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rgeted nutrition
for body and mind
營 養 補 充 系 列



 

營養的未來
· 使用超級食物及有研究支持的成分，為你的健身旅程帶來額外收獲。

由臨床營養師團隊建立，屢獲多項營養補充品獎項。·

· 產品均於英國製造，並混合功能性成分、益智補充劑 (Nootropics) 和適應原 (Adaptogens)，
幫助思考、感受和發揮最佳表現。

· 以真實的個人目標為基礎，不含基因改造食品、大豆和麩質，低糖並主要採用素食
成分。

Fitness First 與合作夥伴 Innermost 將透過營養補充方案，把你的健康和健身

水平提高到全新層次。Innermost 營養補充品於英國開發及製造，並屢獲多項

殊榮，可助你達到健康均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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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most 的總部設於倫敦，由國際團隊組成，並榮獲以下獎項：

Fitness First 聯合Innermost 將為你們帶來專業及創新的
營養補充體驗，以激勵每個人變得更好。



產品

 

讓屢獲殊榮的營養補充品助你作出改變。

針對改善你的身心健康之旅，達到你的個人健身目標。無論你的目標是減重、

增肌、改 善運動表現 還是提升整體健 康水平 ，你都可 以看到顯著的 成效。   

透過使用 Innermost 的針對性營養補充品，借助自然力量輔助鍛鍊、增強耐力、

提升力量，並追求最佳表現。

四 個 產 品 分 別 針 對 增 肌 (Muscle)、 運 動 表 現 (Performance)、 整 體 健 康

(Wellbeing) 和 減 重 (Weight-Loss)。每個類別均包含獨特開發的蛋白粉、  

增強劑和膠囊。

蛋白粉  (Proteins)
對於修補和復原至關重要。它是所有人體細胞的基礎，包括肌肉、頭髮、皮膚

和指甲。 

增強劑  (Boosters)
精選含有功能成分的活性粉末，幫助滿足你的個人需求和目標。 

膠囊  (Capsules)
方便的益智補充劑膠囊，每日為身心靈提供所需營養。



 

       

FIT. Adjective. Move faster, jump higher, go longer.

ENERGY. Noun. Needed for sustained activity.

FOCUS. Verb. Ability to understand clearly.

BE BOLD
BE BRIGHT

BE DIFFERENT

THE FIT 蛋白粉

針對提高表現的乳清蛋白混合物

改善表現、活力並協助純肌肉發

展。

蛋白質 (Protein):
乳製品為主的濃縮及分離乳清蛋白 

混合物，有助修補、復原和純肌肉

的發展。

椰子水提取物 (Cocomineral): 

含鉀成份的粉狀椰子水，可以補充

水份和達到最佳的身心功能。

瑪卡 (Maca): 

秘魯草藥，有助減輕壓力，同時增

強能量和運動表現。

鎂 (Magnesium):

有助產生能量、身體復原、心臟功

能和骨骼及肌肉健康。

紅景天根 (Rhodiola Root): 

有助減輕疲勞、增加血清素水平和

改善心智功能。

喜馬拉雅山粉紅鹽

(Pink Himalayan Sea Salt): 

來自印度旁遮普的岩鹽，含有84

種微量礦物質和分子，可為身體補

充水分。

THE ENERGY 增強劑

適合鍛鍊前服用的BCAAs混合物

提高能量水平、耐力並保留肌肉。

BCAA複合物 (BCAA Complex): 

含有亮氨酸、纈氨酸和異亮氨酸的

最佳比例，可以補充人體必需的氨

基酸，幫助肌肉生長和修復。

瓜氨酸 (Citrulline Malate):

氨基酸結合有機鹽，可以改善肌肉

組織中的有氧能量產生。

瑪卡 (Maca): 

秘魯草藥，有助減輕壓力，同時增

強能量和運動表現。

β-丙氨酸 (Beta Alanine):

天然氨基酸，可減低疲勞的影響和

延遲肌肉中的乳酸產生。

瓜拉納 (Guarana): 

亞馬遜植物的種子，被認為是使人

長壽的長生不老藥。有助 改善警

覺性、記憶力和表現。

咖啡因 (Caffeine):

源自咖啡豆，有助提高警覺性、  

表現和耐力。

維他命B複合物
(Vitamin B Complex):

含8種維他命B，有助新陳代謝和

能量處理。

THE FOCUS 膠囊

有助集中力的益智補充劑綜合物 
(Nootropic complex)

在壓力下提高注意力及提升心智

表現。

西伯利亞人參
(Siberian Ginseng): 

用 於 草 藥 ， 有 助 增 強 能 量 和        

警覺性，並減輕身心疲勞。

牛磺酸 (Taurine):

體 內 的 天 然 氨 基 酸 。 有 助 提 高    

專注力、生理及心理的表現。

CDP-膽鹼 (CDP-Choline): 

改善注意力、集中力和心智表現的

化合物。

紅景天 (Rhodiola Rosea): 

一 種 開 花 植 物 ， 有 助 促 進 心 理    

過程、學習能力、集中力、情緒  

管理和工作能力。

胡椒素 (Bioperine): 

天然生物活性化合物，有助增加  

生物利用度，提升養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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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表 現 系 列



 

       

LEAN. Adjective. Efficient and healthy function.
DEFINE. Verb. To uncover what lies beneath.
TONE. Verb. To give strength or firmness to.

BE BOLD
BE BRIGHT

BE DIFFERENT

THE LEAN 蛋白粉

針對減重的乳清蛋白混合物

鼓勵健康減脂及支持純肌肉發展。

蛋白質 (Protein) :

乳製品為主的濃縮及分離乳清蛋白 

混合物，有助修補、復原和純肌肉

的發展。

菊粉 (Inulin): 

益生元纖維，有助促進良好的腸道

細菌生長，降低血脂水平。

乙酰左旋肉鹼
(Acetyl L-Carnitine): 

非刺激、具減脂特性的氨基酸， 

有助促進身體代謝脂肪以獲取能

量。

石榴 (Pomegranates): 

有助促進有益腸道的細菌生長， 

降低血脂水平。

瑪黛茶 (Yerba Mate): 

南美常綠冬青樹的乾葉，有助促進

新陳代謝並延遲脂肪吸收。

藍莓 (Bilberries): 
藍莓具有抗炎功能，富含抗氧化劑

和白藜蘆醇，可增強心血管健康。

THE DEFINE 增強劑

純乙酰左旋肉鹼粉

代謝脂肪、提供能量並改善精確

度。

乙酰左旋肉鹼
(Acetyl L-Carnitine): 

市場上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脂肪 

補充劑。 

它 是 體 內 天 然 存 在 的 非 必 需        

氨基酸，非刺激性性質的，將脂肪 

運輸到體內產生能量的線粒體， 

為身體活動產生能量。 

缺乏肉鹼將無法有效利用脂肪作為

能量來源，這將導致身體分解肌肉

以產生能量。

乙酰基形式的肉鹼可以穿越血腦 

屏障，從而改善情緒、學習能力和

記憶力。

THE TONE 膠囊
有助減脂的益智補充劑綜合物 
(Nootropic complex)

提高新陳代謝並支持持續減脂。

抹茶 (Matcha Green Tea): 

特別種植的綠茶葉充滿多種有益  

健康的化合物。

瑪黛茶 (Yerba Mate):

南美常綠冬青樹的乾葉，有助促進

新陳代謝並延遲脂肪吸收。

硫辛酸 (Alpha Lipoic Acid): 

具抗氧化特性的天然化合物，有助

脂肪代謝。

咖啡因 (Caffeine): 

來自咖啡豆，可提高警覺性、心智

表現和脂肪氧化。

辣椒提取物 (Capsicum): 

來自紅椒，含促進新陳代謝並降低

食慾的化合物。

L-茶氨酸 (L-Theanine): 

減少導致體重增加的皮質醇
(又稱「壓力荷爾蒙」）。

維他命C (Vitamin C): 

有助吸收綠茶化合物。

維他命B6和B12
(Vitamin B6 and B12): 

有助高效使用能量、改善情緒和 
大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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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Adjective. Powerful and noticeable.
POWER. Noun. Authority and control.
RECOVER. Verb. Give fresh life or strength to.

BE BOLD
BE BRIGHT

BE DIFFERENT

THE STRONG 蛋白粉

針對肌肉生長的乳清蛋白混合物

充分提高肌肉生長、強度和力量。

蛋白質 (Protein):
乳製品為主的濃縮及分離乳清蛋白 

混合物，有助修補、復原和純肌肉

的發展。

酪蛋白 (Casein):
消化緩慢的蛋白質，可促進蛋白質

攝取和吸收。

一水肌酸
(Creatine Monohydrate):
提升肌肉內的肌酸量，額外補充體

內自然製造的肌酸和力量。

蒙特莫朗西櫻桃
(Montmorency Cherries):
各種酸櫻桃均具有抗炎能力，有助

減少劇烈運動所帶來的傷害。

藍莓 (Bilberries): 
藍莓具有抗炎功能，富含抗氧化劑

和白藜蘆醇，可增強心血管健康。

鎂 (Magnesium): 
有助產生能量、身體復原、心臟

功能和骨骼及肌肉健康。

THE POWER 增強劑

一水肌酸粉

提高力量和耐力，適合高強度訓練。

一水肌酸
(Creatine Monohydrate):
市場上最常見的運動補充品之一。 

推薦進行高強度運動的運動員和 

休閒健身愛好者服用。 

肌酸儲存於肌肉內，特別在高強度

運動（如短跑或舉重等）中的能量

製造至關重要。

THE RECOVER 膠囊

有 助 恢 復 的 益 智 補 充 劑 綜 合 物 
(Nootropic complex)
有助復原、荷爾蒙活動和提升能量。

瑪卡 (Maca):
秘魯草藥，有助減輕壓力，同時增

強能量和運動表現。

ZMA: 
鋅、鎂和維他命B6的最佳平衡。

針對能量、荷爾蒙活動和恢復身體。

膽鹼 (Chocamine): 
可可提取物，有助減輕炎症、調節

新陳代謝和肌肉生長。

泛醌輔酶
(Ubiquinone CoQ10): 
類似維他命的養份，細胞會產生 

力量令細胞生長及修復。

硒 (Selenium): 
腦部功能必需的礦物質，改善生育

能力。

維他命D (Vitamin D):
又稱「陽光維他命」，有助發展    

健康的骨骼、牙齒和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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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肌 系 列



 

       

HEALTH Noun. Being free of illness or injury.
DETOX. Noun. To rid the body of toxic substances.
RELAX. Verb. To make or become less anxious.

BE BOLD
BE BRIGHT

BE DIFFERENT

THE HEALTH 蛋白粉

針對身心健康的素食蛋白質混合物

改善身心健康並支持純肌肉發展。

純素蛋白 (Vegan Protein):

植物性豌豆和糙米的混合物，有助

修補、復原和純肌肉的發展。

谷氨酰胺 (Glutamine): 

補充體內氨基酸，以用作免疫系統

的燃料。

香菇、舞茸、靈芝＋蟲草
(Shiitake, Maitake, Reishi + 
Cordyceps): 

日本藥用蘑菇，具有抗病毒、抗氧化

和抗菌特性。

藍莓 (Bilberries): 
藍莓具有抗炎功能，富含抗氧化劑

和白藜蘆醇，可增強心血管健康。

卡姆卡姆 (Camu Camu): 

營養豐富的亞馬遜漿果，含豐富  

維他命C。

巴西莓 (Acai Berries): 

中南美洲原生的紫色莓果，營養豐

富並有助大腦健康和抗衰老。

THE DETOX 增強劑

素食超級食物混合物

促進健康及免疫力、自然排毒和 
淨化身體。

瑪卡 (Maca): 
秘魯草藥，有助減輕壓力，同時 
增強能量和運動表現。

抹茶 (Matcha Green Tea): 
特別種植的綠茶葉充滿多種有益  
健康的化合物。

卡姆卡姆 (Camu Camu): 
營養豐富的亞馬遜漿果，含豐富維
他命C。

螺旋藻 (Spirulina): 
藍綠色藻類，可有效抗炎。

薄荷 (Peppermint): 
具有獨特的味道，有助平靜心靈 
並促進消化。

小麥草 (Wheatgrass): 
新鮮發芽的小麥葉，含豐富維他命
和礦物質。

可可 (Cocoa): 
幫助調節新陳代謝、情緒和能量。

小球藻 (Chlorella): 
綠藻，含豐富營養和礦物質。

海帶 (Kelp):
大型棕色藻類，有助排毒和保護 
身體。

薑黃 (Turmeric): 
根部植物，具抗炎特性、有助提升
免疫力。

THE RELAX 膠囊

有助減輕壓力的益智補充劑綜合物 
(Nootropic complex)

提高頭腦清晰度、減輕壓力並有助
放鬆。

猴頭菇
(Lion’s Mane Mushroom): 
藥用蘑菇，有助大腦健康、學習 
能力和改善情緒。

L-酪氨酸 (L-Tyrosine): 
支援情緒及心理過程的氨基酸， 
有助減輕壓力和疲勞產生的影響。

松樹皮提取物 
(Pine Bark Extract):
來自海松樹皮，改善頭腦清晰度、
記憶力和大腦健康。

5-HTP (加纳籽提取物):
來自加纳籽的天然氨基酸，有助  
改善情緒並調節睡眠週期。

L-茶氨酸 (L-Theanine): 
減少導致體重增加的皮質醇
(又稱「壓力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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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健 康 系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