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ria®

• 全天然成份來源

• 最理想的品質

終極抗氧化劑

Nutria 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抗氧化劑，能保護你的身體免受現代生活帶來的毒素影響。它是一種革命性抗氧化補充
劑，裏面有多種重要維他命、礦物質、和植物性營養，對免疫系統大有裨益。

蒜頭粉
蒜頭裏有一種活躍物質—蒜
氨酸，能增強免疫系統，也
被証實能降低膽固醇。

花椰菜粉
花椰菜和西蘭花、甘藍菜一
樣，同屬一個植物家族，與
西蘭花一樣有抗癌的功效。
花椰菜含有蘿蔔硫素和異硫
氰酸鹽。這兩種植物性營
養令花椰菜起保護細胞的作
用。

胡蘿蔔粉末
胡蘿蔔含非常高的自然β胡蘿蔔素，能保持眼睛功能
的健康，並且也是一種強而
有力的自然抗氧化劑。

甜菜根粉末
甜菜根含有甜菜鹼，有證據
顯示甜菜根能幫助去除肝臟
沉積的脂肪，維護肝臟健
康。

西柚萃取物
西柚在減輕體重和整體身心
健康上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是因為西柚能減低血液裏
胰島素的水平，而胰島素正
是控制脂肪燃燒的重要元
素。而且西柚還可能影響人
的食慾。

甘藍菜粉
甘藍菜是一種名叫花青素的
植物性營養的來源，能保護
眼睛功能，使其健康運作。
另一方面，甘藍菜也被證明
能減少潰瘍帶來的痛苦。

綠茶萃取物
綠茶大量含有一種叫兒茶素的
多酚抗氧化劑，所以綠茶能幫
助保持身體的細胞健康。人們
已知道配以適當的飲食，綠茶
能幫助防止某些疾病和癌症。
綠茶並且有促進身體燃燒脂
肪，從而減輕體重的功用。

蕃茄粉末
蕃茄裡的主要植物性營養—
蕃茄紅素是一種有名的抗癌
物質，也能幫助對付黃斑病
變和保持心臟健康。

菠菜粉
菠菜含有大量天然的鐵，能
增加血液裏的鐵含量，有助
保持身體健康，讓你日常生
活精力充沛。

洋蔥粉

草莓粉末
草莓含有多種不同營養素，而
其中的表表者當為維生素C。
草莓含有高量植物性營養和抗
氧化劑，這些都能對付自由
基。研究也顯示它能幫助對抗
老年黃斑病變(ARMD)和類風濕
性關節炎。

歐芹
這個烹調用香草，因它促進
消化的功能而被廣泛使用。
歐芹並且含有一種植物性營
養 ─ 槲皮素，有助治療消
化性潰瘍。

藍莓粉
藍莓含大量的抗氧化劑，能
夠保護腦部免因年月而退
化，也能幫助減低患上很多
慢性退化病的風險。而且，
就如同小紅莓一樣，藍莓對
尿道健康也大有裨益。

葡萄種子萃取物

玫瑰果
作為其中一種含最豐富天然
維生素C的植物，玫瑰果能
保護牙齒、齒齦、血管和微
絲血管，也能幫助對抗傷風
和感染。

西蘭花粉末
西蘭花含豐富蘿蔔硫素－一
種植物性營養，能幫助提高
免疫功能，防止某些類型的
癌症，和為肝臟解毒。

洋蔥自古已被吃用，來保持
心血管健康。洋蔥是蔥屬植
物，它和這種類的其他成
員，都能對血液凝固性起作
用，並對其他心血管疾病風
險因素有正面作用。

葡萄皮含大量兒茶素，被證
明能提高免疫作用，減少某
些癌症風險，並使膽固醇不
會積聚於動脈，維護心臟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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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粉末
芒果能提供大量的β-胡蘿
蔔素、鉀和維生素C。芒果
含有大量自然抗氧化劑，並
且也含有一種酵素，能促進
消化，讓腸胃得到紓解。

維生素A
維生素A能維持皮膚、眼睛、
骨頭、頭髮和牙齒健康，增
強免疫系統，也有証據顯示
它對囊狀纖維變性、傳染
病、夜盲症、支氣管炎、潰
瘍和傷口癒合有幫助。

鋅
鋅是一百多種酵素的基本部
分，涉及消化、新陳代謝、
生殖、和傷口癒合各方面。
鋅對於免疫系統有支持作
用，能幫助對抗感冒／喉嚨
痛、傷口癒合、孔羅氏病、
威爾森氏症都有幫助。

橙皮粉末
橙含有很高的維他命C和生
物類黃酮，能幫助保持牙
齒、牙齦、和結締組織的健
康。生物類黃酮也能促微血
管的健康。

菠蘿粉末
菠蘿含非常高的維生素C和
礦物錳。另外，菠蘿也含有
酵素菠蘿蛋白酶。這酵素能
幫助分解和消化飲食中的蛋
白質。

β- 胡蘿蔔素
人的身體能按需要將β-胡
蘿蔔素轉化成維生素A。β胡蘿蔔素也是一種有力的抗
氧化劑，能保護身體細胞免
受自由基侵襲，也能保護身
體細胞免受環境破壞。

鉻
鉻 是 葡 萄 糖 ( 血 糖 ) 正
常 新 陳 代 謝 的 根 本 要
素，因此，它對於體重
管 理 、 糖 尿 病 、 高 膽
固 醇 和 低 血 糖 症 都 有
幫助。

梅乾
梅乾抗氧化劑含量，在人類
已知的品種中，是最高的其
中一種！它的ORAC指數最
高，而ORAC是測量抗氧化
劑含量的指標。梅乾也能幫
助調整腸道規律。

靈芝
靈芝一向被中國王室尊之為
「不死仙草」，只供帝王服
用。研究顯示靈芝能增強免
疫系統，加強身體對疾病的
抵抗力。

維生素E
作為強有力的抗氧化劑，維生
素E幫助保護細胞膜、脂蛋白、
脂肪和維生素A免受破壞性的
氧化作用影響。也能幫助保護
紅血球細胞免受損傷。維生素
E能幫助癲癇症、免疫作用、動
脈粥樣硬化和運動表現。

維生素C
維生素C可以用作抗氧化劑，也
能維持骨頭、牙齒、膠原和血
管(微絲血管) 的健康。此外，它
更能促進鐵的吸收和製造紅血
球。維生素C 可幫助青光眼、感
冒、喉嚨痛、微絲血管損傷，
對運動表現和復原都有裨益。

覆盆子粉
覆盆子含有非常高的自然抗
氧化劑，並且含能幫助對抗
哮喘和乾草熱的槲皮素。

甘草根
甘草根被證明能增強免疫系
統，也是一種強力的抗氧化
劑，在中國數千年來已被使
用。時至今日，人們研究甘草
根對心臟健康的好處，這些好
處主要是由它強力的抗氧化功
能帶來的。

硒
硒為身體正常成長和發展的要
素，在甲狀腺功能中碘的使用也
是不可或缺。特種酵母形式的硒
也能減低某些癌症風險。硒能支
持免疫系統，對哮喘、動脈粥樣
硬化、傳染病、黃斑病變和類風
濕性關節炎都有幫助。

葉酸
葉酸對於製造紅血球是不可
或缺的要素。葉酸在脂肪、
氨基酸、DNA和RNA的新
陳代謝中舉足輕重，對於細
胞分裂和蛋白質合成也為必
須。維持適當的葉酸水平在
懷孕期間和對心臟健康至為
重要。

蘋果粉末
蘋果含一種叫做果膠的纖
維，這種纖維能夠幫助促進
規律。蘋果也含有根皮素，
能抑制細菌活動。它也含有
高量的一種很有用的植物性
營養─槲皮素。

五味子漿果
當代研究集中於五味子的非常
強的抗氧化特徵。抗氧化劑透
過摧毀自由基(損壞健康細胞的
不穩定的元素)，幫助維持細胞
健康。

鉬
這微量礦物質為DNA和
RNA的新陳代謝中的要素，
對哮喘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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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桃粉末
櫻桃含大量花青素，能保護
眼睛健康，也能促進身體細
胞的健康。櫻桃也含有大量
抗氧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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