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緩解眼睛乾燥，
穩定增加淚液分泌 5

科研實證：磷蝦油

獨有的Omega-7脂肪酸有助
細胞自身保持水分，防止
眼睛流失水分 6。

科研實證：沙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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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光傷眼藍光傷眼

抗藍光
保濕 防曬

抵禦藍光侵害，
全靠「亮眼守護星 」！ 消炎之星

Nutra Solution Superba™ 
Boost南極磷蝦油

視力A++之星

紅棕櫚油 胡蘿蔔

胡 蘿 蔔 素 含 量

蕃茄

Amanprana 
有機特級初榨紅棕櫚油

亮「晶」之星

黃斑氧化風險↓25-35% 2

科研實證：紅棕櫚油

紅棕櫚油富含β-胡蘿蔔素，在人體
內轉化為維他命A之後，可預防眼
晶體退化疾病及改善夜間視力。另

外，紅棕櫚油中的維他命E
生育三烯酚能減少晶體氧化
和亞硝化應激，延緩白內障
發病和進展 1。

MD Formulas EyeAstin 全效明目配方
集結四大「護法」，全面改善眼睛疲勞乾澀、提神明目：

全能之星

蝦青素
穿透血視網膜屏障，強效抗氧化

葉黃素+玉米黃素
阻隔有害藍光，保護黃斑部

花青素
降低眼壓，改善夜視力

小米草精華
消炎、滋潤雙眼

晶體老化風險↓40%
晚期黃斑氧化風險↓25% 3

科研實證：葉黃素

抗氧化之星
Anabolic Laboratories 
高效抗氧化配方

含有能過濾藍光、保護視網膜的葉黃
素，配合硫辛酸、維他命C等多種抗
氧化物質，彼此之間相輔相成，減慢
眼睛老化。

南極磷蝦油富含抗氧化蝦青素以及
抗發炎的Omega-3（EPA/DHA），
吸 收 利 用 率 比
魚油高1.5倍。

Nutra Solution
Terezia 沙棘油膠囊

沙棘油中豐富的維他命原A轉化成維
他命A，可以合成視紫質，在視網膜
上將光刺激轉為視覺訊號。

夜間視力減退→夜盲症

結膜表皮角質化→結膜炎

淚液分泌減少→乾眼症

維他命A缺乏症



夜視力下降 眼部疲勞

視力模糊 眼乾

畏光

眼痛

LED 藍光

黃斑病
藍光可直達眼底
視網膜，引起黃
斑部病變

白內障
藍光令晶體渾濁，硬
化，視力逐漸減退

乾眼症
長期照射藍光，令淚液過
快蒸發，造成眼睛乾澀

藍光「曝曬」，
令乾眼症、白內障、黃斑病年輕化！

在日光下，大家知道要戴太陽鏡防曬。但終日面對電
腦、深夜關燈玩手機，以為就很安全？殊不知電子產
品的LED螢幕也會發出藍光，無形中傷害雙眼，長期
直視比紫外綫曝曬更危險！

人工藍光和紫外綫一樣，波長短、能量高，眼角膜可
過濾九成紫外綫，但藍光最多只能過濾約三成。研究
發現，LED光源含有25%藍光，長期照射可增加12%
眼病風險。

角膜
油脂層 (鎖住水分)

水層 (分泌淚液)

黏液層

角膜
油脂層 (鎖住水分)

水層 (分泌淚液)

黏液層

淚膜淚膜

藍光危害二

長時間觀看手機或電腦螢幕為何會眼睛乾澀？一般人每分鐘
平均眨眼15~20次，令淚腺分泌淚液潤滑眼球，但若過度用眼
或太少眨眼，淚液分泌不足或分佈不均，眼睛便會疲倦、產
生異物感、灼熱感，甚至痕癢紅腫。長期乾眼症可損害角
膜、結膜，影響視力。研究發現，高能量藍光比其他可見光
更容易散射，加重眼睛負擔 4。

乾眼症

「缺水」型 「缺油」型

淚液分泌不足

乾眼症兩大成因：

淚液蒸發過快

如果出現以下症狀，
說明你可能已是藍光受害者！

藍光危害一

全球半數失明及三分之一視力受損病例，都是因為白內障。
眼球晶體具有聚焦功能，受到紫外線或藍光照射後，眼睛會
產生自由基，引起脂質過氧化作用，晶體失去彈性、由透明
變混濁，造成視力缺損，導致白內障。

白內障

老化 創傷 過度曝曬 先天性 眼部併發症

視景暗淡

常見成因：

症狀： 視線模糊 光暈 畏光 夜視障礙

黃斑部位於視網膜中心，
含高密度感光細胞，是視
力最敏銳的部位，決定了
我們90％的視力。黃斑部
的黃色素（葉黃素及玉米
黃素）可吸收部分高能量
藍光，但過量產生的自由
基仍會損害感光細胞和視
網膜色素上皮，造成黃斑
部氧化病變。

老化

創傷

高度近視

氧化傷害等

視力模糊

常見成因：

症狀：

出現黑點

影像扭曲

眼底出血
甚至失明

黃斑病

藍光危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