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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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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肆虐全球

2020/02/12 17:00新冠肺炎 (3月1日)

全球确疹人数超过2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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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洗手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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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没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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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是最好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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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清分离蛋白 Instantized

Whey Protein Isolate

• L-谷氨酰酸 / L-Glutamine

• L-胱氨酸 / L-Cystine

• L-甘氨酸 / L-Glycine

• 维他命D3 / Vitamin D3

无大豆 / Soy-Free

无抗生素 / Antibiotic-Free

无激素 / Hormone-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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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Benefits关键益处

* 高质量，99%无乳糖配方
High-quality, 99% lactose-free formulation

* 最理想的健康保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Essential building block for optimal 

health & wellness 

* 无大豆，抗生素，激素
Soy-free, hormone-free, and antibiotic-free

一勺活力精华会给您：
Just one scoop of Triotein gives you：
*9克容易消化的非转基因蛋白质

9g of non-GMO protein designed for easy digestion

* 2000毫克L-谷氨酸 / 2,000mg of L-Glutamine

* 1000毫克L-甘氨酸 / 1,000mg of L-Glycine

* 500毫克半胱氨酸 / 500mg of L-Cystine

* 100%您每日建议量所需的维生素D

100% of your Daily Recommended Value of

Vitami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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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Directions for Use

s 一勺活力精华加入8盎司(250ml)水

或者您喜爱的饮品
Mix one scoop of Triotein

with 8 oz. (250 ml) of water 

or preferred beverage.

s 一天1-3次
Take up to three times daily

s 请勿加热或烹饪活力精华
Do not heat or cook Triotein

s 建议使用方式和其他的建议

请咨询您的专业医师
Ask you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 for commende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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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yceps Mycelia CS-4

固元崇草的⾍夏草菌丝体

Our kidneys are responsible for nourishing the body and maintaining 

the body’s physiological balance. When our kidneys are in poor 

health, it can cause a chain reaction in our overall well-being. 

我们的肾脏负责滋养身体并维持人体的生理平衡。当我

们的肾脏健康不佳时，它会导致我们整体健康状况的连

锁反应。

NHT Global’s Cordyceps Mycelia CS-4 is a highly specialized formula 

that improves the health and function of the kidneys. The key 

ingredient – Cordyceps Mycelium CS-4 - has been praised by the 

Chinese for centuries for its unique ability to nourish the kidneys.*

NHT Global的冬虫夏草菌丝体是高度专业的配方，可改

善肾脏的健康状况和功能。其中关键成分–冬虫夏草菌

丝体，一直以其独有能力滋养肾脏的而受到中国人的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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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李兰娟院士

肠道健康是身体健康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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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感染小智慧

1. 外出必须带3层医用口罩
2. 勤用枧液洗手，每次最最少20秒

3. 带备75%酒精/擦手液，适时擦手
4. 按电梯，用纸巾包住手指才按键

5. 推门/开门，用纸巾

6. 回到家在门外脱鞋，使用1:49 漂白水洗鞋底
7. 回到家必须先洗手，把穿过的衣服清洗

8. 使用1:99漂白水清洁家居
9. 冲厕前先把马桶盖上

10.保持洗手间和厨房的下水道湿润

11.家中有阳台可以晒一晒太阳吸收维生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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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口罩小智慧
1. 口罩表面吸附细菌/病毒，因此不要不自觉按压口罩铁
线。

2. 带上口罩后，谨记不能以手再触摸口罩表面，因为口罩
表面吸附细菌/病毒。

3. 如果口罩只带一阵子，可以使用全新信封，把口罩放入
去，因为口罩中水气可以由信封的纸吸收，口罩可以再
使用。(千万不要把口罩对折)

4. 如果没有信封可以使用全新A4纸代替。

5. 弃掉口罩时，先用75%酒精喷口罩表面或用热水烫一下
才扔掉，避免二次传染。

6. 如果家里不够三层医用口罩，建议三层医用口罩留给老
年人或长期病患使用，身体壮健者可以使用一般布做口
罩也能阻挡70%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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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力量

我们幷不建议将产品当作药物来使用，但是每日持之以恒使用产品会对人体健康起修复
与防预疾病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