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超級級加加能能抗抗老老化化特特飲飲  AAnnttii--AAggiinngg  MMeeggaa  PPoowweerr  DDrriinnkk  
使用以下天然優質產品配製而成，使你活力充沛，健康愉快。 

 
Barlean’s GREENS 特級綠色營養粉                           【份量】1 湯匙（約 8.8 克） 
現時市面上唯一含有 15 倍濃縮麥草汁精華之綠色食品：相對其他品牌提供最少多 50% 之植物養

份及酵素，無添加乳化劑及填充劑如卵磷脂、蘋果膠。 
【成份】: 
濃 縮 麥 草 汁 精

華： 

1. 有機臥麥 

2. 有機大麥 

3. 有機燕麥 

4. 有機紫花苜蓿 

1. 小麥家族成員之一，較小麥容易消化，適合對小麥敏感者。 
2. 植物性蛋白質的極佳來源，含高量維他命 B 群、可溶性纖維（有助降低

膽固醇）及非可溶性纖維（促進正常排便）。 
3. 燕麥麩可以降低膽固醇。纖維含量高而脂肪含量低。 
4. 葉片含有 8 種必需酵素，熱量和脂肪含量很低，但含有豐富纖維。可降低

膽固醇總量並減少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 
螺旋澡、海菜、

綠藻、有機綠葉

蔬菜 

結合多種綠色食物的益處，供給身體均衡和優質的營養（豐富的維他命、礦

物質和微量元素等）。 

有機幼磨亞麻籽 

含豐富的木酚素（研究發現有阻延癌細胞成長及抗氧化能力）和 奧米加必

需脂肪酸（Ω3、Ω6、Ω9）。研究發現 Ω3 有助預防心臟病（防止血凝塊形成）、

降低膽固醇總量、減少壞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含量、消炎、護膚等。 
米糠 纖維質（保持正常排便、降低膽固醇）的極佳來源。 

黃耆 
研究顯示可幫助恢復正常免疫功能、增強抵抗力、排除體內積水、協助消化

等。 
北五味子 傳統用於安神、增添體力、消除疲勞。 

迷迭香精華 抗氧化劑：傳統用於安定神經系統、減輕頭痛、胃痛。 

綠茶精華 
抗氧化劑：多酚能消除致癌物如亞硝胺、促進人體自製谷胱甘(一種強力

解毒劑)，兒茶素有助抵抗病毒感染。 
薑黃精華 抗氧化劑：抗菌、分解油脂、強化肝膽、防止血凝塊形成。 

類胡蘿蔔素 抗氧化劑 ：1 湯匙營養粉的含量達到每日建議攝取量之 190%。 

濃縮針葉櫻桃汁 
含豐富維他命 C：有助細胞生長、製造組織、防止濾過性病毒滲透、傷口癒

合、吸收鐵質和抗氧化等。 
維他命 E 有助維持生殖和神經系統正常運作。預防油脂氧化。 

全系列植物酵素 
新陳代謝的必需品，確保各種機能（尤其是消化、內分泌和神經系統）正常

運作。 

草本甜菊葉 
提供天然甜味但卡路里極低。另外，研究發現能抑制牙齦細菌生長、調控血

糖水平、改善消化等。 
 



  

EdenBlend Rice & Soy 有機糙米豆漿      【份量】8 安士                   【成份】: 
有機糙米及大豆、昆布海

菜、愛蘭苔膠及海鹽 

有機糙米和有機大豆两者結合提供極高的營養價值（豐富的優質

植物性蛋白質、鈣、鐵、磷、碘、鎂、鋅、維他命 B1、B2、B3、

B5、B6、B9 及 H），無添加糖份，不含膽固醇，清香甜潤。 
 

 
Barlean’s Organic Cold-Pressed Twin Oil 有機冷壓亞麻和玻璃苣精油  【份量】20 毫升 【成份】: 
100% 有 機 冷 壓 亞

麻和玻漓苣精油含

Ω3、6，1:1 比例 

含豐富奧米加必需脂肪酸 ( Ω3、6、9 )。研究發現 Ω3 有助防止血凝塊、

降低膽固醇總量、減少壞膽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含量、抵禦癌症、消炎、護

膚等。 
 

 

加能抗老化特飲的製法:  
 
Barlean’s 特級綠色營養粉(2 茶匙) + Barlean’s 有機冷壓亞麻和玻璃苣精油 (1 湯匙) + EdenBlend
有機糙米豆漿 (1 杯) + 香蕉 (1 隻), 攪拌後, 每日飲兩次。 

 
FINE-AGARICUS 優質巴西蘑菇粉      【份量】1 包（淨重 2 克）         【成份】: 
100% 優質巴西蘑菇 - 

選取優良品種，採用獨

特先進生物科技例如超

低溫、酵素處理及凍乾

處理等方法來防止活躍

成份破壞本身天然性。

並應用精密研末技術提

高腸胃吸收能力來加強

療效。 

『巴西蘑菇』原本被發現於巴西的長壽村 – 皮耶達提。它增強免疫系統。

同時，巴西磨菇亦能有效防止一般使我們減壽的文明地方人常患的毛病。

它是菇中之王，含有均量的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脂肪酸和礦物質。除了

營養成份極高之外，它含有其他菌類都有的 " β – D – 葡聚醣 "，但是巴西

蘑菇還含有其他蕈類所缺乏的成份如﹕α – 葡聚醣、蛋白質複合體、核酸

（RNA）、由菌絲體抽取的葡甘露聚醣蛋白質等。巴西蘑菇具有強力的 " 生

物恆常 " 效果，能夠協調身體機能平衡運作。人體吸收巴西蘑菇的 β – D –
葡聚醣和大量的多醣之後，令到 " 生物恆常 " 效果提升和免疫系統增

強，促進體內干擾素和干擾白細胞的產生，便會發揮本身機體組織的最大

自然功能，使身體能自動調理任何文明社會的健康問題。 

 
 

Transformation MasterZyme 主體酵素         【份量】2 粒                 【成份】: 
酵素組合（澱粉、蛋

白質、纖維、脂肪）、

甲狀腺素、腎上腺皮

質、垂體前葉素、北

美升麻、愛爾蘭苔

蘚、洋芫茜、性腺

素、腎上腺素 

由天然營養劑組合而成，為化與供應養料予內分泌系統: 腎上腺、垂體腺及

性腺而配製，靠補給來平衡機能。正常運作的內分泌系統突顯出充沛的生命

力，舒適愜意，把壓力驅走。適用於荷爾蒙失調、更年期、低血糖等。 

 
Ginseng Powder 移山人參粉    【份量】3/4 茶匙          【成份】:100%移山人參粉 
1. 增強心肌功能及抵抗力、促進血液循環。 
2. 抗拒緊張、克服注意力分散、筋疲力竭及無精打采，提高效率。 
3. 對頭痛、偏頭痛、康復期、動脈硬化等有幫助。 
 



  

Now PS 100 活腦靈 1 號                 【份量】1 粒                   【成份】: 
1. 磷脂酸絲氨酸 

2. 膽鹼  3. 肌醇 
1. 有效化腦部功能、改善記憶力和注意力。 2. 有助延緩腦部老化作用。

3. 幫助增記憶力、降低血中甘油三酸脂與提升好膽固醇含量。 
 

Smart 創作靈                          【份量】1 粒                     【成份】: 
1. 蔓生長春花種

子提取物  

2. 甲型硫辛酸 

1. 能改善大腦血液循環，適用於頭痛、記憶力衰退、暈眩、改善老人聽覺等。 

2. 一種神奇的效型抗氧化劑，兼具水溶性與脂溶性。硫辛酸還可以幫助其他抗

氧化劑例如維他命 C 、E 和谷胱甘在用完之時再生利用。能夠在短時間內有

效抵抗氧化性傷害如 ﹕中毒、白內障、器官損傷、放射線傷害和神經系統疾

病。硫辛酸尚有螯合重金屬並將之排出體外的功能。 

 

 
Standard Process OPC Synergy 綜合抗氧化劑     【份量】1 粒               【成份】: 
葡萄籽精華、紅酒精華、綠茶精華、山桑

子、蕎麥汁粉、綠茶葉末、紅蘿蔔粉 

結合各種強力抗氧化劑，抗氧化能力比維他命 A、C、

E 強數十倍。山桑子有助改善視力。 

 
Standard Process “ For-Til B12 “            【份量】2 粒                   【成份】: 
主 要 含 有 一 種 西 班 牙 苔 蘚

Tilandsia Usneoides 的肉質 

含有葉綠素和一種特別的維他命 E （高濃度的生育荷爾蒙因子），

這種維他命 E 能增進精力，適合經常性疲勞及年長人仕，同時對脫

髮及髮質問題均有幫助。 

 
 
 
 
 
 
 
 
 
 
 
 

綠創意健康店  Tel: 2882-4848 www.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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