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滋養腸胃，促進腸道健康

調節免疫力

支援呼吸道系統

提升腸道益生菌數量

支援腸道免疫力

益菌叢是指居住於人體腸道中的一萬種益生菌，這些益生菌是維持代謝健康的必須物質。腸道中
充滿益生菌就好像讓細胞圍繞著健康的環境。為了促進益生菌的生長，我們在飲食中就需要提供
充足的營養給益生菌作為食物來源。這些營養又稱益菌生。
全新的夏威夷蘿梨果飲品融合了豐富的益菌生FOS果寡糖、純正的蘿梨果萃取物及天然蘆薈成分
，能更有效的支援代謝健康、增加腸道益生菌的數量，有助調節免疫力及維持腸道機能健康。此
配方大幅減少含糖量，因此降低了產品的升醣指數。此外，全新夏威夷蘿梨果飲品更是獨立包裝
設計，隨身攜帶，方便食用。

果寡醣 (Fructo-oligosaccharide/FOS)：寡糖不能被人體消化吸收，但卻是益生菌的良好食物來源，有
助於增加比菲德氏菌等益生菌數量，維持腸道環境及細胞健康，進而增強抵抗力。寡糖是難消化
性纖維，因此攝取後不會影響血糖值。適量攝取果寡醣及充足水份亦能幫助軟化糞便、保持腸道
暢通。

蘿梨果實萃取物 (Morinda Citrifolia)：是維生素C、鉀、維生素A及其他營養素的天然來源，是具有平
衡免疫作用的特殊果實。

沙棘果實 (Sea Buckthorn Fruit)：一種天然安全的食物，可被添加進果醬、派餡、飲品中，和正餐一
起食用，有助於減少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木瓜萃取物 (Papaya fruit extract)：含有豐富的消化酵素，幫助消化。孕婦及對木瓜酵素過敏者食用
前請先諮詢醫生。

葡萄糖酸鋅 (Zinc Gluconate)：鋅為體內重要的礦物質之一，參與體內的免疫功能、正常生長發育、
消化功能、DNA、RNA合成、蛋白質製造、生殖健康、甲狀腺功能及胰島素作用。研究顯示鋅有
助於提升免疫力、維持視網膜黃斑部健康、牙齦健康、皮膚健康及減緩停經婦女的骨質流失。

桑葚 (Mulberry)：桑葚是桑科桑屬多年生木本植物桑樹的果實，含有蘆丁、花青素、槲皮素、黃酮
類等成份，有助於消除自由基、支援免疫系統。

蘆薈萃取 (Aloe barbadensis)：蘆薈具有良好的抗氧化特性，有助於支援腸道健康。

成份及功效 

產品特點

蘿梨果實的學名為Morinda Citrifolia，玻里尼西亞土著稱為Noni。蘿梨果原生於印度、馬來西亞和東南亞，是一
種長青植物。當地居民廣泛應用蘿梨果實以促進呼吸、免疫及消化系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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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道中的菌叢在腸道黏膜免疫系統扮演著重要角色，而腸道中的黏膜免疫系統正與腸道
發炎性疾病息息相關。腸道中的益生菌如比菲德式菌株具有調節免疫及誘導增加免疫細
胞的激素釋放。果寡糖(Fructo-oligosaccharides , FOS)被發現能增加健康受試者腸黏膜中的
比菲德式菌數量，或有助於緩解腸道慢性發炎等問題。研究顯示，每天攝取10公克果寡
糖搭配充足水份能幫助排便順暢，每天補充4-10克果寡糖能幫助好菌生長。

蘿梨果實具有超過2000年的食用歷史，被認為是夏威夷群島第二大藥用植物。近年來，
蘿梨果逐漸受現代草藥家、醫生及生化學家重視。現時的科技已可將蘿梨果內的某些可
促進健康的成份分離，包括分離出巴戟天峒、Morindine、Acubin、帖烯複合物(Terpene 
compounds)、L.Asperuloside、多種荵醌(Anthraquinones)、Alazarin、羊油酸(Caproic Acid)、羊脂
酸(Caprylic Acid)、Scopoletin、Damnacanthal及生物鹼。雖然蘿梨果內只含微量有益的賽珞
寧(Xeronine)，但果汁卻含有非常大量的必須生物鹼賽珞寧原(Proxeronine)。賽珞寧原是一
種特殊的膠狀物質，不屬於糖分、胺基酸和核酸的分類，此複合物卻能與腸道內特定酵
素接觸(蘿梨果之中亦含有此酵素)，便會促進腸道釋放賽珞寧，此特別的化學結合作用
被認為可顯著提升細胞機能、促進細胞修復，對一系列的生理功能可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研究顯示蘿梨果萃取可能具有延長跑者耐力及有助於穩定血壓，以及預防反胃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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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資料 

每次份量：1包 (15克)  
每盒份量：30包  

 每份量提供 

能量 60 千卡 

蛋白質 0.1克 

總脂肪 

   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 

0.1 克 

0 克 

0 克 

總碳水化合物 

   糖    

14.6 克 

5 克 

   鈉  3 毫克 

鋅(來自葡萄糖酸鋅) 2 毫克 

果寡醣 6675 毫克 

蘿梨果實萃取物 (4:1) 1449 毫克 

沙棘果實 30 毫克 

木瓜萃取物 19.5 毫克 

桑葚濃縮物 15 毫克 

蘆薈萃取物 (200:1)                                                                              1.5 毫克 

成份：

建議用法：
每天一包，搭配150-210毫升水，攪拌均勻後飲用。

注意：

果寡醣、果糖、木醣醇、蘿梨果實萃取物、調味料(藍莓)、穩
定劑(難消化性麥芽糊精)、酸度調節劑(檸檬酸)、天然色素(甜
菜根萃取物)、沙棘果實粉末、木瓜萃取物、葡萄糖酸鋅、桑葚
濃縮物、增稠劑(黃原膠)、蘆薈粉末、甜味劑(甜菊醇糖苷)。

正在懷孕、授乳人士，請勿食用。如正在服用抗凝血藥物，食
用前請先諮詢醫生。

夏威夷蘿梨果飲品的味道如何呢?

我應否將夏威夷蘿梨果飲品存放於雪櫃以延長保鮮期呢?

蘿梨果實本身具有強烈的氣味，一般不太容易入口。因此，我們在全新的配方内加入
藍莓口味，與水混和後將帶來清新的果香味道。

不需要。夏威夷蘿梨果飲品應存放於陰涼、乾燥處。獨立包裝拆封後請盡快食用。

我應將夏威夷蘿梨果飲品混和什麼飲用呢?

夏威夷蘿梨果飲品可混和清水或果汁飲用。

我在飲用夏威夷蘿梨果飲品後會有什麼反應呢?

夏威夷蘿梨果飲品加入果寡醣，在飲用初期或會出現輕微腸胃調適的現象，如腸胃脹
氣及打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