烟碱素中含稳定的烟碱酸， 烟碱素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 增进皮肤、 神经系统、 黏膜助于保持肌肤健康。

烟 碱 酸 ※ 1  让 您 天 天 充 满 活 力

保持我们每日充满活力的维生素B群共有8种类，

「妍漾饮」就富含其中的四种类－B2，B6，烟碱酸和叶酸。

维生素B群是水溶性维生素，在体内滞留的时间不长，必须经常补充。

在人体多项代谢的过程中，烟碱酸担任辅酶的任务，帮助人体从食物释放能量。

据说，我们人体所需的能量，大约60-70%是烟碱酸的功劳。

“我还能继续下去。” 「妍漾饮」独特的配方，让您每天充满活力与自信，

面对任何挑战或困难都不低头。



※1 这是食物中含有的氨基酸的数值表示。上限为100，分数越高，蛋白质的质量也就越高。

大 豆 胜 肽 让 您 重 新 开启活 力人 生

大豆，也称“田中之肉”，是种含有丰富蛋白质的豆科植物。

「妍漾饮」含有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可谓为氨基酸评分※1 100的美容和保健饮料。

大豆为原料，大豆蛋白经过酶解或发酵后形成的就是大豆胜肽。这些胜肽是由两个或以上

的氨基酸组成，而蛋白质则是由许多氨基酸组成，被消化和分解后被身体吸收。

然而，由于胜肽的分子极小，所以它们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据说，大豆胜肽比氨

基酸保健品更具保健功效。

当我们节食或增加运动量时，容易导致氨基酸的缺乏。此时，「妍漾饮」能成为您

补充营养的好帮手，支持您对由内而外健康的追求，实现美丽和活力。

「妍漾饮」帮助您补充您体内可能缺乏的基本营养素，是所有为生活奔波劳碌

的现代人在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前，不可或缺的健康饮品。



五大 严 选 莓 果 的 神 秘力量

严选颜色鲜艳、 香气馥郁、 生长在严苛环境下拥有超强生命力， 并对补给美丽、 保养健康有帮助的莓果类，

以最佳比例调合， 让各种独特成分的优势能发挥到极致。

智利酒果在“超级水果”中被誉为果中之王。马普切印第

安人是一群生活在智利南部的原住民，长期以来饮用智利

酒果的果汁来改善活力与健康。由于他们顽强地成功的抵

抗了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多次对他们的侵略，马普切战士们

将他们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归功于智利酒果。

智利酒果

维持整体健康

沙棘果含有超过200种有益人体健康的成分。据说沙棘果

是野马喜爱的食品，而希腊神话中的有翼飞马（佩格索

斯），其飞行技能的来源就是来自沙棘果。相传统治强

大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也因沙棘果的功效而非

常重视此莓果。

沙棘果

受成吉思汗重视的莓果 

越橘抗寒能力极强，能在-30℃寒冷的土壤中生长。在芬

兰，越橘也经常被制成加工食品，如果酱等。香气十足，

成熟的果实像红宝石般鲜艳。果实萃取物富含白藜芦醇、

高浓度的维生素C、熊果素以及各种矿物质。

越橘

优雅芳香、营养丰富
在各种莓果之中，覆盆子是大家较为熟悉的种类。覆盆

子早在16-17世纪英国，当僧人用它来维持健康时，已得

到了广泛普及。这些紫红色的莓果非常耐寒，能耐极端

低温。覆盆子含有鞣花酸，以及近来倍受关注的美容成

分多酚，使其成为营养丰富、促进肌肤健康的莓果。

覆盆子

富含美容养颜的成分

黑醋栗也称黑加仑，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纽西兰种

植的Ben Ard黑醋栗是一种优质的黑醋栗品种，生长在

毫无污染的环境中，并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因此，「妍

漾饮」特选这营养价值高的黑醋栗作为美容成分之一。

黑醋栗

大地赐予的恩惠



从树皮提取的有益成分

将猫爪藤树皮以热水萃取出的成分， 就是最近被广泛使

用在健康食品及化妆品中的 “AC-11”。 富含“AC-11”的 

「妍漾饮」， 带给您由内而外的精力充沛。

AC-11※1

猫爪 藤 —从 远 古 时期 流 转至今 的蔓 藤 类 植 物

※1 猫爪藤树皮 (Uncaria Tomentosa) 萃取物。

猫爪藤为生长于南美各国的植物，是种非常稀有的蔓藤类植物。

由于藤蔓部位有类似猫爪的勾型刺状物，因此也被取名为 “Cat’s Claw”。

据说，亚马逊当地居民在超过两千年以前就已将猫爪藤焙煎后当茶饮用。

今天，当瑞典研究人员花了三十年以上的时间探索了超过250种的植物之后，

已研究出猫爪藤的价值与实用性，而且从猫爪藤树皮中提取的成分也备受瞩目。



在古时候，由于科技尚未发达，植物被认为蕴藏了鲜为人知的秘密和益处。然而，借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后的力量，

远古时期植物蕴藏的秘密已被发掘，成为对人类有益的成分。

有益 与 独 特成 分 ， 达 到由内而 外 的 健 康

※1 烟碱素中含稳定的烟碱酸， 烟碱素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 增进皮肤、 神经系统、 黏膜助于保持肌肤健康。

※2 猫爪藤树皮 (Uncaria Tomentosa) 萃取物。

活力成分

AC-11※2

AC -11是从生长于南美各国的植物， 猫爪藤的树皮萃出的有益成分。 由于近来
广泛被使用在健康食品中， 其维持人体健康的功效倍受瞩目。

大豆胜肽
大豆胜肽是种优质蛋白质， 是人体所需的能量与营养的来源之一。 含较完整的
氨基酸组成， 较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烟碱酸※1

维生素B的一种， 烟碱酸是维持人体与肌肤健康的成分之一。

葡萄糖酸锌对维持健康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成分之一。 饮食不平衡的人更需要有
效率地摄取。

葡萄糖酸锌

维生素B2被普遍认为有助于保持肌肤光滑与弹性， 又称为“肌肤的维生素”。

维生素  B2

维生素B6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素之一， 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

维生素  B6

美容成分

智利酒果
被誉为超级水果的智利酒果富含翠雀素， 帮助您补充体力、 保持健康与活力。

沙棘果
沙棘果含有超过200种有益人体健康的成分，如维生素B1、 B2、 C、 E , 以及多种
矿物质， 因此沙棘果亦被誉为超级水果的一种。

越橘
越橘不仅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 熊果素以及各种矿物质，还富含白藜芦醇， 为
常保肌肤美丽的护肤成分。

黑醋栗
黑醋栗广泛被认为是黑莓类当中品质较优越的品种。 其果实所含的花青素， 据说
比蓝莓多3到4倍， 而花青素是一种保护植物免受有害紫外线的成分。

覆盆子
富含多酚如花青素与鞣 花酸， 覆盆子丰富的营养让您由内而外散发光 彩， 并维
持肌肤健康。

叶酸是维生素B群的一种， 尤其是女性， 应该经常补充此维生素。
叶酸

维生素C普遍被认为是维持肌肤健康与保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让你容光焕发、 
精神奕奕。

维生素C



「妍漾饮」 让您魅力十足的7大原因

※1 烟碱素中含稳定的烟碱酸， 烟碱素有助于维持能量正常代谢， 增进皮肤、 神经系统、 黏膜助于保持肌肤健康。

※2 一种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评价方法，也称蛋白质化学评分。上限为100分，分数越高，蛋白质的质量也就越高。

※3 猫爪藤树皮 (Uncaria Tomentosa) 萃取物。

含有烟碱酸※1、 维生素B2、 B6以及叶酸， 是维持肌肤健康的饮品。2

1

含有大豆胜肽， 是分离大豆蛋白经酵素分解而成。3

富含植物性蛋白质， 其大豆胜肽的氨基酸评分※2 为100， 乃对人体有益的优质蛋白质。4

含有AC-11※3， 据说有增强体力的潜能而在最近备受瞩目的成分。5

精选5种超级莓果， 提取其萃取物，  「妍漾饮」 不仅营养价值高， 也是清爽香甜的智慧机能饮品。6

无脂肪、 无咖啡因、 无添加防腐剂也无添加合成色素。 4种无添加保证，  「妍漾饮」 令人安心。7

「妍漾饮」 是个全新概念的智慧机能饮品， 严选对补给美丽、 保养健康有帮助的莓果， 挑选对补充活力有帮助的成分， 

让身体由内而外持续展现光辉灿烂。



焕 然一 新的 健 康 体 验

打 造 全 新的自己

「妍漾饮」 让您更有魅力

情景 3 情景 1 

初次饮用者

 “十天开启美丽与活力新篇章”

情景 2 

每两、 三天一瓶

 “保持身体最佳状态”

补充体力

 “活力支援”

「妍漾饮」 不仅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作为活力支援让您天天精神奕奕， 充满活力地朝向生活目标迈进。 

清新爽口的 「妍漾饮」 带有莓果口味， 适合您每天饮用。 

将 「妍漾饮」 融入您健康生活习惯， 

渐渐地您将感受到由内而外的容光焕发， 并看到镜子里神采奕奕的自己。

初次饮用者， 建议您连续十天

每天饮用一瓶 「妍漾饮」。 

这将有助于补充活力、 催生美丽。

人体在睡眠时会自行修复。  从晚上10点至

深夜2点也称“灰姑娘时间”。  据说 在这段时

间内睡觉时最好的护肤秘诀。  因此， 建议

每隔2-3天， 在临睡前或晚上10点左右

饮用一瓶 「妍漾饮」，  让 「妍漾

饮」 在睡眠中发挥最佳作用。

如果身体因长时间处于忙碌的状态， 

而导致体力消耗过度， 建议您饮用

一瓶 「妍漾饮」， 帮助您恢复体力，

每天为身体打造最佳状态。



Q: 妍漾饮的产品特色为何？

A: 妍漾饮（AND）主打 「Beauty & Vital Charge」， 为满足 「美丽」 与 「活力」， 两

大机能兼备的高机能饮品。 仅此１瓶， 不分男女， 深刻体验 「美丽」 与 「活力」， 每天

的美活力， 让全新概念的智慧机能饮品妍漾饮来为您精彩呈现。

Q: 「妍漾饮」 所使用的成分是否都是天然成分？ 

A: 我们不单确保使用的都是天然成分， 且没有使用动物来源的成分， 还结合了现代

科学的自然力量和智慧， 从而研发这划时代的智慧机能饮品。

Q: 在饮用 「妍漾饮」 时， 有没有推荐的饮用方式？

A: 初次饮用者， 建议您连续十天每天饮用一瓶「妍漾饮」。 这将有助于补充活力、 催

生美丽。 之后，为了保持肌肤与身体最佳状态， 建议每隔2-3天饮用一瓶 「妍漾饮」， 

并长期饮用以达到最佳效果。

Q: 妍漾饮适合几时饮用？

A: 「妍漾饮」 随时都适合饮用。 我们人体在睡眠状态时会进行修复。 由于妍漾饮是为

支援 「美丽」 与 「活力」 所研发的智慧机能饮品， 因此建议在临睡前或晚上10点饮用一

瓶 「妍漾饮」， 善用“灰姑娘时间”（晚上10点至深夜2点）， 每天为身体打造最佳状态。

Q:  「妍漾饮」 是否适合长期饮用？

A: 当然适合。 「妍漾饮」 是为补充活力、 催生美丽而研发的智慧机能饮品， 所以建议

您将 「妍漾饮」 融入健康生活习惯。

Q:  「妍漾饮」 是否能与其他药品等同时饮用？

A: 「妍漾饮」 为食品， 其主成份并无与药物会产生交互作用的相关报告。 为了您的食

用安全着想， 若您有任何疑虑时， 请在饮用前洽询您的家庭医生或药剂师。

Q: 请问怀孕和哺乳期间的妇女是否可以饮用 「妍漾饮」 ?

A: 为了您的饮用安全着想， 若您有任何疑虑时， 请在饮用前洽询您的家庭医生或药

剂师。  「妍漾饮」 不建议儿童饮用。

 Q &A



妍漾飲(AND)

水, 异麦芽寡糖, 分离大豆蛋白, 赤藻糖醇, 维生素C (抗坏血酸), 柠檬和酸橙果胶(增稠剂INS440), 柠檬酸(酸味剂E330), 

覆盆莓萃取物, 大豆多糖, 猫爪藤树皮萃取物, 黑醋栗萃取物, 越橘萃取物, 葡萄糖酸锌, 烟碱酸(烟碱醯胺), 智利酒果萃取物,

沙棘萃取物, 维生素B2, 维生素B6 , 蔗糖素(甜味剂E955), 甜菊糖苷(甜味剂E960), 消泡剂（氢化淀粉水解物）, 乳化剂

(INS471, INS475, 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叶酸, 调味剂(包含蔓越莓、 蓝莓、 荔枝)  *粗体表示为过敏原成分。

10瓶 / 盒 （每瓶50毫升）

成人—每日一瓶， 使用前请将瓶身充分摇均匀。 

维生素C … 396mg  维生素B2 … 8.5mg  维生素B6 … 8.8mg

叶酸 … 1mcg  烟碱酸 … 34mg  锌 … 4.8mg

分离大豆蛋白 … 3,365mg 覆盆莓萃取物 … 200mg 猫爪藤树皮萃取物 … 125mg

黑醋栗萃取物 … 60mg 越橘萃取物 …50mg  智利酒果萃取物 … 30mg

沙棘萃取物 … 20mg

放置於陰涼處， 避免高溫或陽光照射的地方

■ 本产品不以诊断、 治疗、 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 请按照每日建议摄取量服食。

■ 在饮用前请检查产品成分表。 对 「妍漾饮」 中所含成分有过敏反应者请勿饮用。

■ 若饮用后出现身体不适或过敏现象， 请停止饮用， 并请教医生。

■ 孕妇、哺乳期的妇女， 或正在接受医生治疗者， 在饮用前请向医生咨询。

■ 本产品若有些微颜色或口味上的差异， 为正常现象， 并不影响产品品质安全， 请安心使用。

■ 开封后请尽早饮用。

■ 请勿加热或冷冻， 以免损坏容器。

■ 开封后， 请小心处理瓶盖锋利的边缘。

■ 请保存于远离孩童的地方。

产品名称

成分

容量

每日建议摄取量

营养标示

（每瓶50毫升）

保存方法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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