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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簡介  

產品描述 

保衛複方洗衣精是一個以天然原料為基底、六倍超濃縮的複方洗衣精。它擷取了來自保衛複方精油
的效能以及源自天然的生物酵素，能有效打擊並去除頑垢斑點、帶來不可思議的超強洗淨效果。這
一小瓶的洗衣精中，具備了 10 毫升的保衛複方精油的強力效能，能夠洗淨 64 籃的髒衣服！對可水洗
的布料來說，在任何水溫下，保衛複方洗衣精都是護色配方、並且不含任何人工合成香精、染料、以 
及有毒物質，是對您的家庭以及環境，都安全無虞的產品。

On Guard®  
Laundry Detergent 保衛複方洗衣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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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念 
  
一般人在生命的一整天當中，可能在每一個層面接觸
到各樣污染物質：從拿起遙控器來看電視、靠著浴室
隔間牆來刷整衣服的袖子、或是上下班的通勤途中，
坐在地鐵或巴士座位上而接觸汙染物﹒﹒﹒每一天，
當我們碰到手機、冰箱把手、門把、欄杆以及其他東
西時，也常常容易因磨擦而導致脫皮、出汗、或是碰
觸到食物或灰塵以及其他各種型式的微粒。因此，我
們實在非常需要好好地洗淨衣服與各種布織物，以
維護個人衛生與健康。 

幸運的是，現代的科技提供了便利與有效的途徑，使
我們得以輕鬆地維護衣服與布織品的潔淨：那就是
『洗衣機』！洗衣機讓生活輕鬆多了；我們只要將髒
衣服丟到洗衣槽，接著就能期待這個機器帶來神奇的
結果。理論上來說，洗衣機應該是家中最乾淨的地
方。不幸的是，這個觀念卻是錯的！洗衣機可能是你
家裡最藏汙納垢的所在。洗衣機裡佈滿了細菌以及其
他病菌，它們會附著或躲藏在你衣服當中。這個問題
主要歸因於洗衣槽中最小的物件—內衣褲。內衣褲常
附著黴菌與其他細菌，可能帶來想不到的危害，而一
整籃的內衣褲所帶的細菌量，更可高達 100 萬個，它
們亦可能潛在地傳播給之後丟到洗衣籃裡的其他衣物
中。一個美國家庭在一年當中，平均會洗大約 300 籃
的衣服，這代表了可能有高達 5400 磅的衣物會因不
當的洗衣而造成潛在性的污染！ 

專業純正調理級認証®



中
文

 C
hi

ne
se

©2012 doTERRA Holdings, LLC    On Guard Laundry Profile 09.19.13

2

概念 (續) 

好消息是，一旦洗衣機找到了正確的洗衣精
時，你的洗衣機就能成為你的好夥
伴。dōTERRA 保衛複方洗衣精具備了精油的強
力效能，每一瓶洗衣精含有 10 毫升的保衛複方
精油，藉由淨化與維持乾淨衣物與洗衣機的健
康水平，賦予這個洗衣精絕佳的的潔淨效益，
將衣物的潔淨度帶入一個全新的境界。保衛複
方精油中，同時也含有一個天然的化學成份，
叫做d－ 檸檬烯，它能與保衛複方洗衣精當中
的活性酵素協同作用，快速打擊頑垢，更有效
地瓦解並去除汙漬，帶來更強效的洗淨力。這
些特別添加、源自天然的酵素，會附著在髒汙
與斑點表面，並將它們從布料纖維給移出，使
污垢懸浮在水裡，於洗滌過程中，讓污垢與水
一同被清除，確保髒汙與斑點不會再繼續回來
堆積於布料上。這些酵素能帶來天然的增艷效
能，並能有助減少因多次反覆清洗所可能導致
的『起毛球』狀況。 
 
維護全家人的安全配方 
 
dōTERRA 保衛複方洗衣精沒有毒性、且不含合
成染料與人工香精。在保衛複方洗衣精中，絕對
不含磷酸鹽類、氯、甲醇、或是有害的化學藥
劑。dōTERRA保衛複方洗衣精以擁有低敏與溫
和的配方而自豪，同時絕不會只為追求產品有效
而向不合適成份妥協。  
 
超倍數濃縮 
 
六倍強效的保衛複方洗衣精加入了超濃縮的介面
活性劑與酵素，只需使用少少的劑量，卻能洗淨
更多髒衣物，對環境的負擔也更少。一大湯匙的
保衛複方洗衣精即能洗淨滿滿一籃的衣物，每一
瓶洗衣精最多可潔淨 64 籃的髒衣服！

生態環保配方
 
保衛複方洗衣精特別選用最低劑量生態足跡配
方，是對生態友善的環保配方。使用生物可分
解的介面活性劑以及其他的環保成份，是對您
的家庭與生態都極為友善的安全產品。產品的
包裝為可回收材質，高倍濃縮的配方使產品更
加輕巧，因此，使用劑量更少，卻能帶來超強
的洗淨功效！ 
 
使用方法 
 
高效節能洗衣槽：¼瓶蓋（1大湯匙）*
傳統洗衣槽：½瓶蓋（2大湯匙）*
*對於特別骯髒的衣物，可酌量增加洗衣精的用量

汙點的去除: 將少量的洗衣精直接塗抹在污點
的表面，靜置 3—10 分鐘，再依照指示方法洗
滌。對於頑強的髒污斑點，趁著衣物未乾
時，再一次將洗衣精塗抹在污漬上，然後重
覆清洗的步驟。於再次清洗後，先讓衣物曬
乾，接著才進行再一次的污點處理。去除頑
垢汙點時，請先利用衣物的一小塊面積測
試，確認衣服不會掉色後，再開始進行污點
的處理。 

注意事項 

避免讓洗衣精接觸到眼睛，並僅限外用。 
 
同系列配套產品 

保衛複方精油
保衛複方天然濃縮清潔劑
保衛複方淨白牙膏
保衛複方喉糖系列
保衛複方膠囊
保衛複方洗手液 

在小塊烘乾布上，滴上幾滴你最喜歡的精油，
並將烘乾布放入烘乾機中，能為衣物帶來清
新、舒暢的感受。 
 



©2012 doTERRA Holdings, LLC     On Guard Laundry Profile 09.17.13

3
常見問題 
 
我可以使用保衛複方洗衣精來清洗全家人的衣
物嗎？包括嬰孩的衣物也適用嗎？ 

是的！保衛複方洗衣精的配方經特別設計，非
常溫和，不含任何危害人體的化學物質，還能
有效的洗淨各類衣物、去除髒污。 

請問保衛複方洗衣精可以使用於非高效節能洗衣
機嗎？ 

可以的，保衛複方洗衣精的配方可同時使用在高
效節能洗衣機與非高效節能洗衣機。然而，如果
您的洗衣機屬於非高效節能款式，這類的洗
衣機在清洗過程會耗費較多水量，您可能必須加
入較多的洗衣精以達到洗淨衣物之效。 
  
這一整瓶 32 盎司的洗衣精可以洗多少衣物？ 

小小一瓶保衛腹方洗衣精的潔淨效能，最多可
以洗淨 64 籃的髒衣物。 

保衛複方洗衣精中，含有多少保衛複方精油？ 

每一瓶保衛複方洗衣精含有 10 毫升的保衛複方 
精油。價值美金 28 元。

使你身心安定的配方

• 無毒性
• 生物可分解成份
• 可回收的包裝
• 環保配方
• 不含磷酸鹽類、氯、甲醇、或具危險

性的化學藥劑
• 不含染劑
• 不含人工成香精
• 產品均符合dōTERRA『純淨無瑕』的

成份哲學與品質堅持： 
 
不含人工色素、二乙醇胺  
(DEA)、甲醛釋放成份、對羥基苯甲
酸酯、丙烯乙二醇、鄰苯二甲酸酯
類、十二烷基醚硫酸鈉（SLES）、十
二烷基硫酸鈉（SLS）、甲苯、或是三
乙醇胺（TEA） 

保衛複方洗衣精
32 盎司/ 947 毫升

產品編號: 38980001
會員價: $24.50
建議售價: $34.67
PV: 20.00

• 選自天然來源（非取自石化成份）
、可永續使用的介面活性劑、酵
素、以及穩定劑　 

蛋白酶 – 能帶走蛋白質汙點，並強
化洗衣精的清潔效能 
澱粉酶 – 可去除澱粉類髒汙、並具
潔白增艷之效 
纖維素酶 – 能除去衣服上方起自天
然纖維的毛球，使衣服明亮有光彩甘
露聚糖酶 – 去除生物性的斑點，並
強化洗衣精的清潔效能 
脂解酶 – 帶走因油脂與脂肪造成的
髒汙 

• 添加獨特並源自天然、生物萃取的
酵素、以及萃取自玉米中的防腐穩
定劑

• 洗衣精獨特的配方，能使內含精油
的香氛與效能發揮最大的效益，並
有效清除頑垢與髒汙，而低劑量介
面活性劑/酵素的味道，不致影響精
油香氛，使內含的保衛複方精油能
完全發揮其芳療效能

• 含有 10 毫升的保衛複方精油 
（價值＄28）

主要成份與產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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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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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添加了

• 源自天然的介面活性劑：丙二醇、椰油
醯胺丙基胺氧化物、椰油醯胺丙基甜菜
鹼、2-磺基月桂酸甲酯鈉、2-磺基月桂
酸二鈉 

• 源自天然的生物酵素複方成份：蛋白
酶、澱粉酶、纖維素酶、甘露聚酶、脂
解酶 

• 精油複方成份：保衛複方精油（含野
橘、丁香、肉桂、尤加利樹、迷迭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