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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INFORMATION PAGE  

產品介紹 

dōTERRA 脫臭魚油以「CPTG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證」野橘精油增添新鮮柑橘滋味並去除魚油的腥味，

製做這款容易吞嚥且風味絕佳omega-3營養補充品。每份能提供 1,000 克濃縮的 omega-3 不飽和

脂肪酸。脫臭魚油含人體必須的營養素不飽和脂肪酸。EPA 和 DHA 可維持大腦、心血管、免疫系統

及關節的健康*。建議兒童和成人每天使用，可搭配 a2z 兒童嚼錠一起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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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念

必需脂肪酸 (EFAs) 對人體有許多重要的功能，包含細胞生

長、大腦發育、肌肉活動、免疫功能、關節健康等等*。有

些脂肪酸人體可以自行產生，但是人體無法自行製造必需

脂肪酸，這些重要的營養素需要依靠食物來提供。

Omega-6 與 omega-3 為兩個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現代

科學認為，為了保持最佳健康狀態，人們應當攝取比例為 

1：1 的 omega-6 與 omega-3 必需脂肪酸。在西方飲食

中，由於植物油已含有大量的 omega-6 不飽和脂肪酸，

加上攝取油炸與高脂食品的量增加，導致所攝取到的

omega-6 與 omega3 的比例高達 15：1。雖然在飲食中

應該要包含 omega-6 不飽和脂肪酸，但是過量或是攝取

到不健康的氫化或反式脂肪反而會引發其他的健康問題。

根據研究顯示，omega-3 不飽和脂肪酸攝取不足會增加精

神方面健康的問題。

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支持要多多攝取 omega-3 不飽和脂

肪酸以增進健康。研究顯示，增加 omega-3 脂肪酸的攝

取對於心血管健康與大腦功能有正面的作用，也能幫助免

疫系統正確發揮功用*。研究也證實增加 omega-3 不飽和

脂肪酸的攝取對於關節健康、靈活性和皮膚健康都有正面

的影響力。

對人體健康來說，恢復 omega-3 與 omega-6 不飽和脂肪

IQ Mega®

脫臭魚油
含 CPTG 野橘精油

*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
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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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的平衡是重要的一步驟。這可藉由減少

omega-6 的攝取量並多吃含 omega-3 較豐富

的食物來做到。魚是 omega-3 的最佳來源，

同時在菜籽油與其他堅果或植物籽油中也可找

到。因全世界的海域中所含的有毒物質和重金

屬越來越高，每天吃魚補充 omega-3 對於人

們已經不是好選項。解決之道是每天食用一份

脫臭魚油，經測試無毒、不含重金屬，提供

1,000 毫克純正且經微過濾的海洋脂類，包括

600 毫克 EPA 及 400 毫克 DHA omega-3 不

飽和脂肪酸。

主要功效

• 有助於心血管健康*

• 維持健康關節的功能與舒適度*

• 提供調節免疫功能的重要營養素*

• 防止脂質氧化，維持大腦的健康*

• 促進肌膚健康*

• 提供純淨天然、濃縮的微過濾的脫臭魚  
 油，提供 1,000 克濃縮的 omega-3 不飽和 
 脂肪酸 (內含 600 毫克 EPA 和 400 毫克 DHA)

• 調和 dōTERRA「CPTG®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 
 證」野橘精油

• 特別調製配方，適合每日搭配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一起食用，是可幫助您維持健康 
 的最佳日常營養補給品

使用方式

每天食用 1 茶匙。請放置於陰涼乾燥處，避免陽

光直射。拆封後請冷藏並於 100 天內使用完畢。

產品冷藏時，外觀可能會改變。請旋緊瓶蓋以保

持新鮮。當封磨損壞或遺失時請勿食用。

注意事項

請避免放置於孩童可取得之處。孕婦、哺乳中

婦女或是已患有疾病者使用前請諮詢醫師。本

產品不含麩質、乳製品、大麥、大豆或是堅

果。拆封後請冷藏。

相關問題

Q: 請問脫臭魚油需要冷藏嗎？ 
A: 我們建議需要冷藏，因為脫臭魚油含必需脂
肪酸，很有可能氧化而失去效果。若頻繁的開
關瓶蓋，暴露在氧氣中，會使裡面用來保持精
油品質的抗氧化劑開始氧化。在冷藏的狀態
下，氧化作用減慢，能使精油在有效期限內保
持良好狀態。

Q: 脫臭魚油是特別為兒童調配的嗎？ 
A: 脫臭魚油適合大人與小孩每天使用。

Q: 請問魚油的來源？ 
A: 我們使用的魚油來自南太平洋洪堡的鯷魚、
沙丁魚和鯖魚，是可以持續的漁業資源。它們
是業界中能購買到之最佳的濃縮魚油，100%
純正，經分子過濾、測試且認證為無毒素又不
含重金屬等有害污染物。

Q: 為何使用鯷魚、沙丁魚和鯖魚？ 
A: 選擇使用鯷魚、沙丁魚和鯖魚是因為它們屬
於可持續的漁業資源並且擁有含量高的
omega-3 不飽和脂肪酸，每一份中含有 600 
毫克 EPA 的與 400 毫克的 DHA。

Q: 使用脫臭魚油烹飪，所攝取到的營養質與直
接飲用的效果會是相同的嗎？ 
A: 基於脂肪酸容易氧化的緣故，我們並不建議
使用脫臭魚油來烹飪。反之，將脫臭魚油直接
加入冰沙或者在完成菜餚後加入調味，就能享
受到最佳的效果。

建議搭配產品

• a2z 兒童嚼錠

•  終生保健套裝

•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 dōTERRA 每天營業套裝

*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
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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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 Mega® 
脫臭魚油 
150 毫升 (液體)

產品編號: 35320001
會員價: $34.50 
零售價: $46.00
PV: 30

* 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
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All words with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symbols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doTERRA Holdings, LLC.

營養標示
每份含量一茶匙(五毫克)
本包裝含：30

每一份含量 每日參考值百分比

熱量 40 
脂肪熱量 40 

總脂肪量 4.5克 7%
飽和脂肪 1克 5%

反式脂肪 0克
多不飽和脂肪 1.5 克 1
不飽和脂肪 1.5 克 1

膽固醇 25 毫克 8%

魚油                                                    
(鯷魚、沙丁魚、鯖魚) 

4020 毫克

EPA (二十碳五烯酸)

DHA (二十二碳六烯酸)

600 毫克

400 毫克
*每日百分比值是根據2000卡路里的飲食所定。 
**每日參考值未訂定。

其他成分：向日葵 (向日葵)、籽油、野橘皮
油 (柑橘)、天然香料、天然混合生育酚、迷
迭香(迷迭香)葉萃取物、向日葵（向日葵）
種子卵磷脂，抗壞血酸棕櫚酸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