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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 1.基礎保養 

• 2.健康的基本觀念（基礎篇） 

• 3.輔助健康的方法（進階篇） 

• 4.從源頭做起（環境篇） 



1.個人的基礎保養 



相信自己是活生生的人 

• 活著的生命體能對環境變化做出反應，讓
自己處在有利的位置 

天氣冷：毛細孔收縮、顫抖 

病菌入侵：發燒 

異物進入氣道：咳嗽 

紫外線照射：皮膚變黑…. 

基礎保養：與外界溝通管道的暢通 



人體感知外在環境變化的介面 

• 眼（視覺系統） 

• 耳（聽覺系統） 

• 鼻（呼吸系統） 

• 舌（消化系統） 

• 排泄（外泌尿系統） 

• 皮膚 

維持感知通道的暢通 

清潔 



基礎保養(1) 

• 眼與耳的清潔：眼屎（每天洗臉）、耳垢(偶爾) 

 
T字部位油污清潔(無刺激洗面乳) 



基礎保養(2) 

• 呼吸系統的清潔 

• 鼻毛修剪 

• 鼻涕擤出 

• 氣道彈性（運動、不
抽菸） 



基礎保養(3) 

• 消化道清潔 • 刷牙（定期清牙縫） 

• 刷舌頭 

• 把痰吐出來 

 

• 大腸廢物排出 

    (a.愉悅的環境 

      b.乳酸菌       ) 



基礎保養(4) 

• 泌尿與外生殖系統清潔 
• 女性：防止糞便污染陰道
與尿道（擦屁股方式） 

 

• 男性：包皮清潔 

               攝護腺保養 

               (南瓜子油) 



基礎保養(5) 

• 皮膚與毛髮的保養 

• 汗腺暢通：運動到流汗 

• 毛細孔口清潔：每天洗澡 

• 皮膚受器敏感：保養品 

        (保濕、美白、去角質) 



總結-開門七件事 

• 刷牙、洗臉、洗澡、大便 

• 喝水、運動、吐痰 



2.健康的基本觀念（基礎篇） 



什麼是健康？ 

身 

心 

靈 



一個洗腎患者的故事 



明天的「力氣」，今天替你存便便 



你的身體健康嗎？ 

圖片來源:http://tw.myblog.yahoo.com/jw!U.umNSCfGRPycnEeS2vS8w--/article?mid=198 



健康的定義（操作型定義）— 

身體內化學物質的圓滿狀態 

健康 不健康 

化學物質指醣類,蛋白質,脂肪,核酸,礦物質,維生素,水等 



如何保持健康 

Plus+Minus=Health 

1.移除：Minus健康法 

2.補充：Plus健康法 

病毒 

脂肪 

農藥 

重金屬 

…… 

營養素….. 



應該Plus或Minus多少？ 

每個人都是最獨特的—體質不相同 

沒有效 

副作用 

健康 

上限 

下限 

生病 

生病 

有效 

化學物質 醫藥 

體質 
濃
度 

藥物在體內的濃度變化 



A. PLUS健康法 



Plus健康法適用對象 

• 發育期大量的營養需求 

• 營養攝取不足或不均衡 

• 因老化或疾病導致某些化學物質流失 

• 因疾病導致某些化學物質無法合成 

 

 
必需「吸收」到身體裡去 



(1) 喝水—喝好水 

 

• 煮沸(打開鍋蓋3分鐘) 

• 礦物質 

    (礦物質的組成決定口感         吸收程度) 



(2)增強免疫力-多醣體 

• 不易分解的多醣或寡醣 

• 多醣與寡醣刺激腸道的免疫細胞 

• 寡醣可作為乳酸菌的食物 



(3)發育期大量的營養需求 

--以骨質需求為例 



從小到老都要保養的器官—骨骼 

兒童: 長高 
 
青年:轉骨 
 
更年期:骨質疏鬆 
 
老年:骨折 
 



鈣質吃得多沒有用 

鈣質吸收得多才有用 



鈣的吸收 

(鈣離子化) 



補充骨質的有效成分 

•牛奶鈣         

•Vit D3          

•CPP   

•軟骨質 

•骨質促進劑            



兒童 

 

成人 

                     長高 

 

    生長板位於骨頭兩端，受
到腦下垂體分泌的生長激素
刺激，會不斷增生軟骨，新
生的軟骨鈣化後形成硬骨，
骨頭因而變長、變寬。 

 

    生長板到某一年齡時就會
鈣化停止分裂，與硬骨閉合，
身高便從此決定。 

 

關鍵因素 

1.鈣質吸收—CPP, Vit D3, 牛奶鈣 

2.軟骨質—葡萄糖胺,NAG 

 



骨質維持 

造骨細胞與破骨細胞之平衡 

 

關鍵因素 

1.促進鈣質吸收—CPP, Vit D3, 牛奶鈣 

2.荷爾蒙 

3.減低破骨細胞作用—CBP 

4.骨質補充促進—NAG 

 



(4)因老化或疾病致某些化學物質流失 

--以老年人視力保健為例 



老年人視力不良之原因—氧化 

 

1.黃斑部退化—乾式病變 

2.微血流不順—濕式病變       運動 

3.水晶體光老化—白內障 

 

解決方式—抗氧化 

補充脂溶性抗氧化劑 

維生素A 

類胡蘿蔔素 

葉黃素 

花青素 



哪些人應注意脂溶性抗氧化劑的補充
？ 

1.乾眼症狀者  

2.長時問使用電腦工作者 

3.眼睛容易疲勞流淚者 



B. MINUS健康法 



人體像浴缸 

進 

出 



攝入與排出的途徑 

• 化學物質進入身體 

• 消化系統 

• 呼吸系統 

• 皮膚 

• 化學物質排出身體 

• 消化系統 

• 呼吸系統 

• 肝臟 

• 泌尿系統 

• 皮膚 

 



如何執行Minus健康法 
吃很多種健康食品不如少吃進一種有害的化學物質 

吃得少一點 

•      膳食纖維 

動得多一點 

•      呼吸多 

•       排汗多 

•       排尿多 

•       排便多 

運動 

多喝水 

排便習慣 



3.進階篇:輔助健康的方法 

-由內而外 

來自大環境的警訊 



來自大環境的警訊 
--Minus健康法的盲點 

• 多吃蔬菜水果：農藥問題 

• 多喝水：水質污染問題 

• 多運動：空氣污染問題 

• 定時排便：工作壓力問題 

毒素入侵 



肝的解毒作用 

肝 

脂溶性 水溶性 腎臟排出 

1.強化肝臟抵抗力 

2.增加水分補充 



身體防止毒素入侵的防線 

 
1.食物的選擇（視覺、嗅覺、知覺） 

2.皮膜組織阻擋（皮膚、腸道） 

 

3.體內的解毒作用（肝、腎、肺） 

 

境外決戰是最好的方法 



為了維持健康產生了三種狀況 

•不必花錢, 得到了健康 

 

•花了錢, 得到了健康 

 

•花了錢, 得不到健康 

 

 



關鍵—對症下藥 

• 對症—醫學(經驗) 

 

• 下藥—藥學(科學) 



全方位的保養—降膽固醇 

 

體外 體內 

吃進膽固醇 
吸收 

膽固醇 氧化膽固醇 血管僵硬 

阻塞 

Acetyl-CoA 

甲殼素 

膳食纖維 

紅麴 

抗氧化劑 納豆 

何時吃紅麴，何時吃磷蝦油(魚油)？ 

魚油 
磷蝦油 
(維生素F) 



全方位的保養—痛風 

體外 體內 

吃進普林 
吸收 

普林 尿酸 

發炎 

痛風石 

甲殼素 

膳食纖維 
水 

抗氧化劑 



全方位的保養—解毒 

體外 體內 

吃進毒素 

 

吸收 
毒素 肝臟代謝 排出體外 

甲殼素 

乳酸菌 
水 



全方位的保養—骨質疏鬆 

體外 體內 

吃進鈣質 
吸收 

鈣質 骨質 

骨質疏鬆 

骨質流失 
荷爾蒙 

關節炎 

牛奶鈣 

Vit D3 

CPP 

大豆胚芽 

葡萄糖胺 



4.從源頭做起（環境篇） 

治本的療法 



(圖片摘自Google網站) 



(圖片摘自Google網站) 



(圖片摘自Google網站) 



汞、戴奧辛及五氯酚污染  

(圖片摘自Google網站) 



污染物排放終將回到人身上 



環境中的毒素（舉例） 

• 重金屬 

• 有機毒劑 

• 塑化劑 

• 環境荷爾蒙 

• 合成清潔劑 

• 磷酸鹽 

(清潔劑的成分) 

甲醛—致癌 

三氯沙—致癌 

螢光增白劑—過敏、致癌 

壬基苯酚—女性化 

 



旗山溪汙染事件 

• 時間：民國89年7月14日 

• 事由：傾倒二甲苯有機溶劑 

• 後果：下游60萬戶飲用水遭汙染 

• 結果：長興化工董事長判刑5年 

 

長興化工 昇利化工 違規傾倒 

處理 



汞污染事件-水俁病 

時間：1956年日本熊本縣水俁市 

症狀：神經疾病—跳舞症 

窒素肥料公司 無機汞進入水俁灣 微生物與藻類轉成甲基汞 

魚類累積甲基汞 

人類吃魚 神經病變 

（水俁病） 

theopenend.com  

pollutionpictures.blogspot....  

http://ri.search.yahoo.com/_ylt=A3eg9CI2MjhTKisA3IZ21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RV=2/RE=1396220599/RO=11/RU=http%3a%2f%2ftheopenend.com%2f2009%2f09%2f07%2fmercury-contamination-of-aquatic-ecosystems-perhaps-your-body%2f/RK=0/RS=IQJ1Sdz1SFGUkZK0lFGumQ6H0eA-
http://ri.search.yahoo.com/_ylt=A3eg9CI2MjhTKisAHId21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RV=2/RE=1396220599/RO=11/RU=http%3a%2f%2fpollutionpictures.blogspot.com%2f2010%2f07%2fminamata-disease-mercury-poisoning-1932.html/RK=0/RS=wehp0miNbNCjsDkuCqNcQGQAnnE-


竊取下一代的健康與未來， 

這就是環境荷爾蒙最可怕的所在！ 



把地球洗乾淨 



擴大關懷範圍 

人用      皮膚用       家庭用     環境用    

人 







1.環保洗衣精 



成分 主原料 功能 通常用途 

月桂醇醚硫酸鈉(SLES） 椰子油 界面活性劑 清潔劑 

椰油醯胺丙基甜菜鹼 椰子油 界面活性劑 化妝品 

烷基聚葡萄糖苷(APG) 玉米澱粉 界面活性劑 清潔劑、化妝品 

對烃基苯甲酸丙脂   食品用抑菌劑 延長食品保存年限 

檸檬酸   洗衣助劑 食品添加物 

氯化鈉 台鹽食鹽 穩定劑 煮湯 

薑百合萃取物 薑百合 香味   

瓶身材質 HDPE   保鮮膜、塑膠容器 

環保洗衣精成分簡介 



已通過環標申請之市售洗衣精 
產品名稱  廠商名稱 

藍寶濃縮洗衣精(1L 2L 3.8L) 
藍寶冷洗精(1L) 

獅王公司 

Forever Frends環保洗衣精
(1.8L 3.2L) 
清淨海環保洗衣粉 
清淨海環保冷洗精(3.2L) 

清淨海公司 

白雪環保洗衣精(0.5L 2L 4L) 
環保冷洗精 

白雪公司 

蜂王環保洗衣精(3.2L) 
蜂王環保洗衣粉 

益豐化工公司 

毛寶環保植物性洗衣精(0.5L 3L) 
毛寶天然冷洗精 

毛寶公司 

洗可麗環保洗衣精 中油生技 

白鴿洗衣皂精(3.5L) 耐斯企業 



項目 橘子工坊天然濃縮洗衣精 某國營企業環保洗衣精 

訴求 1. 食品級認證天然橘油 
2. 通過無有毒化學殘留測試 
3. 全新天然深層D淨因子，具有抗

菌及深層洗淨功能 

1. 溫和親膚，潔淨好健康。 
2. APG添加，產品更溫和更潔淨 
3. 環保標章及SNQ雙認證，健康

安全有保障。 
價格 1,800ml(約1800g)建議售價340元 2,000g建議售價199元 
認證 無 1. 環保標章認證 

2. SNQ認證 

PH值 7.5+/-1. 0鹼性 7.0+/-1.0中性 
使用量 每L水使用1ml產品 

(請依標準使用量使用) 
每L水約使用1ml產品 
(請依標準使用量使用) 

內容物
標示 

未標示全名，消費者無法得知真實
成分 

依成分化學名標示，消費者可清楚
了解成分的功能、來源及副作用 

使用經
驗 

泡泡多，易沖洗，洗淨力強。 泡泡少，易沖洗，洗淨力強。 

香 氣 橘子香氣 天然薑百合香氣 

橘子工坊環保嗎? 



2.環保洗碗精 



環保洗碗精成分 
成分 功能 
月桂醇醚硫酸鈉 界面活性劑 
椰油醯胺丙基甜菜鹼 界面活性劑 

烷基聚葡萄糖苷  界面活性劑 

檸檬酸 助劑 
氯化鈉 穩定劑 
油酸單甘油酯 界面活性劑 
蘆薈萃取物 護手成分 
葡萄柚萃取物 香氣 
安息香酸鈉 抑菌劑 
純水 基質 



驚!!市售半數洗碗精含致癌甲醛，有環保標章的
洗碗精有環標認證，甲醛無檢出，品質值得信賴
!!  



獲得環保署的環保標章的洗碗精 

 
 
◎泡舒洗潔精（耐斯企業） 

 
◎生活純品洗潔精（永鏺實業） 

 
◎白雪亮透環保洗潔精（白雪企業） 
◎Sea Mild 洗碗精（清淨海公司） 

 
◎洗美樂高生物分解洗碗精（億運
科技） 
 
 

◎鹽好環保洗碗精（升揚興業） 

 

◎藍寶洗碗精系列（獅王工業） 

 

◎獅寶洗潔精系列（獅王工業） 

 

◎洗樂洗潔精系列（獅王工業） 

 

 ◎洗可麗環保洗碗精（中油）  
 



3.環保衛浴清潔劑 



環保衛浴清潔劑成分 
成分 功能 

月桂醇聚氧乙烯醚 界面活性劑 

仲烷基磺酸鈉(SAS) 界面活性劑 

二(聚氧乙烯醚)椰油基
甲基氯化銨 

界面活性劑 

檸檬酸 助劑 

對羟基苯甲酸甲酯 抑菌劑 

對羟基苯甲酸丙酯 抑菌劑 

純水 基質 

溫和不刺激 



汙垢的種類 

• 油脂形成的汙垢 

-碗盤上的油漬及衣服上的汗垢 

-適用界面活性劑或鹼性的洗劑 

 

• 結晶鹽形成的汙垢 

-馬桶上的尿垢及磁磚上的水漬 

-適用強酸強鹼的洗劑 



我們的堅持：避免有毒的衛浴清潔劑 

• 強酸強鹼的衛浴清潔劑會和尿垢發生反應，
產生有毒氣體，傷害眼睛及呼吸道。 

•強酸強鹼的衛浴清潔劑將侵蝕肌膚，造成
紅腫發癢。 

•含有有機溶劑的衛浴清潔劑使用時會揮發
出來，吸入後將危害人體。 

•有侵蝕性的衛浴清潔劑會侵蝕磁磚及陶瓷
表面，久了以後容易卡髒甚至剝落。 



獲得環保署的環保標章的衛浴清潔
劑 

 
◎白雪亮透環保浴廁清潔劑（白雪企業） 
 
◎毛寶香滿室環保浴廁清潔劑南法陽光（毛
寶公司） 
 
◎清淨海環保浴廁清潔劑（清淨海公司） 
 
◎蜂王衛浴廚房清潔劑（益豐化工） 
 
◎金洗樂環保衛浴清潔劑（鳳育企業） 

 



中油生技產品 

• 保健食品 

• 機能性飲料 

• 化妝保養品 

• 環保清潔劑 

新生活運動 



謝謝指教 

加中油 

加好油 

加健康 

台灣中油公司祝您健康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