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常出差

便秘

熬夜

抵抗力差暴飲暴食

工作壓力大

累積太多毒素



纍積毒素太多，容易導致腸胃消化問題。腸胃疾病是現代人群常見的疾

病之一，尤其是現在的上班族，工作時飲食不規律，食用垃圾食品過多，

傷害腸胃。雖然腸胃疾病非常的普遍，但是很多人並沒有足夠重視。

互動環節：測測你的腸胃年齡

1.吃飯時間不定 2.蔬果攝取量不足 3.飲食太精細（白米，白麵等）

4.喜歡吃肉類 5.常吃夜宵 6.便秘或腹瀉

7.排便時間不定 8.經常抽煙喝酒 9.臉色常不佳

10.肌膚粗糙長痘 11.運動量不足 12.難以入睡

13.經常感到壓力 14.早上經常慌張匆忙 15.常熬夜、睡眠不足



如果選擇0項:那麼你的腸道年齡比你的實際年齡，腸道非常健康。

如果選擇1到3項: 那麼你的腸道年齡=實際年齡+5歲，需要注意腸胃健康了。

如果選擇4到6項:那麼你的腸道年齡比你的實際年齡要高10歲。

如果超過8項: 那就要及時去醫院檢查腸胃健康狀況了，你很可能已經有腸胃相關疾病了。



結直腸癌是加拿大第二大最常診斷的癌症。

2017年：

26,800名加拿大人被診斷患有結直腸癌，占2017年所有新發癌症病例的13％。

平均每天有73名加拿大人被診斷患有結直腸癌。

參考來源：https://www.cancer.ca/en/cancer-information/cancer-type/colorectal/statistics/?region=on



結直腸疾病患者最常見的病因是什麽呢？



30歲以後，腸道開始老化，腸道內的有益菌逐漸減少；

40-60歲腸道有益菌群減少到15％左右；

60歲以後只剩下5％左右。

有益菌減少

兒童期

青年期

中年期

老年期

95%

70%

40%

15%



有害菌增加，腸道告危！

需要補充益生菌
維持腸道健康

人體腸道內有約50萬億個細菌，可分為三大類：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它們共同維持人體內微生態的平衡。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人體80%以上的健康問題均與體內的腸道菌群失衡有關。

菌群失衡



當人的體內菌群比例出現異常，例如有益菌數量顯著減

少、有害菌增多，便會出現健康問題；在健康問題解決

後，體內菌群平衡又會重新恢復到一個正常的狀態 —有

益菌量高於有害菌。所以，當有害菌量高於有益菌量時

，人體便需要補充足夠數量的有益菌，以維持體內微環

境平衡，遠離疾病、恢復健康。



現代人經常出外進食，飲食過度和過多的肉類攝取，導致不

少人都出現營養不均衡等問題，輕則腸胃不適，重則會營養

失調，對免疫系統、消化系統和皮膚等有著極巨大的影響。

為了讓腸胃與身體機回復平衡，「益生菌」產品幾乎是家家

戶戶必備的基本保健品。

益生菌有助促進腸道菌種平衡，是一種對人體健康有正面幫

助的活性微生物，不單可以幫助消化、改善腹瀉和預防腸道

疾病，也具備降血壓與降低血清中的膽固醇濃度，可以說是

好處多多！但市面上的益生菌產品林林總總，如何選擇才能

符合腸胃真正需要？

什麼是益生菌？





效合一
清腸排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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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１種植物精華

５種綜合酵素 １種益生元

７種知名菌株

１種可溶性膳食纖維



成分

嗜酸乳
桿菌

嗜熱鏈
球菌

長雙歧
桿菌

副乾酪
乳桿菌

鼠李糖
乳桿菌

發酵乳
桿菌

瑞士乳
桿菌

快捷方便 隨時隨地輕鬆排毒

綜合果蔬酵素

低聚果醣

可溶性膳食纖維

綠茶提取物



專利技術

益生菌
全乳蛋白

耐酸膜

鈣離子、穩定膜

• ７株菌共生發酵技術，採用「多層包埋技術」並添加鈣離子（Ca+）穩

定細胞膜耐儲存

• 採用全乳蛋白隔絕氧氣耐加工

• 添加膠體，腸道環境溶解耐胃酸

• 多層包埋技術可以加強益生菌對溫度、壓力、胃酸和膽鹼的耐受性。有

效提升產品儲存的穩定性，改善產品加工的穩定性，確保產品功能性。



常吃腸年輕 |清腸又排毒 |美麗一身輕
每袋添加200億活性益生菌，7種菌株相互配合，「菌」

團作戰、協同作用，支援免疫系統，呵護您的腸道健康

生態、促進腸道蠕動，喚回年輕的腸道活力，輕鬆排毒

體驗暢快淋漓的極致感受﹗

獨特復合酵素 淨化腸道
釋放果蔬營養 促進身體吸收

加強腸胃消化 幫助身體排毒

促進細胞賦活 改善身體狀態

功效

提升
免疫力

保護腸道

清腸毒
通宿便

平衡內
分泌

改善乳
糖消化
不良症

促進細
胞賦活

促進新
陳代謝

主要功效

200億活性菌、7種菌株配搭
結合綜合果蔬酵素、效果加乘

支援



副乾酪乳桿菌

1

2

3
幫助消化

有助於消化胃和小腸所不能消化的
某些食物 (主要是非消化性纖維)

維持腸粘膜完整
保護免受其他微生物的侵襲

維持腸黏膜的完整性

保護腸道
健康、多樣且平衡的腸道菌群
是確保適當腸道功能的關鍵

產生維生素
有助於產生一些維生素 (B和K)

提升免疫系統
在適當免疫系統的發育中發揮重要作用

5

4



鼠李糖乳桿菌

自1990年以來，鼠李糖乳桿菌已被廣泛用於食物和膳食補充劑，在一萬多篇科學文獻中有所介紹，

並在三千多個臨床研究中進行了研究。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 已將其列為公認的安全類添加劑 (GRAS) 。

在歐洲，鼠李糖乳桿菌自2007年起已獲得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授予安全資格認定 (QPS)﹗

調節微生態平衡 增強宿主腸道抵抗力

預防和緩解腹瀉提高機體免疫力

排出毒素

益生菌



嗜酸乳桿菌

避免有害菌在腸道中生長

減少便秘

平衡腸內菌群

幫助人體吸收礦物質

防止抗生素造成的腹瀉

改善念珠菌感染造成的陰道炎

改善胃腸發炎

幫助分解食物及吸收

能幫助醣類蛋白質、脂肪等食物的分解

及吸收，還可生成維生素B及K，協助人

體吸收礦物質，如鈣、鐵和鉀等。

支援免疫和腸道系統

對人體免疫有很大的助益，如會分泌乳

酸，可避免有害菌在腸道中生長，亦會

分泌天然抗生素可抑制有害菌生長，有

如腸道的守護神。若腸道內的嗜酸乳桿

菌夠多，且成為優勢菌種，就會讓有害

菌無空間生長，達至平衡腸內菌群效果。

幫助健康排便

調整腸道蠕動，使排便正常並軟化糞便，

減少便秘。



嗜熱鏈球菌

高耐酸性，安全抵達小腸發揮健康作
用

在pH值=6.8

存活率=100%
在pH值=4

存活率=75%

在pH值=3

存活率=70%

嗜熱鏈球菌能夠在較高濃度的膽汁中生存，所以可以在體內免受膽汁的損害而到達小腸的遠端。

有助降低腸道pH值，促進腸蠕動防止病原菌定殖，分泌細菌素抑制病原菌的生長。



瑞士乳杆菌

01

02

瑞氏乳桿菌發酵乳中具有多種能増強人體新陳代謝、

促進免疫、激素、酶抑制劑、抗菌、抗病毒和降血脂

作用的生物活性肽。

有研究顯示，膽鹽能破壞細胞膜，減少益生菌的存活

率，益生菌到達腸道後能否生存，很大程度上是取決

於其對膽鹽的耐受能力。

瑞士乳桿菌在膽鹽濃度為 5 g/L 的條件下仍有 106

CFU/mL 的存活量，說明其對於膽鹽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發酵乳桿菌

發酵乳桿菌屬於乳桿菌屬，已被列入歐盟安全資格認定

（QPS）推薦的生物製劑列表中，同時列入國際乳業聯盟

（IDF）「具有在食品中安全使用記錄史的微生物清單」

符合歐盟安全資格

在歐洲，發酵乳桿菌自2007年起就已獲得了歐洲食品安全局

(EFSA) 授予的安全資格認定 (QPS)，即一種物種級別的身份

認定。

屢獲殊榮的「年輕」

菌株

• 可減少呼吸道感染

• 可強化免疫系統

• 可緩解刺激性皮膚症狀

以下有益效果



長雙歧桿菌

長雙歧桿菌取自健康人體腸道，篩選出完全適合人體之菌株，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批准可使用於一般食品類的雙歧桿菌。

醫學研究單位驗證資料，長雙歧桿菌益生菌具有調節人體腸道，改善健康功效。

改善乳糖消化不良症

改善人體對乳糖的不耐受症狀。

可緩解便秘症狀

菌種都可粘附於腸道，把壞菌趕走，對於

便秘症狀有很大的緩解作用。

幫助消化 提升免疫力

人體腸道中的「雙歧桿菌」可將食物在體
內停留時間從30小時減少到6.5小時以內，
不僅幫助消化，也能提升免疫力。

改善並維持體內菌平衡

人體腸道中存在約300至400種好、壞腸

道菌，此消彼長。例如初生嬰兒體內有

雙歧桿菌，但隨著腸道老化、壓力增加

及飲食西化等，造成該菌量大幅減少，

引致消化道問題，通過食用益生菌有效

改善並維持體內菌群平衡。



牛奶具有豐富的營養，是老年人和嬰兒良好的食品。但是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缺乏乳糖酶，
不能分解牛奶中的乳糖，這些人飲用牛奶後，常常會出現胃腸道紊亂，導致胃腸痙攣、脹氣
或腹瀉，迫使這一人群不能飲用牛奶，從而放棄了牛奶中的其它重要成分…

雙歧桿菌在乳製品發酵過程中可以產生乳糖酶，幫助人們消化乳糖。乳糖酶缺乏者，飲用經
雙桿菌發酵的乳製品，就既可以獲得牛奶中豐富的營養，又免受胃腸道病痛之苦。

乳糖不耐受症

攝入乳糖，乳糖吸收不良

腹
瀉

腸粘膜受損，導致
乳糖酶進一步減少

再攝入更多的乳糖，
加重乳糖吸收不良

導致營養素
吸收不良

免疫力降低，腸胃感染，
繼發性乳糖酶缺乏



綜合果蔬酵素
人體每天都在產生及消耗各種酵素，為了維持

體內的酵素量，我們必須透過進食額外攝取。

綜合果蔬酵素擁有水果及蔬菜的雙重蛋白酶，

對人體起到更好的作用。

清腸毒通宿便

促進消化與吸收

美容養顏

加速代謝，保持年輕

平衡內分泌系統

淨化血液，維持酸鹼性體質

抗氧化，推遲衰老

增強免疫力



綠茶提取物 / 茶多酚

茶多酚—綠茶中含有的抗氧化物質

可抑制消化道的壞菌生長

抑制血管新生

預防齲齒

預防感冒

促進新陳代謝

具有很強的抗氧化能力



低聚果糖

經過多年來對低聚果糖的深入研究，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確認低聚果糖對改善腸道功能、防治

便秘、改善腹瀉、降低血脂和提高人體免疫力等均有顯著功效。

低聚果糖由於其獨特的結構，不易被消化道的胃酸和酶消化，能直達大腸，被人體有益的

菌群雙歧桿菌迅速選擇性吸收，使雙歧桿菌迅速增殖，並產生短鏈脂肪酸，使腸道PH值

偏向酸性，抑制有害菌群的生長；

同時它亦能有效降低某些有害還原酶的活性，減少腸道內致癌物和有害代謝物的生成和積

累，真正起到清除腸道垃圾的作用。

1

2

3

5

改善腸道功能

防治腹瀉

保護腸道

防治便秘
提高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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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有技術相比

1. 採用冷鏈乾燥、多層包埋技術，使該類活性益生菌具有長久活性、耐胃

酸、適應腸道環境，能有效定殖腸道，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穩定性和活性；

2. 由７株菌共同發酵組成，採用全乳蛋白隔絕氧氣，耐加工；添加鈣離子

（Ca+）穩定細胞膜，能黏附在腸道壁，常駐腸道，提高益生菌的工作

時間和能力；

3. 各成分均是可直接食用的食品成分，無副作用，且配方中的活性益生菌

和低聚果糖均可抑制有害菌群的生長與增殖，因此無需另外添加防腐劑

即可實現其穩定儲存，減少因添加劑而引起的毒副作用，同時能達到良

好的清腸排毒效果。



選擇 MIRIKEL DigeZ 的六大理由！

科學搭配
採用７株菌共生發酵技術，有別於單一菌種發酵。
複合菌株共同生長，各司其職，互相幫忙，有效
補充和改善腸道菌生態。

活菌數量高，質量更高
滿足人體健康，每天至少需要補充幾十億的益生
菌，DigeZ 益生菌數量高達200億！

安全性高
安全性高，不變異、無副作用、無添加任何香精
及防腐劑。

性能優良

高耐酸性，通過消化道進入腸道存活率高，在目
標部位生存。

五效合一
益生菌 + 益生元為普通組合﹗DigeZ 添加了酵素、
膳食纖維和植物精華成分，改善效果加倍﹗

活性穩定
採用冷凍乾燥、多層包埋技術；恆溫運輸處理，
保證益生菌活性！



產品名称：DigeZ 有酵益生菌

產品规格：2g*14包

使用説明：每天服用1至2包。將其與溫水(37攝氏度/ 

98.6華氏度)混合或加入液體中混合食用；也可直接食用。

保存方法：建議常溫保存，避免存放在高溫或陽光直射

的環境中。開封後請儘快食用。

警告：

•請放置於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如果包裝已損壞或打開，請勿飲用。

•請勿超過推薦劑量。

•懷孕或哺乳女士以及疾病患者，請遵循醫囑飲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