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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介紹 
由成年開始，女性體內幾乎每項運作都由荷爾蒙控制。荷爾蒙數值的平衡從青春期以至於更年期的過渡期都
會影響女性的身體狀況及身心健康。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的植物雌激素營養補含有符合標準的植物雌激
素配方，以溫和及天然的方式維持荷爾蒙平衡。它亦含有濃縮的亞麻籽木酚素以促進健康的新陳代謝。健康
飲食、運動並且維持荷爾蒙平衡能幫助減少經期不適和更年期的過渡時期，此外隨著女性年紀逐漸增長時亦
能為骨骼、心臟、乳房組織和身體其他部位的健康及運作提供更多的保健功效。 

產品概念
一生中要能保持健康與活力除了遵循健康的生活方式外，還需
要搭配正確飲食、養成運動習慣、壓力管理並且避免接觸各類
毒素。當我們年紀漸長時，選擇天然的營養保健品做為全面性
保健的一環亦有助維持健康。女性因擁有特殊的健康需求，而
需要特定且專屬的飲食習慣與生活方式。若未能及早應對，這
些健康需求可能會產生與荷爾蒙周期及老化有關的不適與長期
困擾。

女性體內幾乎每樣系統運作都由荷爾蒙掌管。雌激素與黃體素
對女性來說是特別重要的荷爾蒙，並能影響女性一生的身體狀
況及情緒健康。年輕女性若雌激素分泌過多會導致與月經相關
的嚴重問題，但年長女性若分泌過少則會影響生殖力等多方面
的問題，並成為女性更年期及之後造成健康問題的因素。平衡
健康的雌激素濃度會幫助減少每月的荷爾蒙起伏以及與經期相
關的荷爾蒙波動。

荷爾蒙代謝物 
荷爾蒙由製造活性代謝物的肝臟進行代謝。維持體內正常比例
的雌激素代謝物對女性健康來說非常重要。根據近期研究顯
示，某些代謝物的失調在女性逐漸老化時會對其健康造成負面
影響。多運動並且攝取充足的重要養分和攝取含有天然雌激素
的飲食能幫助維持健康的荷爾蒙平衡。

植物性雌激素
植物性雌激素是植物體內類似人體生成雌激素特性的複合
物。†植物性雌激素分子的尺寸與形狀皆與雌激素相似，且能
與細胞內的雌激素受體beta結合。雌激素受體beta大多存於
肌膚、骨骼和心血管組織，此處增長的雌激素活動對健康有很
大的益處，但在乳房及子宮組織內則數量較低，過多的雌激素
可能會形成問題。†除了能為身體帶來溫和的雌激素功效外，
植物性雌激素藉由阻斷雌激素與細胞的連結能達到平衡荷爾蒙
和荷爾蒙代謝物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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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聲稱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認證。本產品並無意用於診斷，
治療或防止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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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植物雌激素營養補
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植物雌激素營養補是一
種天然的營養補充配方，旨在為女性健康的荷爾
蒙水平提供支持力。植物雌激素營養補含有標準
用量的大豆萃取物，可提供植物萃取的植物性雌
激素所帶來的溫和雌激素活性。其中亦包含提供
抗氧化支持的標準用量石榴萃取物，以及有助於
處理荷爾蒙代謝過程中出現有害代謝物的亞麻籽
木酚素。正確飲食、養成運動習慣和維持荷爾蒙
水平有助於減少經期和更年期過渡期的不適症
狀，更重要的是，隨著女性年齡的增長，有助支
持健康的骨骼、心臟、乳房組織和其他身體結構
和功能。 †

主要功效
• 提供膳食補充植物雌激素，有助平衡與支持正

常的荷爾蒙水平

• 提供維持雌激素代謝所需的營養支持

• 可作為健康飲食、運動與賀爾蒙療法以外的保
健方法，以助減少經期和更年期過渡期的不適
症狀

• 隨著女性年齡增長，有助支持健康的骨骼、心
臟、乳房組織以及其他身體結構和功能

• 包含有效標準化大豆萃取物，其異黃酮符合 
64% 之含量標準並擁有 50% 最少含量的金雀
素黃酮，經科學證實能提供女性獨特的健康助
需求提供助益

• 含有亞麻籽萃取物，其木酚素符合40%之含量
標準，有助維持雌激素代謝

• 擁有標準用量的石榴萃取物，能提供強力 的抗
氧化功效

• 全天然配方加上不含十二烷基硫酸鈉的 HPMC 
植物膠囊

使用方式
更年期前或正值更年期的婦女可每日隨餐服用一
至兩顆膠囊或根據專業醫療人員的指示食用。更
年期過後的婦女每日隨餐服用兩顆膠囊，並建議
搭配 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的骨骼營養
補、ClaryCalm®溫柔呵護複方精油及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終生保健套裝一同使用。

注意事項
懷孕或哺乳的女性以及接受治療者請先諮詢醫生
再使用。不含小麥及牛乳製品。此產品為營養保
健品並非做為荷爾蒙補充療法使用。

常見問題

Q: 什麼年齡的女性適用植物雌激素營養補？
A: 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植物雌激素營養補可

提供十幾歲的少女以至於各生命階段的女性
安心服用。植物雌激素可見於大豆以及
dōTERRA女性呵護系列植物雌激素營養補，
並已被證實能伴隨著女性年齡增長而提供骨
骼、心臟、乳房組織和其他身體結構和功能
保護和支持等作用。

Q: 我是否會因為服用過多的植物雌激素營養補
而導致失衡？

A: 不會。研究表明植物雌激素不會降低雌激素
水平，但可以幫助身體產生的雌激素維持平
衡，並在絕經後雌激素產生下降時給予支
持。請遵循建議的使用方法並諮詢醫療保健
人員。

Q: 此配方是否真的為全天然營養保健配方？
A: 該產品的每一種成分皆來自全天然食物來

源。金雀異黃酮源自整顆大豆，木質素來自
亞麻籽，鞣花酸來自石榴。

Q: 此產品的成分為非基因改造且無麩質嗎?
A: dōTERRA 女性呵護系列植物雌激素營養補不

含基因改造與麩質成分。

建議搭配產品
• dōTERRA Lifelong  

Vitality Pack®終生保健套裝

• 女性專用骨骼保健膠囊

• ClaryCalm®溫柔呵護複方精油

• Microplex VMz®全方位綜合維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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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分：亞麻籽粉、植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二
氧化矽、麥芽糖糊精。

**每日基準值未定

每份含量 每日所需營養百分比

營養標示
每份兩顆植物膠囊
本包裝含30份

大豆萃取物
標準化異黃酮

150毫克 **

亞麻籽萃取物
標準化木質素

120毫克 **

**石榴外皮萃取物
標準化鞣花酸

100毫克

do-TERRA 女性呵護系列  
舒眠恬靜複合膠囊 
60顆植物膠囊
35260001
會員價：$39.50
零售價：$52.67
PV: 36

注意：此產品信息頁僅供在美國使用。  以上聲稱尚未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認證。本產品並無意用於診斷，
治療或防止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