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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需要

「環保身體」？
隨著時代的變遷，幾十年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物，例如：健康的食物、潔淨的
食水、清新的空氣等，到現在已變得是很奢侈的事。現在的都市人除了背負沉重
壓力還要面對急促的生活節奏，加上環境污染嚴重、不良的生活及飲食習慣等，
都令我們的身心健康大受影響。

於 2013 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調查中顯示，97% 受訪市民均有「亞健康」的
情況，即是介乎健康和生病之間的身體狀態。

根據香港衛生署在 2015 年的記錄：

• 全年因患上癌症而去世的人數已有 14292 人
• 全年因患上肺炎而去世的人數已有 7933 人
• 全年因患上心臟病而去世的人數已有 6159 人

僅僅計算以上 3 款病症，每年的死亡率已大概相等於 101 輛波音 747 客機的載客
量。平均每一個月便有接近 8.5 輛波音 747 客機的載客人數因病過世。

面對這些文明帶來的種種威脅，我們必須從個人體內開始著手，增強身體各個系
統的運作、提升身體機能及盡量減低外來因素對身體的傷害，「環保身體」的概
念正是我們所需的解決方法。

環保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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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疾病等於健康嗎 ?

功能營養學學院對健康的定義是有著不同的見解。從功能醫學 (Functional 

Medicine) 的角度，健康的定義除了是沒有疾病，要有更全面而持久的健康，我

們還需配合有優質的飲食營養，良好的作息習慣，健康的情緒管理以及良好的環

境，務求令人體基因能正常及健康地發展，以減低受外來因素的影響，而引發病

變或不同的健康問題。

健康的人總是感到有活力、有生機、身體靈活、沒有痛楚和疾病。相反，若你時

常感到疲倦、沒有能量、失去活力、失眠、疼痛、四肢不靈活或僵硬等症狀，即

顯示著你的身體機能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衰退，誘發各種退化性疾病，如：糖尿病、

心臟病、腸胃病、皮膚病等的機會大大增加。

什麼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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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嚴重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4 年最新的報告

顯示，空氣污染已經成為目前全球最

大的健康殺手。在 2013 年一項評估中

指出，室外空氣污染對人類有致癌影

響。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更推算出，每

年全球有 700 萬人死於空氣污染，這

意味著全球每 8 名死者中，有 1 人死

於難以避免的污染問題。

近年，在中國的霧霾天氣情況嚴重，

有專家表示，霧霾會引發心血管和呼

吸系統等疾病外，還會導致平均壽命

較短。而香港亦不能倖免，環保團體

地球之友發現，香港空氣污染超標日

數再創新高，空氣污染指數錄得達至

甚高或以上的日數，合共達 184 日，

創下指數 15 年來新高，當中以中環為

污染重災區。

1. 空氣污染

身體面對的挑戰
現 代 環 境 的 挑 戰

北京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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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對人類深遠的影響

每天都有數以噸計算的垃圾被沖進海洋，當中包括：塑膠、汽車零件及漁網等。

即使是在偏遠的海域，只要潛到水底便會發現已經有幾個世代以來的垃圾囤積。

除此以外，重金屬和石油也是嚴重地污染海洋，例如：油船漏油、海底油田開採

溢漏、工業和石油釋放出的重金屬流入大海等。巨大數量的垃圾已經嚴重影響了

食物鏈和動物的生長、污染食物鏈進而同時也默默地危害著我們的健康。

2. 海洋污染

人類身體的結構既複雜

又精密，各器官環環相

扣，互相配合和互相影

響。以下就是環境因素

對身體健康帶來的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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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食物

土壤污染是指泥土裏的有害物質過多，例如：重金屬、

放射性元素、有機農藥、酚類、砷、硒、氟等。而當

土壤中的有害物質多於一定數量時，便會影響土壤的

自淨能力及其結構和功能上產生變化。這些變化可減

低或抑制微生物的活動量令有害物質或其分解物在土

壤中慢慢累積。所以，當人類進食了在受污染土壤種

出的農作物，會間接地對人體健康會造成負擔或產生

損害。

2013 年年底公佈的全國土地調查結果列出，中國已經

有 5000 萬畝耕地受到中、高度污染而不適宜耕種，

主要有三個成因︰一是工礦業的廢渣﹑廢水及廢氣排

放﹔二是農業面源污染︐例如︰化肥︑農藥︑地膜的過度使用﹔三是垃圾圍城令土

壤受污染。土壤污染比起空氣和水污染更難發現，因為單憑外表幾乎看不出分別。

但它的嚴重性，絕對不低於空氣及海洋污染，其中新聞上聽到的「毒大米」和「毒

蔬菜」，就是土壤污染禍害的結果。

3. 土壤污染

身體面對的挑戰
現 代 環 境 的 挑 戰



Page. 
7

4. 食物、食水的污染

食物食水質量退步

香港一直飲用東江食水，東江食水受到大腸桿菌、工

業及重金屬污染的新聞屢見不鮮。曾有抽驗結果發現

東江原水樣本的重金屬鐵含量超出內地標準 60%；而

該樣本與淡水湖樣本的渾濁度，均超出世界衞生組織

飲用水標準，情況令人憂心。我們每天食用的蔬果不

少都含有殘留的殺蟲劑、化學肥料、防腐劑、除莠劑，

甚至經基因改造，長遠影響我們的健康。更有不法商

人為貪圖利益，製造「黑心食物」、替牲畜注射大量

激素和抗生素，加速牠們成長。長期食用這些不良食

物，對我們身體健康的壞處亦不容多說了。

人類身體的結構既複雜

又精密，各器官環環相

扣，互相配合和互相影

響。以下就是環境因素

對身體健康帶來的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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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的飲食文化

速食文化、加工食品、微波爐食品、零食的普及等，導致不少都市人越來越少在

家用膳。根據香港大學 2012 年的研究，以一日兩餐正餐計算，市民平均每星期

已經有5.1次外出用膳或直接購買熟食的習慣，而外出進食時較重視味道及價錢，

普遍忽略健康。

其實，無營養的食物對身體百害而無一利，而外出用餐的食物絕大部份都是高脂、

高鈉、極少纖維或含添加劑和毒素。長期進食這類食物會加重器官的負擔，增加

患上肥胖、高血壓、糖尿病、腸胃問題等風險。

除此之外，都市人亦偏愛吃生冷或沒有煮熟的食物，例如：刺身和壽司。但凡吃未

經煮熟或處理不當的食物，喝沒有過濾的飲用水或隔夜飯菜等，都會增加攝入寄生

蟲的風險。最後，外出飲食亦難於避免麩質攝取或基因改造食物，所以對於麩質過

敏及注重健康的人士，外出飲食而又達至健康的標準絕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5. 失衡的飲食習慣

身體面對的挑戰
現代城市人生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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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生活

都市人普遍睡眠不足、晚睡及缺乏運動，以引致不少健康問題。

•晚間是身體進行排毒的時間，睡眠不足令器官的休息不足、身體的排毒能力減

弱，影響器官功能正常運作。此外，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可誘發輕度情緒病、增

加心血管疾病、肥胖症及糖尿病等的風險。

•根據英國權威醫學期刊的研究，每年全球大約有 530 萬人死於不運動，死亡人

數跟吸煙人數相若。缺乏運動的問題已十分嚴重，本港超過一半的人口並非經常

運動，而少運動的問題更有年輕化趨勢。香港約有 80% 受訪中學生每星期只做 2

次運動或以下，更有約 40% 學生完全不做運動。這問題必須正視，因為現時每 10

個人便有 1 個因缺乏運動導致患上疾病。

6. 不良的生活方式

人類身體的結構既複雜

又精密，各器官環環相

扣，互相配合和互相影

響。以下就是心理思想

及遺傳基因對身體健康

帶來的直接影響。



Page. 
10

工作•家庭•經濟

城市人生活壓力大及節奏快，容易令自己陷入精神緊張狀態

及難以放鬆。在 2014 年，更有研究公佈香港整體生活質

素指數下降。美國壓力研究所指出，高達 90％的健康問

題都與壓力有關，壓力、憤怒、妒忌、恐懼及怨恨等負

面情緒都會大大影響精神健康，由此可知情緒的控

制對於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在生活節奏急促的香

港，負面情緒和壓力問題更是嚴重，近年很多研

究已經證明，壓力可引致各種身體疾病，或加重

現有疾病的病情。在 2012 年，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顯示 38% 受訪者感到壓力頗大且已超出可負

荷範圍；在 2013 年，更逾 70% 受訪者感受到

很大的工作壓力。在這高壓生活下，不難想

像香港人在全球痛苦指數分析中，在亞洲地

區可高踞第 11 位，與經歷大地震和海嘯的

日本人相比，香港人生活得還要苦。

7. 生活和壓力

身體面對的挑戰
現代城市人生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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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人們理應可從日常均衡飲食中攝取到足夠的營養來維持身體最好的狀

態。可惜在現實中，食物的營養攝取是受到很多限制，繼而令我們營養失衡。這

些限制，如：速食文化﹑環境污染﹑食物輸送過程﹑煮食方法﹑農藥﹑激素﹑基

因改造食物等，都可令營養流失，降低食物質素及直接影響我們健康。而 FFC 功

能性濃縮食品正正是無副作用，可補救現實飲食中的不足及有效促進健康的優質

營養補充品。

8. 食物營養的限制

人類身體的結構既複雜

又精密，各器官環環相

扣，互相配合和互相影

響。以下就是心理思想

及遺傳基因對身體健康

帶來的直接影響。

有些人的遺傳基因先天性出現問題或有

異常，因而患上某些疾病的平均風險較

常人高。雖然基因控制了我們患病風險

的高低，但生活習慣也是患病的重要成

因。「環保身體」有助減少基因突變的

機會，從而有效地減少健康出現問題。

基因是不改變的，透基因檢測亦能讓我

們更了解自己的健康或疾病風險。

9. 異常遺傳基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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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環保身體的概念？
改 善 飲 食 習 慣

怎樣改善飲食習慣 ?

改善飲食習慣的第一步是要明白到什麼食物是對身體有益或有害，認識引致不良

飲食習慣的原因及貫徹要實踐改善的方法。定時均衡飲食及攝取足夠的營養對人

體新陳代謝，免疫系統及日常身體機能運作十分重要。

1. 用餐須定時

日常正餐應定時，晚餐應在晚上 8 時前進食，減少進食宵夜。用餐時，要細嚼慢

嚥，讓身體有充足的時間將食物完全消化。要少食多餐，每餐進食 70%-80% 飽肚

對消化腸道較健康。

均衡飲食應包含適量的蔬菜及肉類，建議每天至少有三份蔬菜兩份水果及兩

份肉類。肉類方面建議多選擇白肉，即雞肉或魚肉，而豬肉、牛肉、羊肉，

這類紅肉含較多飽和脂肪，應盡量少進食。

至於蔬菜方面多選擇高營養價值的深綠色蔬菜、瓜類、豆類、菇

類和十字科蔬菜，如：西蘭花、椰菜花。

2. 多菜少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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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選擇有機培植及健康食材

平常市面上大多食物都經基因改造或受農藥、重金屬污染，所以應多選擇新鮮和

有機培植食物。食物要徹底洗乾淨及煮熟進食。

選擇健康的煮食方法（蒸、滾、烚），選用健康的調味料（如：有機培植、低鈉、

不含添加劑或色素的醬料）。另外，以果糖取代白糖。選用穩定及經低溫處理的

植物油，如：初榨橄欖油、米糠油。

減少選擇含人造色素、味精、防腐劑或亞硝酸鈉的加工精製食品，如：汽水、零食、

醃製食品、肉類罐頭。刺激性的食物 (過甜、過酸、過辣、過鹹)，及即食食品 (公

仔麵、罐頭食品) 也要盡量少食。 高糖、鹽、脂肪、膽固醇的食物及飲料應少吃。

基因改造食品對人體健康安全還未有充分的研究及理解；而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在

香港仍未受監管。大豆、粟米、馬鈴薯、番茄等，都是常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其中大豆會被製成豆油、豆粉及其他豆類食品；而粟米會被製成粟米油。

建議盡可能選擇天然食品而充分獲得營養補充。

環保身體

* 隔夜餸、生冷食物，如：魚生及貝殼類海產都含有細菌、
微生物和重金屬，要避免進食或徹底煮熟才進食。  

** 對麩質過敏的人士建議避免食用，例如：糕點、麵條、冰
淇淋和小麥等食品。如有疑問時，應該檢查閱食品標籤和內
容列表。

只要飲食定時，選擇天然有機的食材，明智地選擇食物，你
也可以容易建立健康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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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有助促進新陳代謝，燃燒脂肪及增強肌肉。每天或隔日做 30 分鐘帶氧運動

（令身體流汗及心跳加速的運動）例如：游泳和跑步。如果距離不遠，以步行取

代乘車，機械性舉重有助肌肉鍛煉。多做伸展運動，如：瑜伽、普拉提和太極等

都能增強心肺功能。另外，每天早晨做腹式呼吸運動。身體放輕鬆，深呼吸，腹

部如同氣球被充滿，將氣緩慢呼出。重複運動 20 次。呼吸運動在任何時間、任

何地點都可以練習。

如何實踐環保身體的概念？
改 善 生 活 模 式

早睡早起，保持充分休息和睡眠，每晚盡量於 11 時前睡覺。 培養良好的睡眠習

慣，培養固定的睡眠時間和生理時鐘。避免睡前喝咖啡、濃茶或過辣的食物。

4. 早睡早起

5. 增加運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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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的情況下，營養素應該全部從新鮮、無污染、無加工的食物而來。然而，

在現今世界中要獲取這些食物來源是非常困難的。在充滿化學物質、壓力、疾病

及嚴重污染的環境下，人們對各種營養素需求都比以往大大增加，卻礙於日常的

活動水平日漸下降，使人們能進吃的配額 ( 卡路里 ) 變得愈來愈少。這意味著人

們正面臨著需要以另一種方法，從較少卡路里的食物中，獲取更多的營養素，亦

使「功能營養」變得更重要。

6. 飲用足夠潔淨的食水

7. 補充功能營養

每日最少喝 8-12 杯 (8 安士 ) 已過濾乾淨的清潔食水。鹼性水有助中和身體血液

中的酸性及為身體提供更多的能量。避免化學來源，盡量使用天然、有機產品代

替。

環保身體

功 能 性 濃 縮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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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環保身體的概念？
改善或調整思想、情緒及心境狀況

8. 保持心境開朗、樂觀積極、態度正面

• 向朋友或親人傾訴，以舒解鬱悶情緒

• 多參加休閒活動

• 有包容心和寬恕心

• 訓練耐性和多接納不同的意見等

• 以樂觀的心情來看待事物，樂觀面對生活轉變

• 多與正面樂觀的人交流，多看正面積極的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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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長期受壓，我們的免疫能力會下降，容易生病，也會經常感覺到腸胃

   不舒服；影響食慾。因此，我們需要學習一些舒緩壓力的方法，把壓力保持

   在一個適當的水平

• 對自己的要求和期望需要合理，欣賞自己的長處和美德，並且接納自己的缺

   點和限制

• 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所面對的困難，主動與朋友、家人和師長分享生活  

   經驗，面對的困難和感受﹔另外，適當地幫助別人和接受別人的幫助，互相

   支持

• 培養好興趣與休閒的活動

• 定期做身心放鬆練習，例如運動、靜坐、瑜珈、腹式呼吸法等方法

• 運動能有效處理壓力。運動除了強健體魄以外，

   也可促使身體釋放一種安多酚的化學物質，使  

   到身心舒暢，減低焦慮及抑鬱

9. 處理壓力

環保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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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口篇
改善身體問題必先從正確飲食著手

健康問題 戒食 多食

酵素不足 酒精、咖啡因 菠蘿、木瓜、牛油果和蘋果醋

糖尿病
高糖份或白飯、白麵包等

升糖指數高的食物
鎂、纖維量高的食物、活化鉻
如：蔬菜、糙米和五穀麵包等

壞膽固醇過高者
高糖份和高壞飽和脂肪的食物
* 運動能消耗身體多餘的脂肪

食用油改用米糠油、含奧米加 3
脂肪酸的食物，如：亞麻籽、

合桃、沙丁魚和三文魚

骨質疏鬆者
酸性高的飲料，如：咖啡、奶茶、
汽水、高糖份、高鹽份的食物
和避免進食過多肉類 ( 紅肉 )

菜芯、芥蘭、硬豆腐、連骨的小
魚、芝麻、深海紫菜和西蘭花

甲狀腺有問題 被輻射污染的食物 深海紫菜

荷爾蒙失調
打激素針的豬、牛、羊、雞和
三文魚、雞皮、雞頸和雞翼

有機大豆類製品 ( 非基因改
造 )、必需脂肪酸，如：月見草
油、奧米加 3 和奧米加 6 等

腎臟有問題 鹽份高的食物 多飲用優質已過濾的食水

寄生蟲
魚生、沒有清潔乾淨的沙律菜

和進食隔夜飯餸
有機南瓜籽和木瓜籽

重金屬
貝殼類海產、受污染的茶葉、

白米和中藥等
優質已過濾的食水、蘋果、

芫茜、菠菜和果仁

炎症
紅肉、炸或燒的食物和高糖份

食物
大蒜、薑黃、薑、莓類生果、

奧米加 3 食物和百里香

貧血
菠菜、紅菜頭、適量的紅肉類、

無花果、紅棗和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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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身體

健康問題 戒食 多食

腎病 紅肉類和海產
多吃鹼性水果，如：杞子、藍莓、
蘋果、牛油果、香蕉、小紅莓

和無花果等、蔬菜和芫茜

眼睛 高糖份的食物 奧米加 3 脂肪酸、杞子和藍莓

動脈粥樣硬化
含有反式脂肪和飽和脂肪的
食物、高鹽份的食物和紅肉

纖維、蔬菜和水果

便秘 奶類製品和紅肉
西梅、有機大豆類製品
( 非基因改造 ) 和奇異果

呼吸道感染
優質已過濾的食水、蒜、洋蔥、

薑黃、蘋果、西柚和薑汁

癌症

燒焦的食物、微波食品、被輻
射和重金屬污染的食物，如：
貝殼類海產、殖養魚類和蔬菜
等、鹽份高的食物、醃製和燻

制等加工的食物

 鹼性水果、西柚、莓類生果、
番薯、亞麻籽、番茄、薑黃

和十字花科蔬菜，如：西蘭花
和椰菜花

前列腺問題
紅肉類、加工肉類、酒精和飽

和脂肪高的食物

芝麻、有機大豆類製品
( 非基因改造 )、青椒、番茄、

牛油果和莓類生果

濕疹問題
橄欖油、蕃茄、黑巧克力、綠
茶、納豆、優質乳酪、合桃、

橘皮和適量的紅葡萄酒

麩質過敏症
小麥澱粉、小麥胚芽、烏冬、
麥皮、麥片、麵包、麵和餅乾

或其他含麩質的食物

糙米、紅米、米粉、粉絲、蕎麥、
藜麥、番薯和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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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F F C ?
FFC 是功能性濃縮食品 (Functional Food Concentrates)，始創於九十年代初

期，透過營養科學的突破性研究而發展出來。它品質卓越，合符經濟原則，是有

臨床實驗支持的天然食物。

功能性濃縮食品提煉自陸地及海洋中的天然食物，包括蔬菜、水果、穀物、深海

植物和植物營養素，為身體在功能及基因層面上提供全面的營養，達至修護細胞

功能及健康的最佳效果。

NU LIFE 所有功能性濃縮食品 (FFC) 的獨特性

以先進科技提取食物中最有價值成份
達到適當濃度，使其發揮最佳效能。

專家研究

或未有功能營養學及醫學專家支持。
獲全球知名的功能性營養學及功能醫
學的專家，包括簡志偉博士及白蘭特
博士所支持。

吸收狀況

或未去除食物中的有害物質，令營養
吸收狀況減慢或難以被身體運用。

以嶄新科技將食物中有害的物質去
除，只保留當中活躍的營養濃縮成
份。並加入有協同效應的成份，幫助
增強吸收。

濃度

成份可能經過稀釋，令有益的營養成
份損壞。

成份

·提煉自天然食物
·原材料來源自無污染區域
·有加入有協同效應的成份
·採用自然生長及非基因改造的原材料

·或使用人工合成的成份
·原材料可能來自受污染的地區
·成份或可能經基因改造
·或有採用有害的農藥、化學肥料及
  殺真菌劑

配方

含天然營養和植物性化合物成份，幫
助支持身體及腦部健康。

通常經過化學和高溫處理，可能會破
壞營養成份。

市面一般營養食物功能性濃縮食品

• 不含防腐劑

• 不含添加劑

•不含人造味道及色素

• 源自環保區

• 不含農藥

• 不含除草劑

• 無副作用

功 能 性 濃 縮 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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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先進科技提取食物中最有價值成份
達到適當濃度，使其發揮最佳效能。

專家研究

或未有功能營養學及醫學專家支持。
獲全球知名的功能性營養學及功能醫
學的專家，包括簡志偉博士及白蘭特
博士所支持。

吸收狀況

或未去除食物中的有害物質，令營養
吸收狀況減慢或難以被身體運用。

以嶄新科技將食物中有害的物質去
除，只保留當中活躍的營養濃縮成
份。並加入有協同效應的成份，幫助
增強吸收。

濃度

成份可能經過稀釋，令有益的營養成
份損壞。

成份

·提煉自天然食物
·原材料來源自無污染區域
·有加入有協同效應的成份
·採用自然生長及非基因改造的原材料

·或使用人工合成的成份
·原材料可能來自受污染的地區
·成份或可能經基因改造
·或有採用有害的農藥、化學肥料及
  殺真菌劑

配方

含天然營養和植物性化合物成份，幫
助支持身體及腦部健康。

通常經過化學和高溫處理，可能會破
壞營養成份。

市面一般營養食物功能性濃縮食品

PNO 系列產品，是涵蓋功能性濃縮食品 (FFC) 的所有獨特性，也是市場上罕有的

「針對性功能營養配方」。專門針對改善健康問題的根源。

• 涵蓋所有功能性濃縮食品獨特性

• 市場上罕有的針對性功能營養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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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般健康問題建議連續服用至少三個月，才有足夠時間讓身體調理及修
補不足。如有嚴重健康問題，更需至少服用九個月至一年或以上，才能
令身體問題逐步得到改善  * 必須實踐環保身體才能全面解決身體問題

營養補充品的成份都是萃取及濃縮食物中的營養，來彌補人們日常飲食
不足的部份。正因為它是食物萃取的營養，所以效能不會像藥物一樣能
快速地治療疾病及帶有副作用

但亦因為營養補充品是食物萃取的營養，它的安全性是受到肯定，所以
適合長期使用並不含毒性

基
本
代
謝
調
理

藥
物
與
營
養
素
的
分
別

•
 
• 

• 

• 

• 

•

藥物是外來之物，而並非人體與生俱來的

任何藥物也會帶出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劑量不當更可引致嚴重健康問題

藥物是針對及快速地治療疾病

藥物需由醫生處方及用來急切治理疾病，而非長期使用

長期使用藥物可影響腎功能和增加肝臟負擔。某些藥物更會影響紅血
球﹑白血球和血小板的製造，嚴重更會令胃壁和腸壁出血

如身體機能不好，可令藥物殘餘在體內

藥 物

•
 
• 

• 

• 

• 

營養素是與生俱來的以及維持生命的要素

營養保健品是用來保健和輔助治療用的

足夠的營養能保護身體的器官，減低藥物對身體帶來的傷害

有助肝﹑腎和脾臟過濾藥物，令身體有效排除剩餘的藥物。例如：維生
素 C ﹑奶薊草

充足的營養才足夠維持生命及支持細胞的活動

營養素

服用營養補充品
不可不知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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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在服食功能營養初期，有部份的人可能會經歷到一些不舒服的反應而卻誤以為

是服食產品的副作用。其實這些狀況及反應皆統稱為好轉反應 ( 暝眩反應 )。

這種好轉反應是身體排毒程序之一，身體毒素愈多，好轉反應就愈強。

好轉反應的症狀可能是自身原有的毛病，有些甚至會被激發變得更厲害，有些

則是新出現的。這些反應都是在提示你，身體正在清除有害物質、毒素及調整

不平衡現象，當反應過去後身體就會漸漸的好起來。原理像中醫一樣，在治理

身體問題前，要先釋放體內累積的毒素，然後再一拼調理。否則當體內毒素累

積得更多，身體潛在的問題便會更嚴重，一旦爆發將會更難處理。

好轉反應通常會維持幾天到兩星期，而每個人產生的好轉反應是不一樣，主要

是根據體質和體內毒素的多少去決定。

當好轉反應發生時，建議多喝經過濾的水和多休息，令好轉反應的不適現象盡

快完成。

好轉反應較明顯的人︰體質較敏感和脆弱︑長期依賴藥物的人︑長期病患者︑
過重人士及長者。

好轉反應
服用功能性營養補充品後的好轉反應

改善過程中︐可能有以下的好轉反應

較輕微的反應 : 疲累﹑頭昏﹑肌肉酸痛﹑肚瀉﹑皮膚痕癢﹑放屁等

較嚴重的反應 : 頭痛﹑頭暈﹑關節痛﹑發燒﹑濕疹﹑嘔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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