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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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是一種營養補充品，能均衡在現代飲食中所缺乏的可用維生素與礦物
質，其所有功效均與全方位綜合維生素相同，惟內容物來源皆為純素環境。產品中含有均衡的抗氧化維
生素 A、C、E、以及能補充能量的 B 群，並擁有專利的醣蛋白基質配方。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中亦
包括鈣、鎂、鋅等礦物質，能維持骨骼健康和新陳代謝*。此外，對於難以順利消化維生素和礦物質產
品的消費者來說，全方位綜合維生素中所含的薄荷、薑和藏茴香這些植物性成分，還有舒緩腸胃不適的
功效*。此產品包裝為不含十二烷基硫酸鈉（SLS）之植物性膠囊。

產品概念
現在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飲食都足以提供人體所需甚至過高的熱量，但有越來越多
的證據顯示，儘管食物份量增加，對健康有益的營養卻攝取不足。加工過度、熱量高、營養成份低的食
物是導致肥胖的威脅，同時也讓我們漸漸流失維生素、礦物質和其他重要營養素。美國醫學協會近期也
提及應慎重使用營養補給品，且認為「雖然缺乏維生素的臨床症狀在西方國家並不常見，但是攝取不均
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美國醫學協會雜誌》2002 年 6 月 19 日）。

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能提供食物營養素中對細胞生長、運作和維護來說不可或缺的所有維生素和礦物
質*，擁有均衡的抗氧化維生素 A、C、E、能補充能量的 B 
群，以及 800 國際單位（IU）的維生素 D*。此外，產品中還
有鈣、鎂、鋅等，對骨骼和新陳代謝有益的重要礦物質*。

專利醣蛋白基質

大部分能被人體吸收的維生素和礦物質都是來自我們攝取的食
物，但有時這些維生素和礦物質會因為被分離或合成重建過，
而變得難以被人體識別和吸收，成為營養來源。此款綜合維生
素中的各種維生素，存在於專利醣蛋白基質中，能有效促進吸
收。要製作出這種維生素醣蛋白化合物，需將維生素引入乳酸
菌和酵母中進行培養。在發酵過程中，酵母會進行代謝，同時
將維生素與其蛋白質基質進行結合，讓維生素能被判別為食物
而被人體所消化。純素綜合維生素中所含的食物礦物質也是同
樣經過酵母培養，以促進人體吸收。

純素綜合維生素中亦含有消化酶和礦物輔因子，能加強人體消
化維生素和礦物質，若要能正確攝取食物營養素，此為重要因
素之一*。

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dōTERRA 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體現了維生素和礦物質營養
補充品的黃金標準，此產品為不含十二烷基硫酸鈉的植物性膠
囊，亦無小麥或乳製品。此外，另添加的薄荷、薑和藏茴香這
些植物精萃，還能舒緩腸胃不適*。

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食品營養複方
以不含十二烷基硫酸鈉（SLS）之植物性膠囊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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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搭配上 dōTERRA 賦活植
物精華（Alpha CRS®+）和菁萃能量魚油
（xEO Mega），更能提供完善的營養基底，讓
您擁有滿滿的活力與健康*。
 
主要功效

• 提供 22 種基本維生素與礦物質，能幫助人體
細胞生長、運作與維護*

• 含抗氧化維生素A、C、E，能幫助對抗自由
基*

• 能幫助新陳代謝與加強細胞能量*

• 含鈣、鎂、鋅和維生素 D，能促進骨骼健康*

• 增強免疫力*

• 幫助消化*

• 能將攝入之基本營養素轉作為人體組織所需之
活力及健康來源*

• 含自檸檬皮萃取之天然葉酸

• 含均衡的基本維生素，如抗氧化維生素
A、C、E、以及能補充能量的 B 群，並以專利
的醣蛋白基質配方呈現，加強人體吸收*

• 含鈣、鎂、鋅、 硒、銅、錳、鉻等多種易吸
收礦物質

• 含萃取自甘藍、蒲公英、巴西里、海藻、綠花
椰、高麗菜、球芽甘藍、菠菜之天然草本精萃

• 含蛋白酶、乳糖酶、脂肪酶、澱粉酶、α-半乳
糖苷酶、澱粉消化酶、葡萄糖澱粉酶和肽
酶……等消化酵素

• 含有生育三烯醇與各種天然維生素E

• 含有以薄荷、薑和藏茴香製成，能舒緩腸胃的
dōTERRA 樂活複方精油*

• 以不含十二烷基硫酸鈉之植物性膠囊製成

• 產品之特殊配方特別適合每日與賦活植物精華
（Alpha CRS®+）和菁萃能量魚油（xEO 
Mega）搭配使用， 做為增進活力與健康的完
整膳食補給基底*

• 

使用方式

成人每日 4 顆植物性膠囊，於餐中服用。全方位
綜合維生素建議搭配賦活植物精華（Alpha 
CRS+）和菁萃能量魚油（xEO Mega ）一同服
用。【與菁萃能量魚油內的脂肪酸能幫助純素全
方位綜合維生素內脂溶性維生素的吸收。】
†美國專利號#6864231, #6942856, #7138113

問與答

Q: 此產品是否為非基因改造食品及無麩質？
A: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不含基改物質，亦無麩 

質成份。

Q:  假使已食用營養奶昔，還需要服用全方位
綜合維生素？

A: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是幫助補充一天所需之各
式高品質、生體可用營養素的產品。 營養
奶昔雖含有不同維生素和礦物質，其功用主
要為膳食輔助。兩者可搭配安心使用。

Q:  此產品配方中已含有酵素，我是否還須使
用清暢複合酵素®呢？

A: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中的酵素配方能小幅提升
正常消化功能*。若您需要完整強化消化系
統健康或解決其他問題，除了選擇全方位綜
合維生素之外，我們也推薦您使用清暢複合
酵素*。

Q: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Microplex VMz 的意
思？ 

A:   Microplex是『微量營養素
micronutrient』和『複合配方complex』
的組合；VM代表維生素（vitamins）和礦
物質（minerals）；z代表的是我們針對產
品進行的改革。

Q:  此產品是否為全天然補充品？ 
A: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含有健康所需之最單純的維

生素與礦物質。營養素最重要的是能否被人體
吸收所用，而我們選擇的營養素皆是經過科學
研究證實能被人體最有效使用之維生素與礦物
質。

Q: 全方位綜合維生素是否可替代A2Z營養嚼錠™
讓孩子使用呢？ 

A: 我們建議孩童應以 A2Z 營養嚼錠和脫臭魚油®
為主。大齡孩童或青少年若已可吞食膠囊，則
建議減半劑量服用。如有疑問，可向小兒科醫
師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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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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搭配產品
• PB Assist+ 益生菌膠囊食品

• Alpha CRS+賦活植物精華

• Bone Nutrient Lifetime Complex™ 
骨骼營養補充品

• vEO Mega 素食能量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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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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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素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120 顆素食膠囊

產品編號: 60201122
會員價: $49.50
零售價: $62.67
PV: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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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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份含量 每日所需營養百分比

80 毫克專屬天然複方：   

活性酵素複方：

** 
甘藍葉萃取物、蒲公英葉萃取物、巴西里葉萃取物、海藻莖葉萃
取物、綠花椰地上部分萃取物、球芽甘藍未熟成花穗萃取物、高
麗菜葉萃取物、菠菜葉萃取物

蛋白酶、乳糖酶、脂肪酶、澱粉酶、α-半乳糖苷酶、澱粉消化
酶、葡萄糖澱粉酶、肽酶

多特瑞腸胃舒緩複方：
藏茴香籽萃取物、薑地下莖萃取物、薄荷葉萃取物

40 毫克 **

30 毫克 **

**每日基準值未規定

營養標示
每份食用量4顆
本包裝含30份

其他成份：植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硬脂酸、二氧化矽、微晶纖維素

† Orgen-FA®為Orgenetics有限公司之註冊商標
††Dimacal®、Ferrochel®和TRAACS®為Albion Laboratories, Inc.有限公司註冊商標。

維生素A (α、β胡蘿蔔素及棕櫚酸維他命A) 7000 IU 140%
維生素C (抗壞血酸鈣及抗壞血酸鎂) 200毫克 333%
維生素D3 (膽鈣化醇) 800 IU 200%
維生素E (天然綜合生育醇及生育三烯醇) 50 IU 167%
維生素K (醣蛋白基質) 20 微克 25%
維生素B1 (醣蛋白基質) 3毫克 200%
維生素B2 (醣蛋白基質) 3毫克 176%
菸酸 (醣蛋白基質) 20毫克 100%
維生素B6 (醣蛋白基質) 3毫克 150%
葉酸塩 (天然檸檬(柑橘檸檬)皮萃取物) Orgen-FA®† 400微克 100%
維生素B12 (醣蛋白基質) 10微克 167%
生物素 (醣蛋白基質) 300微克 100%
泛酸(醣蛋白基質) 10毫克 100%
鈣 (DimalCal®蘋果酸、天然珊瑚及抗壞血酸鈣)†† 500毫克 50%
鐵 (雙甘胺酸螯合物) Ferrochel®†† 6毫克 33%
碘 (海帶(掌狀海帶)之莖葉粉萃取物) 25微克 17%
鎂 (蘋果酸二鎂及抗壞血酸鎂) 150毫克 38%
鋅 (雙甘胺酸螯合物) TRAACS®†† 15毫克 100%
硒 (甘胺酸鹽) † 70微克 100%
銅 (雙甘胺酸螯合物) TRAACS®†† 0.5毫克 25%
錳 (雙甘胺酸螯合物) TRAACS®†† 0.5毫克 25%
鉻  (菸鹼酸甘胺酸螯合物) TRAACS®†† 50微克 42%

Microplex VMp  v1  LABEL
(7.375  X 2.625)  .125 Rou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