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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效用陳述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驗證。
本產品並非預期作為診斷、治療、治癒或預防任何疾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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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唯一款針對兒童和吞嚥障礙的成人所研發的專利營養配方。a2z 兒童嚼錠結合維生
素 B 群和維生素 A、C、E 以及草本萃取物，每日服用能維持健康的細胞生長並提升益壽的功效。*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設計與 dōTERRA 野橘風味的 IQ 脫臭魚油一同食用做為全方位的營養補給，能維護
健康的免疫力和認知機能並提供抗氧化的防護功用。*  

概念

細胞壓力主要來自於附著在其他健康分子上的自由基且會導
致身體的傷害。細胞具備抵抗自由基的能力，其利用富含電
子的分子稱作抗氧化物，如維生素 A、C 和 E 以及其他物質
（如超級食物和賦活植物精華的成分）來中和自由基分子。* 
除了提供外源的抗氧化防護來抵擋自由基的損害外，a2z 兒童
嚼錠中的多酚類也能維護內源的防禦並促進身體製造之抗氧
化物的重複利用。* 藉由為細胞 DNA 提供抗氧化防護，a2z 
兒童嚼錠亦能促進健康的細胞機能。*

除抗氧化物外，a2z 兒童嚼錠亦含有細胞能量來源的維生素  
B 群，其為細胞能量非常重要的代謝因子。* 越來越多的證據
顯示就算飲食份量再多，我們所攝取的維護最佳健康狀態相
當關鍵的必需營養素的數量比起過往減少許多。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提供均衡、高品質的營養補充品，其設計為提供用
以維持理想活力和健康的必需營養素，這些是你和孩子的日
常飲食中很可能不足的部分。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非常適
合孩童與習慣服用嚼錠的成人。* 此嚼錠口感香甜且對於想要
增加維護健康細胞生長和益壽功效的必需營養素以及抗氧化
物的使用者來說更是完美的選擇。

主要功效

•  安全適用於四歲以上的兒童及慣於服用嚼錠的成人
•  提升認知機能配方：膽鹼、磷脂絲胺酸、肌醇
•	香甜西瓜風味	
•	不含高果糖玉米糖漿、人工色素、甜味劑或香料
•	 	含有超級食物配方能幫助維護整體機能和身心健康
•	 	含有	dōTERRA	的專利賦活植物精華配方
•  均衡的必需維生素配方，含有抗氧化維生素	A、C	和	E	以
及細胞能量來源的維生素	B	群*

•  含有生體可用的礦物質如鈣、鎂、鋅、銅、錳
•	 	精心設計與	IQ	脫臭魚油一同食用做為全方位的營養補充根
基以擁有終生的活力與健康*

do–TERRA a2z Chew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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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四歲以上孩童：每日兩錠，與餐一同服用。成
人每日至多三錠。

注意事項

懷孕、哺乳女性及有特殊疾病或特殊體質、過
敏體質者，請先諮詢醫師再使用。安全封瓶膠
條若損毀或遺失請勿食用。本產品不含麩質、
乳製品、小麥、大豆、蛋或堅果食品。四歲以
下兒童請先諮詢醫師再使用。

警告語

意外服用過量的含鐵產品為六歲以下兒童中毒
致死的主因。放置處應遠離孩童。如不慎意外
服用過量，請立即致電醫生或中毒管控中心。

常見問題

Q:	使用說明標示四歲以上兒童使用。四歲以下
兒童是否也能服用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

A:	是的。兩至四歲的兒童能安全地每日服用一顆
嚼錠並需諮詢醫師。

Q: 孩童至幾歲後可從服用	dōTERRA a2z 兒童嚼
錠轉為	dōTERRA 終生保健套裝？

A:	dōTERRA	終生保健套裝設計適用於十二歲以
上或至少	46	公斤以上的孩童。a2z	兒童嚼錠
已能符合一般孩童的營養需要。

Q: 請問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的成分為非基因
改造且無麩質嗎？

A:	是的，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的成分是非基
因改造並且也不含麩質。

Q: 是否需擔心孩子會攝取過多的鐵質？
A:	四歲至九歲孩童每日建議攝取量為	10	毫

克。孩童可安全服用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
每兩顆所含的	5	毫克。經飲食攝取的鐵質數
量有所不同，此含量能確保孩童獲取需要的
攝取量。另外的	5	毫克並不會造成任何鐵質
過量帶來的負面影響。孩童每日可攝取鐵的
最高劑量為	40	毫克且一旦身體擁有足夠的
份量，其具有自動停止吸收的機制。本產品
設有兒童安全瓶蓋，此外本產品放置處請遠
離孩童，以避免孩童一次服用過多的嚼錠。

Q: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是否比賣場販售的綜
合維生素軟糖更加適合孩子？

A:	dōTERRA	a2z	兒童嚼錠擁有十種維生素百分
之百的每日所需營養比，同時提供礦物質再
加上超級食物配方以及賦活植物精華配方。
大部分市售的綜合維生素軟糖只含有少量的
維生素且幾乎不含礦物質。此外，a2z	兒童嚼
錠比起一般的綜合維生素軟糖含糖量較低。
亦不含人工香料、甜味劑或色素。	

建議搭配產品
•	 IQ	Mega	脫臭魚油
•	 TerraGreens®	綠能蔬果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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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a2z CHEWABLE™ 
兒童嚼錠

60	顆嚼錠
產品編號:	34500001
會員價:	$19.50
零售價:	$26.00
PV:	15

 
 

  

 

   

 

 

 

 

  

 

 

    

  

  

 
 

  
 

   

 
   
  

 

 

所有公司商標或版權符號為	dōTERRA	有限公司的註冊商標。

美國產品資訊頁僅限於在美國銷售–中文繁體

四歲以上兒童
每日所需營養百分比

營養標示
每份食用量	2	顆嚼錠
本包裝含	30	份

每份兩顆嚼定含量

認知機能配方	 								15	毫克		 **
膽鹼（重酒石酸膽生僉）	 	 5	毫克	 	* *
磷脂絲胺酸（葵花籽磷脂）		 	 5	毫克	 	* *
肌醇	 	 5	毫克	 	* *

超級食物配方	 	 282	毫克		 **
鳳梨粉、石榴萃取物、檸檬生物類黃酮、螺旋藻、	葵花油、米糠、	
甜菜葉粉、青花菜粉（地上部分）、	糙米、胡蘿蔔粉（根）、玫瑰果粉、	
菠菜葉粉、蔓越莓粉、芒果粉

Alpha	CRS+	Blend		 10.5	毫克		 **
葡萄籽萃取物、番茄萃取物（番茄紅素）、金盞花萃取物（葉黃素）
	

			*百分比以每日	2000	大卡攝取量為基準值
			**每日基準值未規定

其他成分:有機蔗糖、微晶纖維素、檸檬酸、麥芽糊精、蘋果酸、棕櫚酸、	
二氧化矽、單酸甘油酯與二酸甘油酯、硬脂酸、硬脂酸鎂、甜菊萃取物、阿拉伯膠、
天然西瓜調味料、食用化製澱粉、磷酸氫鈣、明膠、棕櫚油、玉米粉、甘露醇、	
蔗糖、海藻酸鈉、碗豆澱粉、抗壞血酸棕櫚酸酯、乙基己基甘油、游離脂肪酸、	
碳酸氫鈉、纖維素、瓜爾豆膠、葵花卵磷脂、迷迭香萃取物

警告語:意外服用過量的含鐵產品為六歲以下兒童中毒致死的主因。放置處應遠離孩童。	
如不慎意外服用過量·請立即致電醫生或中毒管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