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資訊頁面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

維護健康的消化功能及免疫力*
產品介紹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為一款結合益菌生纖維和六種益生菌微生物群並使用獨特雙層膠囊的專利配
方。其提供六十億菌種（CFUs）的活性益生菌群及可溶性益菌生果寡糖（FOS）能促進好菌生長*。具緩
釋作用及雙層膠囊的設計能保護脆弱的益生菌群不被胃酸侵蝕。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以獨特、安全
又有效的方式帶來益生菌在提升消化及免疫功能上廣為人知的功效*。

產品概念
我們的腸胃道約長達 760 公分並且負責消化及吸收我們攝
取食物的養分，同時幫助排除體內不需要的物質。除了這
些重要的功能外，我們的消化道尤其是腸子更擔任了體內
非常重要的免疫功用。健康的腸道對理想的消化功能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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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免疫系統來說舉足輕重。
腸道免疫系統
腸壁覆蓋了許許多多如毛髮般的細胞超微結構，稱作腸絨
毛和微絨毛。透過腸絨毛食物養分被消化吸收然後運用。
（腸道面積估計約有一個網球場那麼大！） 腸子的腸絨毛
含有一種特別的免疫細胞，能在遇到入侵者的攻擊時傳遞
訊息至免疫系統，提醒血管和身體其他部位中隨時待命的
免疫細胞。
棲息在腸道腸絨毛上有一群微生物，稱為腸道菌叢或菌
相。在腸道中的微生物數量約是構成人體 10 兆細胞的 10
倍多，顯示其在人類生理上的重要性。這些有用的腸道菌
叢與我們共生互惠，帶來健康的消化功能及維護免疫系
統。當這些益菌群生長於腸道內時能幫助維持好菌的平衡
及繁殖，亦可避免其他可能會危害健康與身心平衡等壞菌
的孳生。健康益菌的繁殖可預防有害微生物的增長，它們
透過爭取成長所需的養分及佔據腸道表面時來圍堵壞菌。
它們也會生成化學副產物，能創造有害微生物無法滋長的
腸道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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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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腸胃道免疫力

PB Assist®+益生菌防護膠囊

出生前，健康嬰兒的腸胃道沒有任何細菌及其

dōTERRA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為一款擁

他微生物。寶寶自然成長的過程中經由母親會

有六種活性益菌微生物的專利配方，能維護腸

接觸到菌叢。隨著健康益菌群在嬰兒腸道內生

道菌叢健康的增長*。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

長，寶寶的免疫系統會受到訓練或設定為能辨

膠囊含有嗜酸乳桿菌（Lactobacillus

別壞與好的微生物並對此做出正確的反應。嬰

acidophilus）、唾液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兒對壞菌而不是好菌做出謹慎的反應對整體免

salivarious）和乾酪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疫的健康運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差不多

casei）等活性菌種能促進小腸內大量菌叢健康

經過兩年的成長，孩童的腸道菌叢已與大人不

的生長與運作，而動物雙歧桿菌

相上下。

（Bifidobacterium lactis）、比菲德氏菌
（Bifidobacterium bifidum）和雙長歧桿菌

食物養分消化
腸道菌叢在分解與吸收食物養分尤其是醣類（
碳水化合物）上亦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有
些菌叢種類能產出人體不能自行生產卻不可或
缺的酶類，其能將特定醣類分解為短鏈脂肪酸
（SCFAs）以利消化。短鏈脂肪酸為食物能量

（Bifidobacterium longum）則針對大腸內菌
叢健康的消化與免疫功能*。每種專利菌種皆已
經研究顯示擁有較容易於腸道內附著並生長的
傾向*。
獨特雙層益菌生和益生菌傳送技術

和細菌新陳代謝的重要來源亦能維護心血管系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使用獨特的雙層膠

統。短鏈脂肪酸也能促進腸道內上皮細胞的增

囊傳送系統能在外層膠囊中提供短鏈果寡糖益

生與分化以及腸道的健康運作。除了幫助醣類

菌生纖維，而具緩釋功用的內層則擁有活性益

的消化外，腸道菌叢也能生產維生素K並且有

生菌群。果寡糖簡稱 FOS 是一種常見於蔬菜水

助其他養分像是鈣、鎂、鐵的吸收。

果中的難消化纖維，具有辨別好菌促使其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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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
益生菌營養補充品

在運送益菌生果寡糖的外層膠囊裡是一種小型

有許多方式都會損害或殺死腸道菌叢。壓力、

的內層膠囊，擁有 60 億 CFU（菌落單位）的

體力透支、食物毒素、有害微生物及其他因素

六種活性 A 菌（lacto-）及 B 菌（bifido-）益

都能對腸道好菌的生長與運作帶來極大破壞。

生菌群。內部緩釋膠囊的設計為幫助保護益生

健康的腸道菌叢也會因人類飲食含有大量動物

菌群不會被胃部嚴厲環境所傷並將菌群的活性

性脂肪與蛋白質及缺少纖維而受到危害。此外

功用傳送至腸道使其能吸附於上。益菌生果寡

研究顯示男女老化時有益菌叢也會持續下降。

糖與活性益生菌群的結合透過此一簡單雙層膠

當腸道菌叢受到損傷時，會使消化及免疫系統

囊的傳送設計，能做為一種安全又有效的腸道

運作不佳為了要能維持健康的菌叢平衡，補充

菌叢維護方法。

有益微生物菌種或益生菌能作為平日飲食中強
化營養的規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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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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效
•

促進好菌有益健康的平衡及增生*

•

維持健康的腸道菌叢平衡*

•

維護健康的消化與免疫系統運作*

•

維護健康的腸胃道，尤以大小腸與結腸為主*

•

幫助維護理想的新陳代謝及食物吸收*

使用方式
每月連續十天、一天三次、每次一顆雙層膠囊
以促進消化菌叢的增長*。當食用易造成消化不
良食物、菌叢受到傷害時可增加服用次數或延
長服用天數。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也
可於旅行時增強消化免疫力或每天一次做為常
患偶發腸胃不適之人保養腸道之用*。

注意事項

且會辨別好菌促進其生長同時抑制腸道內不利
健康的微生物滋長。益生菌則是能維護腸道有
益菌群健康增長的微生物*。
Q: 為何益生菌與益菌生需要藉由內外膠囊分開？
A: 這項特別的傳送技術為幫助確保活性菌群能
釋放至小腸中所設計。外層膠囊必須溶解後，
懸浮於黏性液體中的果寡糖益菌生纖維才會於
消化液中溶解，最後內層膠囊也才依序溶解。
Q: 內層的綠色膠囊是否含有任何的合成色素？
A: PB Assist+益生菌防護膠囊中的綠色內層膠
囊源自葉綠素，為從植物中取用的全天然綠色
顏料。
Q: 是否應與 GX Assist® 腸道淨化腸溶膠囊食品
一同服用？
A: 我們建議使用 GX Assist® 腸道淨化腸溶膠囊
食品連續十天（每天三顆膠囊與餐服用），接
著再服用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十天（每

開始服用益菌生果寡糖和益生菌時，有些人的

天三顆），之後可單獨服用 PB Assist+益生菌

消化時間和腸道運作會有所改變。這些情況對

防護膠囊。（每天一顆膠囊）

大部分的人來說較為溫和且幾天後便會消失。
懷孕或哺乳的女性以及接受治療者請先諮詢醫
生再使用。包裝與膠囊受到損毀時請勿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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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是否需要將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置
於冰箱保存？
A: 必須要將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遠離溫

說明：PB Assist+益生菌防護膠囊採用雙層膠

熱處，但不需要放置於冰箱。PB Assist+ 益生

囊技術不需冷藏，但仍建議未開瓶PB Assist+

菌防護膠囊已經保存期測試且能於常溫中保持

益生菌防護膠囊需儲存於陰涼乾燥處，開瓶後

其活性。乾燥的益生菌群如 PB Assist+ 益生菌

則請放置冰箱冷藏。

防護膠囊所使用的種類在進入腸道及接觸水氣
前不會受到刺激而活化。

相關問題
Q: 為何我需要六種益生菌種及 60 億 CFUs 的
益生菌？
A: 擁有六種獨特的菌種能幫助促進菌群健康的
生長與運作*。它們能維護腸道內的消化及免疫
功能*。這一些特殊菌群每種都已經研究顯示擁
有易於腸道內附著並生長的傾向*。每顆膠囊中
60 億CFUs能提供有益健康、適量的益菌。

=

建議搭配產品
•

do–TERRA 每日營養套裝™

= ==

•

終生保健套裝

•

Terrazyme® 輕暢複合膠囊食品

•

GX Assist® 腸道淨化腸溶膠囊食品

Q: 益生菌與益菌生的差別？
A: 益菌生是常見於蔬菜水果中的難消化性纖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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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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標示

每份食用量: 1 顆雙層植物性膠囊
本包裝含 30 份
每份含量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囊混合:
嗜酸乳桿菌， 動物雙歧桿菌，
唾液乳酸桿菌， 乾酪乳酸桿菌，
雙長歧桿菌， 比菲德氏菌
果寡糖（短鏈）益菌生

60 億 CFU

50 毫克

**每日基準值未規定
其他成分: 植物甘油、植物羥丙基甲基纖維素、植物纖維
素、硬脂酸鎂、矽葉綠酸

PB Assist®+ 益生菌防護膠
囊
30 顆雙層植物膠囊

產品編號: 35160001
會員價: $34.50
零售價: $46.00
PV: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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