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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and that is care and bringing
you well-being for your entire life.

关心且给予你一生健康的品牌。

品质 Quality 

安全 Safety

效率 Efficiency 

创新 Innovation



高质量的原料

金丝燕盏

100%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州

山打根海岛

由AMG宏理国际集团管理的燕窝产业园

天然海岛的生态环境

提供优良的水源与充足的果虫给金丝燕

不污染，与不被干扰的环境

生产出高品质且高燕窝酸含量的

金丝燕盏



纳米科技引领燕窝行业的大突破

燕窝稳固的构造是来自于本身的多醣体(carbohydrate) 和 蛋白质 (Protein) 相结
合成多醣蛋白综合体 (Glycoprotein)，再加上燕窝酸(Sialic Acid)的保护。
这不但能防止燕窝被细菌侵蚀，也造成了人体酵素无法消化与分解燕窝。
这导致人体无法有效吸收燕窝的营养，而出现了浪费的现象。

Dr Tan Chon Seng 陈春生博士

有27年经验的荣休“国家农业发展
研究院 MARDI”首席研究员-

陈博士的团队使用了两年时间研发出能够100%分解燕窝，并也保持着纯天然属性的
纳米科技 - 生物水解技术。
通过这项技术，燕窝稳固的构造能100%被分解成人体高效吸收的纳米小分子营养成
分，尤其是燕窝酸。
因此，纳米燕窝精的所有的精华也被证实能够100%被人体吸收。

10 倍更有效的纳米燕窝精

通过这项分析，
未炖煮过的燕窝 (1) ，和炖煮超过7小时的燕窝 (2) ，显示了它们只能
让人体吸收至 10%燕窝的营养成分。

而纳米燕窝精 (3) (4)，通过纳米科技生物水解技术后，燕窝已被分解
成极微小分子，而达到将近 100%的营养成分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

换个角度来看，食用 1 瓶 “纳米燕窝精” 就如同食用了10 盏炖煮燕窝
的功效与价值！

成功解决燕窝难以被消化与吸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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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燕窝酸的科学数据

燕窝酸，Sialic acid (Neu5Ac) 是人体重要的元素之一。 科学研究显
示, 燕窝酸，Sialic acid (Neu5Ac)是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之一. 最高
燕窝酸含量的部位是脑部神经与母乳。

燕窝被首选为 SialicMax产品的燕窝酸主要原料。
当中的原因是，燕窝是众多食物当中（以1 比 1 性来说）是含有最多
天然燕窝酸含量的食材。

自1952年起，燕窝酸的奥妙已不断地被科学家挖掘。总结出燕窝酸对人
体的几大功能与重要性：

a) 脑部发育的健全与记忆能力
b) 抗病毒感染
c) 抗氧化
d) 强化细胞再生
e) 抗衰老在于皮肤与器官功能

燕窝酸的功能

母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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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燕窝酸对人体的针对性: 

脑部神经 肌肤保养 强健体魄



SialicMax 思丽健携同2所研究大学进行各种

研究与开发

Taylor’s University 泰莱大学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拉曼大学

未来将会与更多的研究所和大学进行更多的配合，以

探讨与研发更多的科技产品与使用性

SialicMax 思丽健荣获各项奖状与认证。

荣获2019年马来西亚消费行动机构的健康食品保健的消费者推荐奖

2019 Consumers Recommended Awards under Health Food 
Supplement Category by National Action Consumer Council

荣获第26届国际研究大奖的创新金奖

[26th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 Innovation Exhibition (ITEX) Gold 
Medal]

荣获马来西亚纳米认证机构与标准和工商研究机构联手审核的纳米认证

Nanoverified by NanoVerify Sdn Bhd and SIRIM QAS 



SialicMax 思丽健
纳米燕窝精
产品系列



秉持着为人的一生带来卓越的价值的使命而诞生。

前卫的纳米科技结合了传统燕窝

成功的让燕窝酸将近100% 被人体吸收

14天可以体验燕窝的美好功效

思丽健以植物的生长周期来呈现：
人生的4个阶段

a) 种子 –人的一生如种子一般，从妈妈的卵巢里就开始了。也是人的启蒙
期。需要蕴育与灌溉各种营养，爱与关怀。赋予他一个优质的基础与体魄去面对未
来的重重挑战与种种的美好。

b) 茁壮 –打好良好的基础后，就是时候吸收辅助他求学，探索世界和做人
的各种生活知识，技巧与认知。开始懂得抉择，去关心，去爱，去闯且茁壮的成长。

c) 丰盈 –人生不断地历练与闯荡，只为了开花结果，落地生根的一天。中
年时期，是把各种学习到的知识与历练转化为成果的时刻。身为社会主导者阶段的
人，需要吸取让他们能够续航，保持满满的能量与精力，散发光芒为，社会贡献。

d) 传承 -到了功成身退的阶段，就是慢慢地把前锋的舞台转交新一代，退
去幕后。期许这辛苦创下的一片事业与成就，能够传承下去。但并不代表完全的
放下和不作为。而是继续的被需要。以导师，以智者的身份，继续的发挥着价值，
辅助下一代。适当的营养吸取将成为重要的一环。



人的一生从妈妈的卵巢开始

极力推荐: 

SEEDS series
“Life begin with a seed”

种子系列
“生命始于种子”

备孕的 怀孕的 哺乳的

求学的 美颜 永保健壮

SialicMax 思丽美的功效：
促进脑部发育与记忆能力

加强皮肤的弹性组织，保湿与冻龄

形成保护膜，能够提升防止病毒感染

增强细胞修复，强健体魄



SialicMax, 思丽健
纳米燕窝精 VS 炖煮燕窝

品质保证

项目Items 纳米燕窝精
(20ml / btl)

炖煮燕窝
(5g / pcs)

方便程度 简单食用
便捷，轻松携带
一瓶即饮

耗时耗力准备与炖煮

成本效益 低成本
高效率

高成本，
需要更长时间以达到
相同的效果

效率 (以每日食用
一次)

14 -28 天内 5个月

对比 1 瓶 SialicMax = 5 碗炖煮燕窝的功效

1 瓶 =    5 碗

效率对比:

每份 (20ml)

能量 12.6 千卡

碳水化合物 2.50 克

蛋白质 0.68 克

钠 0.001克

糖 1.74 克

单不饱和脂肪酸 0 克

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克

饱和脂肪酸 无

反式脂肪酸 无

多项检测通过国际认可的测验所– SGS International
共有将近400个检测项目以确保安全性

Authenticity certifications （真实准确性测验）

Medicine adulteration (drugs) test (多种药品相关测验）

Food contaminant test （食品污染测验）

Food microbiology test (食品微生物测验）

Food heavy metal test （食品重金属测验）

Food nutrition & composition test （食品营养测验）

营养标示:



给予您的小孩, 家人, 爱人,
还有您

身心健康的愉悦

SialicMax 
Nest of Life

与你同在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络或查询：

+60 11-3320 2920www.sialicmax.com

或联络我们的区域经销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