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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健系列
酵素的六大功能

Dr. Ros 饮用酵素使用方法

 (a) 日常保健

		 饮用、改善排便、

		 净化身体、净化肝胆

 (b) 排毒方面

		 酵素灌肠液、清肠

		 身体不舒服或疼痛、

		 感冒、发烧、消炎茶、

		 咳嗽茶、	消炎水

 (c) 烹饪方面

		 炒、煎炸、焖、煮、

		 去除蔬菜及水果的农药、

		 有害化学物质

 (d) 养生食谱

		 六和果菜汁、姜末、

		 豆奶酸奶、辣椒酱料、

		 米浆、碱性水、

		 无蛋奶芝、酵素养油、

		 酵素重复发酵

目录

个人护理品系列
 (1) 酵素万用滴
		 眼睛、耳朵、鼻腔保健、	
		 口腔溃烂、伤口
 (2) 酵素按摩霜
		 按摩、洗脸、经络美容
		 与保健
 (3) 酵素护肤雾
		 滋润保湿肌肤及防晒、
		 口腔炎
 (4) 酵素漱口水

个人护理品系列
 (1)	酵素沐浴露
 (2)	酵素护理洗脸液
 (3)	酵素护理抗痘露
 (4)	酵素护理除臭剂
 (5)	酵素护理洗发液
 (6)	酵素润发乳
 (7)	酵素护发雾

居家用品系列
 (1) 酵素洗碗液
 (2) 酵素洗衣液
 (3) 酵素地板清洁剂
 (4) 酵素多用途清洁剂

大自然有限公司的简介

大自然有限公司的使命

大自然有限公司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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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ature

大自然公司的简介

生命回归自然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追求健康与美丽的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人

们实现健康与美丽的生活，透过研发无毒的产品，让每个人对生

活更自信和有个好的环保环境。这就赋予了我们的事业不同凡响

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为人们打造一

个健康和亮丽的人生，更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健康

的环境。

我们的使命

绿化地球、珍惜绿色、永续未来，由酵素开始！

公司的展望

1. 开创中、高年龄再度创业机会。

2. 传统店铺结合家庭化经营方式。

3. 以服务代替业务。

4. 推广环保与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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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公司的简介

健康讲座
1. 环保酵素讲座会

2.	 救救我们的肝/爱肝行动

3.	 自然疗法VS	癌症分享会

4.	 肠道健康法

5.	 人体酸性化

6.	 三高症的预防和护理

7.	 健康的关健在于肠道

8.	 环境荷尔蒙与对健康的影响

9.	 “病从口入VS	毒从皮入”演讲会

10.	了解电磁波辐射对健康的威胁座谈会

11.	如何采用自然疗法降低辐射的伤害

健康工作坊 

1. 酵素、整体自然健康工作坊

2.	 美容经络DIY工作坊

3.	 家庭护理工作坊

4.	 家庭护理耳鼻喉护理课程

5.	 了解水和油在人体的重要性

6.	 酵素、健康、养生法

健康营
1. 生命照顾者

2.	 养生营

3.	 生命大蓝图

4.	 两天一夜实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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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
 1. 天然果酸(AHA,BHA, GHA)

 2. 氨基酸 Amino Acid

 3. 维他命( A, C, D, E, K, B群)

 4. 矿物盐 Mineral Salt

 5. 植物激素 Phyto Hormon

 6. 植物营养素 Phytonutrients

 7. 12种天然色彩及能量

 8. 八种酵素：

		 纤维素、木聚糖酶、

		 淀粉酶、转化酶、

		 蛋白酶、植酸酶、

		 乳糖酶、β葡聚糖酶

Dr. Ros酵素是完全未经蒸馏及处理以保持天然成分，是一种科学证

实极佳的天然保健与养生食品。

它是以纯天然材料制成，含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酵素、维他命、

营养及光彩能量，可调节细胞的正常更新周期，促进老旧物质代

谢恢复身体活力。

Dr. Ros酵素有其独特作用性：

基因分子 酵素 - 基质
复合体

酵素 - 生成物
复合体

生成物

基因分子 酵素 - 基质
复合体

酵素 酵素

酵素 - 生成物
复合体

生成物

合成过程

酵素酵素
分解过程

酵素任务=催化、分解、转化、重组

饮用酵素的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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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解作用
	 •	 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及分解

	 •	 通过分解作用清除患处或血管中聚集的废物，然后恢复正常

功能

通过酵素转化让我们的身体容易消化和吸收

 

氨基酸 荷尔蒙 
精力，精神 

活力，能量 

维生素 

矿物质 

水 

 

 

通过酵素转化之后 

被人体吸收及使用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
物， 

醣类 

维生素 

矿物质 

水 

 

 

缺乏酵素转化 

 

 

氨， 

阿摩尼亚 

脂肪囤积、 

老化 

无精力 

无精神 

无活力 

无能量 

维生素中毒 

矿物质中毒 

水中毒、水肿 

 

饮用酵素的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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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净化血液
	 •	 把血液中的废物排出

	 •	 分解发炎病毒

	 •	 分解酸性血液的胆固醇

	 •	 保持血液弱碱性

	 •	 使血液循环畅通

3.抗菌
	 •	 酵素可以促使白血球杀菌

	 •	 增强人体自然治愈力

4.消炎
 (发炎是因部分受伤的地方，病菌筑巢生长)

	 •	 运用酵素的力量搬运白血球，使

白血球功能增加，给予修护细胞

的能力

酵素

3

2

1

酵素

饮用酵素的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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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体内环保
	 •	 使体内呈弱碱性

	 •	 清除体内废物保持肠内

益菌平衡

	 •	 强化细胞

	 •	 促进消化

	 •	 保持体内各机能之平衡

发展

6.细胞新生
	 •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

	 •	 增强体力

	 •	 促进修复受伤细胞，加强细

胞之新生

饮用酵素的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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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健康保健系列
古方酵素与恩典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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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健系列	-	古方酵素与恩典酵素

产品知识
	 •	 采用纯净水、综合水果和活性蜜糖制成。

 •	 因自然发酵作用，所以可能会产生白膜和沉淀物，气味，色泽

的变化乃自然现象,可安心饮用。

 •	 饮用过程中，身体有时会出现某些状况，如：多痰等。是因为

身体在开始排毒，请持续饮用。

 •	 以综合水果发酵1年余，恩典酵素是成年酵素。

特色
	 •	 完全未蒸馏，未经处理(未经过滤，消毒，烹煮)以保存天然成分。

	 •	 100%天然发酵含有12种色彩。不含人工防腐剂、调味料及色素。

	 •	 它是以纯天然材料制成，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酵素，矿物质，

维他命及植物营养素。

	 •	 是极佳的纯天然保健与养生食品。

	 •	 男女老少适宜。

	 •	 经济实惠

酵素的特效功能：
 1. 调整体内新陈代谢系统。

 2. 天然抗生素；能达到消炎及抗

菌的作用。

 3. 能清除体内患处或血管中聚集

的废物及自由基。

 4. 让消化及吸收功能能正常操作。

 5. 净化及促进血液循环。

 6. 增强体力并促进遭受到破坏的

细胞能重生。

饮用酵素的六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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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保健

作法/喝法:

每1 Litre 的饮用水中加入2汤匙饮用

酵素，如再加蜂蜜调味会更美味。

日常飲用

作法/喝法:

200ml 温水 + 2汤匙饮用酵素 + 1汤匙糖蜜+ 

2汤匙小麦草汁或1茶匙小麦草粉

功效:

平衡身体酸碱(pH值)强化体质，增强免

疫力。

净化身体

作法/喝法:

早上: 500ml温水加入2汤饮用酵素

晚上: 250ml温水加入2汤饮用酵素

改善排便

作法/喝法:

200ml温水 + 2汤匙饮用酵素 + 

1汤匙糖蜜+ 1茶匙冷压橄榄油

功效:

强化肝胆功能

净化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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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毒方面

作法/喝法:

1 Litre过滤水 + 温水(保持温度37度) + 

2汤匙的饮用酵素

功效:

可以净化大肠，为肠内的有善细菌提供一

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酵素灌肠液

作法/喝法:

100ml水	+ 100ml饮用酵素

功效:

可以减缓及改善不舒服或疼痛同时调整

体内酸碱度。

身体不舒服或疼痛

作法/喝法:

	 •	 250ml温水 + 2汤匙饮用酵素	+

	 	 1汤匙车前子外壳/纤维	+	1汤匙蜂蜜

	 •	 250ml温水 + 2汤匙饮用酵素 +

      1汤匙FOS

功效：

促长有善细菌，促使大肠蠕动，改善便秘

及改善肤质。

清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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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毒方面

作法/喝法:

小苦瓜	、蒜头、柠檬、麻疯柑

加饮用酵素、苹果醋、蜂蜜平等分量。

(不吃蒜头者可以免除蒜头)

功效:

咳嗽痰多可加蒜头和柠檬，小苦瓜能清

肝通胆汁，帮助肝脏加速新陈代谢，消

除肝脏热气增强免疫功能。

消炎水

作法/喝法:

100ml饮用酵素 + 100ml蜂蜜	

(可以随时喝原液一汤匙，如果感冒严重可

以每个小时喝一次，也可以加一点水。)

功效:

可以加强免疫能力。

感冒、发烧

作法/喝法:
同等分量的饮用酵素、蜂蜜和苹果醋制成
浓缩液，每次可直接服用1汤匙或加入水
中饮用。
功效:
咳嗽和感冒、祛痰、能有效杀菌是很好的
天然抗生素、化痰、任何发炎肿痛引起的
发烧、消水肿、抵制病毒性感染疾病如流感
等。咳嗽痰多可加蒜头和柠檬，增强免疫功
能。蒜头加水煮沸灭火后加柠檬汁、水果酵
素、苹果醋（如有）、蜂蜜平等分量。

消炎茶、咳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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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烹饪方面	-	厨房好帮手

在外用餐时，把酵素加在料里中，可有效的分解调味料中的味精

(MSG - Monosodium Glutamate)，食品添加物如色素和有害物质等。

食物在炒、煎炸、煲汤之前，先加入酵素，这能把食物精华提升及

保全食物鲜味。

炒
炒菜时，蔬菜放入锅内时，就加入1汤匙酵素，

以保持蔬菜营养以免流失。

煎炸
将1汤匙酵素加在调味料中和材料中，使炸出来

的食品更有口感同时保存油的新鲜度。

焖
把2汤匙的酵素连同材料一同加入锅中焖煮，		

风味十足。

食材事前预备：	（糙米、蔬菜及水果）

用两汤匙酵素1公升水，泡45分钟去除农药、除

草剂、杀虫剂、化学物质、重金属、细菌及寄生

虫的卵。

煮
煮饭、咖哩或汤时，加入2汤匙的酵素，使煮出

来的饭更爽口，咖哩或汤更入味及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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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生食谱

六和果菜汁(已调和阴阳寒热)

材料：

生菜(油麦菜)	-	2片																																	

(有益于肌肉、骨质、筋和肺)															

细芹菜	-	2枝

(帮助血液循环和使血管更健康)

红番茄(中)	-	1粒

(使血球健康)	

青苹果(连皮和子)	-	1粒

(给脾提供很高的储备能量)

柠檬	-	半粒

(恢复免疫能力)	

大洋葱(白色)	-	1小片

(益于心脏)

蜂蜜	-	2汤匙

(提供总能量)

饮用酵素	-	2汤匙

饮用水适量	-	2至4杯			

做法：

1. 用两汤匙环保酵对1

公升水，泡45分钟						

(去除农药、重金属、

细菌及寄生虫的卵。

2. 用果汁机打成果汁，	

6个小时内喝完。

腹泻 清理肠道

呕吐 清理胃

发高烧、出汗和经常排尿 清理血液

呼出臭气并从体内排除痰状物 清理肺

全身疲软 身体正在排除废物和毒素，

细胞开始恢复健康

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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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生食谱

高钙饮料	-	米浆

碱性水

薏米

用手各抓

一把即可
饮用酵素- 1汤匙

古方酵素- 1汤匙

莲子

糙米

做法:

 1. 把所有材料放在碗中，在加入水和两汤匙饮用酵素泡两个小时。

 2. 把材料加入1汤匙古方酵素煮成粥，冷却后再用果汁机打粹。

 3. 把打粹的米浆加入水，煮沸后装入保温瓶待用。

  * 如家中有豆浆机，可以直接使用豆浆机，如同豆浆煮法即可。

功能：补充身体的钙质，增强体力。

九层塔叶 薄荷叶 香茅 桑叶 班兰叶

材料：

材料：

做法： 

用两汤匙环保酵素对1公升水，把材料泡45分钟后放进煮沸的水中

加入2汤匙饮用酵素再煮10分钟，然后再即可饮用。

功能：平衡身体的酸碱值,	拥有12色彩，可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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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生食谱

豆奶优乳格

材料：

 1. 无糖豆奶– 1公升																						

 2. 恩典酵素 – 8大汤匙

器具：有盖玻璃罐 – 1 个

做法：

 1. 把豆奶煮温大约38°c左右。

 2. 倒入罐中后，再加入8大汤匙恩典

酵素搅拌均匀。

 3. 把罐盖盖紧后置放在阴暗橱柜里发

酵大约8个小时。

 4. 当豆奶形成如豆腐花般，即成功。

备注：

 1. 已做好的酸奶若放在冰箱可

保存1个星期左右。

 2. 把水果加在酸奶一起用搅拌

机打成酸奶奶稀美味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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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生食谱

酵素姜丝

辣椒酱料

无蛋奶芝

材料︰

姜丝

调味料︰

饮用酵素及酱油同等

分量(只需盖过姜丝)

材料︰

 1. 大红辣椒	-	10条

 2. 番茄	-	3粒

	3.	姜花(Bunga Kantan)1条

	4.	豆豉	-	适量

	5.	饮用酵素	-	2汤匙

调味料：

 海盐，有机黑糖

 桔子汁	-适量

做法︰

 1.  姜块切丝

 2. 把姜丝浸泡在调

味料至入味后即

可食用。

做法：

把材料放入搅拌机打粹。

做法：

把所有材料放入搅拌机打均匀即可。

水豆腐

2大块

海盐

-适量

黄糖

-适量

葡萄籽油

-适量

饮用酵素

-1汤匙

桔子汁

-12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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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生食谱	-	酵素养油

建议养油的菜类：

•香茅	•老姜	•菠菜	•苦瓜	•芥兰菜	•九层塔	•咖喱叶	

•薄荷	•野苋菜(小Bayam)又名马齿苋	•黄了的菜叶

养水300ml

(把一滴饮用酵素滴

入一桶饮用水中，

盖好盖子放在阴暗

处至少48小时)

食用油1litre

饮用酵素50ml

1.全部菜叶预先用环保酵素浸泡45分钟备用
2.酵素养水倒入锅中，加入古方酵素50ml煮滚。
3.倒入1kg	食油，煮滚。
4.倒入全部菜类，用中小火烹煮。
5.把锅盖盖上，每间隔20分钟左右重复搅拌锅中的菜叶。
6.当养水煮至蒸发完以及菜叶酥脆后(大约1	小时半)，就可以
		捞起，把油滤干。
7.等油冷却后，再装进瓶子里。

1 2 4

75a

3

6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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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五)养生食谱	-	酵素重复发酵

做法：
1.	用古方酵素来做重复发酵，建议用回古方酵素的瓶子
3.	把古方酵素倒出2格，如果材料多倒出4格，然后加入发酵原料，

再加入1汤匙蜜糖和50ml恩典酵素
4.	再加回古方酵素到原本的水平，留一些空间让它发酵
5.	注明发酵日期、材料及功效
6.	重复发酵最少一个月或以上，越久越顺，越久越多精华！

注意项目：
1.	刚开始发酵必须每天开盖让酵素透气(注意：慢慢…开盖)

2.	无论有无胀气，	有无白膜，都是正常的！
3.	酵素没有发出臭味就好
4.	所有重复发酵的材料都可以直接吃或煮。	

使用方法：
1.	每次喝水时可加入少许(一茶匙)进入水里一起喝。
2.	在烹饪时也可以加入少许(一至两天汤匙)，可使食物更加美味。

花类	 ：菊花，洛神花，玫瑰花，蓝花，桂花，姜花等等

豆或种子类	：黑豆，葫芦巴子等等

果类	 ：桑果，桔子，豆蔻，黄梨，麻疯柑，青木瓜，	

香蕉，火龙果，蔓越莓，柠檬等等

叶类	 ：艾草，珍珠草，桑叶，咖喱叶等等

根菜类	 ：蒜头，老姜，黄姜

药材	 ：枸杞子，黑枣，红枣，当归，黄芪，山楂，	

罗汉果，泡参

重复发酵，能让酵素添加更多植物营养素，酵素，矿物质及等等

材料：

古方酵素	–	1 瓶	 蜜糖	 –1汤匙(加强发酵)

恩典酵素	–	50ml(让水分子变得更小) 发酵原料	–大约1碗(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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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健康与活力人生,从酵素开始!

Healthy and Vitality Living
with Enzyme

个人护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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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护理系列

酵素万用滴

用法：

根据需要，可滴在眼睛、

鼻子、耳朵及口腔。

成份：采用纯净水及综合

水果酵素。

特色：食品级配方，不添

加防腐剂及色素。

功效：舒缓干涩及疲劳的

眼睛、减少眼睛的

不适感、耳鸣、鼻

子敏感等。

用处及部位︰眼睛

(青光眼，白内障，干眼症，老花，

近视，红眼症，眼线炎，飞蚊症)

用法︰左右眼各滴一滴，												

闭上眼睛，舒服了

才打开。

功能︰

 1. 消炎，舒暖疼痛。

 2. 把眼睛里的粘液排放

出来	(眼屎)。

备注︰

 1. 用后眼睛涩涩或红代表眼

睛与身体疲劳。

 2. 尽量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

和手机。

 3. 透过滴眼睛将会消炎，舒

缓疼痛，把眼睛里的粘液

排放出来，隔天醒来时会

发现眼旁会有眼垢，这是

正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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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万用滴

用处及部位︰耳朵保健 

用法︰	滴2-3滴进入耳朵，左耳滴后滴右耳。

功能︰	1. 改善耳呜、耳水不平衡及抗炎杀菌

 2. 释放头部压力

用处及部位︰口腔溃烂，伤口

用法︰	把万用滴滴在溃烂处及伤口处。

功能︰	加快伤口愈合力。

用处及部位︰青春痘、蚊子叮

用法︰	滴1滴在患处。

功能︰	可消炎。

备注︰	欲可用酵素护肤露

用处及部位︰鼻腔保健 

用法︰滴几滴在左鼻孔，后再滴右鼻孔。

功能︰ 1. 可帮助粘膜调节温度，保持正常功能，预防鼻敏感。

 2. 疏通阻塞的鼻子，把多余的黏液吐出来。

				个人护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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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按摩霜

关于产品	
成份︰	采用综合水果酵素及传统草药。

特色︰	1. 保护皮肤并且具有防晒功能，

让肌肤得到更妥善的呵护。

 2. 激发更新周期能量，促进老旧

物质代谢，回复年轻肌肤。

 3. 滋养皮肤，令肌肤紧致、亮

泽、有弹性。

 4. 减少皮肤干燥促进血液循环，

让肌肤有十年如一日般美丽。

使用方法：

洗脸霜
用法：

将酵素膏涂在脸上然后清洗。

让肌肤受到保护并且使皮肤能对抗日常

生活中所带来的压力与伤害。

日霜、晚霜
用法：

涂沬在脸上让它渗透肌肤，使干燥的肌

肤保持滋润并且促进血液循环。油性皮

肤者，可预先喷上酵素护肤雾。

				个人护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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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按摩霜

经络美容及保健
用酵素按摩霜涂抺在脸部,再用按摩棒以

经络美容按摩步骤处理，可保持肌肤青春

美丽，亦可达到以下的效果︰	

	 •	 疏通筋结,	肿胀,	使血脉通畅,活络器官;

	 •	 皮肤肌肉润泽,	健康有弹性；

	 •	 瘦脸,	减少黑斑,	面疱；

	 •	 减轻头部压力,	舒缓紧绷,	改善睡眠

品质；

	 •	 改善黑眼圈,	眼袋,	眼尾下垂,	视力

退化问题；

	 •	 改善晕眩,	偏头痛，耳鸣,	鼻子敏感

问题。

滋润及护肤霜
用法：

	 •		 洗澡后把酵素按摩霜涂抹在皮肤及配

合酵素护肤雾使用，可保持皮肤滋嫰，

光滑。

	 •	 可使用在干裂的脚跟，以舒缓疼痛。

按摩霜
用法：

过度的站立或行走、跑步或剧烈运动后

引发的疼痛，把按摩霜涂抹在患部，可

有效的舒缓疼痛。

				个人护理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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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护肤雾

关于产品
成份：采用纯净水及综合水果酵素。

特色：

 1. 100%天然成份。

 2. 长期保湿，使肌肤更加水嫩饱满。

 3. 清爽配方，速渗透吸收，润而不腻。

功能：

	 •	 天然护肤品	(减少青春痘、黑斑、去粉刺、瘀青）

	 •	 滋润及保湿肌肤

	 •	 舒缓疲劳

	 •	 清新舒爽

	 •	 消除异味	

使用方法︰

滋润保湿肌肤及防晒

用法：喷在脸部及任何肌

肤的部位。

功能： 

	 •	天然护肤品(青春痘、

黑斑、粉刺、瘀青)

	 •	滋润保湿肌肤

	 •	清新舒爽

	 •	防晒

	 •	舒缓疲劳

口腔炎

用法：将酵素护肤雾喷

在口中。

功能：消炎

				个人护理系列



酵素漱口水

关于产品
成份：采用纯净水、综合水果酵素及传统草药。

特色：100%天然成份。

使用方法︰

功能：

 •	 清除口腔隐藏之化学物如：

	 	 味精、人工色素、防腐剂及

	 	 食品添加剂等。

	 •	 调整清淡并健康的味蕾。

	 •	 增加唾液以促进消化系统。

	 •	 改善口腔淋巴系统。

	 •	 消除口腔气味。

	 •	 减少牙龈出血。

	 •	 减轻喉咙疼痛。

用法 效果

每天早晨刷牙后，用2汤匙酵

素漱口水加入在一杯150ml水

中漱口。当喉咙发炎时，可直

接用2汤匙酵素漱口水漱口。

1. 杀菌，减少口腔异味。	

2. 减少牙龈出血。	

3. 排痰，清喉。	

4. 口腔内毒素排出。	

5. 增加唾液，帮助消化。	

6. 活化淋巴系统。

				个人护理系列



金宝拉曼大学 (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 经过化验下，发现环保

酵素可以很有效的杀死四种霉菌如下；

a)	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此霉菌会造成尿布皮炎，心内膜炎，	 	

皮肤，脑膜炎，症状粘膜念珠菌病。

b)	近平滑念珠菌 (Candida parapsilosis)  

此霉菌会造成院内感染，临床表现	 	

(真菌血症，心内膜炎，化脓性关节炎，	

腹膜炎)。

c)	新型隐球菌 (Cryptococcus neoformans)  

此霉菌会造成肺炎，真菌血症，	 	

皮肤隐球菌性脑膜炎。

d)	烟曲霉 (Aspergillus fumigatus)   

此霉菌会造成慢性肺，曲霉病，	 	

颜面部病变，耳真菌病。

				酵素的神奇见证



除此之外，环保酵素也可以很有效的杀死六种细菌如下:

a)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此细菌会造成引起严重腹泻和败血症。

b)	克雷伯氏肺炎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此细菌会造成可引起支气管炎、肺炎，	

泌尿系统和创伤感染，甚至败血症、	 	

脑膜炎、腹膜	炎等。

c)	绿脓杆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   

此细菌会造成引起尿路感染，		 	

呼吸系统感染，软组织感染，菌血症，	

骨和关节感染，胃肠道感染。

d)	鲍氏不动杆菌或鲍曼不动杆菌		 	

(Acinetobacter baumanii  )    

此细菌会造成引起菌血症，败血症，	 	

伤口感染，尿路感染，骨髓炎。

e)	金黃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此细菌会造成引起皮肤感染，菌血症，	

食物中毒。

f)	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   

此细菌会造成引起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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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健康始于酵素作用

享受天然的纯净，大自然的礼物…….「酵素生活」
一个安全与健康的绿色环境由「酵素生活」，珍惜绿色、永续的

未来，在我们居住的环境里传达正面的健康生活讯息。酵素清洁

剂让我们的清洁工作更加天然无毒，配方来源自天然植物萃取

物，没有合成香料和人工色素剂，环保及安全，对皮肤温和、保

护人体健康及保持水渠免堵塞，环境免受污染。

我们的家庭还要被有毒的化学清洁剂所捆绑吗？
健康在我们的生命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今日的社会是一个

医学先进和技术不断改良的世界，疾病的数字仍然在急升中。也

因此今日的我们更注重健康饮食生活，购买营养食品或补助品来

进一步改善健康。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点我们每天都会接

触到清洁剂，而大部分的清洁剂都含有有害化学物。

大多数消费者将「绿色」的概念对健康及环境安全联系在一起。

由于清洁液的使用范围广且频率高，其安全性和温和性对消费者

来说是必要的。

	 	 	一般的沐浴露含有化学成分如石化活性界面剂、磷、起泡剂、

乳化剂、荧光剂、香精、色素等，这些都会从皮肤侵入我们的身体

引起皮肤敏感、湿疹、会对肝和肾脏的伤害、导致内分泌失调、脑

神经系统产生破坏，甚至造成流产或不孕，诱发癌症及各种器官病

变等。同时，大多数的家庭清洁剂都含有有害的化学污染物，可能

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它能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散播在空气中或流入

排水管污染了我们居住的环境，也能通过呼吸或皮肤的接触进入我

们的身体。医学的研究也已经证明这些化学药品会侵入胎盘，影响

胎儿脑细胞的成长。儿童对化学的药品更加敏感，尤其是五岁以下

的儿童，因为他们的身体正在发育，所吸入的空气比成人多一倍，

因此受感染的机率也倍增，对哮喘和过敏症的人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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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健康始于酵素作用

为什么环境及水源会被污染？
环保酵素家庭清洁产品是你正确的选择，它使您用的更健康、感

觉更愉快，同时改善家中空气的质量，避免细菌的传播。

什么是你正确的选择？
我们EN-Nature有限公司以秉持健康及绿色理念，很荣幸的能生产

出优质的Enzymcare个人护理酵素清洁系列及Ecozyme家居清洁用

品系列产品。

这两大系列产品都使用优质的绿色原料如：

酵素、100%天然植物性萃取、可生物降解及可再生原料，没有合

成香料和人工色素剂配方，价格合理，健康又温和的同时也能保护

地球。

Enzymcare及Enzymax系列产品里的酵素：
促进新陈代谢	-	酵素具有活化及细胞更新，延缓老化的功能。

启动疗愈系统	-	酵素自然发酵而成，活性的功能有助于细胞修复

与疗愈，帮助肌肤恢复健康。

保护家居环境	-	酵素具有分解的功能，使家中清洗后所排出的水

可继续净化沟渠同时让受污染的水源还原。

维护生态环境	-	经测试，具有去油的功效，有效降低化学需氧量

(COD)与生化需氧量(BOD)。

安全与卫生	 -	根据测试，酵素沐浴露能有效剎除99.99%以上的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及金黄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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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酵素的清洁用品特色：
	 •	 含有的乳酸、柠檬酸、乙酸、多种矿物质、维生素B群和维生

素C。

	 •	 酵素能有效地分解人工化学污染物、消灭有害微生物、抗菌

及抗发炎。

	 •	 天然、温和及深层洁净功能，适合敏感肌肤。

	 •	 酵素沐浴露让您的身体每一部分的感官都感受到洁净清新。

	 •	 纯天然、无毒、更环保及爱地球。

不含：
 •	 石化活性界面剂

	 •	 肥皂

	 •	 起泡剂

	 •	 人造香精

	 •	 防腐剂

	 •	 色素

	 •	 重金属

	 •	 更不含硫酸盐Sulphates (SLS, SLES & ALS)等劣质有害化学物质

	 •	 石油化学原料

主要成分：
 •	 无毒素浓缩方程式

	 •	 植物合成物成份

	 •	 不含磷及氯	

	 •	 不含人造香精、色素與防腐剂

美丽健康始于酵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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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您一家人的健康爱惜这片大地呵护您一家人的健康爱惜这片大地呵护您一家人的健康爱惜这片大地
Care for Your Whole Family’s Health

Cherish Our Mother Nature

Care for Your Whole Family’s Health

Cherish Our Mother Nature

Care for Your Whole Family’s Health

Cherish Our Mother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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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护理系列

酵素护理沐浴露(275ml)

效果：
	 •	 温和的洁净功能，不会刺激皮肤，
		 适合敏感肌肤及婴儿使用
	 •	 因含有保养皮肤的主要养分，
		 使皮肤更美白、更光泽及更富弹性
	 •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吸收及养分传送
	 •	 能长时间对抗细菌，减少体味，

		 远离感染
	 •	 沐浴后清新爽朗、舒畅感

酵素护理洗脸液(90ml)

效果：
	 •	 柔和及深层的洁净功能
	 •	 亦可当做卸妆品
	 •	 可分解毛囊细菌，减少青春痘发炎
	 •	 能促进新陈代谢，使肌肤再生，
		 减少疤痕痕迹
	 •	 可去死角质层，促进皮肤养分吸收，

更柔软、美白更富弹性

酵素护理抗痘露(60ml)

效果：
	 •	 消除暗疮
	 •	 清除粉刺、黑头
	 •	 控制油脂
	 •	 促进细胞再生
	 •	 消毒抗菌
	 •	 保湿、收敛毛孔

酵素护理除臭剂(60ml)

效果：
	 •	 100%纯天然
	 •	 除味，杀菌，消炎
	 •	 清香
	 •	 保湿与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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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护理系列

酵素护理洗发液(275ml)

效果：
	 •	 温和的洁净功能适合一般的发质
	 •	 滋养毛发，减少脱发与折损，
		 促进毛发增生
	 •	 能改善发质让头发自然光滑和柔顺
	 •	 恢复头皮的皮脂平衡，减少出油或干

燥的现象,促进头皮健康，减少头皮屑

酵素润发乳(200ml)

效果：
	 •	 让头发更强壮及头皮健康，头发不打结
	 •	 提高了质感，并控制毛躁
	 •	 抗紫外线，含有特别营养成分，
		 维生素和抗氧化剂，提升头发光泽，
		 修复发稍开叉
	 •	 能避免头发在高温下受损
	 •	 适合所有类型的头发，包括干燥，
		 受损和染发

酵素护发雾(60ml)

效果：
	 •	 保护头皮
	 •	 减少头皮屑
	 •	 滋养发质让它变

得软滑亮丽
	 •	 促进生发
	 •	 减少油腻

备注：

做月妇女可将之喷在发

上，去除油膩及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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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健康家居,从酵素清洁剂开始!

Greener & Healthier Living
with Enzyme Cleaner!

打造绿色健康家居,从酵素清洁剂开始!

Greener & Healthier Living
with Enzyme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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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健康家居,从酵素清洁剂开始!打造绿色健康家居,从酵素清洁剂开始!

     居家清洁用品系列

＂大自然＂酵素清洁剂采用世界最新型的植物活性剂和水果酵素
合成，不含荧光增白剂、不含壬基酚等石化成份，100%可降解天
然无毒配方，呵护肌肤，净化家居。

不健康清洁剂用品可能潜藏的安全隐患荧光增白剂石化表面活性
剂，壬基酚，磷，香精等含成化学原料可能残留在衣物上，通过
皮肤渗透至体内，形成“经皮毒”。

酵素能直接作用于油脂，将油脂分解为可被自然降解的有机残
基，达到深层清洁的目的。排到沟渠的部分会持续发挥效用，保
护我们的环境和水源。

选择＂大自然＂酵素清洁剂洗碗、洗衣服、拖地从源头上杜绝石
化污染，即是为净化山川河流作出贡献，保护地球母亲，留给我
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

是时候选择健康、安全、0有害添加的清洁用品了

 酵素清洁用品主要成分：
1.	一年以上的环保酵素。
2.	采用100%天然无毒，可生物降解的高效洁净的成分，环保酵素

特别配方，双重洁净力。
3.	食品级防腐剂和精油，不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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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清洁用品系列

酵素洗衣剂

产品特色：
	 •	 pH值5.5-6.0，温和护手，敏感肌肤亦可使用
	 •	 性质温和，适合所有类型的布料,不会影响衣

服的布料和颜色，使衣服更加柔顺
	 •	 具备超强去污力、能有效去除顽固污渍及异

味的同时令衣服散发自然清香
	 •	 有效分解99%以上的细菌，使衣服更加卫生
	 •	 泡沫适中、易于漂洗，节约水资源，保护环境
	 •	 浓缩配方，可按需稀释使用

使用方法：

测量表(1瓶盖=15ml)

手洗(5 litre) - 半瓶蓋 / 7.5ml

用洗衣機清洗 - 中等负荷量 - 半瓶盖 / 7.5ml

用洗衣机清洗 - 最高负荷量 - 1瓶盖 / 15ml

酵素洗碗液

产品特色：
	 •	 pH值5.5-6.0，并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或伤害
	 •	 拥有强大油脂分解能力，可快速及有效的清

理顽固油腻的碗碟
	 •	 可用于清洗所有的餐具、炊具，包括瓷器、

水晶、婴儿奶瓶等
	 •	 泡沫适中、去污力强，水过即净，不留残渍。
	 •	 水管不再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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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清洁用品系列

酵素地板清洁剂

产品特色：
	 •	 pH值5.5-6.0，温和护手
	 •	 用于清洗各种不同表面地板，保持地板光鲜亮

丽
	 •	 去除油脂及尘垢，保护空气的质素及避免细菌

的传播，防敏感
	 •	 驱蚂蚁，苍蝇及蟑螂等
	 •	 泡沫适中，易于清洗，节约水资源

使用方法：
把半瓶盖(7.5ml)的酵素清洁剂加入在半桶的水中
抹地

酵素多用途清洁剂

产品特色：
	 •	 pH值5.5-6.0，温和护手、敏感肌肤亦可使用
	 •	 用途多样，去污力强，能清洁各类表面如配

件，家具，皮革，墙壁，电脑，不锈钢和其
他水洗器物的表面 (稀释7.5ml至500ml水)

	 •	 避免污垢沉积到表面上，过水即净不留残渍
	 •	 汽车清洗(稀释7.5ml至5 litre的水)

	 •	 对于烤箱和火炉(稀15ml至500ml水)
	 •	 不会损坏塑料，对精细表面也很安全



生 命 回 归 自 然

成立于2008年，在马来西亚(槟城)身为天然产品生产商的先驱而感到自豪。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追求健康与美丽的生活，我们的使命是帮助每个人都有能力享受优质天然的
个人护理与保健产品，实现健康与美丽的生活。透过研发无毒的产品，让每个人在无毒的环保
环境里更加幸福美满。

2008出产Dr. Ros酵素健康保健系列，2009出产Enzymax居家清洁用品系列 天然与健康，然后
2012出产Enzymcare个人护理系列产品。这些产品的诞生都是为爱，环保、安全及以个人健康
护肤为主。为了更加的环保与健康在2016公司再出产Ecozyme居家清洁用品系列。

大自然有限公司所出产的产品完全不含有硫酸盐(SLS和SLES)，石油化工，对羟基苯甲酸酯
(parabens)，矿物油，人造色素和香精。我们排除对你及环境有害的成分。

让我们为大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为人们打造一个健康和亮丽的人生，更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美好健康的环境。

公司的展望
1. 开创中、高年龄再度创业机会。
2. 传统店铺结合家庭化经营方式。

3. 以服务代替业务。
4. 推广环保与养生之道

大 自 然 有 限 公 司

供 高 品 质 、
有 效 与 最 佳 价 格 的 天 然 产 品

绿 化 地 球 、 珍 惜 绿 色 、
永 续 未 来 ， 由 酵 素 开 始 ！

EN-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