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MN iHealth 愛健康

身體健康、靈魂興盛、財富自由

愛健康公司全方位產品介紹─
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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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上首個經嚴謹科學驗證可以顯著逆轉衰老、延長壽命的科研成果

於2013年由哈佛大學的David Sinclair(大衛•辛克萊爾)實驗室初步發現

David Sinclair

大衛辛克萊爾教授 是~

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遺傳學系終生教授

Paul F. Glenn 衰老研究生物學中心主任

2003發現白藜蘆醇

2013發現 NMN 可以抗衰老

NMN 被稱為 21世紀的「長生不老藥」

什麼是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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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avid Sinclair也受益於NMN，他從2013年開始每天服

用1000mg的NMN至今，內在和外在都有很顯著的逆齡表現

NMN 是啟動細胞自我修復機制的新世代保健品

什麼是NMN?

A Cure for Ageing ?
Reverse Aging ?
David Sinclair at TEDxSydney (2013):
https://youtu.be/vCCdmGKtxPA

NMN, NR, Resveratrol, Metformin & 
Other Longevity Molecules
Lifespan with Dr. David Sinclair #4 
(2022):
https://youtu.be/bRWT7hVgw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CdmGKtxP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WT7hVgw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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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簡介

名稱

NMN是中文全稱是煙酰胺單核苷酸，英文

為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也被

稱為β-NMN或β-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或β-煙酰胺單核苷酸。

用途

NMN是NAD+的直接前體，其功能也主要

通過NAD+體現，NMN轉變為NAD+後參

與上千種生物催化反應，在產生能量時需要

消耗這種物質，因此是人體內必不可少的輔

酶

抗衰機制
1. 提供能量：NAD+是三羧酸迴圈的輔酶，
是人體95%的能量來源，NAD+對粒線體和
細胞核的交流也發揮作用，粒線體是生物體
能量發動機。

2. 逆轉衰老：核心機制是啟動長壽蛋白
Sirtuins1~7和DNA修復酶PA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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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是啟動細胞自我修復機制的新世代保健品

NAD+水平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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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是啟動細胞自我修復機制的新世代保健品

NAD+水平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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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是啟動細胞自我修復機制的新世代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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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是啟動細胞自我修復機制的新世代保健品

改善神經功能
退化性疾病

增加骨質密度
幫助脂肪分解

促進酒精分解
增加肝臟排毒

預防心臟肥大
心肌缺血

改善急性腎損傷
和繫膜細胞肥大

預防肌肉萎縮
改善肌肉無力

改善二型糖尿病

修復視覺神經細胞
和聽覺細胞

NAD+

NMN

NMN 的功效是透過 NAD+ 來體現

*聲明:
‧ 公司產品是營養補充劑而不是藥品，不能聲稱對疾病有診斷、預防、治療功能
‧ 此處闡述觀點是個人的觀點，並不代表公司的意見
‧ 討論內容僅供參考，不能作為醫療指導
‧ 本材料僅供團隊內部培訓使用，未經允許不得公開與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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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 NMN關鍵特色

基於科學基礎

David Sinclair教授的實驗室於2018年發表

在《細胞代謝》的學術論文，這篇論文整理

了228篇學術論文對NAD+的研究成果

基於產品見證

一個優質的保健食品必須有堅實的學術理論

基礎，再輔以充份的產品見證來驗證產品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

iHealth的NMN已經有超過3000則產品見

證影片。

慎思明辨

實驗中所使用的NMN大多為生物酶法所製

成之Grade1(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原料)的

NMN，iHealth愛健康的NMN是市面上極

少數明確在成份上標示出Grade1(實驗室等

級/藥品級別原料)的生物酶法製成的NMN，

故完全可以推論至這些科學研究成果。

並非市面上所有的NMN都可推論至科研成

果，這是需要慎思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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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科技

品牌
優勢

基因修復生命科技

催化功效營養科技

奈米小分子滲透科技

第三代生產技術

採用第三代NMN生產技術：生物酶法

十一大認證

擁有全球唯一取得十一大權威性認證的NMN基因平衡膠囊

iHealth NMN關鍵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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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權威認證
PDR

FDA自由銷售認證

cGMP NSF

UL

HACCP

VEGETARIAN

ConsumerLab

Brand

MSDS

HALAL

Ko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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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在挑選保健品時，一定要先談安全

性、再談有效性。

因為保健品不是處方藥，本身沒有

「療效」，但至少要確保吃了不要

衍生其他健康問題。

唯獨通過權威性的第三方機構去進

行送驗、認證，才是確保產品品質

夠好的唯一證明方法

價值

iHealth的NMN是全球唯一取得十

一種「權威性」認證的NMN

iHealth的NMN是全世界第一個收

錄進PDR的NMN

iHealth的NMN是全美國第一個取

得消費者實驗室品牌認證的NMN

iHealth的NMN有四個有效性認證、

五個安全性認證、兩個專利認證

十一大權威性認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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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R全名為Physcians’Desk

Reference「醫師桌上的參考書」

裡面收錄的藥品和保健品必須

符合三項原則:

1. 療效(Efficacy):經藥理及人

體測試證明有療效

2. 安全性(Safety):經動物及人

體測試無太大副作用

3. 品質(Quality):製作過程符

合cGMP

美國醫師桌上手冊

這是美國FDA認證中最高

級別的認證，一旦獲取此

認證，產品可暢通進入世

貿組織(WTO)成員國家。

FDA全球自由銷售認證

cGMP是美國對食品、

營養補充品和藥品生產

操作的最高法定標準。

FDA抽查時若未達標準，

將被處以五億美元罰金。

全美僅有5%公司申請

到此認證。

現行優良製造標準

十一大權威認證─有效性(有效成分質量)

在對營養補充劑進行第
三方認證的機構中，消
費者實驗室的測試標準
可能是最高的，也是唯
一公開發布其測試方法
和質量標準的。

美國消費者實驗室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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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是世界上從事安全試驗
和鑑定的專業機構，UL認
證主要是產品安全性能方
面的檢測和認證。

美國保險商試驗所認證

十一大權威認證─安全性

HACCP是最有效的食品安

全自我控制認證。

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

Kosher（猶太潔食）又

稱符合猶太教規食品。

取得Kosher認證代表原

料、添加物及製作方式

都符合猶太教規，不僅

方便各國的猶太教徒挑

選食物，Kosher食品認

證更保證了食物的安全

性及清潔度。

猶太潔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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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權威認證─安全性

NSF是公共衛生與安全領
域的權威機構。此認證意
味著符合產品的公共衛生、
環境保護的標準。

美國全國衛生基金會

MSDS是生產商向客戶提
供詳細的物質的毒性和環
境危害以及安全使用等方
面信息的綜合性說明文件，
幫助客戶控制風險。

原材料安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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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標誌是由素食主義組織創建
及管理的標誌。適用於不含有任
何動物成分的產品。

素食標誌

清真認證可以證明所生產的產品

符合清真生活方式的生產準備和

成分標準的過程。

清真認證

十一大權威認證─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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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認證─證書

FDA全球自由銷售認證
美國消費者實驗室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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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認證─證書

原材料安全說明書 Kosher 猶太潔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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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認證─瓶身、網站

現行優良製造標準 清真認證 食品安全 素食標誌 美國醫師桌上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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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技術
化學合成

酵母發酵

生物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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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生產技術

生物酶法 (全酶法、體外酶催化技術)

模擬體內NMN的代謝路徑，將體內酶進行體外表

達，實現體外酶的催化反應，從而生產NMN。由

於催化反應與人體內的反應過程一致，所以生產

的NMN基本不會有額外的雜質，純度可以達到
99%以上。生產門檻較高，但在量產的同時可以

讓成本控制在合理範圍。使用此法生產的NMN價

格大約在$3,000~$6,000台幣之間

固態酵母發酵法 (成本最高)
主要是日本新興和公司的NMN生產技術，產量最

低、品質非常好、價格非常高!

使用此法生產的NMN價格大約在

$20,000~$70,000台幣之間

化學合成法 (成本最低)
化學合成技術比較容易控制，通過化

學合成的NMN純度可以有很多種，但

是，化學合成法一般在高溫、高壓、

強酸、強鹼條件下進行，且需要許多
化學試劑作為合成媒介，所以最終產

出的NMN純度最高不超過95%，而生

產過程產生的化學殘留，長期累積也

會給人體帶來負擔。使用此法生產的

NMN價格大約在$3,000台幣以內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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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原料特色 愛健康的NMN

現有的製備 NMN的生

物酶法一般是以D-核糖

和煙酰胺為起始原料，

在核糖激酶、磷酸核糖

焦磷酸合成酶和煙酰胺

磷酸核糖轉移酶等的作

用下，經過三步催化反

應得到NMN

生物酶法應用了酶定

向進化技術，極大地

提升了生產效率與產

品品質。產出的NMN

原料純度高、生產方

式溫和，整個過程緩

慢、持久，也是最為

安全與高效的生產方

式

1.煙醯胺(NAM):
是一種水溶性維生素，
又稱維生素B3
2.D-核糖:
是生物體內遺傳物質――
核 糖 核 酸（ RNA ） 的
重要組成物質

愛健康公司的NNM
使用生物酶法生產，

且原料純度達到
99.8% ，採用的是

最高等級的 Grade I
實驗室級別/藥品級

別原料

生物酶法 (全酶法、體外酶催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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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級別面面觀

Grade I

Grade II

Grad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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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I (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NMN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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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 NMN關鍵特色

基於科學基礎

David Sinclair教授的實驗室於2018年發表

在《細胞代謝》的學術論文，這篇論文整理

了228篇學術論文對NAD+的研究成果

基於產品見證

一個優質的保健食品必須有堅實的學術理論

基礎，再輔以充份的產品見證來驗證產品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

iHealth的NMN已經有超過3000則產品見

證影片。

慎思明辨

實驗中所使用的NMN大多為生物酶法所製

成之Grade1(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原料)的

NMN，iHealth愛健康的NMN是市面上極

少數明確在成份上標示出Grade1(實驗室等

級/藥品級別原料)的生物酶法製成的NMN，

故完全可以推論至這些科學研究成果。

並非市面上所有的NMN都可推論至科研成

果，這是需要慎思明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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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NMN基因平衡膠囊

NMN咖啡 HA 玻尿酸膠原蛋白增強乳液

RC潔面膜

UV防曬抗氧化霜SPF 50

NMN青春泉泡騰錠

NMN逆齡修復霜

NMN系列 醫療級保養品系列

NMN青春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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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基因平衡膠囊 (全球唯一取得十一大認證的NMN)

功效:
支持長壽、增強免疫系統、促進能量的產生和耐力、促進新陳
代謝和優化細胞、提高心臟功能、改善認知能力
主成分:
β-NMN (99.8%) Grade I      150mg/顆
輔助成分:
1. 微晶纖維素(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PH101) :在口服片
劑和膠囊中用作稀釋劑和粘合劑。
2. 硬脂酸鎂 (Magnesium Stearate):作為抗粘劑於食品製造時
使用
3. 二氧化矽(Silicon Dioxide):於食品工業用作抗結劑，屬食品
添加劑之列。
4. 素食膠囊(Vegan Capsule): 以相似於米漿的材料所製成之膠
囊，不含動物成分
含量：60顆膠囊

全球唯一取得十一大認證的NMN

懷孕或哺乳的母親，18歲以下的兒童不建議使用

$15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5%B7%A5%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7%E7%B5%90%E5%8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6%B7%BB%E5%8A%A0%E5%8A%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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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青春膠囊 (全球唯一為年輕族群而生的NMN)

功效:
支持長壽、增強免疫系統、促進能量的產生和耐力、促進新陳
代謝和優化細胞、提高心臟功能、改善認知能力
主成分:
NMN (99.8%) Grade I      30mg/顆
輔助成分:
1. 微晶纖維素(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PH101) :在口服片
劑和膠囊中用作稀釋劑和粘合劑。
2. 硬脂酸鎂 (Magnesium Stearate):作為抗粘劑於食品製造時
使用
3. 二氧化矽(Silicon Dioxide):於食品工業用作抗結劑，屬食品
添加劑之列。
4. 素食膠囊(Vegan Capsule): 以相似於米漿的材料所製成之膠
囊，不含動物成分
含量：90顆膠囊

全球唯一為30歲前族群而生的NMN

$390/14瓶 *效期到2023/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5%B7%A5%E4%B8%9A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7%E7%B5%90%E5%8A%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3%9F%E5%93%81%E6%B7%BB%E5%8A%A0%E5%8A%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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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咖啡(全球第一個含NMN的咖啡)

功效:
支持長壽、促進能量的產生和耐力、促進新陳代謝和優化細胞、
改善認知能力
主成分:
β-NMN (99.8%) Grade I      50mg/包
咖啡因 (Caffeine)              81.8mg/包
咖啡粉原料:
Arabica和Robusta咖啡豆品種混合而成

保證不含人造防腐劑、人造香料和色素
全球第一個含NMN的咖啡，不會產生咖啡的副作用(手抖、心
悸…等)，但有一般咖啡的益處(提神醒腦、幫助脂肪分解)，又有
NMN的功效

含量：30包咖啡

第一個可以抗老逆齡的好咖啡

懷孕或哺乳的母親，18歲以下的兒童不建議使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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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青春泉泡騰錠(全球唯一含NMN的電解質水)

功效:延緩老化、增強免疫系統改善亞健康、提升體能和耐力、
促進代謝功能、提高心臟功能、改善認知能力、預防慢性疾病

結合NMN和ORS的獨特配方，可以抗衰老並避免脫水，
延緩細胞衰老並促進細胞修復

主成分:
β-NMN (99.8%) Grade I      150mg/片

ORS (口服電解質補水劑) 是所有補液療法的黃金標準，並且通
過世界衛生組織(WT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兒科學會等
權威機構的推薦

含量：10片發泡錠

逆齡又可以超速補充水分和電解質

懷孕或哺乳的母親，18歲以下的兒童不建議使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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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青春泉泡騰錠(全球唯一含NMN的電解質水)

➢ 運動員

➢ 劇烈運動期間和之後的補液
➢ 使燃燒脂肪所需的燃料三磷酸腺苷（ATP）再生，

並提高運動表現
➢ 提高頂級運動員所需的能量

➢ 一般大眾

➢ 脫水高危人群
➢ 增加液體消耗以彌補因衰老所造成的流失
➢ 改善與衰老有關的疾病，如糖尿病、失智症和血

壓問題

目標客戶

➢ 口服電解質液配方（O.R.S. = Oral Rehydration 
Solution）

➢ 1964年-美國陸軍上尉Phillips為霍亂患者使用糖
鹽溶液

➢ 1971年-Delip Mahalanabis 博士使用第一代 ORS 
治療孟加拉難民的腹瀉

➢ 1978年-世衛組織採用口服補液鹽作為腹瀉病的
主要治療方法

➢ 2001年-世衛組織提出 ORS 的新配方

電解質補水劑 (ORS)

“據估計，僅口服補液療法 (ORS) 就已防止
5400 萬人死於腹瀉。”柳葉刀2018（Richard 
A Cash，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ORS有效解決因霍亂和腹瀉導致的脫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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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電解質補水劑（ORS） 與 NMN 是絕佳組合?

脫水 正常 健康

ORS NMN 

0 10

ORS 補充身體
水分並重新恢
復正常平衡

補充水分有助於增
加 NMN的益處

NMN 提供能
量並改善整體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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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青春源泡騰錠(全球唯一含NMN的綜合維他命礦物質水)

功效:延緩老化、增強免疫系統改善亞健康、提升體能和耐力、
促進代謝功能、提高心臟功能、改善認知能力、預防慢性疾病、
補充每日身體所需的各項微量營養素和NMN

結合NMN和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的獨特配方，可以抗衰老並
補充身體每天所需要的營養素，延緩細胞衰老並促進細胞修復
主成分:
β-NMN (99.8%) Grade I      300mg/片
其他成分:
維生素C - 500mg 維生素B5  - 23mg
維生素B1  - 15mg 維生素B6  - 10mg
維生素B2  - 15mg 維生素B12 - 10ug
維生素B3  - 50mg 葉酸 - 400ug
維生素H   - 150ug 鈣 - 200mg
鎂 - 100mg 鋅 - 10mg
鈉 - 190mg 鉀 - 45mg
含量：15片發泡錠

逆齡又可以補足一日所需的營養素$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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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 iYouth 逆齡修復霜 (全球唯一含NMN的修復霜)

功效:
有助於延緩皮膚細胞衰老和新皮膚細胞的再生、提亮暗沉膚色，
均勻膚色，淡化黑斑、防止水分流失，改善皮膚的光滑度，緊
緻度和質感、將必需的營養物質輸送到細胞中，以幫助修復皮
膚損傷、撫平皺紋和細紋
重點成分:
1. β-NMN : NAD+的前體物質
2. 穀胱甘肽:由麩胺酸、胱胺酸和甘胺酸等3種胺基酸所構成的
三胜肽，可攔截黑色素生成信號，抑制黑色素生成提升20%黑
色素淨化力
3. 三重透明質酸: 「三重」指的是「三種不同分子質量之透明質
酸(玻尿酸)」：高分子質量玻尿酸會停留在皮膚表面，鎖住水分
避免出現乾燥現象；中分子質量玻尿酸則負責強化皮膚屏障，
並提供源源不絕的水分；低分子質量玻尿酸深入肌膚底層，緊
緻並撫平細皺，並且協同肌理作用

特色：採用Lipsoma脂質體透皮技術
使用說明: 早晚塗抹於臉部及脖子
含量：50g

擁有獨特抗衰老成分的乳霜$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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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潔面膜

功效:
去除雜質、鎮靜舒緩炎症、幫助對抗粉刺、深層清潔肌膚、減
少毛孔、去角質、控制多餘油脂
使用植物性油減少荷爾蒙後的皮膚發炎和易長粉刺的皮膚引起
的刺激
持續使用可使青春痘皮膚的質地和膚色恢復活力。

重點成分:
1. 硫1.0％ :通過抑制細菌生長和高嶺土從皮膚深處吸收多餘油

脂和雜質，幫助對抗粉刺
2. 荷荷巴油、小麥胚芽油:提供清涼效果，舒緩和緩解容易長粉

刺的皮膚帶來的刺激

特色：適用於所有肌膚
使用說明：適用於清潔皮膚並停留20分鐘。用溫水沖洗。一週
可以使用2至3次
含量：57g

有效鎮靜、舒緩、清潔肌膚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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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防曬抗氧化霜SPF 50

功效:
清爽、無油的防曬霜、提供UVA和UVB防護、抗氧化劑可抵抗
自由基和其他環境因素。防水防曬（80分鐘）

重點成分:
氧化鋅10％、辛諾酸7.5％、辛酸5％、蜂蠟，維生素E

特色： UV SPF 50是一種特殊配方的快速吸收防曬霜，可保濕，
不會使皮膚感到油膩或沉重
使用說明：適用於臉部和頸部，避免眼睛區域。等待至少30分
鐘，然後再暴露於陽光下
含量：131g

清爽無油、防曬保濕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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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玻尿酸膠原蛋白增強乳液

功效:
經臨床證明可在施用後一小時內將水分含量提高至110％，並有
長達5天的持久保濕、獨特配方可改善皺紋外觀，改善整體膚色、
為肌膚提供出色的保濕效果、防止紫外線和污染造成的皮膚傷
害、提供光彩健康的皮膚

重點成分:
玻尿酸膠原蛋白透明質酸（透明質酸鈉，水解透明質酸，水解
透明質酸鈉，透明質酸鈉交聯聚合物）、浮游生物提取物，維
生素E（生育酚乙酸酯）

特色： HA玻尿酸膠原蛋白增強乳液具有專有的透皮遞送系統，
可提供強效補水，增加水分含量並防止水分流失，同時抗氧化
使用說明：塗於面部，頸部和頸間, 在應用其他產品之前要先吸
收。可以每天使用兩次
含量：51g

超長時間保濕、平衡膚色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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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保養品的使用順序 (白天)

iYouth 修復霜HA 玻尿酸膠原蛋白乳液 UV防曬抗氧化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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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級保養品的使用順序 (晚上)

iYouth 修復霜HA 玻尿酸膠原蛋白乳液

RC潔面膜(一星期约二次，晚上洗臉後，塗一層在臉上，
30分鐘乾了洗淨，再照上面順序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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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標示怎麼看?

純度:99.8%

原料來源和等級: Grade I (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原料)

生產技術: 生物酶法 (參閱說明資料)

含量: 150mg/膠囊、1瓶有9000mg

吸收技術: 奈米小分子滲透科技 (參閱說明資料)

單方vs複方: 單方 (主成分內只有一種成分)

製造工廠: cGMP

第三方認證: HALAL, HACCP, 素食、PDR..等

膠囊外殼: 素食的腸溶膠囊 (參閱說明資料)

售價: 零售價$156USD
會員價最低$ 93.8 USD

主成分: β-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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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目混珠的菸鹼醯胺

NMN

NMN中文全稱是煙酰胺單核苷酸，英文為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也被稱

為β-NMN或β-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菸鹼醯胺

菸鹼醯胺（英語：Nicotinamide，也稱為

煙酰胺）是菸鹼酸（維生素B3）的醯胺。主

要用於防治糙皮並口炎、舌炎，病態竇房結

症候群，房室傳導阻滯等問題。菸鹼醯胺是

維生素B族中的一員。菸鹼酸可以在活體內

被轉變為菸鹼醯胺。

慎思明辨

菸鹼醯胺不是NMN!!!

NMN的中文成分標示應為
β-煙酰胺單核苷酸
NMN的英文成分標示應為
β-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
α -Nicotinamide mononucleotide為人體無
法吸收的
一定要在NMN成分標示出 “β-NMN”
才是真正含有NMN的產品

NMN 菸鹼醯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9F%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0%E8%83%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B%E6%97%8F%E7%BB%B4%E7%94%9F%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n_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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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NMN

成分內基本上不含NMN(NMN的成分為β-NMN，請找找看是否能找到~)



46

台灣的NMN

250微克=0.25毫克，
一瓶30顆大概有7.5毫克的NMN

(愛健康一顆為150毫克的NMN)

大概要吃1200瓶這款NMN，
才有一瓶愛健康的NMN含量
(7.5毫克 * 1200 = 9000毫克)

(愛健康一瓶為9000毫克NMN)

10瓶這款NMN要$7170台幣，
所以1200瓶要$860,400台幣

(愛健康一瓶最高只要$156美
金，頂多$4,758台幣)

愛健康直接幫您省下$855,642台幣

這款是台灣少數確實含有β-NMN的品牌，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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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NMN

2顆膠囊含有1.5毫克的NMN，
一瓶30顆大概有22.5毫克的NMN

(愛健康一顆為150毫克的NMN)

大概要吃400瓶這款NMN，
才有一瓶愛健康的NMN含量
(22.5毫克 * 400 = 9000毫克)

(愛健康一瓶為9000毫克NMN)

10瓶這款NMN要$7590台幣，
所以400瓶要$303,600台幣

(愛健康一瓶最高只要$156美
金，頂多$4,758台幣)

愛健康直接幫您省下$298,842台幣

這款是台灣找知名藥廠和營養師YouTuber代言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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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被蔬果萃取物來混淆視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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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NMN

NMN粉末

亮點:價格便宜
缺點:胃酸可能會破壞NMN，使之降解為菸酸

化學合成NMN，可能有化學殘留
缺乏第三方權威單位認證
未標示純度和原料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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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NMN

NMN複方膠囊

亮點:看似有多種成分，吃一顆補全身
缺點:複方產品的原料會較差

複方的交互作用機轉較複雜，安全性較低
缺乏第三方權威單位認證
未標示純度和原料等級
未標示β-NMN，可能是人體不能吸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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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NMN

NMN膠囊

亮點:單顆高劑量
缺點:
缺乏第三方權威認證
未標示NMN純度和等級
化學合成NMN
有獨立實驗室分析，發現
這兩款NMN存在不到1%
所聲稱的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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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NMN

NMN膠囊

亮點:單顆高劑量
缺點:
缺乏第三方權威認證
未標示NMN純度和等級
有獨立實驗室分析，發現
這兩個NMN存在不到1%
的聲稱的NMN

有獨立實驗室分析，發現
這兩款NMN雖然標示為500mg/粒
但實際檢驗後不到5mg/粒(<宣稱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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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NMN

NMN膠囊

亮點:單顆高劑量
缺點:
缺乏第三方權威認證
未標示NMN純度和等級
有獨立實驗室分析，發現
這兩個NMN存在不到1%
的聲稱的NMN

有獨立實驗室分析，發現亞馬遜熱賣的
22款NMN中，只有14%產品的NMN
含量與成分標示一致 (即便大多有GMP和
檢驗報告)



54

國外的NMN

日本NMN

亮點:
酵母發酵法生產(新興和公司)
實驗室等級NMN
(今井眞一郎教授使用來做實驗)

缺點:
考驗口袋深度
(一瓶9000mg要價6.8萬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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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的NMN

沒有標註是β-NMN，
有可能人體無法吸收。
沒有標示NMN純度
沒有標示原料等級
沒有標示NMN含量

300毫克/粒，內含5種
複方成分，不清楚各
個成分的含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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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銷的NMN

150毫克NMN/粒

採用β-NMN。
沒有標示NMN純度
沒有標示原料等級

複方成分 (目前沒有任何臨床證明顯示複方成分優於單方，
反而易使安全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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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N基因平衡膠囊 (全球唯一取得十一大認證的NMN)

$156

Beta-NMN為生物
可吸收的NMN，必
須有此成分才是真
NMN

純度99.8%
Grade I 原料
(藥品級別)

150毫克 NMN/粒
單方N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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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NMN與其他NMN比較-1

品牌 iHealth NMN 其他品牌NMN

純度 愛健康的NMN純度高達99.8% 純度不明，有些只說純度很高，鮮少標示在瓶身
上

原料來源
原料等級

愛健康的NMN原料來自德國和美國。
為Grade1 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的原料

原料來源不明，大多沒在瓶身上標示來源和
NMN原料的等級

生產製程 愛健康的NMN採生物酶法生產，完全不含
化學物質

不會說明，便宜的NMN幾乎都是化學法合成的
NMN，純度雖高，但不免有雜質殘留

生產工廠 愛健康的NMN由美國的cGMP藥廠生產，
若產品與標示不符，會被FDA罰到5億美金

頂多為GMP工廠生產，劑量、純度、原料、安
全性、有效性都不會被FDA檢查，所以品質與安
全性就無法被把關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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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NMN與其他NMN比較-2

品牌 iHealth NMN 其他品牌NMN

第三方認證 愛健康的NMN擁有涵蓋安全性和有效性
的十一大認證，皆為權威機構所頒發

有些僅提供SGS檢驗報告，好一點的提供GMP和
NON-GMO不含基改的標章，沒有權威機構認
證

吸收技術 愛健康的NMN使用奈米小分子滲透科技，
讓NMN更快為人體所吸收

大多沒有標明，所以NMN的粉末粗糙，不見得
容易為人體所吸收

單方or複方 愛健康的NMN是單方NMN，內容單純且
絕對安全

大多為複方，不同物質的交互作用使安全性堪憂；
單方的話不確定是否是化學合成，應多考慮

含量 愛健康的NMN每顆為150mg，更容易調
配自己需要的用量

號稱250mg以上，多為複方。即便為單方，若
是高含量的化學合成NMN，吃多了，化學殘留
的疑慮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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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ealthNMN與其他NMN比較-3

品牌 iHealth NMN 其他品牌NMN

膠囊外殼 愛健康的NMN為米漿材質的膠囊製成的
腸溶膠囊
純素者亦可食用

若為明膠膠囊則素食者不可食用，若非腸溶膠囊，
則可能被胃酸破壞

價格 愛健康的NMN全球統一價格為$156美元，
配合回饋機制，很容易免費吃產品，甚至
開啟一個新事業

價格帶很廣，便宜的可能為化學合成，貴的又非
常人所能負擔，即便真的不錯推薦給親友使用，
仍是廠商獲利，不會分你一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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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唯一取得十一大第三方權威認證
▲全球第一收錄美國醫師桌上手冊(2019年載入)
▲全球率先取得FDA全球自由銷售認證
▲全球唯一暢銷50國家地區
▲全球唯一擁有3,000位以上產品見證影片
▲生物酶法藥品級別NMN (可類推科研成果)

▲NMN「概念」產品
▲蔬果粉取代NMN原料
▲價格便宜到匪夷所思
▲沒有任何第三方認證
▲和實驗室使用的NMN完全不同
▲無法類推到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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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唯一取得十一大第三方權威認證
▲全球第一收錄美國醫師桌上手冊(2019年載入)
▲全球率先取得FDA全球自由銷售認證
▲全球唯一暢銷50國家地區
▲全球唯一擁有3,000位以上產品見證影片
▲生物酶法藥品級別NMN (可類推科研成果)

▲普遍缺乏第三方認證
▲NMN純度不明
▲便宜到匪夷所思
▲確實檢驗下來，連含量都不及格
▲和實驗室使用的NMN完全不同
▲無法類推到實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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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當個聰明的消費者

▲唯一取得十一大第三方權威認證
▲全球第一收錄美國醫師桌上手冊(2019年載入)
▲全球率先取得FDA全球自由銷售認證
▲全球唯一暢銷50國家地區
▲全球唯一擁有3,000位以上產品見證影片
▲生物酶法藥品級別NMN (可類推科研成果)

▲普遍擁有第三方認證
▲NMN純度不明(會另外提供檢驗報告)
▲複方成分，交互作用下的安全性降低
▲未標示原料等級
▲和實驗室使用的NMN完全不同
▲無法類推到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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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健康 我們的愛

同樣為實驗室等級/藥品級別原料的NMN，
單瓶的售價沒有低於$4,500台幣的，最貴的
甚至單瓶要超過$60,000台幣

iHealth愛健康 藥品級別的NMN
價格最低不到$3,100台幣 (周年慶優惠)

還有現金回饋!

大家一起吃的省錢又免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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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iHealth NMN，歡迎跟我聯絡:

Email: nmn@ihealthworldwide.com

WeChat: Ihlglobal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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