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的活力!



毕业于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营养及饮食治疗系
Gradu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Malaysia majoring i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Hospital Tuan’ku Jaafar, Klinik Seremban, IJN, Regency 
Hospital, Eldercare Center

八度空间《活力加油站》嘉宾讲师

经验Experience



您的理想寿命是几岁呢?

全球人类预期寿命由2000至2015年15年间长了5.5
年，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快增幅。

世界卫生组织



不管几岁，都要有活力

别让关节问题卡住您的活力人生！



了解关节

滑液膜

滑液

关节软骨



• 关节灵活度
• 关节柔软度
• 关节坚强度
• 关节舒适度

长期磨损会影响生活品质



常见关节问题：关节炎

退化性关节炎
q体重过重
q错误运动方式
q错误出力姿势
q受伤

类风湿性关节炎
q 自我免疫问题

↑关节润滑
↑软骨生成

↑抗氧化
↑抗发炎

感染性关节炎
q 细菌/病毒感染

↑抗氧化
↑抗发炎

痛风性关节炎
q 尿酸过高

↑代谢
↑抗氧化
↑抗发炎



影响关节健康因素



家族历史有
关节问题

女性 过重或肥胖 关节曾受伤 膝内翻

经常进行高
碰撞率活动

腿部肌肉疲弱 长时间蹲下
或跪下

经常穿戴高跟鞋

0-2项：关节问题风险较低，请保持健康生活习惯。
3项或以上：关节健康已响起警号，建议及早改善关节健康关节健康吗?

风险



伤关节的姿势



热敷冷敷?

•急性>即刻消炎消肿>冰敷
•慢性/反复性僵硬损伤>促进血液循环，松弛紧绷
>热敷



嘌呤



需注意的食物

食物类别

酒类 任何酒

海鲜类 江鱼仔, 沙丁鱼, 鳕鱼, 扇贝, 鱼卵

动物内脏 肝,肾, 脑, 肠, 心

汤 高汤 汁

食物类别

各种畜肉 牛, 猪, 羊

禽肉 鸡, 鸭

海鲜 鱼(三文鱼，吞拿), 贝类,螃蟹,虾

蔬菜 干豆类，豆制品, 嫩豆类, 菇类, 菠菜, 白
菜花

食物类别

奶类 牛奶

蛋类 鸡蛋

蔬菜瓜类水果 小白菜大白菜包菜西红柿黄瓜芋头马铃薯

谷类 麦米

水



呵护关节饮食三步骤

抗发炎: Omega 3, 香料

抗氧化: 蔬菜水果

补水分



固关键
给关节进补

Promotes Joint Health and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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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作? 
HOW DOES IT WORK?

相信成年人和运动员都同意，关节问题如疼痛和僵硬会限制我们日常的活跃度和享受生
活。一些情况下，缺乏足够的葡萄糖胺是主要因素
Adults and athletes can all agree that joint problems like soreness and stiffness can really limit our ability to stay active and enjoy 
life. For some, a lack of enough glucosamine is the major contributor. 

固关键的专有配方结合葡萄糖胺与多种「关节补品」，包括鲨鱼软骨素，青口素及姜
黄，助你行动更有劲，活动更自如！
Formulated with a proprietary blend of glucosamine hydrochloride, shark cartilage, green lipped mussel, and turmeric, 
Glucosamine 2200 can help give you the support and relief you need to keep you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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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
KEY INGREDIENTS

• 葡萄糖胺
Glucosamine HCL 

• 鲨鱼软骨素
Shark Cartilage 

• 青口素
Green Lipped Mussel Powder 

• 姜黄
Turmeric Extract 

专有关节健康配方
PROPRIETARY HEALTHY JOINT 
BLEND

Glucosamine HCL

Green Lipped Mussel 
Powder 

Turmeric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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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醣胺
Glucosamine

Turmeric Extract

供给软骨养分，刺激磨损的软骨结缔组织生
长，重建已流失的软骨



鲨鱼软骨素
Shark Cartilage

在鲨鱼身上得到的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来
源，帮助关节灵活性，舒适度和柔软度



青口素
Green-lipped mussel

• 天然丰富的奥米加三必需脂肪酸，氨基酸和矿物质
• 全面提供关节健康与灵活度



姜黄
Turmeric Powder

• 一种已被使用上千年的亮黄色香料。
• 含高量的抗氧化物的姜科草本植物

• 维护关节健康，具有帮助镇痛，抗炎和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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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效
KEY BENEFITS

• 直接补充葡萄糖胺，帮助关节
软骨生成*
Directly supplies the body with glucosamine 
to help rebuild the body’s glucosamine and 
stimulate cartilage production.*

• 改善关节灵活性及舒适度*
Promotes joint health, joint mobility and 
joint comfort.*

• 姜黄含丰富抗氧化物，研究显
示或有助促进关节舒适度*
Contains turmeric extract, an antioxidant rich 
ingredient that studies have shown may 
promote joint comfort.*

• 青口素提供丰富的奥米加3脂
肪酸、氨基酸及矿物质*
Contains Green Lipped Mussel, which 
supplements the body with omega 3 fatty 
acids, amino acids, and minerals. *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ü葡萄糖胺
ü鲨鱼软骨

ü姜黄
ü绿唇贝

*
*

*
*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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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方法
DIRECTIONS FOR USE

成人每天3次，每次1粒，饭
前15分钟以温水配送为佳
Adults take 1 capsule three times daily. 



高度吸收 活出健康人生

然健高活姜黄素



姜黄根
姜黄素

随着科技和医学的进步，人类平均寿命一直增
加，但这并不代表生活质素和健康水平也同步
改进。步入晚年的时候，很多人因健康出现问
题而大大降低了生活质素。好消息是，研究人
员发现姜黄中的活性成分「姜黄素」，具有令
人注目的促进健康功效，有助维持长期健康然
健高活姜黄素对各项健康老化的关键，如血管
健康、循环系统，抗氧化保护和支持身体正常
炎症防御反应等，都有明显的益处。



• 由姜黄根提取，在印度草药和中医药中有悠久
历史的一种亮黄色「超级香料」
• 「姜黄素」是来自姜黄的活性复合物，具有促
进健康的特性
• 广泛研究证明姜黄素对身体不同部位都有益处
－从心脏、关节到认知能力及支持身体的正常
炎症防御反应

专利的姜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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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专利的姜黄素，临床研究
证实，它比普通姜黄素的生物
利用率高出31倍

•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并能长时间
发挥作用，功效比市场上的同
类产品更明显和更持久

31x
生物利用率



主要成分

姜黄根提取物

葡萄籽提取物

黑胡椒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抗氧化功效帮助改善血液循环和
支持身体正常的炎症防御反应

葡萄籽提取物



采用含有胡椒碱的专利黑胡椒提取物，
进一步提高姜黄素的人体吸收率

黑胡椒提取物



含有EGCG儿茶素，
可保护细胞抵御有害自由基

绿茶提取物



主要功效
以上主要成分已被发现能...

支持身体正常炎症防御反应（关节舒适
度&灵活度）*

促进血液循环*

抗氧化保护，抵御有害自由基*

促进血管健康*

支持老化中的身体健康*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食用方法

每天最多3次，每次1粒



魔力之泉
时刻精力充沛魄力过人

For Connoisseurs of Passionate Living!

LIFESTYLE



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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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分
PROPRIETARY BLEND INGREDIENTS

LIFESTYLE

芦荟、红树莓浓缩液、法国
红葡萄提取物、瓜拿纳种子
粉、葡萄皮提取物、达米阿
那粉、人参粉、马黛茶提取
物、五味子提取物、绿茶叶
提取物、马卡提取物、山
渣、姜根提取物、迷迭香提
取物、当归根提取物、甘草
粉
Aloe Vera Gel, Red Raspberry Juice 
Concentrate, Red Wine Extract, Guarana 
Seed Powder, Grape Skin Extract, 
Damiana Powder, Panax Ginseng Root 
Powder, Yerba Mate Powder Extract, 
Schisandra Berry Extract, Green Tea Leaf 
Extract, Maca Powder Extract, Hawthorn 
Berry, Ginger Root Powder Extract, 
Rosemary Herb Powder Extract, Dong 
Quai Root Powder Extract, Licorice Root 
Powder. 

Aloe Vera Gel

Grape Skin

Raspberry Juice

Schisandra BerryRed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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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效
KEY BENEFITS

LIFESTYLE

魔力之泉的主要成分能
LaVie’s™ key ingredients have been found 
to…

• 促进心血管健康*
improve cardiovascular health*

• 增强免疫系统功能*
boost the immune system*

• 提振精神*
recover lost stamina*

• 提供令人振奋的健康益处*
provide other uplifting health benefits*

*这些声明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评估。本产品不用于诊断，治疗，预防或预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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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方法
DIRECTIONS FOR USE

LIFESTYLE

按个人需要饮用，建议饮用量
为每天最多280毫升。冰冻后
口感更佳。饮用前请摇匀，沉
淀物乃属正常现象，请放心饮
用。开封后请存放于冰箱内
Consume as desired up to 280ml daily. 
Content may settle over time. Shake well 
before use. Serve chilled. Refrigerate after 
opening.



关键的活力搭配

不管几岁都能活出健康自主，有尊严和成就感！
享受生活！



关键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