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抗疫保健套餐 

產品  簡介 零售價 原產地 保協會員價

兒童佳膳® (800克) 兒童佳膳®營養補充品是均衡營養配方，專為偏食的或營養不足的兒童提供均衡營

養。即使小朋友再揀飲擇食冇胃口，也可以打好健康基礎，讓父母放心。

• 提供充足能量*，幫助小朋友應付日常活動所需

• 每杯含1.9克中鏈脂肪酸(MCT Oil)，容易消化吸收

• 含多種維他命、礦物質及成長所需的微量元素

兒童佳膳®營養補充品含有兒童成長重要營養，幫助兒童成功達標

• 每日兩杯可促進正常免疫系統功能2

• 優質乳清蛋白含量高達50%1，比雞蛋蛋白質更容易被兒童吸收利用^

• 每杯含8.2毫克DHA，及可促進體內合成DHA及ARA之多元不飽和必需脂肪酸 +

(1.2克亞油酸Ω6及0.2克亞麻酸Ω3)，幫助兒童腦部發展

含益生菌及益菌生纖維5保持腸道健康

• 含有B.L.及L.P.益生菌，有助保持消化系統的益菌數量平衡 3

• 配合PREBIO 1 PLUS益菌生纖維，能促進腸道益菌的生長

• 平衡腸道益菌的數量，有助提升腸道健康

每杯250毫升雀巢®兒童佳膳® (55克營養粉末)大約等於攝取了以下營養4

適合人士: 1-10歲(兒童)

瑞士製造

1.每100克蛋白質含有50克乳清蛋白

2.需配合均衡飲食及適量運動

3.Dattilo, Anne M and Saavedra, Jose M, (2009), ‘ Probiotics in pediatrics: A review of

concepts, mechanisms, and benefit

4.食物安全中心，

 $           323.0 瑞士  $         218.0

纖維樂®  纖維粉 (250克) OPTIFIBRE纖維樂®纖維粉特有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以刺激大腸蠕動及軟化便便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增加排便次數*，舒緩便秘不適，排走宿便

更可作為腸道益生元，有助益生菌生長^，促進腸道健康

而且無色無味，可加入不同冷熱飲品食物中。

產品特點

•100% 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舒緩便秘

•益菌生纖維，可促進腸益生菌生長

•水溶性纖維，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成份全天然

•無色無味，可加入冷熱飲品

•無添加糖及色素

•安全有效，長者孕婦也可使用

適合人士

•便秘人士

•纖維攝取不足

•3歲以上小孩，長者，孕婦也適用

•關注血糖人士

沖調方法

將1平匙 (5克) / 1小包的纖維樂®纖維粉加入任何冷熱飲品 (水、咖啡、茶、果汁等)

(約200毫升)，或食品 (乳酪、粥等) (約150克) 均可。

*於臨床實驗，39位有便秘情況的成年人士每日攝取5克益菌生纖維(PHGG)。結果

發現，相比未食用前，每星期排便次數增加多於3次。 Polymeros D，et al. Dig Dis

 $           183.0 德國  $         176.0



成人抗疫保健套餐 

產品  簡介 零售價 原產地 保協會員價

佳膳® 益生 800g

含L.P.乳酸菌及PREBIO 1™益菌生纖維

促進腸道益菌生長，有助腸道健康，每日飲用有助支持免疫力，減少感染達41%^

蛋白質豐富, 每食用分量(根據標準沖調方法)提供10克蛋白質， 當中50%為優質乳

清蛋白*

。乳清蛋白容易消化吸收，有助維持肌肉質量

含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提供均衡營養並支持免疫力

呍呢嗱口味

瑞士製造

^Bunout D et al. Effects of a nutritional supplement on the immune response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free-living Chilean elderly. J Parenteral Enteral Nutr 2004 28

348-354

*每100克蛋白質含有50克乳清蛋白

 $           207.0 瑞士  $         178.0

蛋白補™ 乳清蛋白質粉 227

克 40歲起，肌肉力量會急劇減弱，每10年肌肉流失更可達8%！

要Keep住有Power? 你要蛋白補™ 乳清蛋白質粉

佢係，100%優質乳清蛋白質，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有助維持肌肉質量、修復組織及改善體質。

而且無糖無脂肪，真正「純增肌  零增脂」

• 一量匙蛋白補™ 已有約等於一隻雞蛋的蛋白質分量

• 100%優質乳清蛋白質，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 香港醫院選用超過20年，安全有效

• 無色無味，可加入各種冷熱飲品及食品

• 容易沖調，迅速溶解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           105.0 美國  $           98.0

纖維樂® 纖維粉 (便攜裝)

(30 x 5克)

OPTIFIBRE纖維樂®纖維粉特有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以刺激大腸蠕動及軟化便便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增加排便次數*，舒緩便秘不適，排走宿便

更可作為腸道益生元，有助益生菌生長^，促進腸道健康

而且無色無味，可加入不同冷熱飲品食物中。

產品特點

•100% 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舒緩便秘

•益菌生纖維，可促進腸益生菌生長

•水溶性纖維，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成份全天然

•無色無味，可加入冷熱飲品

•無添加糖及色素

•安全有效，長者孕婦也可使用

適合人士

•便秘人士

•纖維攝取不足

•3歲以上小孩，長者，孕婦也適用

•關注血糖人士

沖調方法

將1平匙 (5克) / 1小包的纖維樂®纖維粉加入任何冷熱飲品 (水、咖啡、茶、果汁等)

(約200毫升)，或食品 (乳酪、粥等) (約150克) 均可。

 $           169.0 德國  $         162.0



成人復元保健套餐 

產品  簡介 零售價 原產地 保協會員價

天源素® 美味營養湯  (盒裝)

(6 x 250mL)
天源素®美味營養湯 全天候進補良方

優質食材, 容易消化吸收

採用天然食材，如雞肉、番茄、香桃、胡蘿蔔、豌豆及紅莓汁製成

甜味以外的營養品選擇

送禮補身之選

適合

乳糖不耐受人士

腸胃容易不適人士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           139.0 澳洲  $         128.0

力源素®倍營™高蛋白營養

補充品 - 榛子味

(6 x 250mL)

力源素® 倍營™是專為需要額外營養補充人士而設的高能量、 高蛋白質營養補充

品。

產品特徵

• 每毫升2.25千卡

• 一樽 (200 毫升) 提供:

能量 : 450 千卡

蛋白質 :  28克

• 高能量，輕鬆提升能量攝取

• 高蛋白質，含亮氨酸，有助維持肌肉質量，修復身體組織以維持活力

• 含豐富維他命及礦物質 (28種)

• 適合乳糖不耐受人士

• 即開即飲，方便衛生

• 特有榛子味，香濃美味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99.00 德國  $           92.0

蛋白補™ 乳清蛋白質粉 227

克

40歲起，肌肉力量會急劇減弱，每10年肌肉流失更可達8%！

要Keep住有Power? 你要蛋白補™ 乳清蛋白質粉

佢係，100%優質乳清蛋白質，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有助維持肌肉質量、修復組織及改善體質。

而且無糖無脂肪，真正「純增肌  零增脂」

• 一量匙蛋白補™ 已有約等於一隻雞蛋的蛋白質分量

• 100%優質乳清蛋白質，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

• 香港醫院選用超過20年，安全有效

• 無色無味，可加入各種冷熱飲品及食品

• 容易沖調，迅速溶解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           105.0 美國  $           98.0

纖維樂® 纖維粉 (便攜裝)

(30 x 5克)

OPTIFIBRE纖維樂®纖維粉特有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可以刺激大腸蠕動及軟化便便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增加排便次數*，舒緩便秘不適，排走宿便

更可作為腸道益生元，有助益生菌生長^，促進腸道健康

而且無色無味，可加入不同冷熱飲品食物中。

產品特點

•100% PHGG 水溶性膳食纖維

•臨床研究證明有助舒緩便秘

•益菌生纖維，可促進腸益生菌生長

•水溶性纖維，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成份全天然

•無色無味，可加入冷熱飲品

•無添加糖及色素

•安全有效，長者孕婦也可使用

適合人士

•便秘人士

•纖維攝取不足

•3歲以上小孩，長者，孕婦也適用

•關注血糖人士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           169.0 德國  $         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