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持眼球及視網膜健康

降低紫外線及有害藍光對眼睛的破壞

長期用眼人士的完整營養補充品

葉黃素及玉米黃素是視網膜黃斑區上分佈的主要色素，亦有少量存在於水晶體中，可

以負責吸收環境中各種有害光線，例如藍光、紫外光、螢幕眩光等，以減少強光對視

網膜及水晶體的破壞。葉黃素及玉米黃素亦同時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維生素A可以增進夜間視力及改善皮膚、眼睛乾澀等問題。視網膜上的視紫質亦需要

維生素A進行轉化，以維持正常的視力。由於它可以協助黏膜的生長及修復，也是細

胞新生必需的營養物質，因此缺乏維生素A容易導致眼角膜乾燥、夜盲、皮膚及頭髮

乾燥、生長遲鈍等問題。

維生素C參與體內至少300種以上的化學反應，是體內重要的抗氧化劑之一。維生素C

與維生素E及β-胡蘿蔔素一起攝取時具有協同效應，能消除體內及眼部過多自由基的

破壞。

維生素E的抗氧化特性可以保護細胞膜免於自由基的破壞，維持細胞膜的完整性。亦

具有保護其他脂溶性營養素(例如：葉黃素、維生素A)的作用。

鋅是胰島素和許多酵素的構成物質，包括抗氧化酵素超氧化物岐化脢(SOD)，有助於

抵抗和預防自由基的形成。根據研究，當抗氧化劑(維生素C、維生素E、β-胡蘿蔔素)

或葉黃素與鋅共同攝取時，能大幅降低退化性黃斑點病變等眼疾的發生率。鋅可以維

持體內維生素E含量，亦可增加維生素A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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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ity 雜莓混合物

退化性黃斑點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及白內障(Cataract)是全世界導致

視覺障礙及失明最主要的眼疾，這類眼疾在早期通常無明顯徵兆，卻會隨著年紀增長

而逐漸惡化。其中，AMD屬於一種不可逆的眼疾，需要及早預防以延緩它的惡化速度。

視康寶
Vision Essentials 

眼睛是人體一個構造非常精密的器官，透過水晶體折射光源至視網膜上，再經由視網膜上的感光細胞傳導至視

神經，使我們能適當地接收並處理影像。就像皮膚或其他身體脆弱的部份一樣，眼睛也需要適當的滋養與防曬

。環境中充斥的紫外光及具破壞性的藍光，在提供影像的同時，也會產生高量自由基對眼睛造成傷害。在視網

膜上黃斑區中存在兩種主要色素：葉黃素及玉米黃質，負責吸收外界的有害光線，以減少強光對眼部組織的破

壞。葉黃素及玉米黃素均屬於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必須」脂溶性營養素，需要我們從飲食中補充。因此，營

養失衡、偏食、外食、吸收能力較差的年長族群，特別容易因為缺乏足夠的保護，而產生各種眼睛病變。

保 護 眼 睛 視 力

包括藍莓、葡萄籽、山桑子、小紅莓等七種莓果，據研究顯示，莓果當

中富含的花青素、類黃酮成分有助於改善夜間視力，並透過協助視紫質

的再生，增進感光細胞對於暗處的適應能力。花青素等多酚類屬於天然

的抗氧化劑，可以維護末梢微血管的健康，使微血管能充分供應氧氣及

養分以滋養眼球。



視網膜黃斑區中存在重要的黃斑區色素(Macular pigment)，包括：葉黃素、玉米黃素和內消旋玉米

黃素。這些色素在黃斑區有著規律的分佈比例，顯示出眼部組織可以主動的運用並調控這些沉積

分佈。有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證據顯示，黃斑區色素的含量與退化性黃斑點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AMD)疾病的發生具有負相關性。AMD亦是西方社會中導致長者失明最主

要的疾病，是一種緩慢而不可逆轉的疾病。

黃斑區中的這些色素缺乏時，高強度的藍光會大量地射入眼部組織，將大幅提高AMD及其他眼疾

的罹患風險。

研究顯示，每天給予葉黃素補充劑持續140天後，即偵測到血液中葉黃素濃度上升，眼睛黃斑區色

素的密度平均提高了21-39%，據統計可以降低30-40%的藍光刺激眼底的光受器及脆弱的視網膜

色素上皮細胞。由葉黃素與玉米黃素所構成的黃斑區，可以過濾來自陽光中具破壞性的藍光及紫

外光，維持眼睛感光敏銳度，降低螢幕眩光所造成的眼疾。

有許多專家建議攝取大量的深綠色或橙黃色的蔬果以獲取葉黃素及玉米黃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玉米黃素的含量在深綠葉菜類當中含量相當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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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資料

食用份量：2 粒 

每瓶份量：30

每份量提供                                                                         

 能量                                                          1 千卡

蛋白質                                                        0.2 克

 總脂肪                                                        0.0 克                                           

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

總碳水化合物  

糖

膳食纖維

鈉

維生素 A

維生素 C

維生素 E

葉黃素

玉米黃素

鋅

0 克                                                                                    

0 克                                                                                    

0.1 克                                            

0.0 克                                            

0.0 克                                            

1 毫克

1500 mcg RE / 視黃醇當量微克

73.5 mg α–TE / α–生育酚當量毫克

10毫克

2 毫克         

15毫克

120毫克

乙酸d-α-生育醇酯 (維生素E)、羥丙基甲基纖維素

、抗壞血酸 (維生素C)、葡萄糖酸鋅、葉黃素、

Unicity雜莓混合物 (藍莓精華、葡萄籽精華、小紅

莓、麥芽糊精、玉米澱粉、士多啤梨、山桑子精

華、接骨木果精華、大豆卵磷脂、覆盆莓)、增體

劑(微晶纖維素)、β-胡蘿蔔素、玉米黃素、抗結

劑(二氧化矽)。本產品含有大豆成份。

成份 :

建議成人用法 :

每天2粒。孕婦及哺乳婦或正在服用藥物治療者，食

用前請先諮詢您的醫生。

注意 :
如正在懷孕、授乳、接受醫生看管、患病或服用

藥物，請於使用產品前諮詢醫生意見。

視康寶可以與魚油一起食用嗎?

視康寶可以與活肌膠原營養素一起食用嗎? 葉黃素的每日攝取量是否會超標?

可以。視康寶的營養素主要在維護視網膜及眼球健康，而魚油中富含的DHA則有助於

維持視神經細胞膜的完整與健康。

可以。如果您依照建議量食用並不會有超標的疑慮。

兒童可以食用視康寶嗎?

建議12歲以上青少年及成人食用視康寶。

視康寶中的維生素A來源是什麼?

視康寶適合什麼人士食用呢?

孕婦及哺乳婦可以食用視康寶嗎?

孕婦及哺乳婦在食用前請先諮詢您的醫生。

視康寶中的維生素A是來自植物性的β胡蘿蔔素，人體可自行吸收需要量，屬於安全

的維生素A來源。

視康寶適合長期過度用眼的人士食用，包括：長期看電腦、電視、手機螢幕的族群、

考生、長期曝曬於陽光下、登山者；也適合給飲食容易不均衡的族群食用，包括：挑

食、外食、年長者…等容易罹患眼疾的高風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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