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介紹 

過度飲食是體重管理問題最大的始作俑者。許多原因以及方式會導致飲食異常。有時是因為情緒性爆食、
吃下了許多零食或者超出正常飲食份量，也可能是吃太多不健康的食物以及缺乏蔬菜水果。重點在於控制
自己的食欲，攝取優質食物並且定時定量。

輕盈生活系列讓你能有效掌控自己的欲望並幫助你管理體重且達到提升健康的終極目標。輕盈生活的管理
系列(Contrōl)為即溶包，每日帶在身上善加利用控制食欲。管理系列(Contrōl) 也有營養棒，分成三種口味。
管理系列(Contrōl)含有萃取自菠菜的革命性配方，此成份於臨床實驗已證明能有效降低食欲長達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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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念 
  
我們的消化系統經由幾千年的演化以利攝取粗纖維未精緻
化等食物，全長約有7公尺的小腸則負責消化和吸收脂肪。
大致而言，脂肪會直接進入小腸底部。 

今日現代人多食用比起過去更容易且快速消化的精緻食
物。現代飲食內的脂肪會迅速抵達腸道上方就直接被吸
收，幾乎無法進入腸道末端。因此腸道底部的脂肪感應器
未被觸動也就無法告訴大腦停止進食。這也是為什麼現代
人容易飲食過量的原因。 我們的消化系統並未出錯； 只是
無法適應現今的加工食品。

管理系列

輕盈生活管理系列(Contrōl)含有全新、全天然、經臨床實
驗證明來自菠菜的成份，稱為Appethyl ™。菠菜特別豐
含一種稱為類囊體的營養素。臨床實驗顯示類囊體能減緩
脂肪消化與吸收，產生飽足感讓身體正常運作。當消化作
用減速時，在腸道內稱做膽囊收縮素的激素會對大腦發出
「吃飽了」的訊息。
不論坊間有多少種言論，神奇藥丸並不存在也沒有甚麼藥
品能彌補飲食不健康與缺乏運動。所有體重管理都需要均
衡營養與充足運動計畫做為有效、長久改善生活習慣的方
式。管理系列以及輕盈系列其他產品是幫助你在走向健康
的道路上能有更多元的選擇。
 

輕盈生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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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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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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溶包 

為發揮最佳效果，每次菠菜萃取物之含量需達5克。
即溶包正是依此含量設計而成。風味佳亦可加入
水、營養奶昔或是你喜歡的飲品一同飲用。粉末為
綠色、配方也如其外表般地養身無負擔，適合做為
營養補給品。純天然成份再加上124毫克的輕盈複
方精油調和而成。

營養棒

對於喜歡時時變化的你，可選擇有三種口味的營養
棒。每種營養棒都含有5克認證的菠菜萃取物
Appethyl ®。營養棒有蘋果肉桂口味、檸檬口味
和杏桃口味，每盒10條裝販售。做為隨身攜帶以補
充能量的營養棒，可在任何時候食用幫助降低食欲
並減少食量。

使用方式

飽足感機制的重點在於減緩脂肪消化與吸收的速度，
因此為了要讓Appethyl發揮作用需與脂肪（最好
是健康的脂肪）一起食用。選擇即溶包時，建議與
含有至少5克優良脂肪的正餐一同使用。營養棒則已
經加入足夠份量的脂肪，因此可直接於需要時食用。

Appethyl菠菜萃取物具有長達數小時的延緩機
制，因此你可依此規畫飲食以發揮管理系列
(Contrōl)的最大效益。以下為建議使用方式：

•  假使你習慣白天吃點心，可搭配早餐食用營養
棒或即溶包。 

•  假使你習慣傍晚吃點心，則與午餐同時或下午
食用營養棒或即溶包。

主要功效 

• 維持長達六小時的飽足感
• 有效抑制對垃圾食物的欲望
• 可做為益生菌
• 含有124毫克的輕盈複方精油（只限即溶包）
• 外觀與內容物皆掌握健康關鍵 

問與答

Q. 使用管理系列(Contrōl)可以減去多少體重？
A.  減重效果依據飲食與運動會有所不同。管理系列

(Contrōl)藉由控制食欲減少卡路里攝取能讓你
事半功倍。

Q. 管理系列(Contrōl)多久會開始作用？
A.  服用管理系列(Contrōl)後大約4-6小時會產生最

佳效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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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P-1
(胰高血餹素樣肽-1)

CCK
(膽囊收縮素)

延緩的消化運作及脂質吸收
促使腸細胞釋放抑制食欲激
素於血液中引起飽足感

未消化脂質超過一般數量進入消
化道底部，誘發「迴腸剎車」機制

未消化脂質

類囊體包覆脂
肪與胃壁

類囊體與脂肪迅速
於親脂作用結合

類囊體 脂肪

膳食脂肪與
類囊體混於胃中 

Emek SC et al. Preparative Biochemistry & Biotechnology 2010;40:13-27
Montelius C et al. British Journal of Nurtition 2011; 106:836-44

類囊體：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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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是否大量攝取菠菜也可獲得同樣效果？
A.  因管理系列(Contrōl)為菠菜的濃縮活性萃取

物，必須食用相當大份量的菠菜才能得到與
一份管理系列相當的效用。

Q. 每日可食用多份？
A. 可以。

Q. 可以將其做為代餐使用？
A.  管理系列(Contrōl)並非代餐，營養棒雖提供

均衡的脂質、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但適於當
作點心食用。

Q.  即溶包與營養棒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且不含
麩質？

A.   即溶包非基因改造食品且不含麩質。 
營養棒成份不含非基因改造食品以及麩質，
但其所屬生產線亦製造基因改造食品與含麩
質產品。

Q. 素食者是否可食用即溶包及營養棒？
A.  即溶包與營養棒皆為素食。即溶包為全素，

營養棒則含有牛奶亦可能含有微量的蛋。

建議搭配產品 

• 輕盈複方精油
• 輕盈複方膠囊食品
• 輕盈系列營養奶昔(巧克力或香草口味)
• 終生保健活力套裝 

 

†  Appethyl為Greenleaf Medical AB公司註
冊商標。所有其他產品與品牌名稱均是
dōTERRA美商多特瑞其相應公司或組織的商
標或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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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盈管理系列即溶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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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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肉桂營養棒 杏桃營養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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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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im & Sassy Contrōl 
Instant Mix 
30 servings per box

Item number: 34150001
Consultant price: $59.50 (59.50 PV) 
Retail customer: $79.33
PV: 50

Slim & Sassy Contrōl Bars
10 servings per box

Item codes: 
Apple Cinnamon: 34330001
Lemon: 34340001
Apricot: 34370001
Consultant price: $27.50
Retail customer: $36.67
PV: 20

輕盈管理系統營養棒3套裝  
(每種味道一盒) 
30包
產品編號: 20900001
產品顧問價: $74.50 
建議售價: $99.33
PV: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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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營養棒
輕盈管理系列 
即溶包
盒裝30包 

產品編號: 34150001
產品顧問價: $59.50 
產品顧問價: $79.33
PV: 50
 

輕盈管理系列營養棒
盒裝10份

產品編號: 
蘋果肉桂: 34330001
檸檬: 34340001
杏桃: 34370001
產品顧問價: $27.50
建議售價 $36.67
PV: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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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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