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南瓜籽、蔓越莓籽及奇亞籽的植物性高蛋白營養補充
純植物性來源的健康脂肪酸及豐富膳食纖維
提供持續的能量及飽足感
純素可食，無麩質、無大豆、無多餘糖份

必需脂肪酸 (Essential fatty acid；EFA)：是指人體內 (或其他高等動物) 不能自行合成、

又必須從食物中獲得的脂肪酸。

產品特點
隨著素食人口的需求增加，如何在以素食為主的飲食中獲得均衡的營養及充足的蛋白質，一直是
素食者最重視的課題。蛋白質是維持人體健康及生命的基礎營養素，不論是能量利用、建造肌肉
、大腦專注力或骨骼健康、免疫健康等，都需要足夠的蛋白質。現在，除了黃豆、豆類的植物性
蛋白質之外，你還有另一項全新選擇：

純植物性蛋白質及天然營養來源
LC MAGNA 營養補充配方是以植物來源為基礎的LC系列產品，配方採用新穎的有機南瓜蛋白質、
蔓越莓種籽及奇亞種籽，含有完整的必須氨基酸及豐富天然來源的維生素、鎂、植物固醇及其他
必須植物營養素。

無多餘糖份
此配方不含額外糖類，能提供持續的飽足感及能量的同時，亦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不管
今天將要面對什麼任務，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都能陪伴你度過每一刻，持續支援你的新陳代謝
健康!

提供持續的能量及飽足感
其獨有的健康脂肪酸與蛋白質協同提供人體一個更持久不間斷的新陳代謝能量。此配方亦不含乳
品、無大豆、不含可能的致過敏原、無麩質、純素、具有天然的色澤、甜味及香氣。

輕食譜可以作為一般營養補充或運
動後的營養補充，可隨喜好自由搭
配喜歡的食材。

南瓜活力飲
材料： 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1包
、香蕉1隻、牛奶250毫升、蜂蜜1小
匙、堅果3粒

做法：將所有材料用攪拌機混和均
勻後即可飲用(或最後再灑上拍碎的
堅果粒)
熱量：約335千卡

蘋果南瓜沙拉
材料：沙律醬4茶匙、青瓜1條、蘋
果1個、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適
量

做法：
a.將適量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加
入沙律醬中拌勻。青瓜及蘋果切粒
備用。
b.將混和好的沙律醬淋在青瓜及蘋
果粒上即可。
c.剩下的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加
入250毫升水混和均勻即可飲用!
熱量：約287千卡

有機南瓜 蔓越莓種籽 奇亞種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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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補充配方（南瓜口味）(純素)  
LC MAGNA (Pumpkin Flovor) (Vegan)

何時適合食用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

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含有咖啡因嗎?

任何時間均可飲用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搭配均衡飲食，每天可飲用1-3包。為達最佳
的體重控制效果，建議遵循4-4-12法則，早餐與中餐至少間隔4小時，中餐與晚餐至少間隔
4小時，晚餐及隔日早餐至少間隔12小時，期間避免吃其他食物，讓餐與餐之間能有更多
脂肪被燃燒。建議可搭配Bios7(寶麗7)一起食用以增加飽足感。

沒有。LC MAGNA營養補充配方不含有咖啡因成份。

成份：
有機南瓜籽蛋白、菊苣纖維、非乳製奶油香料、葵花籽油、中鏈
三酸甘油酯、色素(胭脂樹橙)、酸度調節劑(檸檬酸鉀、檸檬酸三
鈉二水合物)、亞麻籽粉、橙色植物粉末(胡蘿蔔粉、橙汁粉、南瓜
粉、甘薯粉)、海鹽、冬蟲夏草、三磷酸鈣、甜味劑(甜菊醇糖苷)
、氧化鎂、非乳製奶油萃取、蘋果纖維、奇亞種籽蛋白、蔓越莓
種籽蛋白、增稠劑(黃原膠)、甜菜根粉、琉璃苣油、牛油果油。

建議用法：
將一包(27克)加入250毫升的水、牛奶或其他飲品，均勻混和後即
可飲用。作為輔助體重控制的代餐食用時，可將LC MAGNA 營養補
充配方作為一天的早餐或午餐，並搭配健康蔬果一起食用。
為達最佳的體重控制效果，建議遵循4-4-12法則，早餐與中餐至少
間隔4小時，中餐與晚餐至少間隔4小時，晚餐及隔日早餐至少間
隔12小時，期間避免吃其他食物，讓餐與餐之間能有更多脂肪被
燃燒。建議可搭配Bios7(寶麗7)一起食用以增加飽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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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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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trition Information / 營養資料 

Serving Size / 每次份量：1 packet (27g) / 1包 (27克) 
Servings Per Container / 每瓶份量：30 Serving Size / 30份 

 Per Serving / 每份量提供 

Energy / 能量 112 kcal/千卡 
Protein / 蛋白質 13.2 g/克 
Total Fat / 總脂肪 
      Saturated Far / 飽和脂肪 
      Trans Fat / 反式脂肪 
      Cholesterol / 膽固醇  

3.8 g/克 
1.2 g/克 

0 g/克 
0 mg/毫克 

Total Carbohydrates / 總碳水化合物 
   Sugar / 糖 
   Total Dietary Fiber / 總膳食纖維 
   Soluble Dietary Fiber /水溶性膳食纖維 

6.2 g/克 
0.5 g/克 
5.6 g/克 
3.2 g/克 

Sodium / 鈉 405 mg/毫克 

Calcium / 鈣 
Iron / 鐵 
Magnesium / 鎂 
Phosphorus / 磷 
Potassium / 鉀 

100 mg/毫克 
3 mg /毫克 

100 mg/毫克 
50 mg/毫克 

200 mg/毫克           

Protein Matrix /綜合植物蛋白質： 
    Organic Pumpkin Seed Protein  / 有機南瓜籽蛋白 
    Cranberry Seed Protein /    蔓越莓種籽蛋白 
    Gum Arabic / 奇亞種籽蛋白 

12.1g /克 

Lipid Energy Complex / 綜合植物油： 
     Sunflower Oil / 葵花籽油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 中鏈三酸甘油酯 

2.1g /克 

Fiber Matrix / 綜合纖維粉 
     Chicory Inulin / 菊苣纖維  
     Apple Fiber / 蘋果纖維 
     Beet Powder / 甜菜根  

1.8g /克 

Essential Fatty acid Complex / 綜合植物必需脂肪酸  
    Flax Seed Powder /  亞麻籽粉 
    Borage Oil / 琉璃苣油  
    Avocado Oil / 牛油果油  

545 mg /毫克 

Cordyceps militaris / 冬蟲夏草  350 mg /毫克 
 

主要成份及功效

營養豐富的種籽蛋白質 - 有機南瓜籽、蔓越莓種籽、奇亞種籽

天然蔬果纖維

冬蟲夏草(Cordyceps militaris)

優質植物必需脂肪酸

中鏈三酸甘油酯 (Medium Chain Triglyce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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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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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來自菊苣、蘋果及甜菜根的豐富膳食纖維，搭配均衡飲食，更易達到成人每日纖
維建議攝取量(25-30克)。

亞麻籽粉、琉璃苣油、牛油果油等天然必需脂肪酸。亞麻籽油是α-亞麻油酸的最佳來
源，α-亞麻油酸可經由人體轉換成人體必需的奧米加三不飽和脂肪酸，有助於維持大
腦、眼睛、神經、血壓健康。

有機南瓜籽、蔓越莓種籽及奇亞種籽含有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及豐富的天然營養素，
不含膽固醇及動物性油脂，不易引起過敏反應。
有機南瓜籽蛋白質含有完整均衡的氨基酸及富含色氨酸，色氨酸在體內可以轉換成血
清素，有助於安定大腦、使心情愉悅。有機南瓜籽含有豐富的營養素：蛋白質、鐵、
鎂、鋅、鈣、維生素A、微量元素…等。
蔓越莓籽富含蛋白質、天然抗氧化劑-維生素E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又被視為「素食
者的魚油」。
奇亞種籽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蛋白質、奧米加三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B群、鈣，
鐵，鎂，錳，磷等礦物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