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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dōTERRA 的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推出新的野橘口味！這方便又可口的奶昔，可調整體重，提供您所需要的
基本營養素，並且每一份的熱量才七十大卡。營養奶昔是用水或、杏仁、米、或大豆奶調和而成，用於減重
方針上可減少每日的熱量攝取，並且能藉著運動來燃燒囤積的脂肪。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包含專利減重成
分南非醉茄萃取物，經研究證實，可幫助管理皮質醇，是一種應激激素，和儲存在腹部，臀部，大腿的脂肪
有關。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也含有速樂纖馬鈴薯胜肽，是一種從天然食物中萃取出的特別蛋白質，能使飽
足感增加。營養奶昔有天然巧克力和香草口味，易溶於水或牛奶，一杯就能給您 8 公克的蛋白質和 2.5 公克
的纖維。 

產品概念
一個精瘦、均勻的體態反映出健康的生活型態，這包含吃 的健康和保持運動。健康的飲食包含攝取適量和品
質佳的 食物，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多種維生素與礦 物質。食用新鮮水果和蔬菜、五穀雜糧和優
良蛋白質等等提供身體資源產生能量、幫助生長、維持免疫功能和其他代謝功能。
 
攝取太多食物對身體並不好。脂肪細胞功能主要是為身體儲存能量。多餘的熱量若無法轉換成能量或無法幫
助成長與修補細胞，就會以脂肪的型態儲存在脂肪細胞中。當身體消耗更多可用的庫存能量，脂肪細胞會釋
放儲存的脂肪以產生能量。換句話說，要保持窈窕和均勻的身
材，我們得少吃一些，多運動，同時也要吃得有智慧。

精瘦身材的營養比例

一份瘦身飲食應該包括多種且比例適當的健康營養素。單一的
碳水化合物、糖類和脂肪雖然是能量的直接來源，但若是被過
量攝取，就很容易被轉換成為脂肪。它們也會引發胰島素的分
泌。這雖然對能量的產生是有幫助，但是當我們吃過多時反而
它會將多餘的熱量轉換成脂肪。複合碳水化合物與纖維能提供
更穩定的能量來源，有助於降低胰島素的分泌。而蛋白質最主
要的功能是幫助生長發育、修補身體組織，也是能量的來源。
雖然專家學者在完美營養素比例的數據上尚未達到共識，但是
一份健康的飲食應該包括 30％ 的蛋白質、55％ 的碳水化合
物、以及 15％ 的脂肪。不幸的是，許多人吃下過多的脂肪與
碳水化合物，而蛋白質的攝取反而不足。健康飲食的一個簡單
原則就是吃少量單一碳水化合物和糖類、多吃新鮮水果和蔬
菜、少油、少脂肪，並且多加攝取低熱量來源的蛋白質。要在
這些瘦身飲食的食物選擇中找到品質良好的健康蛋白質食物，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

攝取更少熱量和吃得更健康，就是減重和維持精瘦身材的第一
步。然而現今生活快速的步調和生活方式，使得預備和挑選有
助瘦身的食材更加地困難。多特瑞的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既

輕盈生活系列
含有有南非醉茄萃取物與速樂纖馬鈴薯胜肽
香草營養奶昔混合野橘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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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又好喝。將奶昔加入水或無脂肪牛奶調開，
再加入杏仁、米、或大豆奶，增加基本營養素；
它是您身體絕佳的纖維來源，低脂、低鈉、無
糖，也包含了基本維生素和礦物質。營養奶昔含
有八公克的專利蛋白組合配方，乳清分離，蛋清
蛋白質提供了必需氨基酸，以幫助維持肌肉質
量、節食並在運動過程中提高肌張力。營養奶昔
不含任何蛋白質，非大豆分離，也不含有任何人
工甜味劑、香料、色素或防腐劑。 

EssentraTrim® 南非醉茄萃取物†
現今快速的生活節奏可能造成許多人的壓力，尤
其是對於盼望能控制體重的人。日復一日的壓力
造成不良的飲食習慣、少量運動，以及無法避免
的體重上升。讓身體壓力減低對於體重控制是很
有幫助的，所以在此，輕盈生活系列的營養奶昔
提供了每一分含量 125 毫克的南非醉茄萃取
物，從南非醉茄的葉和根部提取，它能有效有力
的控制體重。最初是以紅景天植物來研究
Essentra Trim 為了找著產生能量的方式。後
來，Essentra 被證明有助於控制應激激素皮質
醇，它與脂肪的積累有關，特別是圍繞在腹部、
臀部和大腿。除了藉著幫助抵抗壓力產生的作
用，還能夠協助管制壓力帶來的胃口、暴飲暴食
以及對碳水化合物的渴求。它還能夠支持在正常
範圍內的健康的血糖指數，加強精力並且緩解飲
食習慣和運動帶來的疲勞感。

Solathin® 速樂纖馬鈴薯胜肽‡
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每一份包含五十毫克的速
樂纖，它是一種從天然食物萃取出的蛋白質，能
夠加強飽足感。根據研究，速樂纖亦可控管您在
正餐之間不吃零食、不吃過量，也能在短時間內
使您感到飽足，並且持續力更長。速樂纖也是極
佳的蛋白質來源，可幫助抗過敏，並且增強奶昔
風味和口感。 

輕盈生活系列營養奶昔經過非常細緻的調配，可
配合 dōTERRA 的輕盈複方精油、終生保健套裝
與樂活精油、TerraZyme 輕暢複合酵素，享受
全面的體重控制後援。 

主要功效
• 提供您方便、低脂、低鈉、低熱量、無糖的纖

瘦選擇。對於想要減重或保持好身材的使用
者，它是絕佳纖維的來源，能藉著熱量攝取的
減低和運動達到效果。

• 有助於控制應激激素皮質醇，它與脂肪的積累
有關，特別是圍繞在腹部、臀部和大腿

• 能夠協助管制壓力帶來的胃口、暴飲暴食以及
對碳水化合物的渴求

• 能夠支持在正常範圍內的健康血糖指數、加強精
力，並且緩解飲食習慣和運動所帶來的疲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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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加入一匙的奶昔粉於半杯的水或無脂牛奶、杏
仁、米、或豆奶，攪拌至呈現濃稠乳狀。也可拌
入水果和蔬菜。您也可以加入一滴您喜愛的 
dōTERRA 精油在營養奶昔中，為奶昔增添獨特的
風味。也可以冷凍飲用。 

相關問題

Q: 營養奶昔含有糖分嗎？
A: 營養奶昔不含甘蔗汁或蔗糖。甜味來自甜味菊。

Q: 請問可以當作代餐嗎？
A: 營養奶昔提供健康、低脂肪且無糖的蛋白質來

源，帶來二十種以上的維生素、礦物質和其他基
本的營養。營養奶昔可一天飲用多次，可代替正
餐、零嘴或點心。然而每天請至少吃一次均衡營
養的正餐。

Q: 甚麼是南非醉茄？
A: 南非醉茄是一種源自於印度的作物。營養奶昔

中含有此成分以幫助控制胃口。

Q: 食慾抑製劑是如何運作的呢？ 
A: 食慾抑制劑能給您持久的飽足感，或者能夠降

低您的食慾。

Q: 若我在奶昔裡添加水果、果汁或蔬菜，奶昔仍
能保有同樣的好處？ 

A: 是的。您可以照您的喜好調整，加入您喜愛的
口味至已經營養滿點的奶昔中。

Q: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其他人試過的營養奶昔食譜？
A: 可在 doterrablog.com 尋得。請搜尋 Trim 

Shake （營養奶昔）

建議搭配產品
• 輕盈複方精油
• 終生保健套裝
• 輕暢複合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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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草營養奶昔混合野橘精油  
SLIM & SASSY®  
TRIMSHAKE ORANGE CREAM
每包裝含四十份 (15.5 公克) 
產品編號: 60200657
會員價: $39.50
零售價: $52.67
PV: 25

† Essentra Trim 為 Nutra Genesis LLC 的註冊商
標。並受到美國專利 6713092 保護。

‡  Solathin 為 Cyvex Nutrition 的註冊商標。
其餘印有商標的文字或註冊商標符號皆為
dōTERRA 有限責任公司所有商標或註冊商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