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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細胞•活力青春

羊胎盤素精華150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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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1

大自然孕育萬物，而細胞孕育了生命。細胞透過有絲分裂進行複製，由一個細胞      

分裂成兩個很相似的細胞，不斷的複製，形成了生命體。

更奧妙的是，在生長過程中，細胞會不斷增生更新與修復，維護我們生命的健康        

活力；到了成年期，細胞持續更新。但隨著年齡增長，細胞也隨著退化、老化。

如何讓細胞年輕有活力?

健康的細胞需要足夠的營養及氧氣輸送、有良好的環境与健康的生活作息才能孕育出年輕

的細胞。如果無法擁有健康的生活作息與環境，血液里的細胞就沒有足夠的空間來            

輸送氧氣與營養。細胞療法能排毒及治療受損與老化的細胞，讓體質恢復健康活力、        

精神奕奕、肌膚亮麗、青春再現，讓您年年25歲!

羊胎盤素精華

細胞年輕•活力體質

優質人生
美麗  •  健康  •  活力

瑞士與德國科技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羊胎盤素精華

人體最基本、最細小的單位是細胞。細胞聚合成為組織,組織與組織重疊才能形成器

官，各種器官配合形成人體。所以，一切健康、美麗與活力的泉源就是來自於健康

的細胞。

胎盤的奧妙，如何滋補養身?

自然界里的哺乳動物，在生產后，就吞食自己的胎盤來滋補母體。胎盤是孕育及維

持胎兒生命的保護體。胎兒從開始受孕到成形，全靠胎盤輸送氧氣、營養等成分，

讓胎兒成長。胎盤形成，就會自然聚集大量的活躍細胞，以滋養胎兒。

當母體攝取大量的活躍細胞，這些細胞將滋補深透全身，並且與老化或轉弱的細胞

進行能量轉移，從而活化細胞，讓全身細胞恢复活力，體質也顯得更年輕亮麗。       

細胞長期活力有幹勁，人體組織、器官、皮膚等自然不會老化，不老的傳說就此        

開始！

奧妙細胞•人體形成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2

在1665年間，一名英國人Robert Hooke (1635 - 1702) 通過顯微鏡發現，在被鋸開的軟木片中有許多密密麻麻而
且不斷重疊的小孔(這就是世界第一張細胞圖片)。由於這些小孔看上去類似很多小房間，因此細胞就根據拉丁文
Cellula (小房間的意思)被取名為 Cell。 Robert Hooke 根據此發現而繼續地研究，並將其通過顯微鏡的發現集合，
編寫成書- 名為 Micrographic。
 

而荷蘭人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 閱讀 Robert Hooke 的著作後，深深被吸引，繼續了 Robert 
Hooke 的觀察工作，日以繼夜地研究生物細胞，最終成為了歷史上第一位生物學家。

到了1831年間，英國科學家陸續發現細胞的結構，並將細胞劃分為兩大類 : 原核細胞和真核細胞，但仍未找出細
胞真正的價值。1830-1839年間，德國植物學家 MJ.Scheiden (1804-1881) 和解剖與生理學家 T.Schwan (1810- 
1882) 共同努力研究下，終於定論出細胞的真正功能與價值 (既是生命的最基本單位與結構)，因此而建立了現代的
“細胞學論”。

由此可見，要談論地球萬物的生命，就必須從“細胞”談起，因為它是現代科學與醫學家一致認定的“生命之最
根本來源”。

瑞士與德國科技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組織

器官

系統

細胞

細胞的歷史、發現與功能



2500年前，中國的秦始皇就已瞭解胎盤的好處，視之為進補聖品，當時的社會則稱

之為“紫河車”，並列入《本草綱目》內。而埃及妖後(Cleopatra)，也以胎盤作為

養顏的不老祕方。

瑞士科學家在70年前發現了胎盤的種種奧妙后，配合德國所研發科技及紐西蘭養      

殖的羊，以保留羊胎盤內的生長因子和活躍細胞，制作出濃縮的羊胎盤素精華。

ZÉLL-V采用最先進的瑞士與德國高科技細胞培殖法，成功將15000mg的羊胎盤素  

萃取，濃縮入300mg膠囊內，以50:1的高活性再生法，讓人體直接吸收大量的活躍

細胞。活躍細胞在進入人體后，會與衰弱的細胞相連結合進行修復，使細胞得以再

生及活化，令細胞充滿活力及延長壽命，從而找回人體健康、活力與美麗。

羊胎盤素精華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3

古今聖品•延緩老化

現代化生物科技

瑞士與德國科技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16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與人胎盤素有何差別,為何適用於人體?

綿羊細胞基本上和人類細胞的結構是非常相近相似的，而且不會有排斥現象。現代科技       

成功保留了羊胎盤內對人體有益的活躍細胞和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是一種自然存在的分子，可刺激細胞分裂和增生。同時，生長因子能加強細

胞之間的聯訊，加速生長能量與活化細胞，增強我們的抵抗力、活力與健康。

論品質，養殖羊是關鍵所在。紐西蘭政府嚴格管制農場羊隻，以每30只來區分，這種

“封閉式族群”養殖可減少病毒傳染，控制羊隻飲食和運動量，確保羊隻在零污染環

境下成長，以便能夠萃取出最純正的胎盤素。ZÉLL-V羊胎盤素即萃取自紐西蘭養殖

的優質羊隻(有編號及明確記錄)，所以成功榮獲各項國際安全認證和品質管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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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胎盤素•人體相近

平复皺紋、淡化黑斑和雀斑，使皮膚白里透紅

    增加皮膚彈性和改善膚質

提高体力和精力

    改善睡眠素質

使体重穩定在正常水平

    減低膽固醇及血脂

提高警覺性和精神

    使胸部更結實

增加關節和圓盤的伸縮性

    再生細胞、組織和器官

增強免疫力与預防疾病

    減輕月經綜合症，舒緩婦女毛病

減輕更年期症狀，延遲更年期

    降低患心髒病的風險

促進血液循環

    恢复性能力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4卓越功效
作為細胞活化和恢复青春的療法，ZÉLL-V Platinum 羊胎盤素除了抗老化，
還有很多其它的好處: 羊胎盤素精華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胎盤素精華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5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6

三大系統•延緩老化 細胞活化•活力充沛

瑞士與德國科技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生理系統負責維持體內健康，延緩老化。系統失調，細胞會加速老化，直接影響        
肌膚、外表和體力。而主要能控制老化的三大系統為:

荷爾蒙分泌系統
主導腦下垂體，控制荷爾蒙分泌，讓人體得到足夠荷爾蒙滋養。無論男女，荷爾蒙
獲得平衡，人就會顯得精神奕奕，做事充滿興趣、正面積極，肌膚更是光澤潤白、           
富彈性及水分等。

免疫系統
健康防護墻，尤其保護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膚，不讓自由基破壞，防止細胞氧化衰老
而無法抵抗細菌攻擊。強健的免疫系統，讓我們無時無刻處於最佳狀態，表現精力
充沛，肌膚緊致、美白亮麗。

排毒系統
肝臟負責解毒，再通過腎臟排出體外，肝與腎相互扶持，以避免人體囤積毒素。       
身體能良好的排毒，就能有良好的調和 : 情緒穩定、體重均衡、精神專注來應對生活
事業，肌膚則白裡透紅、潤滑柔韌。

健康美麗來自於80%的內在調理，加上20%外在護理。要掌握健康、活力與美麗，
就從內調開始!

除了三大系統，了解人體其它系統功能與運作，可讓您掌握80%的內在調理，有效
延緩老化，年年都能25歲!

骨骼系統
構成人體支架支撐身體、製造骨髓、儲存礦物質，特別是對成長發育非常重要的       
鈣質。

神經系統
與腦聯繫，控制全身動作；與分泌腺配合，維持其他系統的健康，讓人體動作敏捷
有動力。

心血管系統
運行全身，提供氧氣及營養給各器官。

肌肉系統
佔人體的一半，配合骨骼神經，執行動作、消化、說話等行動。

呼吸系統
供應氧氣，排出二氧化碳。人體有足夠的氧氣供應，思考自然靈敏。

人體系統息息相關，相補相成。細胞能活化再生，是系統健康的泉源，所以瞭解       
如何滋養細胞最重要。



不良的生活習慣會導致人體提早老化，也會使身體氧化(生鏽)。氧化之所以會發生，

是因為自由基持續攻擊並損壞細胞，導致各器官的功能降低，並引起疾病與老化。

就像鐵釘，氧化了就生鏽；生鏽的鐵釘，在不知不覺中，會斷裂破碎。氧化的            

皮膚，則在不知不覺中現皺紋與老化、暗淡無光澤。

如何抗氧化？

如保護鐵釘，必須在外層鋪上一層保護層，以防止氧化。

如何讓細胞塗上保護層？

胎盤素就是細胞最直接的保護層！人體接受細胞療法後，細胞膜的抵抗力就大大的         

加強，可對抗自由基的破壞，以延長細胞壽命。體內細胞完整保存下來，新細胞又

不斷的增生，達致良好的細胞循環後，組織及器官就能健康活躍。從人體最基本的

細胞做好保護，是健康的根本與基礎！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胎盤素精華

瑞士與德國科技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7

人體生鏽•抵抗氧化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成功見證

“ZÉLL-V 給我一個機會，
        創造美麗奇蹟。你呢？”

江夢蕾
國際藝人

ZÉLL-V 宣傳大使  

46歲

之前之前

羊胎盤素精華



瑞士與德國科技 成功見證

青春不老只是傳說嗎？從古至今，男人追求無限的精力與  體力，以成就人生偉業，

女人則尋求亮麗動人的容貌。 

充滿精力的人，思考與動作靈敏，是因為內在有很多活躍細胞輸送營養與氧氣，傳

送訊息與排毒，讓全身充滿活力，達致體能巔峰，就像健康的年輕人，精神奕奕，

集中力與記憶力強，對所有的事情都充滿興趣與活力。 

要有亮麗的肌膚，身體裡的荷爾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活躍細胞進入荷爾蒙腺       

體後，開始再生細胞，修復老化與受損細胞，讓荷爾蒙系統平衡，抵抗老化。 

細胞老化，人就會顯得無精打采，無法集中精神與對日常事物失去興趣。而荷爾蒙

不平衡，會導致肌膚乾燥，臉色暗淡，出現黑斑等。注重內在細胞調理，可獲高達

80%的皮膚修復，達到白裡透紅、活力亮麗，以享受精彩優質的人生！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胎盤素精華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8

精力充沛•肌膚亮麗

Rosyam Nor  
著名馬來藝人

 ZÉLL-V 宣傳大使  

43歲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ZÉLL-V  讓我找回體力、活力與亮麗 !  

ZÉLL-V  真的很有效 !”

羊胎盤素精華

之前之前



最具國際醫學認可的細胞再生科技來自：瑞士與德國。ZÉLL-V細胞再生科技系列產

品的研究與開發就由瑞士與德國細胞先驅團隊所領導，同時獲得瑞士與德國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Organ Cell Therapy Specialists Switzerland 
(IAOSS) 認可。ZÉLL-V也獲得無數赫赫有名的國際文憑認證，如高品質生產管理證

明、無微生物證明、清真證明等等。

羊胎盤素取自於綿羊身上，因此，養殖綿羊的環境是重點。世界環境組織證實，       

紐西蘭在世界環境清潔程度名列前5名。這裡備有純正水源、空氣、營養，所以         

養育出來的羊只非常健康純正。

唯有從健康的羊只身上萃取的活性細胞精華，才能確保人體的良好吸收，無副作        

用。ZÉLL-V羊胎盤素已通行瑞士、德國、紐西蘭、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       

尼、汶萊、越南等國家。擁有多國醫學認可與品質保證，ZÉLL-V絕對安全具療效。

瑞士與德國科技瑞士與德國科技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9品質保證和獎項証明書
醫學認可•品質保證

羊胎盤素精華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Free Sale Certificate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Manufacturing License

New Zealand Medicines &
Medical Devices Safety Authority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Certificate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In-Process Quality Control

Certificate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Finished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Certificate

Galpac (Australia) Pty Ltd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Manufacturer’s Declaration

Certificate

The Federation of
Islamic Associations of New Zealand (Inc.)

HALAL Accreditation Certificate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BSE Free Certificate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Certificate of Analysis

Alpha Laboratories (NZ) Ltd
Raw Material - Ovine Placenta Extract 50:1

Certificate

United States Veterinary
Permit for Importation & Transportation

Singapore Brand Award
Certificate



細胞療法的益處和效果已在世界各地被記錄報導過超過5千次。70年來，從未有任何

細胞療法產生副作用的報告。羊胎盤素經過嚴格測試才面市，同時已榮獲各國的認

同與引進。羊胎盤素是一種細胞療法，並非藥物，不含化學物，安全可靠，長期服

用更具療效，無副作用。

瑞士和德國科技可以精準地從羊胎盤素中萃取活躍細胞，保留生長因子和轉移          

因子，濾除雜質、荷爾蒙、酵素等，將15000mg活性細胞精華濃縮入300mg膠囊      

內，確保純正高效。

最新改良的軟膠囊經過第2代外塗層科技處理，能完全溜過胃部，避免其活躍細胞、

生長因子及轉移因子遭到胃酸破壞，直達小腸吸收力最強的部位才溶解，讓人體         

能充分吸收到其生物活性成份。從小腸透過血管，直達體內各個器官進行細胞再生

工作，全面活化，讓您恢復體力、活力及美麗。

羊胎盤素精華

瑞士與德國科技

先進科技•直接滲透

如今，在德國與瑞士細胞療法醫學研究專員鍥而不捨的持續鑽研下，最新的ZÉLL-V增強配方成功誕生
了！ 除了保留原有的活性細胞萃取， 這第二代的ZÉLL-V羊胎盤素軟膠囊含有比以往高出3 5 %的生長
因子， 而且添加了能有效增強免疫力的轉移因子，使ZÉLL-V更有力保證身體的健康和對抗老化跡象！

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是一種在人體裡自然存在的蛋

白質。它可刺激細胞分裂和增生，也充

當細胞與細胞之間的信號分子，在調節

各種細胞過程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轉移因子
轉移因子是人體內一種自然存在的分  

子，能支援免疫系統，協助免疫細胞迅

速識別入侵人體的細菌，並加快啟動對

抗入侵細菌的免疫反應。

 

+35%

+35%

新增強的專利配方

+35%
+35%

    濃縮活躍細胞
(300mg)萃取自

15000mg
新鮮羊胎盤素

鯊魚肝臟油 (200mg)

葡萄籽油 (200mg)

經過第2代外塗層
處理的軟膠囊

每顆 ZÉLL-V 活細胞軟膠囊里的成份 ：

新增強配方

軟膠囊里

的萃取精華（包括

 丰富的生長因子

和轉移因子）

的比例是50:1，

也就是從15000mg

的新鮮羊胎盤素

過濾出300mg

濃縮活躍細胞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10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胎盤素精華

血液提供人體每一個細胞所需的氧氣及營養。如果血液里的細胞不健康，無法自由

運行或排毒，將會嚴重損害到體內各器官與組織。所以，掌握細胞狀態，等于掌握

身體健康、體力、活力與記憶力等。

隨著科技昌明，科學家透過精巧顯微鏡來了解細胞的運作狀態，並察覺發現，生活

的作息直接影響人體健康。

這套由美國引進的檢測儀器，以3D的圖像觀察各人紅血球狀態，加以1000倍以上       

的放大，讓您可以現場親眼仔細觀察自己的細胞，並由分析員準確分析細胞的           

活躍度。

分析員透過活性血液細胞分析結果，以專業方式為您定製所需的營養

調理計劃。在接受調理后的3至6個月之間，您可再次透過血液細胞檢

驗，觀察細胞狀態是否改善。專業的分析員會使用科學、醫學角度，

為您帶來最具療效的調理，讓您掌握健康與活力。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11

血液檢查•了解細胞

 檢驗細胞
 關懷健康

健康紅血球 細胞退化問題 細胞快速老化 心臟病風險 毒素侵入血液，毒素血液

細胞細胞
檢驗檢驗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注意事項：本文所介紹的活性血液細胞分析資訊只供教育目的。在此聲明      

這些資訊並不適合作為診斷使用、治療或預防疾病。活性血液細胞分析的      

結果因人而異，在使用任何營養輔助品之前，建議您先咨詢保健顧問。



瑞士與德國科技

羊胎盤素精華

人人需要健康體魄與積極心態，完成學業、創造事業與造就幸福家庭，達成優質人

生。擁有健康活躍細胞，就等於擁有健康活躍的體魄。

如何擁有健康細胞呢？

細胞營養物理學家建議，營養均衡、充足睡眠、足夠休息、適當運動，是保持細胞

健康的最佳方法。城市人面對壓力、環境污染、藥物、煙酒、食物不均衡、缺乏運

動與休息等，細胞容易損傷，造成人快速老化。ZÉLL-V細胞療法，直接針對被生活

與環境不良因素所損傷的細胞，做出快速修復與活化，以恢復健康、活力與美麗。

擁有健康的體魄，面對事業與學業時就會充滿熱情洋溢、積極樂觀。有了活力的體

魄與美麗的皮膚，自然充滿自信，擁有競爭力！

健康管理是未雨綢繆的事，不應該等到健康亮紅燈才來挽救。今天就開始瞭解

ZÉLL-V細胞療法的奧妙，以擁有健康、活力與美麗，達致優質人生，年年25歲！

細胞顯活力 :: 系列 12.12 (完結篇)

細胞健康•活力青春優質人生，由革新的
    細胞活化再生科技開始....

延緩老化之

細胞再生療法



在嚴格的安全和品質保證條例下生產。
在衛生管理局不斷的監督之下，ZÉLL-V也因此獲得       

無數赫赫有名的獎項。

®

羊胎盤素精華

活化細胞•活力青春

www.zell-v.com

®

羊胎盤素精華

無以倫比的國際認可

www.iaos-swi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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