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六大類必需營養素，協助控制熱量或額外補充營養

來自大豆、乳清及藻類的優質蛋白質，提供完整必需氨基酸

持續充足的身心能量及飽足感

提供天然的抗氧化多酚

提升肌肉耐力、增進運動表現

支援免疫系統健康

LC Ascent 營養補充配方是均衡美味的營養代餐，具有高營養密度的特點，是控制熱量或補充營養
的最佳輔助營養品。營養補充配方含有人體所需的六大類營養素(優質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
物、維生素、礦物質、膳食纖維)，並以絕佳的比例調配而成，除了提供維持健康所需要的均衡
營養，同時提供身體完成各種任務的額外能量。

LC Ascent 營養補充配方含有來自乳清、大豆及藻類的蛋白質，多樣化的蛋白質來源能提供最均衡
完整的胺基酸，同時提供有助調節基因並促進新陳代謝健康的營養素，協助人體獲得20多種必需
及非必需氨基酸，以維持整體健康。

LC Ascent 營養補充配方除了優質蛋白質之外，同時提供重要的膳食纖維(果寡醣
、菊糖)、碳水化合物、優質脂肪、多種維生素及礦物質。配方中特別添加了鳳
梨酵素及木瓜酵素，有助於蛋白質的消化吸收。

添加Chi-Oka抹茶，提供了一般代餐缺乏的持續能量，EGCG等綠茶多元酚亦被證
實能降低疲勞感、促進心智表現、提高心理素質。

冬蟲夏草在中國被作為傳統中藥材已有數個世紀的歷史。它已被證實具有調節
免疫健康、提升活力、耐力及性慾的作用。

營養均衡的代餐配方

冬蟲夏草

抹茶

大豆 藻類乳清

鳳梨酵素 木瓜酵素



營養補充配方（抹茶口味）  
LC ASCENT (Matcha Flavor)

研究摘要

小百科

飲食中的營養素組成，會影響身體組成(脂肪、瘦肌肉分布)，研究顯示，保持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攝取比率的平衡，對有助於成功減重及改善身體組成。據研究指出，高蛋

白質及低碳水化合物的飲食組成，對身體組成、血脂健康、飽足感、餐後胰島素分泌

均有正面的影響，在減重方面，提高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的比率更有助於身體燃燒脂肪
、防止瘦肌肉流失。

根據目前營養建議，每天主要的營養素攝取比例應該如下：脂肪不應超過總卡路里的

20-30%；碳水化合物為總卡路里的40%-50%；蛋白質則為20-40%，其中蛋白質的每日攝
取量在每天每公斤體重0.8-1.5克時，對於腎臟負擔較小。飲食中的脂肪應該多選擇含
低飽和脂肪的白肉或含必需脂肪酸的食物，例如黃豆、堅果或魚類的油脂。碳水化合

物也應該適量選擇複合式的碳水化合物，如糙米、五穀雜糧，避免進食加工過的高糖

食物。至於蛋白質，則應該選擇能提供完整必需氨基酸而不含過多脂肪的食物，如低

脂奶類、黃豆製品、瘦肉(後腿肉)等食物。

飲食中的中鏈三酸甘油酯(MCT)，單獨攝取或與其他營養成分(如益生菌、益生質、有
機酸)共同補充時，可以做為對抗肥胖的一種飲食方式。適量MCT可透過調節腸道菌叢
來降低腸道通透性，並促進脂肪分解與合成代謝的平衡，來減少不正常的囤積。



主要成份及功效

大豆分離蛋白 (Soy Protein Isolate)：
大豆分離蛋白是蛋白質及異黃酮的天然來源。它同時能提供能量、飽足感及必需氨基酸。大豆
分離蛋白是優質的植物性蛋白質來源，提供人體所需的完整氨基酸，同時不含膽固醇及油脂。

乳清分離蛋白 (Whey Protein Isolate)：
乳清分離蛋白含有各種體內所需的氨基酸。它可以提供飽足感、降低餐間的飢餓、促進脂肪燃
燒，預防肌肉流失。

抹茶 (Matcha Green Tea)：
抹茶富含兒茶多酚EGCG，能提供比其他綠茶高１３７倍含量的兒茶多酚。它能提升心智狀態
、降低疲勞感、改善認知功能。抹茶含有約２－４％的天然咖啡因。

中鏈三酸甘油酯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MCT)：
中鏈三酸甘油酯是一種健康的脂肪，與其他長鏈脂肪酸相比，有更高的生熱效應，有助於提升
新陳代謝速率。研究顯示MCT燃燒消耗的速度是長鏈脂肪酸的10倍，增加脂肪分解能力並能產
生飽足感、調節菌叢生態，有助減少體脂肪合成。

藻蛋白 (Algae Protein)：
藻蛋白是優質的植物性蛋白質來源，包含了所有人體不能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其
L-精氨酸及谷氨酸的含量特別高。

冬蟲夏草 (Cordyceps Powder)：
補充冬蟲夏草能增進運動表現並對免疫系統及整體健康有重要貢獻。冬蟲夏草在中醫上具有「
補肺益腎」功能，其含有獨特的蟲草素、蟲草多醣、蟲草酸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其相關應
用的研究包括：平喘、改善夜尿、改善過敏及助眠等。

菠蘿酵素及木瓜酵素 (Bromelain and Papain)：
此酵素能協助消化、吸收蛋白質。體內有充足的消化酵素時，可以大幅降低因蛋白質消化不良
而引起的各種不適。

果寡醣 (Fructo-oligosaccharide)：
寡糖是一種優質的益生質，不能被人體消化吸收，卻是好菌的食物來源，有助於增加比菲德氏
菌等好菌數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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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血糖值不會增高。適量攝取果寡醣及充足水份亦能幫助軟化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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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補充配方（抹茶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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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適合食用LC Ascent營養補充配方?

素食者可以食用LC Ascent營養補充配方嗎?

1. 欲維持理想體重：建議早上飲用一份營養補充配方，可搭配大量蔬菜及適量水果一起飲
用。可搭配Bios 7一起食用，以增加飽足感。其他正餐仍應保持均衡適量，並搭配運動
以維持健康及良好體態。

2. 中高強度運動健身後補充一份，幫助肌肉合成及修復。

3.  缺乏食慾、病後的額外營養補充

營養補充配方內含有豐富的乳清蛋白，不適合完全素食者飲用。

這個營養補充配方（抹茶口味）含有咖啡因嗎?

本產品每匙含18.5毫克天然咖啡因，來自天然抹茶成份。

大豆分離蛋白、乳清分離蛋白、果寡醣、非乳製奶精、抹茶、果糖、中鏈三
酸甘油酯、海藻粉(Chlorella Protothecoides)、碳酸鈣、香料(雲呢拿)、冬蟲夏草
粉(Cordyceps Militaris)、檸檬酸鉀、增稠劑(纖維素膠、黃原膠、角叉菜膠)、菠
蘿蛋白酶、甜味劑(甜菊醇糖苷)、氯化鈉、氧化鎂、木瓜蛋白酶、菊糖、抗
壞血酸(維生素C)、丁烯二酸亞鐵、生物素、菸鹼醯胺 (Vitamin B3)、D-α-生育
酚乙酸酯(維生素E)、氧化鋅、D-泛酸鈣、硫酸錳、葡萄糖酸銅、維生素A棕
櫚酸酯、葉酸、維生素D3、碘酸鉀、鹽酸吡哆辛(維生素B6)、鹽酸硫胺明(維
生素B1)、核黃素(維生素B2)、氰鈷胺素(維生素B12)。此產品含有牛奶及大豆
成分。

將兩匙(30克)與240毫升清水調勻後飲用。作為輔助體重控制的代餐食用時，
建議將LC Ascent營養補充配方取代一天的早餐或午餐，可搭配大量蔬菜及適
量水果食用。任何營養補充品均不能完全取代食物營養素，建議其他正餐仍
應保持均衡適量，並搭配恆常運動以維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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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 

 
 
 

95微克 
1.5毫克 
0.6毫克 
7.6毫克 

冬蟲夏草 
抹茶 
果寡醣 

300毫克 
2克 

4.3克 
 

營養資料 

每次份量：2匙 (30克)  
每瓶份量：30份  

 每份量提供 

能量 124千卡 
蛋白質 12.4 克 
總脂肪 
   飽和脂肪 
   反式脂肪 
   膽固醇 

3.2克 
1.2 克 

0 克 
2毫克 

總碳水化合物 
   糖 
膳食纖維 

11.8克 
2.7 克 
1.7克 

鈉 165 毫克 

維生素 A 
維生素 B1 
維生素 B2 
維生素 B6 
維生素 B12 
葉酸 
生物素 
維生素 B5 
維生素 B3 
維生素 C 
維生素 E 
維生素 D3 
鈣 

219視黃醇當量微克 
0.8毫克 
0.6毫克 
0.7毫克 

1微克 
140微克 
120微克 
3.7毫克 

10.4毫克 
35.2毫克 

4.5 α-生育酚當量毫克 
4.2微克 

238毫克 
鐵 
鎂 
鉀 

11毫克 
67.4毫克 
105毫克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
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
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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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

建議用法：

參考資料：

注意：
請依照指示使用，以控制體重。在未經專業醫護人員監督下，每
日熱量攝取不應低於400卡。如患有糖尿病、懐孕及哺乳、正在服
用藥物或進行治療者，食用此產品前請諮詢醫生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