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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補給

想要有漂亮的身形，健康活到老，

光靠吃得少、吃得清淡已經不夠，更要鍛鍊肌肉，

年老時也不怕肌力退化甚至得到肌少症。

有足夠的運動，可以減緩肌肉流失與功能退化，

同時運動還可舒壓、提升注意力與提升幸福感，一舉多得。

而養出肌肉最重要的絕對是適當運動＋飲食補充，

怎麼吃，運動效果才能達到最佳化，

又該怎麼補充全方位運動營養，

現在就幫助你一次到位。

完美體態一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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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實肌肉帶出完美體態
健康亮麗相隨

隨著運動風氣的盛行，美麗的身材標準也漸漸朝健康方向靠攏，

餓肚子達到的纖瘦身形已經 OUT ！適當運動搭配上適當飲食，

鍛鍊出彈性、緊實的肌肉，才是健康又美麗的象徵，

但怎麼吃、何時吃？分成運動前、中、後一次解析！

運動前補充運動能量，挑選低 GI 碳水化合物
有一學派認為空腹運動能夠達到最爆發性的運動成績，但這最好在專家判斷下進行。因為

血糖太低容易導致暈倒，身體也會分解肌肉以產生能量，所以最好不要挨餓運動。事實上任
何的活動都需要能量，適當的能量補充可以幫助提升運動表現。在運動的前 1~2 小時，補充
低 GI 的碳水化合物，未精製過的澱粉如糙米飯、五穀、全麥麵包、雜糧麵包、地瓜等等，血
糖穩定供應全身細胞，不囤積脂肪就不容易變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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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實肌肉帶出完美體態
健康亮麗相隨

隨著運動風氣的盛行，美麗的身材標準也漸漸朝健康方向靠攏，

餓肚子達到的纖瘦身形已經 OUT ！適當運動搭配上適當飲食，

鍛鍊出彈性、緊實的肌肉，才是健康又美麗的象徵，

但怎麼吃、何時吃？分成運動前、中、後一次解析！

運動中避免產生運動不適
補充水分與適當電解質 
一般日常運動過程中，都會伴隨著大量流汗，除了流失水分，也使電解質降低，

導致口渴、抽筋、疲憊、噁心、脫水、無力等狀況，這是因為電解質可以維持體內體液、
酸鹼、滲透壓等平衡，並且影響神經傳導與肌肉細胞等功能，因此除了多喝水，也要
補充電解質，才能夠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也可以避免熱衰竭！

運動後注重增肌營養
補充蛋白質與胺基酸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與美國膳食協會早在 12 年前就曾公開肯定「運動後營養補充」

的重要性，尤其在中高強度的有氧運動後，身體非常需要恢復精力與修補肌肉。運動
後的 30 分鐘內，肌肉攝取營養的能力比脂肪高，是黃金補充時間，這時候最需要補充
的營養就是優質蛋白質或是胺基酸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與胺基酸幫助運動後肌肉修
復，而碳水化合物則幫助蛋白質的合成，兩者相輔相成，幫助增肌，同時讓體能回復，
縮短運動後的疲憊感。

胺基酸與優質蛋白質
快速補充所需營養
蛋白質是胺基酸組成的營養素，兩者都有助於肌肉修復，尤其人體無法自行合成，必須從食物中獲

得的必需胺基酸，含有幫助增肌的營養，對肌肉修復更為重要。且胺基酸分子相較蛋白質更小，運動後
若希望掌握黃金 30 分鐘補充時間，直接補充胺基酸補給品，較一般蛋白質吸收更快。
而蛋白質存在很多食物中，是人體細胞、組織的主要構成，平日補充足量的天然優質蛋白質，也有

助於肌肉生長。天然優質蛋白質指的是含有豐富完整的必需胺基酸，同時吸收率高的蛋白質，如雞蛋、
大豆蛋白、魚類、貝類、雞肉等等，若希望能攝取無乳糖、無膽固醇的蛋白質，可以選擇使用優質蛋白
質補充品，營養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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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運動員必須讓身上的每一塊肌肉都靈活作用，並且減少脂肪帶來的重量，因此在體
脂肪與體重維持都很講究，因為每個人的運動強度、心跳、運動時間、排汗量不同，各自需
要不同的運動營養，但最重要的莫過於「提供能量、補充電解質、強健肌肉」三大面向，以
及保持低GI 飲食，不讓自己的血糖忽高忽低，維持在穩定的狀態。

跟著專業運動員
  學減脂增肌！

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增加肌肉，減少脂肪？不如參考專業運動員的基本概念，

徹底瞭解運動營養的重要性與吃的方式，輕鬆達到目標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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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路跑十分盛行，不少人會晨起跑步或是利用假日練跑，但是有
更多的人都是自己跑一跑，只注意距離與速度，達成目標之後就覺得運
動結束了，其實更重要的是搭配運動而進行的運動營養。甚至更多人以
為餓著肚子去跑步可以減少腸胃負擔，有助跑步的成績，但其實長跑是
屬於中高強度的運動，身體的能量會大量消耗，如果沒有給予足夠、適
當的食物，不但運動的成績不好，甚至會造成肌肉組織受損，因此適時
補充足夠的運動營養是非常必要的！

跟著專業運動員
  學減脂增肌！

不知道應該要怎麼樣增加肌肉，減少脂肪？不如參考專業運動員的基本概念，

徹底瞭解運動營養的重要性與吃的方式，輕鬆達到目標線條！

精實的肌肉會讓運動表現更好，而蛋白質與胺基酸都是對強健肌
肉有助益的營養，除了準備良好的蛋白質食物，蛋白質營養補充
品也是不錯的選擇。只要好消化，不管動、植物性來源皆可，有
助一天的營養補充。而胺基酸分子較蛋白質分子小，吸收更快，
可於運動 30 分鐘左右補充，加強關鍵營養素。 

陳彥博的運動營養重點提醒

超馬好手 陳彥博

運動營養補起來～

運動時需要補充能量，身體有能量，運動表現會更好，千萬不能
夠又餓肚子又去運動，能量可以透過碳水化合物來補充。

運動中大量的流汗會造成電解質的流失，要記得適時補充，才可
以避免因運動產生的嘔吐、暈眩等不適狀況。

提供能量

補充電解質

強健肌肉

當運動長達 30 分
鐘以上，並且維持
心跳率在120~160/
分鐘，就必須要補
充運動營養。而如
果運動超過 1 小
時，就要開始補充
電解質。

運動 30分鐘左右，可以特別補充增肌的營養品，運動後搭配補充胺基
酸與蛋白質，對於肌肉合成的效果非常好。

每天注意蛋白質的補充量是不是
足夠，避免一口氣吃進一堆，而
是將一天應該要攝取的份量均勻
的分布在不同的時間點，讓身體
能夠緩慢且高效的吸收。

在30~50公里以上的長跑訓練，
陳彥博會在半小時之後進食，補
充肌肉耗損，並且直接補充蛋白
質營養，或是搭配米飯、饅頭、
地瓜等碳水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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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風潮崛起
養出小新肌最夯

近年來台灣健康意識抬頭，健身與增肌訓練更是運動風潮主流，

對美麗的價值觀也逐漸改變，過往對於健身的刻板印象都是練出大塊肌，

近年則以精實的「小新肌」蔚為風潮。

不只擁有美麗身形，更帶來好心情與健康 
運動不僅讓身形變得更好，更能排解壓力與提升體力，無論是為了提高代謝率與塑造身形的男

性或女性，上班族與熟齡族群也開始加入運動健身風潮。運動時，大腦會產生多巴胺、血清素與
腦內啡，可以改善情緒、提高注意力與降低壓力，並增加幸福與滿足感。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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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風潮崛起
養出小新肌最夯

近年來台灣健康意識抬頭，健身與增肌訓練更是運動風潮主流，

對美麗的價值觀也逐漸改變，過往對於健身的刻板印象都是練出大塊肌，

近年則以精實的「小新肌」蔚為風潮。

A女生要練成渾身肌肉的金剛芭比難度其實非常高，
除了非常高強度的運動，還要
克制飲食，並且補充超大量的
蛋白質才有辦法達成。一般正
常的運動，搭配健康飲食，只
會讓你結實沒有贅肉。

A減脂跟增肌分開講是有道理的，並不是減少了脂肪就會增加肌肉，通常想要減少脂肪必需要靠會喘、會大
量流汗的有氧運動來達到消耗熱量的目的，而增肌則是
靠重訓，利用短時間爆發力、高運動強度達到破壞肌肉
纖維，促進肌肉再生的循環，來達到增加肌肉的目的。

A其實天冷運動是最好的時刻！因為氣溫低會導致我們的基礎
代謝率提高，比夏天多 5%，相對
而言，此時只要動起來，運動達到
的瘦身效果會比在夏天好更多！

A炸雞除了蛋白質，含有更多的油脂成分，身體需要更多力氣與時間去消化，等到消化完已經錯過以蛋白質修補受損肌肉，並且累積肝醣的好時間了。如果運動之後不知道怎麼樣尋找適合的蛋白
質，不如挑選好的蛋白質營養補充品，以免運動的辛苦前功盡棄。

重訓又補充蛋白質，
好怕變成金剛芭比？

運動就可以把脂肪變成肌肉？

天氣冷只想吃，
減肥感覺超沒力

運動後吃雞肉最好，炸雞可以在此時開懷大吃了？

專家破解養肌迷思

辛辛苦苦運動，可別因為隨便的飲食壞了自己的努力，在運動各階段需要的營
養補充品，絕對要精挑細選；想要增加組織修復，肌肉合成，可以透過小分子
的胺基酸或大分子的蛋白質來補充。蛋白質以及其中的胺基酸都有助於養護肌
肉。日常補充蛋白質，補充一天營養；運動後 30 分鐘補充胺基酸形式的關鍵營
養，吸收更快。

最優質運動營養補充品

對於壓力大的上班族來說，運動更是舒壓良方，而邁向高齡化的台灣，肌少症是不能忽視的老人症狀。
30 歲之後肌肉會逐漸流失，40 歲至 70 歲肌肉量更是每十年減少 8%。除了年齡的影響，活動力不足也是主
要原因，因此適當運動與營養補充，鍛鍊出彈性、緊實的肌肉非常重要，搭配適當的運動營養補充，養出肌
肉的效果更好，不擔心老年活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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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了
    健康好菌！
你或許已經聽過不少益生菌對於健康的幫助，

但市面上琳瑯滿目的各種品項，

到底應該要怎麼挑？怎麼選？

菌株、菌種差別在哪？

一次搞懂益生菌的各種謎題，

才能夠選擇到正確的健康好幫手！

益生菌與腸粘膜
組成健康屏障
簡單來說，70% 的免疫力來自腸道，而

我們肚子裡有約 100 兆細菌，其中益生菌是
對身體有益的細菌。可以想像腸道的絨毛就
像一個個小座位，益生菌的數量如果足夠多，
或是適當補充益生菌，能讓他們先卡好位，
壞的細菌就沒有位置可以附著在我們身體，
並隨著消化、新陳代謝被排掉。益生菌與腸
粘膜一起組成一道屏障，維持腸道平衡、幫
助消化，進而調整體質，提升免疫力。

好菌先卡位
壞菌沒處作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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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胃酸
直達腸道健康終點
為什麼必須特別強調腸道的益生菌呢？

重點就在於胃酸其實腐蝕性超強，如果要以
吃來補充益生菌，在通過胃酸時，有不少都
會被殺死，像我們最常見到的乳酸菌，通過
胃之後只剩下 10% 的數量。經過挑選的優質
菌株，能夠抵擋胃酸，到達腸道時，還可以
保有 90% 以上的數量，這才是真正有效於健
康的益生菌。

挑選優秀菌株
聯手守護健康
以前益生菌的挑選重點放在菌種數量，其實益生菌也

有高低之分，好的益生菌重點不在有多少菌，而不同的菌
株對於健康幫助效果不同、腸道適應力也不同。菌株編
號可以讓我們清楚辨認，它就像是益生菌的身分證字號，
優秀的菌株順利抵達腸道的能力也更強，才真正對健康有
效，因此挑選益生菌時，可以由菌株編號來確認，是不是
適合自己的健康好菌。

好菌比一比

優秀菌株

一般菌種

市售益生菌 優質益生菌

夠強壯的菌株才優秀 菌株比菌種更重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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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天，喚醒肌膚原有的自我修復能力，快速恢復青春光彩，淡化老化痕跡，

從此改寫肌因命運，逆轉衰老膚況！

膚況逆轉勝關鍵奇蹟

14 天 改變肌因命運，加速自然修復力
肌膚原本就具備了自我修復的能力，但就像電腦使用一段時間後機能會下降一般，

這回春的機制也需要重整，新肌因 14 活膚組就有如重整鍵一樣，利用 14 天，一天一瓶
將肌膚的保濕度、緊實度、勻色度都回歸到最完美狀態，自然散發健康光彩。

12

BEAUTY

AW2_R12-R13.indd   12 2020/1/14   下午11:15



14 天，喚醒肌膚原有的自我修復能力，快速恢復青春光彩，淡化老化痕跡，

從此改寫肌因命運，逆轉衰老膚況！

膚況逆轉勝關鍵奇蹟

最具蛻變力的高效美肌系列
積雪草、迷迭香和紫錐花精萃組合而成的全新積雪草

複合精華，運用獨特微脂囊超導技術，以添加紐崔萊奇亞
籽油的新活化微脂囊包覆，能夠深入肌底，達到更深層且
更迅速的修復效果，修復力提升 150%，提升對老化的防
禦力達 217%，更在一開始使用，就讓肌膚保濕度提升到
179%，瞬間感受到奇蹟光透飽滿效果。

重要場合絕對亮麗登場
在緊急或是重大場合亮麗登場前就靠它了，除了能改

善肌膚長期的疲弱不振、沒有生氣，還能在兩周內快速見
證明顯肌膚變化，突破保養瓶頸，再創美肌巔峰，年齡與
環境因子再也不是美肌障礙。

新肌因 14 活膚組，
14 天恢復美肌活力，
再造青春彈力容顏光彩！

,,
,,

新活化微脂囊
源自紐崔萊
奇亞籽油

草本複合
配方

紫錐花 迷迭香

積雪草

+150%
修復力

+217%
防禦力

新肌因14負責了深層修復之後，外層的水分與屏障也不能少，就用膠原玻尿酸膠囊來幫助增加肌膚水嫩度，
強化新肌因 14 的修復功能，兩者搭配使用形成剔透的滋潤質地，吸收效果更佳，肌膚質地柔潤有光澤！

強化修復  一加一神助攻

14 天賦活彈潤
優惠組合
即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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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曼谷泰愜意
東南亞時尚之都曼谷，總是以最活力四射的鮮豔色彩，引領著世界旅人來到此處，

泰國現在流行的混血妝感更是不能錯過的時尚潮妝！

就是耀你目不轉睛！

蜜桃甜心
渾然天成的甜美感
眼眸、雙唇皆以蜜桃色點綴，清新柔
和的色調，沒有明顯的線條感，不但
減齡，更讓女生的甜美感一覽無遺。

STEP1  將玩色隨身彩妝盤 1 輕刷於
眉骨作爲提亮，再於眼窩處叠擦 2
增加眼眸立體感、提升甜美好感度。
STEP2  捨棄唇線筆，直接使用亮橘

色的玩色柔霧唇彩筆塗抹於雙唇，
讓唇形立體飽滿。

close

A D

B E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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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  以黑色細眼線液，沿著睫毛
根部描繪，將睫毛空隙填滿。

STEP1  閉上眼睛，以眼影
刷沾上玩色閃耀眼彩霜迷
幻灰紫，由睫毛根部輕輕
往上暈染超過眼褶處。

STEP2  玩色兩用眼彩筆翡翠綠沿著
眼褶內描繪，並且用手指輕輕推開
邊緣，不留下明顯的線條痕跡。

STEP2  桃紅色的玩色柔霧
唇彩筆塗抹雙唇之後，以
指腹或是棉花棒，將唇形
周圍暈染開來，更顯自然。

close

close

翡翠精靈

幻紫女王

寶石般閃耀的眼眸光芒

華麗浪漫的性感魅力

立體又深邃的眼睛是混血妝容的一大
重點，眼眸間以佛寺上的寶石色彩點
綴，為靈巧生動的眼波流轉增添光芒。

紫色是泰國皇室貴族色系，想要駕馭的好，
一定要注意暈染的技巧，用零失手的玩色閃
耀眼彩霜來上妝，輕鬆打造華麗混血感妝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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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暖你我的心！
冬季療癒暖心料理上菜

進入最冷的季節，可別天天火鍋、羊肉爐、薑母鴨，

吃得清爽健康也能充滿暖意，

以帶給人溫暖感受的食材、料理，動手為親愛的家人、朋友下廚，

一桌暖心暖胃的料理，就是如此簡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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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1. 將甜椒、櫛瓜切塊，加入 2大
匙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鹽、胡椒後一同攪拌。

2. 白花椰菜去皮切塊後，跟玉米
筍、抱子甘藍用熱水燙 3分鐘
後撈起。

3.在煎炸鍋中倒一點橄欖油起小
火，將所有的蔬菜一起下鍋
炒，加入義大利綜合香料與胡
椒、鹽巴調味。

4. 等炒到蔬菜表面有一點點焦黃
即可起鍋裝盤，食用前再淋上
紅酒醋。

TIPS：因白花椰菜、玉米筍比較不容易
熟透，因此用水燙過助熟，也可自由更
換蔬菜內容。

食材

櫛瓜 1 小條、甜椒 1 顆、玉米筍
1 盒、抱子甘藍 5~6 顆、白花椰
菜 1 顆、紅酒醋 1 大匙、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2大匙、鹽與胡
椒、義大利綜合香料少許。

食材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1 大匙、切塊土
雞腿肉 1支、去皮生薑半支、大蒜 3顆、
米酒 100 毫升、高湯 125 毫升、蜂蜜 1
大匙、八角 2顆、R&J 有機紅麴黑豆醬油
露60毫升、柳橙 1顆、香菜、海鹽適量。

作法

1.煎炸鍋倒入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將雞肉下鍋煎到皮呈現金黃色之後，撒
上海鹽稍微調味一下後起鍋。

2.煎炸鍋保留約一匙油，將切好絲的薑、
大蒜切片、米酒、高湯、蜂蜜與八角、
柳橙榨汁，加入 R&J 有機紅麴黑豆醬
油露煮沸之後，將八角取出。

3. 將雞肉放進鍋子中，均勻的沾上醬汁，
以小火持續加熱至收乾湯汁。

4. 取出雞肉擺盤，淋上醬汁，撒上香菜，
再擺上切片後的柳橙裝飾即可。

TIPS：步驟 2 中，將八角取出是
因為八角煮過久會出現苦味，提
早拿出可只取香氣。如果怕油膩
的人，步驟 1 的橄欖油可以捨去
不放，用小火逼出雞油即可。

Cuisine 1

紅酒油醋
溫沙拉 

Cuisine 2

薑味橙汁香料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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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老薑 30克、八角 1顆、肉桂 1/2 支、咖啡粉 30克、
鮮奶適量、紅糖、巧克力粉適量、優質蛋白素 1匙。

食材

蘑菇 8~9 顆、蟹管肉 1 盒、紅蘿蔔 1/3 根、馬鈴
薯半顆、洋蔥半顆、麵粉 100克、雞高湯 200克、
奶油 30 克、白酒 100 毫升、Dorian 特級冷壓橄
欖油 1匙、優質蛋白素 1匙、胡椒適量。

作法

1. 老薑削皮後切片，放在 1 公升長柄鍋中與肉桂、
八角、200cc 的水煮沸，放置約 5分鐘。

2. 優質蛋白素以 250cc 的冷水調勻。
3.泡一杯黑咖啡，加入50~100cc的步驟1和步驟2。
4. 將鮮奶加熱後緩緩倒入黑咖啡中，加入適量的紅
糖及撒上巧克力粉即完成。

作法

1.將蘑菇切片、洋蔥、馬鈴薯與紅蘿蔔切丁備用。
2. 優質蛋白素用 250cc 的冷水調勻備用。
3. 倒一匙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在 1 公升長柄鍋
中，加入奶油與洋蔥，炒到金黃色，倒入白酒
100 毫升，再加入紅蘿蔔、馬鈴薯、蘑菇一同
炒到變軟。

4. 加入過篩麵粉炒到有香味，加入高湯、步驟 2，
攪拌均勻待水滾後放入蟹管肉煮熟後關火，撒
上胡椒就可以上桌。

TIPS：在洋蔥熟透就加白酒，才有足夠的時間將酒精揮發，
留下香氣。

TIPS：薑片也可以用薑泥取代，但要記得濾去薑的纖維殘渣，
才不會影響口感。

Cuisine 4

薑汁拿鐵 

Cuisine 3

蘑菇蟹肉濃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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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鮮奶油 150 毫升、牛奶 150 毫升、糖 25 克、雞蛋 2
顆、吐司 6 片、香蕉 1 根、鹽少許、70% 苦甜巧克
力 5~10 克。
・焦糖醬：砂糖 100 克、鮮奶油 30 毫升。

作法

1. 牛奶加熱後關火加入糖與鹽攪拌融化，再加 150
毫升鮮奶油攪拌到變溫涼之後，加入蛋液攪拌
均勻。

2. 將吐司放入步驟 1中，浸泡大約 15 分鐘。
3. 焦糖醬：用 1 公升長柄鍋倒入 30 毫升鮮奶油及
砂糖，煮到呈現焦糖褐色。

4. 取出吐司，用煎炸鍋開小火煎到兩面都呈現金
黃色。

5. 把香蕉切片鋪在吐司上，淋上焦糖醬之後灑一
點巧克力碎片即可。

TIPS：吐司浸泡的時間要足夠，才能夠完全吸附飽滿，可以
放在盒子中蓋上保鮮膜放置冰箱約 15 分鐘後再下鍋煎。

�上�� � � � � � � � � � � � � � � � � � �發現更多食譜

Cuisine 5

焦糖芭娜娜法式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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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享受
愛與純淨的居家空間

新的一年開始，年前努力打掃的居家環境，

讓煥然一新的氣象為全家帶來希望。

家中純淨美好的一切總是讓人安心放鬆，不用擔心外界的傷害、污染，

沒有停不了的發癢、噴嚏。在 PM2.5 環伺、空污問題不斷加劇的年代，

維持這樣乾淨零負擔的環境並不容易，還好有安麗一起幫你完成。

並邀請超人氣小兒科醫師許登欽，

傳授潔淨居家的重點與空氣清淨機的挑選訣竅，

讓家，真正成為最溫暖心安的所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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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潔淨
居家掃除

打掃時使用的清潔劑，其實
也可能是隱藏的污染源，因為有
許多清潔劑的揮發氣體都帶有高
濃度的化學污染，因此最好小心
謹慎挑選有環保標章、通過皮膚
醫學測試的才安心！

大口呼吸
潔淨空氣

好 的 空 氣 清 淨 機，
重點就在空氣淨化技術，
當空氣流動進機器時，主
動過濾掉過敏原、細菌、
病毒，以及懸浮微粒等有害
物質。

定期清潔 
安心喝水

高效能的淨水器，除了定
期更換濾心，也需要定期清潔
保養，才能確保喝進純淨好水。
來看看淨水器如何清潔保養，
新年喝水更安心！

PURE W
ATER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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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乾淨，家人健康也放心
年前大掃除時，你一定體驗過：為求快速打掃而購買的超強力清潔劑，一使用，氣味嗆到要

令人戴口罩。雖然清潔力強到驚人，但你有沒有想過，它對人體的傷害有多大？尤其冬天氣溫
低，鼻黏膜內的神經受到冷空氣刺激，抵抗力弱的人會更容易引發過敏，如果打掃時有大量灰
塵、塵蟎，再加上清潔劑揮發的氣體，對於鼻子過敏的人是很大的刺激，因此在打掃家裡時，清
潔劑最好挑選天然成分，可生物分解、通過皮膚醫學測試並獲得安全標章的產品，並在使用時將
門窗打開增加空氣對流，讓居家乾淨的同時，家人也健康安心。

環保．安全．高效
   讓我們在家更安心！

居家環境中許多看似無害的東西，其實潛藏危機，

小兒科醫師許登欽在分享過敏誘發因子時，就提到包含裝潢甲醛、

清潔劑揮發物都是嚴重的刺激物，尤其為追求強力速效，清潔劑濃度都非常高，

環境看似乾淨了，卻污染了身體，這個問題特別要注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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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清潔美好生活
維持居家清潔的同時，也別忘了安全健康！ Amway Home 家庭清潔系列不但純淨安全，更

兼具環保高效，榮獲美國環保署 Safer Choice 標章，代表產品配方比傳統清潔劑更安全、更環
保。居家生活的清潔問題就放心交給 Amway Home，為全家人帶來最純淨美好的環境！

L.O.C.
多用途強效清潔劑 
一瓶多功用，尤其針對地板
頑固髒污特別有效，以高濃
度、生物分解的環保概念製
作，配方溫和不傷手，一瓶
KO 全家髒污。

廚房強效清潔劑
獨特瓦解油垢配方一次清除排
油煙機油垢、瓦斯爐焦黑，廚
房地板黏膩感這種魔王等級的
髒 污， 經 美 國 環 保 署（EPA）
嚴格審核認證，安全不傷廚具。

晶亮軟性洗潔劑
溫和研磨廚房、浴室中的光
滑表面，除去髒污卻不留下
刮痕，不管是鋼鍋、 壺具、
爐 台、 水 槽、 馬 桶、 洗 手 台
等，都能快速恢復光亮潔淨。

浴廁強效清潔劑
椰子油界面活性劑與天然
來源發酵的檸檬酸，有效
去除皂垢、水垢等各種頑
強 污 垢， 更 帶 來 芬 芳 氣
味，髒污完全不留痕跡。

TIPS 淨水器也別忘了清！
為我們過濾安心好水的益之源淨水器，新年打掃時可別忘記為它
做清潔保養，尤其是分流器與鵝頸水龍頭噴嘴！分流器的隔塵網，
平常會攔截、降低空氣中塵埃、細菌雜質，
更要定期清洗，鵝頸水龍頭噴嘴在水槽旁容
易在用水時受到噴濺，定期清洗才乾淨。機
身則可以用擦拭布沾水或清潔液擦拭外表。

利用多用途強效清潔劑 15 毫升，倒
入空瓶並加入 1 公升的水輕輕搖晃混合後即可使用。

 掃描觀看
分流器
清潔攻略

 掃描觀看
鵝頸水龍頭
清潔攻略

用什麼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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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污染比你想得多更多！
我們平時想到的空氣污染，不外乎專家常提到的 PM2.5（空氣中 2.5 微米的懸浮微粒）、車

子排放廢氣、寵物毛髮、塵蟎等等，但其實污染源比我們想像得多更多，包含廚房油煙、清潔劑
揮發物、噴墨印表機等等都可能是誘發過敏的來源，可別以為打個噴嚏，抓個癢就沒事了，PM2.5
因為體積細小，可以一路經由呼吸穿透沉積到肺臟中的肺泡，進入血液，危害的可是全身健康！

Bye Bye 過敏原
拒當人體空氣清淨機

為什麼現在的過敏狀況如此嚴重？

一換季、一起床噴嚏不斷，動不動就皮膚搔癢，人體雖然有最精密的過濾系統，

但一直當人體空氣清淨機，身體可是吃不消！即使沒有過敏體質，

污染如 PM2.5 也有可能引發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問題，不能不先預防！

許登欽醫師點出幾個我們常忽視的過敏重點，一起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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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清淨機
首重潔淨效能

並不是每一台空氣清淨機，過濾後的空氣都會還原成好
空氣，因為空氣清淨機通常有過濾大小的極限，這些規格可
以在產品說明上找到。一般而言，頭髮的粗細大約是 70 微
米、PM2.5 則是 2.5 微米、流感病毒是 0.098 微米，因此要
將這些全都濾掉，最少需要過濾範圍能夠到 0.098 微米以
下。SKY 逸新空氣清淨機的過濾系統可以捕捉小至 0.0024
微米的懸浮微粒，就是很不錯的選擇。

空氣清淨機的開啟時間其實也大有學問，為了使室內空
氣經常保持清新，空氣清淨機可以持續開啟。如果室外空氣
不錯的時段可以開窗，保持室內室外的空氣流通，以利空氣
循環。但如果室外正好是車水馬龍、工地建設、空污警報等
空氣品質很差的時候，最好關了窗再開機，以免永遠濾不完
髒污。而現代家長最怕的塵蟎問題，可以空氣清淨機搭配除
濕機、冷氣等使空氣乾燥的機器，因降低室內濕氣，也有助
於降低塵蟎生長速度。

過敏體質，可以一生都不過敏？
我先來告訴大家，現在爸媽最怕的寶寶問題，就是過

敏。其實過敏是一種遺傳疾病，簡單的說，就是對於環境刺
激物產生過度反應，而通常皮膚、鼻子、氣管是最常見的過
敏器官，因此如氣喘、異位性皮膚炎等等就是最常見的過敏
症狀。

我們無法改變遺傳的體質，但是可以遠離過敏原，不讓
過敏症狀被誘發，或者是減緩過敏症狀，正因爲如此，居家
的空氣品質更顯重要了！畢竟人一天最少有 8 至 10 小時待
在家中，而能夠維持家裡的好空氣，就靠空氣清淨機了！

我熱愛開窗讓家裡空氣流通，
只要密閉空間就會讓我覺得不

舒服，但有時室外空氣其實不一定比室內空氣乾淨，
這一點實在讓人困擾，在逸新空氣清淨機來到家中
幫我嚴格把關空氣品質之後，我發現不開窗也不會
悶、開窗也不擔心，更重要的是它淨化空氣時真的
好安靜，淺眠的我睡覺時開也不會吵，一回到家，
進到臥室，就像聞到山中大自然清淨舒爽的空氣，
讓人感覺好舒服。

老婆懷孕後對於氣味變得非常
敏感，不管是煮飯油煙味、食

物氣味、外面飄進來的空污，都讓她十分難受，但
在逸新空氣清淨機進駐家中後，立刻解決了這個問
題，而我自己每天在外被許多臭氣騷擾之後，最期
待的就是回家呼吸乾淨空氣，使用 SKY 的晚上甚至
感覺像睡在花蓮山中，實在太舒服，早上也不會鼻
塞或打噴嚏，一次解決兩人問題！

「看不到」的往往是最可怕
的！幸好 SKY 就是可以過濾
PM0.0024 啦！「300 種以上」

的污染源都能解決，而且
氣味濾淨超有感，空氣很
快都變清新了！

使用者：  薛亘惠
產品滿意 ★★★★★

使用者：  黃丞漢
產品滿意 ★★★★★

使用者：  李冠萱
產品滿意 ★★★★★

在家享受山林間的清新

還給孕婦清新舒服空氣

最安靜的空氣管家

SKY 鐵粉使用心得
家裡的清新世外桃源 Fu

人氣醫生  來解惑許登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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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顆精萃  來自海洋的純淨珍稀

堅持真營養  自然更放心

紐崔萊堅持發掘大自然的珍貴營養

以 尖 端 科 技 淬 鍊 優 質 魚 油

紐崔萊創辦人卡爾‧仁伯先生，自1954年開始海洋資源的探索，紐崔萊堅持以自然理念生產魚油。嚴選

自純淨的挪威峽灣，再沿著富含營養的秘魯洋流來到南太平洋，捕撈鮮美魚群。每顆魚油的EPA與DHA

含量為3:2，接近天然魚脂肪中的最佳比例。以真空抗氧化科技萃取魚油，並添加精準劑量天然維生素E  

保護Omega-3脂肪酸，限時72小時製成膠囊，確保新鮮！重金屬及環境毒素檢驗標準，包含鉛、汞、砷、

鎘、戴奧辛與多氯聯苯，符合歐盟國際規範，以及高達25道品管關卡，承諾你每一顆魚油皆新鮮純淨，

帶來優質營養，為全家人邁向極致健康。

複 合 魚 油 膠 囊
訂貨代碼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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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TTER PLUS

生活的每一樣東西

都值得精挑細選，不僅照顧自己，

更照顧我們所愛的人。

Amway Select
嚴選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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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淨生活高效美肌

極淨守護 
自在深呼吸
逸新空氣清淨機
每 分 鐘 8,500 公 升 濾 淨 量，
有效過濾小至 0.0024 微米的
懸浮微粒、300+ 種污染物，
運轉聲量卻只有 26 分貝，還
能遠端操控，時時監測，啟
動智能淨化新時代。
訂貨代碼：
2070 含安裝（一次付清）
2071 含安裝（分 6 期）
售價：41,000 元

5 年保固
享好水
益之源淨水器
獨 創 雙 淨 化 2 合 1 濾 心 匣，
結合高密度活性碳與紫外線，
過濾超過 160 種雜質與有害
物質，有效滅除 99.99% 細菌
病毒，更榮獲 NSF 美國國家
衛生基金會多項全機認證，5
年保固安心喝好水。

分流器組 -5 年保固
訂貨代碼：
8856 ( 一次付清 )
8857 ( 分６期 )
售價：29,045 元

鵝頸組 -5 年保固到府安裝
訂貨代碼：
8864 ( 一次付清 )
8865 ( 分６期 )
售價：31,790 元

桌上型熱水機
-5 年保固
訂貨代碼：
8860 ( 一次付清 )
8861 ( 分６期 )
售價：33,650 元

* 益之源完整供貨品項
   請見安麗官網。

即將上市

植萃超修復 
14 天賦活無齡肌
肌因 14活膚組

全新 Phyto-3 積雪草複合精華，短時間提升肌膚修復能力。
獨特新活化微脂囊增強老化防禦力，歲月再也不是你的對手。
突破保養瓶頸的最佳選擇，有助於提升日常保養的效果。

容量：1.5 毫升 14 入
訂貨代碼：4262
售價：7,350 元

A BETTER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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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優選 

家用清潔

古法精釀 滴滴珍味
R&J 有機紅麴黑豆醬油禮盒
嚴選有機黑豆與天然紅麴，為食物增添絕佳好滋味。
內含：有機紅麴黑豆醬油膏 420 毫升、
有機紅麴黑豆醬油露 420 毫升
訂貨代碼：9712
售價：630 元

美食純淨新主張
DORIAN 特級冷壓橄欖油
天然、無污染，使用「直接
壓榨」萃取的第一道橄欖油，
富 含 維 生 素 A、D、E、K 及
豐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7901
售價：460 元

完整套組 靈活搭配
原味複合金鍋 21件組
多層式結構設計，導熱迅速均勻，一口爐火即可完
成多道料理；完整套組，輕鬆變化各式各樣的健康
佳餚，層疊幸福好食光！
訂貨代碼：2050（一次付清）、2084（12期無息分期）
售價：23,450 元

容量：1公升 2瓶
訂貨代碼：7148
售價：900 元

廚房強效
清潔劑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1075
售價：240 元

浴廁強效
清潔劑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1077
售價：240 元

除垢高手不留痕跡

L.O.C. 多用途
強效清潔劑
容量：1公升
訂貨代碼：1074
售價：210 元

晶亮軟性
洗潔劑
容量：500 毫升
訂貨代碼：1078
售價：17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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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麗購  
輕鬆Go，最Easy

玩色隨身彩妝盤 
結合以珊瑚橘色爲主調的 3
色眼影、3款腮紅及專業打亮
的隨身彩妝盤，一盤打造宛
如陽光灑落在曼谷大皇宮的
浪漫迷人妝容。
容量：眼影 3 色各 2.4 公克、

腮紅 3 色各 4.5 公克
訂貨代碼：3663
售價：1,100 元

玩色閃耀眼彩霜 
以曼谷五光十色的夜生活為靈
感，打造 3款閃耀動人的眼彩
霜，質地滑順超顯色，眼影飾
底成分，長效持色 8小時。
容量：3 公克
訂貨代碼：      金屬摩卡 3656

閃耀粉棕 3657
迷幻灰紫 3658

售價：550 元

玩色兩用眼彩筆 
富含芒果籽油、乳油木果油的滑順質地，
讓你在眨眼瞬間，宛如曼谷佛寺上點綴
的寶石般閃爍動人光澤，綻放異國風情。
容量：1.4 公克
訂貨代碼：      翡翠綠 3659

紫羅蘭 3660
售價：450 元

玩色柔霧唇彩筆 
芒果籽油、乳油木果油
的奶油質地，就像作畫般
的輕鬆好上手。時尚絲絨霧
面妝效，曼谷市集的繽紛多彩
和時尚風格，躍然呈現雙唇！
容量：1.8 公克
訂貨代碼：      玫瑰 3651        

棕紅 3652
豆沙 3653        
亮橘 3654
桃紅 3655         

售價：450 元

雅芝城市彩妝
曼谷系列

AmSpace 安麗空間    台北 2 月 6 日全新開幕 
台北智能體驗中心全新升級為 AmSpace 安麗空間！這是安麗精心打造的旗艦式生活化體驗
中心，結合美顏、美食、美形等最夯話題，提供同好相聚的空間。多元化、生活化、場景化
的實體空間，滿足你對美好生活的想像。讓健康、輕鬆、歡樂、年輕的 AmSpace 安麗空間
成為你的社群生活新亮點，加入精彩的安麗生活圈，就是這麼簡單！

A BETTER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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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敷小清新 呼呼NG肌 
3種功效   1次擁有 

煥亮

舒緩

保濕

Coming Soon.....
小清新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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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實現無齡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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