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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後期，克里斯顧問的研究，觀

察到某些植物萃取物能為人類健康帶來許多

面向的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生活化領域

的突破。

克里斯顧問2010年在其著作《破解幹細胞

密碼》一書中說明幹細胞在體內的天然作

用，是人體日常修復和組織再生系統的基

礎。他描述了骨髓如何將成人幹細胞釋放

到血液中，以執行所有身體系統內的組織

修復。

這一發現對再生醫學的各個領域具有深遠的

意義，對於抗衰老、疾病預防乃至於治療，

都更往前推進了一步。

而克里斯更發現一種水生植物的藻類(AFA)

對於人體有著天然修復作用，並且在35億

年前就存在於地球上，默默地進行著光合作

用，該藻類富含人體所需要的全方位營養

素，是一種具有64種營養素的超級食物。

克里斯顧問透過研究發現其超強的再生運

作，可刺激骨髓中的幹細胞再生，通過增加

循環幹細胞的數量，使得更多的幹細胞一起

來參與組織修復的過程，為健康效力。 

克里斯計畫撰寫的第二本書中，更深入描述

循環中的幹細胞數量與疾病形成之間的聯

繫，幹細胞較少的人罹患老化疾病的風險較

高，而增加體內循環幹細胞的數量將有益於

健康維持並預防疾病。

克里斯的研究大大振奮人心，他也陸續在許多

植物中發現新大陸：束絲藻、沙棘漿果、蘆

薈、裙帶菜　(Undaria　pinnatifida)　的岩藻

依聚醣、何首烏（foti）都被證明能支持幹

細胞從骨髓中釋放。

當古老的植物遇到現代生物科技，透過科學

家的一一解密，經由幹細胞再生活化，讓我

們擁有健康、擁有高品質生活，已是現在進

行式。

因為他知道：「長壽之道」是一個革命性

的新科學，老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細胞的

凋零及衰老，而此一現象不一定全然與年

紀有關。因此，現代人應建立一種全新的

老化理念及全新的生活方式，來迎接未來

高齡的長壽人生。

因此醫界正展開一場細胞不朽的革命!我們

都不能置身事外!

要能活得既長壽又健康！是的，我們能

做到！

在威廉博士鉅著『細胞關鍵優化密碼』

一書中，威廉博士表示：衰老是不治之症

嗎？可能吧，但過往經驗告訴我們，科學

研究終能發現可治癒百病的療法；如果未

來我們有能力治癒衰老，是否即意味著我

們可以永生？

威廉博士引領我們進入了一個由60兆個智

慧細胞構成的神奇世界裡。他揭示了衰老

如何逐漸滲入到我們的DNA中。

更重要的是，他與我們分享了幹細胞、端粒

酶、生物技術、奈米醫學帶給人類的驚人

承諾；同時他還告訴我們，健康的生活方

式是人類長壽的重要關鍵。

因此他提醒我們要提供身體適當及足夠的

營養素，避免隱性飢餓，幫助身體機能維持

在最佳狀態，同時要徹底改變生活方式，定

期進行強度運動、注重健康飲食、消除負面

情緒、並按時攝取營養補充品、時刻保有年

輕思維、享受年輕、保有青春，讓自己不

但感覺年輕 feel young、看起來年輕 look 

young，更要活的年輕 live young。

在不久的將來人類的壽命極有可能就超過

100歲，你要如何讓自己健康的多活每一天

呢?博士補充說：你可以透過科學的新方法

來提升表觀遺傳學開關的管理，就是啟動『

好基因』，關閉『壞基因』，並配合前面

所提到的全新的健康生活方式，相信『重

新定義年輕』不再是口號，而是指日可待

的希望。

細胞優化關鍵密碼

威廉∙安澤列格博士

William Amzallag, M.D.

克里斯．德拉波 顧問

Christian Drapeau, Msc.

破解幹細胞再生活化密碼

 

長壽之道是一個革命性的新科學，如何啟動

好基因、關閉壞基因，建立一種全新的生活

方式是關鍵。

活化並增加體內循環幹細胞數量是健康生活

的重要關鍵，從一些古老的植物中，科學家已

破解了再生密碼。

We are Generation Young！

這是威廉博士最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話，身為全球知名

抗老化醫學博士的他，總是不遺餘力的傳遞「我們都是

年輕漾世代」的觀念給周遭的每一個人。

身為全球知名成人幹細胞研究的先驅，克里斯顧問於再生

醫學和保健領域贏得了全球認可，他強調：有效活化

幹細胞來支援身體各個部位的運作，是促進健康非常重要

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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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作用機轉之研究

益生菌可以藉由各種不同的作用機轉 (如：腸道發酵、腸道保護作用、免疫調節

作用、抗癌作用等)，來促進人體的健康效益。

益生菌(probiotics)早在數百年前，便以優酪乳或發酵乳的形式被

廣泛地被使用，但當時也並不十分了解它的健康效益。在1908

年，俄國諾貝爾獎得主 Elie Metchnikoff 首度對益生菌的效

益做出如下描述：發酵後的牛乳中所含的乳酸菌對人體的健康具

有益處。1965年，Lilly and Stilwell 則進一步將益生菌定義

為：常見益生菌的種類可以促進腸道菌種平衡，增加人體健康

效益的微生物。

人類胃腸道包含豐富多樣的微生物群落，聚集了超過100兆個微生物，這些微生物組編碼

超過300萬個基因（人類基因組由大約由23000個基因組成），產生數千種代謝物，且免疫

細胞有80%分佈於此，對於代謝和免疫功能有決定性影響力。

理想的益生菌應具有的特色 益生菌效益

1.  能抵抗胃酸及膽鹽的破壞
內含的益生菌必須禁得起腸道中胃酸、膽汁及胰臟酶的破壞，才能到達  

腸道下端而產生作用。

2.  低或無病原性 必須對人體無致病性，且不會造成人體微生物的感染。

3.需能黏附於腸道上皮細胞上 需能黏附於腸道細胞，且能在腸道上進行繁殖，才能產生良好的作用。

4.  調節腸道之免疫反應
活化腸道感染時的免疫反應，另一方面也可以減緩食物過敏所產生之免疫  

反應。

莊 柏園

熱血家醫  莊柏園家庭醫學科醫師

益生菌會與病原菌競爭黏附於腸道上，並可以產生抗菌物質，減少病原菌的作用。另外，

益生菌亦會促進腸壁細胞分泌黏液及黏蛋白，降低腸道上皮細胞與病原菌及有害物質接觸

的機會。對於微生物引起之腸道感染，益生菌可以促進腸道之免疫反應；另外也可以減緩

食物過敏所產生之免疫反應。

益生菌的生理作用 根據2001年Bouvier M.等人的研究顯示

1.  縮短食物停留於腸道

的時間

益生菌可以縮短食物停留於腸道的時間達25%，特別對於消化時間較長的病人或

是婦女，作用更明顯。

2.  促進食物的發酵

益生菌可以促進腸道中食物的發酵，而生成大量的乳酸、乙酸、丙酸及丁酸等短

鏈脂肪酸。這些脂肪酸不僅可以提供腸道細胞營養，另外也可以刺激腸道對鹽類

及水分的吸收，並抑制腸道不正常細胞的生長。

3. 障壁作用

益生菌會與病原菌競爭黏附於腸道上，並可以產生抗菌物質(註1)(如：H2O2、

bacteriocin、bio-surfactant及lactocidin等)，減少病原菌的作用。另外，益生菌

亦會促進腸壁細胞分泌黏液及黏蛋白，降低腸道上皮細胞與病原菌及有害物質

接觸的機會。

4.  調節腸道的免疫反應
對於微生物引起之腸道感染，益生菌可以促進腸道之免疫反應；另外也可以減緩

食物過敏所產生之免疫反應。

 (註1) ： Daniel Commane, Roisin Hughes, Colette Shortt, et al: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anti-carcinogenic action  

of probiotics. Mutation Research 2005; 591(1-2): 276-289

益生菌進入腸胃道後，在胃酸、胰液及小腸液衝擊下，只有20-40%益生菌能存活於腸道。

除了要攝取益生菌外，如何促進這些益菌在腸道中生長，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益生元(prebiotics)又稱為益生質、益生素、益菌生或益菌質，是給予腸道好的益生菌食物

來源。它屬於無法被人體消化吸收的食物成分，卻可促進腸道益生菌的生長或活化，並

促進腸道健康。要將益生菌菌株與益生元結合，提供充分的食物給益生菌，才能有效增加   

體內益生菌的存活數目與時間。而益生菌與益生源結合，即稱為共生質 (Synbiotics)。

益生菌臨床研究 研究成果

1.  調節腸道的菌種及

腸道的代謝

2001年 Marteau PR 等人的研究益生菌可以藉由抗菌物質的產生及與病原菌競爭

腸道的黏附，來調節腸道的菌種；另外也可以藉由發酵產生大量的脂肪酸，來改變

腸道 pH 值並調節腸道酵素的活性。

2.  抗基因毒性作用

(anti-genotoxic activity)

1991年 H. W. Renner 等人的研究顯示，益生菌具有抗腫瘤的作用。另外，根據 1993年

Pool-Zobel等人的動物研究顯示，益生菌可以抑制N-methyl-N-nitro 及N-nitrosoguanidine

對結腸DNA的破壞。以促進致癌物的代謝及藉由調整腸道PH值來加速致癌物的排除。

3. 抑制癌化的進程

根據1998年 Rowland 等人的動物研究顯示，益生菌可以減少迷行腺窩息肉(aberrant 

crypt foci, ACF) 的產生，也可以降低糞便中 ammonia 的含量。另根據1996年 Goldin 

等人的動物研究顯示，益生菌可以降低DMH (1,2 dimethyl  hydraz ine) 誘發兔子

產生結腸癌的機率。也可以健全腸道的障壁作用，隔絕病原菌對腸壁細胞的傷害。

4. 促進代謝作用
益生菌會促進腸道中碳水化合物的發酵，產生大量的短鏈脂肪酸(醋酸鹽、丁酸鹽和 

丙酸鹽等)。其中，丁酸鹽具有明顯的抗腫瘤作用，可以調節腸壁細胞的凋亡及分化。

5. 刺激免疫反應

益生菌可以刺激腸道的免疫反應，以對抗腸道感染及腫瘤的形成。根據2000年 

T. Matsuzaki 等人的研究顯示，益生菌可以增加天然殺手細胞 (NK cell)及T淋巴球的

活性。而在2002 年 Whilst Aatouri 等人的研究顯示，益生菌可以促進脾臟及周邊血管中

淋巴細胞的增生，也可以增加 IFN-y (interferons) 的分泌。

6.  調整腸道酵素活性

根據1995年 Pedrosa MC 等人的研究顯示，益生菌會抑制腸道β-葡萄醣醛酸酶、偶氮

還原酶及硝基還原酶的活性；及增加β-呋喃果糖苷酶、β-半乳糖苷酶的活性，藉

以減少腸道致癌物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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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提出空氣污染已是全球

   「新菸害」

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在瑞士

日內瓦召開的全球首次「空氣污染與健

康」國際會議提出警告，空氣污染已是

全球的「新菸害」，因為空氣品質不

佳，可能導致每年700萬人死亡。WHO的

研究報告指出，因為室內空氣污染而死

於氣喘的人，全球每年也有10萬多人，

其中有35％為兒童。空污會造成體質

的改變，也會對健康造成影響，引發氣

喘、肺炎、異味性皮膚炎、喉嚨癢、咳

嗽…等問題。

會議中所發表的「空氣污染與兒童健康：

乾淨空氣是唯一良策」的研究報告，

WHO提出了令人驚駭的研究論點：全世

界總數約18億人數的15歲以下的兒童，

當中約有93%每天呼吸已被嚴重污染的

髒空氣，這使得孩童的健康與生命發展

面臨嚴峻的風險與威脅。

 空氣污染增加濕疹發生率研究

國內外有6個長時間追蹤及記錄的研究證

實，室外空氣污染是環境中造成過敏的重

要因子，對呼吸道和皮膚影響強烈相關：

●  2003 瑞典：針對20-59歲研究，居住離

主要道路近，濕疹發生率高。

●  2008 德國：針對剛出生嬰兒追蹤，居

住在主要道路50公尺內，出現花粉過

敏、濕疹、氣喘的比例較高。

●   2010法國：針對9-11歲孩童研究，氣

喘、濕疹發生與空氣污染強烈相關。

●  2011美國：暴露在PM2.5環境導致氣喘

發生。

●    2012美國：空氣污染與氣喘發生有關。

●  2014台灣：空氣污染、氣候與兒童濕

疹發生強烈有關。

不希望PM2.5對身體造成危害，建議外出

時戴口罩，室內可使用空氣清淨機，亦

可補充益生菌，幫助調整體質。不少國

內外研究都發現，長期補充益生菌能幫

助舒緩過敏狀況。

益生菌來源可使用源自母乳活性益菌，

不僅可幫助維持消化機能，還可由內強

化保護力，同時建議挑選益生菌產品，

應注意菌數是否足夠，以及菌體是否有

包埋保護，讓好菌大軍能夠順利為您的

健康拉起防線。

您一定要知道的健康研究報告  益生菌增強疫苗效力之研究

抵抗力低下的老人及孩童是流感疫苗主要

施打族群，但是這些族群通常對疫苗的

反應較差，保護效果常不如預期，研究

指出，補充益生菌可提升疫苗效用。

2017及2018年，新竹馬偕醫院的雷偉德、

林千裕、葉姿麟等幾位醫師發表2篇探討

「益生菌增強流感疫苗效果」的統合分析，

分別分析9項及12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

結論是益生菌輔助使用，可提升疫苗的

保護效果。

2018年，墨爾本大學齊默曼(Zimmermann)

教授發表的統合分析26個臨床研究，這些

研究分別探討了40株益生菌對17種不同

疫苗效果的影響，當然，菌株、劑量、

服用期間等的不同，效果會有所差異，

不過整體看來，益生菌確實能增強疫苗

效果以及保護期限。

 益生菌可幫助緩解憂鬱之研究

英國布萊頓大學和薩塞克斯醫學院的研

究團隊在重量級期刊《英國醫學期刊》

（BMJ）上發表，證實攝入改善腸道有益

細菌（統稱為益生菌）分佈的食物，確

實可以幫助緩解恐慌和憂鬱。

團隊研究了2003-2019年間發表的71項

學術報告，這些研究探討了益生菌如何

幫助患有恐慌和憂鬱症的成年人。與未

進行治療或安慰劑相比，服用益生菌的

憂鬱症、恐慌症患者的病情確有改善。

也就是說，益生菌可能是緩解恐慌和憂

鬱症症狀的輔助療法。

 腸道菌研究之重要趨勢

美國「克里夫蘭醫學中心」(Cleveland 

Clinic)選出10項2017年最具前瞻性及潛

力的醫療創新科技，排名第一的就是腸

道菌。目前腸道菌的相關研究很多，主

要針對腸胃道疾病，如細菌性腸胃炎、發

炎性腸道症、腸躁症等，隨著更多的研究

進展，未來也有機會運用在皮膚疾病、糖

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的控制上。

美國白宮也有一個「國家微生物計畫」

(National Microbiome Initiative)，投入

一億兩千萬美金，加上各方投入的四億美

金資源，希望可以加速腸道菌的研發。

根據「國際益生菌及益菌質科學協會」

(International Sc ien t i f i c  Assoc ia t ion 

fo r  P robio t ics  and Prebiotics，ISAPP)

的建議與專家共識，針對「益生菌」做

出明確定義：「乃指當我們攝取一定足

夠的量時，可以對人體產生健康效益的

活的微生物。」而其選擇重點，則為以

下6點：1.有效菌株/ 2.菌量足夠/ 3.如何

服用/ 4.保存方式/ 5.廠商資訊/ 6.研究佐

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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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億級防護力
健康從「腸」計議的體內對策

康健的人不用醫生，想要康健，不能忽略體內環保。科學家說腸道是我們的第二個腦，

但我們的飲食習慣卻對腸道不太好，因此，補充益生菌來維持菌叢平衡，成為人人必知

的保健之道。

你的肚子常常鬧脾氣?

一天24小時，腸道菌叢都在與我們的身體進行密切交流、交換資

訊，抗生素、壓力和感染都會改變腸道菌相。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比如多吃膳食纖維、少吃動物脂肪及重口味食物，每餐七分飽，多吃

發酵食物和益生菌，都是維持腸道健康的好生活。

□ 最近覺得容易累

□ 動不動就覺得壓力大

□ 忽然感到憂鬱

□ 三餐老是在外

□ 體質虛弱但找不出原因

□ 一吃東西肚子就變硬、充滿了氣

□  排便習慣不太正常，有時腹瀉、

有時便秘

□ 放的屁很臭

□ 膚色黯沉

□ 容易敏感

如果你一項都沒有，恭喜你，請繼續保持良好作

息；如果你勾了很多項也不要太擔心，下定決心

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就能朝健康的目標前進。

1. 攝取足夠水分：不是口渴才喝水，身體到處都

需要水，一定要喝夠。

2. 攝取足夠膳食纖維：衛福部每日纖維建議量是

25～35克，但據調查多數人都沒達標，多多

提醒自己，多吃蔬果。

3. 攝取天然發酵食物：味噌、泡菜、酸菜、優

格、起司，多多益善。

4. 吃吃大蒜也不錯：大蒜素除了具有殺菌功能，

還能抑制腸道菌產生氧化三甲胺，生吃最好。

5. 補充優質的益生菌：近來科學家和醫界不斷發

表益生菌相關論述，說明其對現代人防護力的

重要性，益生菌已經不是「想要上廁所」才吃

的東西，大家的觀念要修正了~益生菌是男女

老幼日常保健的必備品之一，你吃了沒?!

除了定期健康檢查，生活上的一些小症

狀，也有可能是在提醒你，對於體內環

保做得不太夠，肚子在鬧脾氣了。

      Test：腸道有話說

ch
e
ck

超級食物大給力
推出青春原力的元氣對策
超級食物是近來一直被專家推崇的飲食對策，運用天然的、富含超強營養素的植物帶給

身體健康；然而，經常外食的人，要餐餐吃到超級食物並不容易，好消息是超級食物製

成的保健食品報到了！

你是生活習慣不良族嗎?

原本下定決心要過著良好的生活習慣，卻可

能因為加班破了功。也打算自帶便當吃清淡

一點，卻因為聚餐又吃了過多負擔。身不由

己的現代生活，打拼的同時，更需要補充滿

滿的營養素來喚醒原力。

不要忽略身體要告訴你的訊息，回歸正

常的生活作息才是王道，每周保持固定

的運動習慣，「要活就要動」絕對是真

理。外在的活動，靠你養成良好運動習

慣；內在的循環，就讓超級營養素來大

大助攻。

ch
e
ck

以下10點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年輕人也經常

會發出這樣的哀號。

      Test：身體吃不消

□ 生活壓力極大

□ 坐著就會想睡覺

□ 容易忘東忘西

□ 失眠、淺眠

□ 代謝力低下

□ 忽然會憂鬱沮喪

□ 身體常常東痛西痛

□ 排便不正常

□ 三餐不定時

□皮膚黯沉沒有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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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速啟動防禦力
空品黑暗期與換季的肌膚對策
保濕力向來是保養品的重要訴求，但隨著環境帶來的不良影響，必須提出因應

環境的肌膚對策。運用頂尖科技保養，讓肌膚啟動循環力、增強防禦力，在健

康的前提下，擁有青春美麗。

你感到「危肌」了嗎?

越來越多人感到肌膚容易泛紅脫屑，明明不是敏感性肌膚，以前在季節交替也

都安然無事，為什麼肌膚改性了呢?原來都是空氣品質惹的禍。空氣污染是由高

刺激性、有毒氣體與顆粒物造成的，我們天天曝露在其中，一點一滴受到它的毒

害。除了對呼吸道的影響，首當其衝的臉部皮膚可是天天都要應戰：

應戰1.  顆粒物（PM）：懸浮微粒能穿透至毛囊，深入

將化學物質帶進皮膚。

應戰2.  臭氧（O3）：強氧化劑，會刺激我們的黏膜。

    

不管你勾了幾項，快快啟動皮膚防禦模式就對了。促進

代謝循環力是一定要的，幫助我們在皮膚28天自動更

新的同時，能夠發揮更好的更新力。皮膚要努力，你也

要努力，清潔→修護→隔離，養成保養好習慣，選用具

防護力保養品，給肌膚第一道防線，千萬不要讓肌膚赤

裸裸地出去迎戰。愛他，就要給他對抗空污和季節交替

的武器。

□ 黑頭粉刺增加

□ 毛孔變大

□ 動不動泛紅

□ 易乾燥發癢

□ 有擦乳液了還是會脫屑ch
e
ck

  Test：肌膚拉警報

輕鬆促進循環力
健康美肌新生活的保養對策
養成良好的保養習慣不但能讓你神清氣爽，還能促進循環，在健康的狀態下成就青春美肌。

領先的超導水防護科技，導入天然乳油木果以及

七草金質珍貴植萃草本配方，先幫你在肌膚表層

形成透明的防護層，幫助肌膚抵抗環境的傷害。

戴上這層隱形罩，安心出門去。

為肌膚做好深層潔淨，不該帶回家的都要清洗

乾淨。溫和配比的水楊酸及甘醇酸進一步淨化

毛孔，臉蛋洗乾淨，心情也要放輕鬆喔！

白天如果沒時間敷面膜，晚上一定要寵愛自己。

讓珍貴的植萃草本精華，舒緩並滋潤疲憊的肌

膚。不管再怎麼忙，都不要把疲憊帶進夢鄉。

高濃度青春因子結合先進的突破性抗老保養科

技技術，精準抗老，讓肌膚充分得到養分，全

方位抗老修護。搭配按摩更舒服，記得脖子也

要照顧到。

珍貴麥硫因植萃菁華，頂級抗老成分，鎖住

肌膚年輕光采；天然桂花萃取煥采菁華，緩

解肌膚壓力；天然草本保濕菁華，啟動肌膚

水循環，三大植物精萃，幫助夜間持續啟動

肌膚代謝。

先喝一杯溫水，

啟動全身代謝力。

時間夠，就來一片luminesceTM

賦活超涵水肌淨面膜，為肌膚

戴上隱形防護罩。

1

2

3

4

5

6

5

使用luminesceTM

賦活肌因潔顏露，

享受溫和潔淨力，

喚醒肌膚。

讓luminesceTM 賦活青春精華露

展現年輕光采。

專業皮膚科醫師配方，

不只潔顏，還能為後續

的保養打底，為肌膚先

做好基礎護理，提升接

下來保養品的吸收力，

讓成份發揮頂級效果。

看來簡單卻一點都不簡單的日霜，結合諾

貝爾化學獎「水通道理論」，透過啟動水

通道蛋白(AQP3)將水分注入肌底，保持

一整天的水潤光澤，貼心的SPF30無油配

方，隔離紫外線也不會產生油膩膩負擔。

luminesceTM 賦活保濕日霜，

啟動肌膚水循環。

亮麗出門

清爽睡美容覺

1

2

3

4

6

用luminesceTM 賦活肌因潔顏露把臉

洗乾淨，向髒污和殘妝say byebye。

讓luminesceTM 賦活青春精華露，

重現青春活力。

輕敷上luminesceTM 賦活肌因

修護霜，夜間持續潤澤。

敷上luminesceTM 賦活肌因水面膜，

重啟肌膚代謝能量。

沐浴後用luminesceTM 賦活肌因

美體霜，呵護全身水嫩肌膚。

一整天就只有這個時間可以好好呵護身體肌膚，

讓Q10輔酶、西伯利亞牛蒡根、角鯊烷、SOD酵

素、維生素配方及多種天然植萃，帶給全身極致

水嫩呵護。AquaCell天然保濕因子結合水通道理

論，長效保濕，在家就能擁有頂級spa的保養享

受，為每一寸肌膚注入活水泉源。

早晨起床

晚上

回家後

Plus!

以抗老化的條件調配基質，提供肌膚每日所需

的養分，每個早晨寶貝肌膚，散發自信光采。

□ 膚色暗沉

□ 小紋路越來越明顯

□ 冒出小黑斑、雀斑

□ 產生痤瘡

□ 毛囊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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