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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肌与瘦身

关节健康与抗炎 

提高性健康与性欲

医美组织再生

全脸与全身美白

血管斑块控制,以防止脂肪肝及心血管机能衰退及痴呆症

GcMAF + HMW 透明质酸自体免疫疗法

透过排毒，达到生物平衡

www.lab-rms.com

生物分子胜肽疗法 



关节健康与抗炎

再生肽为澳大利亚治疗物品管理局（TGA）认证之关节保健
品，以舒缓骨骼肌，风湿及关节炎问题，同时预防潜在关节
炎问题的发生。再生肽为骨骼肌疼痛，风湿痛及关节痛之优
秀舒缓片剂。

配方含独特活性成分，初乳(含丰富白细胞介素- 1受体拮抗
胜肽)及多种纯正植物提取物(姜黄、白柳、爪鉤草、乳香脂
及生姜。)再生肽配方成分所产生的协作作用，有助于抗炎
及舒缓疼痛。

适用于 
再生肽(REGENAPEP)适合早、中
期关节炎病患，或欲维持关节
与肌骨骼健康之成人。  

适应症：

过敏症

关节炎

骨性关节炎

纤维肌痛

红斑性狼疮

纤维化

风湿病

软组织受损

运动损伤

银屑病

慢性疼痛综合症

炎症细胞因子诱发自体免疫反应

炎症细胞因子毁损关节软骨及滑液

细胞因子阻断软骨细胞生成与再生及引发软骨受侵蚀。

炎性细胞因子破坏肌组织及引发慢性疼痛。

炎性细胞因子诱发自体免疫攻击

炎性细胞因子攻击受创伤组织，导致正常组织被僵硬纤维化结
缔组织替代。

慢性炎症引致炎症因子过量生产

软组织创伤引致炎症细胞因子生产上升

重复性受伤导致促炎细胞因子过度生产

炎性细胞因子促使皮炎的发生

长期疼痛综合症引发炎性细胞因子生产过量，并因而导致常规
止痛药及抗炎药物无效。

             病症                                慢性炎症相关性病理问题

再生肽

强肾与增添性欲

强肾胜肽

抑制炎症

舒缓疼痛

保护软骨

软骨再生

降低忧郁感觉

强肾胜肽为澳大利亚治疗物品管理局(TGA)认证之健康性
生活补足品，为先进性欲催助品及增强性爱表现制剂，同
时亦对在未来有可能发生勃起障碍及性功能障碍的男女提
供一系列预防系统。 

本品配方含独特活性成分—初乳，富含α—促黑素细胞激
素胜肽(α—MSH或促黑素肽)、生物类黄酮,烟酸和多种纯
正植物萃取物(锁阳、特纳草、淫羊藿、箭叶淫羊藿、巴
西香可可)。ENHANCEPEP配方中的所有生物活性成分皆能
发生协同作用，起到增强性欲，改善勃起功能，提高整体
性能力功效。

强肾胜肽(ENHANCEPEP)为口服型性爱保健品，如果您的医
师为您提供了治疗方案，本品即可以用于辅助治疗，但并
不能替代该治疗方案。

增加阴茎和阴道血流量、射精频率、认知表现、体能耐
力与能量。

增强 性欲、生殖器敏感度以及性冲动。

改善性情趣、男女性功能、帮助克服性焦虑和 性压抑。

胜肽由20或少于20种的氨基酸所组成，较蛋白质内的氨基酸
链短。氨基酸链在细胞与组织的自然再生过程中颇为重要，
能够诱发或阻断生理反应；为生理系统中的激动剂或拮抗剂
。当胜肽用作治疗时，能被人体认可；其运作属于特定性，
低剂量即能生效。制剂不含毒素及只有极微弱的副作用。

胜肽生物调节剂的施用，能有效地预防过早衰老及治疗与老化
相关的病症。

胜肽能控制基因表达及蛋白合成,并从而预防与年龄增长而引发
的功能性与结构性改变而形成的快速老化及各种衰老病问题。

备有：                                   
60片/盒 
建议服用量：每日2片

30片/盒 
建议服用量：每日1片

备有：                                   
60片/盒 
建议服用量：每日2片

30片/盒 
建议服用量：每日1片

使用建议
强肾胜肽(ENHANCEPEP)适用于想要保持良好性健康和性欲水
平的男女，以及患有勃起障碍或其他性功能障碍的患者。

ENHANCEPEP
六项全方位效能

强肾胜肽

1
活化一氧化氮，改善

勃起功能 3
对抗性衰竭，

增加

性动力

2
选择性地抑制PDE-5，

增加

生殖器官血流量

4
降低性焦虑和性压抑，

提高

性情趣

5
提高身体

耐受力和能量
增强性功能

6
增加敏感度和血管舒张度

达到强烈的

性兴奋
感觉



健美与塑身 

全天然配方

不含药物

不含类固醇

不含化学成分

不含未经许可物质

增加
肌肉生成 

减低
脂肪生成

肌肽(MYOPEP)为结合特殊活性成分之TGA认证全新体重管
理补足品，初乳(含丰富卵泡抑素及瘦素胜肽)、数种植物
提取物(肉桂、西伯利亚人参、墨角藻、白柳、瓜拿纳、
药鼠李)，有助促进身体消脂功能，并将健康饮食与生理
运动，推向最佳效果。 

*建议配合低卡饮食与运动计划以达到MYOPEP的最佳效果

主治症候
肌肽以取得科学证实的有效成分支持以下功能：增强活力
、减低脂肪吸收、刺激新陈代谢及增加脂肪氧化。 

肌肽配方含有能够抵御肌肉退化的抗衰老成分(少肌症预
防体系)。

适合用户
肌肽(MYOPEP)适合超重人士(BMI指数于25-30之间)，或有意
增肌、塑造美好身段的健美人士。12岁以下儿童不适用。

真人真事
观赏肌肽成功案例视频

Dr. Kent Holtorf, MD
美国HMG集团医学总监

Dr. Bill V.P.
澳大利亚

临床药理学家

亦可施用于宠物及参赛马匹等。

之前

之前

之前之后 之后

之后

2
提高

能量消耗
与脂肪降解率

5
促进

葡萄糖转换率
克服胰岛素阻抗

3
开启

美好心情
从容面对压力

4
战胜

食欲
调节食量

6
关闭体内

脂肪工厂
向肌生长抑素宣战

1
启动体内

能量存库

肌肽

感受.健康.奇妙.

胜肽由20或少于20种的氨基酸所组成，较蛋白质内的氨基酸
链短。氨基酸链在细胞与组织的自然再生过程中颇为重要，
能够诱发或阻断生理反应；为生理系统中的激动剂或拮抗剂
。当胜肽用作治疗时，能被人体认可；其运作属于特定性，
低剂量即能生效。制剂不含毒素及只有极微弱的副作用。

MYOPEP 肌肽

REGENAPEP再生肽

ENHANCEPEP强肾胜肽

胜肽生物调节剂的施用，能有效地预防过早衰老及治疗与老化
相关的病症。

胜肽能控制基因表达及蛋白合成,并从而预防与年龄增长而引发
的功能性与结构性改变而形成的快速老化及各种衰老病问题。

澳大利亚治
疗物品管理局

认证

肌肽

效果持久
肌胜肽与类固醇及大多数的性能增强剂不一样。肌胜肽有持
久功效，功效不会在停止使用后消失。



组织再生，医美与治疗用途

何谓强效外切酶体
外切酶体为现代干细胞研究之最新进展，为全新类别的细
胞分泌信号分子；强效外切酶体具有巨大细胞再生潜能。

主要负责干细胞治疗时的旁分泌刺激，在细胞与细胞之间
传送蛋白质组学与基因组学物质，以影响细胞行为及细胞
生理状况。　

LAB RMS生产之外切酶体，采选标准规格的人类细胞系，符
合澳大利亚治疗物品管理局-良好生产规范(TGA-GMP)的生
产标准。

LAB RMS纯正外切酶体含丰富蛋白质、m-核糖核酸(mRNA)、
微RNA及其他生物活性成分，以作为医美与治疗用途。

Lab RMS纯正外切酶体萃取自人体肌肤前驱细胞。 

之前

之前

之前 之后

之后

之后

美白功效
植物成分
无细胞毒性
无刺激性
抗黑色素瘤

3倍功效
标准功效

脸部与全身美白植物制剂

Ultra white为高效美白胜肽，证实能迅速有效防止
黑色素生产，让您享有与众不同的亮丽肌肤。

萃取自西红柿，超美白胜肽(Ultra White)是在不引
致肌肤细胞毁损、脱皮或造成刺激情况下,解决肤色
暗淡问题的 天然制剂。

超美白胜肽(Ultra White)于皮下生效，与黑色素细
胞内之M-受体2结合，以抑制酪氨酸的氧化。

超美白胜肽(Ultra White)亦抑制黑色素生成，减少
黑色素显现于肌肤表层。 

研究显示超美白胜肽(Ultra White)降低体内黑色素
瘤体积功效，对维持肌肤健康具有长远效益。

超美白胜肽(Ultra White)备有标准(x1)及三倍(X3)
功效两种包装。

产品实验-斑马鱼 

之前

之后

强效外切酶体

分子直径

30-100
纳米

非免疫原性

促进细胞更新与修复

异体细胞源

体内天然生成物质

择取性回归标靶器官或组织

细胞内转移之生物治疗物质

超美白胜肽



新生代之非侵入性癌症免疫疗法

全天然GcMAF Forte 制剂， 
伴有高分子量透明质酸

7天内缓慢释放
极少副作用
激活内源性粒细胞蛋白衍生
巨噬细胞活化因子
产生高分子透明质酸(HMW-HA)
LAB RMS 专利浓缩及提纯技术

个人化免疫疗法:
自闭症
慢性疲劳综合征
自体免疫症及感染病                                                                               
(爱滋病，疱疹，莱姆病等)
实体瘤癌症                                                                                 
(乳癌，前列腺癌，大肠癌，卵巢癌等)

巨噬细胞因子
巨噬细胞(希腊语：巨食者), 肩负重要任务的白血细胞。  巨
噬细胞在体内执行巡查工作，吞噬外侵物及凋亡细胞，发生
感染时向其他免疫细胞发出警报。

百名以上的各国科学家，已发表相关研究报告，证实GcMAF具
有修复免疫系统功能及摧毁癌细胞及其他感染原的功效。 

山本医师为苏格拉底免疫疗法研究所创办人兼董事长，亦为
GcMAF研究专家，已发表无数有关GcMAF治疗功效之文献。 

依据山本医师研究所得，每周注射GcMAF(实验室合成蛋白，
替代MAF)，能大大提升白血细胞量，清除HIV感染指标，并缓
解爱滋病患者的病情达7年之久。

GcMAF Forte 疗法
GcMAF注射剂结合HMW-HA创制缓慢释出强效配方，以皮下
注射方式施治，并在体内提供长达一周的活性GcMAF稳定
高水平。证实比所有其他形式的GcMAF优秀，对癌症免疫
疗法及感染病更加有效。

结合 HMW-HA 使用，令施
治简易并避免深层肌内注
射的疼痛。

GcMAF Forte 疗法具备强
效抗衰老功效，同时亦是
抗癌因子。

粒细胞蛋白衍生巨噬细胞
活化因子

非治疗组

治疗组

重金属排解剂
氧化应激降低剂

2-合-1

重金属排解剂

修复肌体生物平衡

HMDetox粉剂是欧洲制造矿物补足品，其设计在于减低体内重
金属毒素含量。粉剂由纳米化矿物性矽酸盐制成，含丰富抗氧
化剂；是追求天然排毒及保持长寿者的理想制剂。

成分: 

•  80%为欧洲专利天然、有机食品级硅酸盐矿物质纳米排毒剂  
，含天然硅酸盐，钙和镁 。

•    20% 植物性天然排毒剂含芫荽，黑孜然与绿球藻。

• 辅助排除重金属

• 抗氧化剂

• 抗微生物

• 调节电解质

• 延缓由氧化激应所造成的衰老 

• 促进腸胃道营养吸收

• 降低与重金属毒性相关的健康风险

• 改善心理与生理功能

HMDetox 功效 

HMDetox作为重金属排解剂
HMDetox 排毒粉剂由金属毒素结合剂及移动剂所组成。带有天
然负(-)电荷，能吸引及困捕带有正(+)电荷的重金属和毒素。而
重金属与毒素则通过排泄通道被排出体外。此乃“螯合”过程。

HMDetox作为抗氧化剂
HMDetox 是绝佳抗氧化剂，具有减少体内氧化应激功效。属于
惰性化合物，由特定网状结构组成，不仅能捕获毒素与重金属
，同时亦能困捕体内自由基。自由基(高度反应性分子，含有
至少一个不成对电子)负责氧化人体的正常细胞（电子分子， 
原子或离子），最终破坏细胞与组织及其功能并引发病症与提
早衰老。HMDetox 排毒粉剂能清除自由基并将其排出体外。 

HMDetox 植物成分有高抗氧化特性。结合纳米化硅酸盐矿物质，
能在不对代谢程序造成负担的情况下，困捕肠胃道的有害物质。

HMDetox 排毒粉剂，将连同经困捕的有害物质，自然地排出体外。



PLAQX FORTE 与 PLAQX EXTRA FORTE
心、肝、肾及血管治疗

接受磷脂酰胆碱治疗，患者
的前后对照图片。是胰岛素
依赖性糖尿病患者，患有急
性血管炎，脚趾受影响。

PlaqX Forte
900毫克, 30 颗软胶囊

PlaqX Forte 输液
25毫升 & 50毫升

NEW
2021

新改良
配方

PlaqX Extra Forte
1200毫克 30 颗软胶囊

为何需要 PlaqX?
体内的血管将氧气和重要营养物质输送到身体的各
个部位。而斑块的出现则阻碍了此基本生命功能的
运作，脂肪和胆固醇等物质在体内日渐积聚，形成
斑块而导致血管堵塞。最终引发严重、甚至足于致
命的疾病，其中包括中风与心脏病爆发。

LAB RMS PlaqX Forte及PlaqX Extra Forte软胶囊的
独特配方，有助于清除积存斑块，可谓是血管的 
“私人清洁团队”。

服用 PlaqX 效益

清除斑块
促进总胆固醇健康水平
增加高密度度脂蛋白量 (HDL)
改善肝功能
修复细胞膜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LDL) 及极底密度脂蛋白 (VLDL) 
降低甘油三脂
改善肾功能
维持细胞膜完整性与流动性

LAB RMS PLAQX FORTE产品规格 LAB RMS PLAQX EXTRA FORTE

高浓度磷脂酰胆碱                     

900毫克

每日1或 2颗软胶囊

美国

更高浓度、高纯度的磷脂酰胆碱                           

1200毫克

每日1 颗

瑞士

活性成分

生物活性成分

独特销售主张（USP）

每颗胶囊活性成分含量

推荐剂量

原产国

存储

禁忌症

室温储存，远离日晒

或会引起胃部不适或腹泻。 持续服用2周后症状应会消退

磷脂酰胆碱

磷脂酰胆碱

PlaqX Forte 与 PlaqX Extra Forte 协同效用
Plaqx Forte与Plaqx Extra Forte均富含相同的活性成分，然而，Plaqx Extra Forte是为需要更高浓度及高纯度磷脂酰胆碱人士

所特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