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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Beauty Starts From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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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效的美容方法應以體內著手
"唯一完整的美容系統，是由內而外的照顧您的身體。"

“The only complete beauty system that cares for your body from
the inside, out”

什麼是膠原蛋白？

The Collagen is extracted from the connective tissue of fish. It is
from the deep sea free from pollution. The collagen structure of
deep sea fish is similar as human body's collagen protein. It can be
absorted easily, which mainly contains type 1 collagen strong
function to body.

膠原蛋白是由無污染的深海魚類骨骼提煉，以最新科學技術萃取
製成的骨膠原，它與人體的膠原蛋白最相似，具有十八種以上的
人體需要氨基酸，並且最容易被身體吸收。
膠原蛋白是身體內最基本的美容蛋白，它是綜合性的結構體，包含
著特別的氨基酸，能提供給您的皮膚力度及彈性。它形成不解的纖
維，能支撐您的皮膚及產生高伸展的能力，防止皮膚起皺紋，使您
的皮膚永遠保持青春及富有彈性，煥發著健康的光彩。
膠原蛋白是肌肉、筋、軟骨結構、骨骼、牙齦、牙齒、眼睛及血管
等的主要組成成份。當您以內服吸收膠原蛋白，您的體內將會得到
所需的天然原素，以便補足及修補上述各領域所欠缺的膠原蛋白。

年齡的增長是如何影響膠原蛋白
一般上，有兩種情形：
(1) 當您的年齡增長，您身體在製造膠原蛋白時所需的氨基酸水平
已經偏低，故此，您的皮膚及體內其他部份的膠原品質也弱下來。
(2) 隨著時間的流逝，膠原蛋白纖維將失去潤濕的性質而變成僵
硬。多數這種破壞的原因是因為"游離基"的原故。"游離基"(Free
Radical)是當人體在利用氧份時所產生的不急分子；這些分子造
成每一條膠原纖維互相交叉連繫或彼此栓緊。因而越來越厚及越
來越沒有彈性。在皮膚的組織上，若膠原蛋白有互相交叉連繫的
現象，就是皺紋形成及喪失皮膚彈性的基本原因。許多科學家都
認同，人體老化的基本原因是因為"游離基"的關係。

Collagen is an essential and major component of muscles,
tendons, cartilage, bones, gums, teeth, eyes and blood vessels.
When you take collagen internally, your body receives the raw
materials it needs to supplement and repair collagen found in all of
these area.

Why Do I Need SUPER COLLAGEN - The Hydrolyzed
Collagen Supplement?

Daily exposure to the sun, inclement weather, environmental
pollutants, detergents treated water and other such hazards stress
the collagen network on your skin. Therefore, in order to build,
repair and maintain a healthy skin, a supplement of pure amino
acids of hydrolyzed collagens - SBELLA® SUPPER
COLLAGEN - is needed by your body.
SBELLA® SUPPER COLLAGEN is available in easy-to-take,
convenient tablets. In it's predigested hydrolyzed, soluble amino
acid form, it can go directly into the body system and be utilized
100% by the body-so you see and feel results within days.
For best results and to assure collagen amino acid absorption, take
on an empty stomach.

食物來源是否以提供全部我所需要的膠原蛋白？

Totally free of amino acid L-tryptophan. Only 22 calories per serving.

膠原蛋白在高脂肪的食物裡含量是最為豐富，但在健康飲食學中
卻是不鼓勵多吃高脂肪的食物，因此單靠食物來源提供所需的膠
原蛋白的可能性低；特別是在年紀漸大，自行製造膠原蛋白的功
能緩慢下來。

Each Tablet Contains:
100% Natural Collagen 1000MG

科學家曾經進行了一項以人類為對象他測驗；証實在提供超級膠
原蛋白美容補足品的六十天期內，有確實增加血液循環的功能，
讓皮膚看起來更為健康，更為青春且活潑。

Suggested Dosage:
Take two to six tablets twice daily take on empty
Adults:
stomach.
Packing: Bottle of 60 tablets.

超級膠原蛋白非常方便服食，成粒裝。在已預消化水解，溶解性
氨基酸的狀態之下，它將可直接被體內系統所吸收，且百份之一
百被身體所應用。因此，你可以很快的在幾天內顯著的看到及感
覺到它的效果。

Store in a cool, dry place.

每粒「雪碧蘭」® 超級膠原蛋白含天然膠原蛋白1000毫克。

Sole Agent:

Wing Yue (H.K.)Trading Co. Ltd.

建議服法： 每次服2至6粒，每日服兩次，最好空肚服用。

Website:

www.sbella.com

Email:

info@wingyue.com.hk

包裝： 每樽六十粒。

Manufactured by: Archon Vitamin Corporation
3775, Park Avenue, Edison New Jersey 08820 U.S.A.

®

Sbella is a trademark certificate No. 06759

請存放在乾爽涼快地方。
服食前/後，皮膚改善圖表
1.失去彈性及緊緻度，
2. 幫助消除明顯的乾紋，
幼紋及皺紋隨之出現。
肌膚重拾柔軟平滑。

3. 提昇及緊緻肌膚，
幫助填平幼紋及皺紋。

出品： 美國愛健天然營養食品(GMP)大藥廠製造
總代理： 永裕（香港）貿易有限公司
網址： www.sbella.com
電郵： info@wingyue.com.hk
雪碧蘭®註冊商標編號06759
本說明書僅供醫生參考

中文通用網址： 雪碧蘭

Made in U.S.A.
美國原裝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