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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ti
超 級 果 汁

D R I N K H E A LT H I E R ,
SEE BETTER

產品介紹
MIRIKEL Bluti超級果汁採用高科技工藝和精選原

隨時隨地︐盡享新鮮藍莓的美味健康︐就在

料︐天然安全︒研發和生產地均爲美國︐生產工

MIRIKEL Bluti超級果汁︒

廠獲得GMP認證︐質量上乘︒
• 無添加防腐劑或添加劑
Bluti超級果汁的主要成分︐即藍莓濃縮果汁︑白

• 無人工色素或調味料

葡萄濃縮果汁都是源自美國︐其他原料則取自該

• 全素

原料品質數一數二的出產國家︒成分天然︐確保

• 無麩質

產品在保質期內是安全並有益於健康的︒Bluti超

• 無添加糖

級果汁中富含具有極高抗氧化功能的藍莓成分︐

• 非轉基因

保護眼睛健康︐改善視力︐特別是針對電腦一族
經常出現的眼睛乾澀疲勞︐有良好的改善效果︔

爲何選擇MIRIKEL Bluti超級果汁︖

添加白藜蘆醇︐High ORAC水果混合物和褐藻多

• 國際認證︐天然安全︔

醣精心配製而成︒這些強大的營養成分︐使Bluti

• 營養價值豐富︐保健功能顯著︔

對皮膚︐新陳代謝和眼部健康等均產生積極影響

• 採用美國高科技工藝和精選原料︔

︒對於無法補充蔬菜水果營養的人來說︐飲用

• 精心研發獨特配方︐抗氧化和抗衰老聖品︔

Bluti可補充蔬果中的營養和膳食纖維︐促進人體

• 營養美味︐適合全家飲用 ︒

有效吸收︒

我們精心挑選︐只為你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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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主要功效

的好幫⼿︒藍莓富含多種維生素︐纖維︐類黃酮

• 保護眼部健康*

︐多醣以及花青素︐通過臨床研究可有效改善視

• 對抗皮膚衰老*

力和眼部健康︒*

• 改善新陳代謝
白藜蘆醇
產品成分

白藜蘆醇一種多酚類非黃酮類化合物︐存于高營

藍莓

養蔬菜和水果中︒白藜蘆醇經美國「哈佛大學」

被稱為“水果皇后”和“漿果之王”︐是蔬菜和水果

︑「國家老化研究所」及英國「帝國科學院」研

中的“第一抗氧化成分”︐被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

究證實︐是本世紀最具有抗老化及抗氧化功效的

織評為“世界五大健康產品之一”︒眾所周知︐藍

成份︐也是自抗生素物質︐擁有多樣化的活性機

莓是營養價值⾮常⾼的抗氧化⽔果︐也是營養最

能及功效︒白藜蘆醇可以有效促進細胞啟動︐提

豐富的漿果之⼀︒

高新陳代謝︐改善認知功能︐保護細胞免受老化
及許多慢性疾病的侵害︒除了對抗皮膚衰老有積

⼀杯(148克)藍莓含有:
纖維: 4克

極作用外︐經臨床試驗︐白藜蘆醇可有效促進新
陳代謝︒*

維⽣素C: RDI的24%
維⽣素K: RDI的36%

褐藻多醣

錳:RDI的25% 以及少量的其他各種營養素

褐藻多醣是天然的複合多醣︐它是從褐藻類植物

（RDI為參考膳食攝入量）

（例如︓海藻︑海帶︑昆布）中提取的⼀種特殊
的多醣︒為什麼說它特殊呢︖因為在它的分⼦鏈

當然︐藍莓還含有85%的⽔分︐但是⼀整杯的量

末端︐含有天然的硫酸基成分︒通過⼤量的研究

僅含有84卡路⾥和15克的碳⽔化合物︒它不僅卡

證明︐這種天然的硫酸基可以有效地控制⾎脂︑

路⾥含量⾮常低︐⽽且具有⾮常多對⼈體好的功

降低⾎脂︐抑制腫瘤⾎管⽣長︐以及幫助減肥︑

效︒⾸先︐藍莓可以減少⼈體DNA的損傷︐有助

改善肥胖等問題︒褐藻多醣是膳食纖維的良好來

於防⽌衰⽼和癌症的發⽣︒其次︐多⾷藍莓可以

源︒同時也可有效促進新陳代謝︒*

幫助⼼髒健康以及防⽌⼼髒疾病︐因為藍莓中的
抗氧化劑與降低低密度脂蛋⽩氧化⽔平密切相關

高ORAC水果混合物

︐可以防⽌⾎液中的膽固醇受到損害︒藍莓中的

ORAC的英文全稱是Oxygen Radical Absorbance

花青素（Proanthocyanidins︐簡稱為PC）︐是

Capacity, 是由美國NIH科學研究所制訂的⼀種測

一種植物行光合作用的必須色素︐屬於生物類黃

定⽣物樣品在試管中的抗氧化能⼒的⽅法︒也就

酮︐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能力相當好︐是維生素

是說︐ORAC值較⾼的⾷物具有更強的抗氧化能

E的50倍︑維生素C的20倍︐有助維持正常的細

⼒︐並且它們可以更有效地中和有害的⾃由基︒

胞連結︑血管的穩定︐並且促進微細血管的循環

Bluti超級果汁富含葡萄︐蔓越莓︐石榴︐藍莓︐

︐遠離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最後︐相關科學研究

蘋果︐山竹︐越橘︐野櫻莓和枸杞︐這些水果具

證明︐藍莓也具有幫助維持⼤腦功能︑延遲記憶

有高ORAC（氧自由基吸收能力）值︒這一特性

⼒下降和提⾼記憶⼒的功能︒所以︐藍莓是營養

經臨床測試︐可有效對抗皮膚衰老︐並為促進新

豐富︑提升健康的⾸選⽔果︒它們是促進和幫助

陳代謝提供良好的幫助︒*

你的⼼髒健康︑⼤腦功能和⾝體的許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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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____
富含維生素C和K︐有助於保持眼部健康︒*

Bluti營養小課堂
• 100%純天然食材︔
• 低熱量︑高營養︑無添加糖︐Bluti超級果汁糖

蔓越莓
______
其中的花青素成分具有抗氧化︑清除⾃由基的功

分低︐含糖量每1oz僅有3.69g糖︔

效︐可以維持細胞的健康⽣長︐防⽌其受到損害

白藜蘆醇︑褐藻多醣和高ORAC水果混合物︒它

︐並以強大的抗氧化功效而聞名︒*

們具有綜合抗氧化功效︐超越單獨飲用普通果汁

• Bluti超級果汁結合了四大明星成分︐如藍莓︑

的效果︒這個獨特配方為人體提供巨大的益處︒
石榴
____
富含纖維︐維生素C和K︐促進新陳代謝︒*

產品問答
Bluti適合何種人群飲用︖

蘋果
____
富含抗氧化成分︐黃酮類和膳食纖維︐對皮膚抗

Bluti超級果汁營養豐富︐富含大量維生素及花青

衰老有積極作用︒*

糖尿病人和孕婦具體飲用量請諮詢醫生︒

山竹
____
被譽爲 “果中之後”︐富含豐富的蛋⽩質和脂類︒

Bluti是否可以兌水飲用︖兌水的比例為多少︖

不僅清熱解毒︐對⽪膚問題也有很好的調節改善

其他果汁一起飲用︒但是不建議使用熱水沖兌︐

作⽤︔同時是抗氧化成分的重要來源︐提供各種

會破壞Bluti中的營養物質︔並且大部分人更喜歡

自內而外的健康益處︒*

原汁原味︒

山桑子
______
含有豐富的抗氧化成分︐促進皮膚健康︒*

請問Bluti中的白藜蘆醇成分是怎麼提取出來的︖

素︐老少皆宜︒

Bluti超級果汁可以以任何比例兌水飲用或者混合

Bluti所含的白藜蘆醇成分是從藍莓和葡萄皮萃取
而來︒葡萄皮中白藜蘆醇含量高︐經漂洗︑晾乾

野櫻莓
______
含糖量低︐營養價值豐富︒

後︐再由水和乙醇的提取工藝濃縮並萃取︐最後

枸杞
____
富含膳食纖維︐抗氧化成分和氨基酸︐具有多種

Bluti營養廚房

健康益處︒

材料︓

即可得到不含殘留溶劑的純粉狀提取物︒

Bluti冰沙飲料
Bluti超級果汁（2oz）

適用人群

冰凍藍莓和黑莓各一杯

• 忙碌上班族群︐壓力族群︔

橙汁半杯

• 減肥及健身人士︔

燕麥片一杯

• 保護視力族群︔

口感綿密︐美味︐超級抗氧化︐喝完元氣滿滿︒

• 正在成長發育的兒童及青少年︔
• 中老年及養生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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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ti藍莓杏仁奶昔

Bluti冰茶

材料︓

材料︓

Bluti超級果汁（2oz）

Bluti超級果汁（2oz）

1根冷凍香蕉

2包茶袋和2杯水

1杯冷凍藍莓

4杯冷凍藍莓

1杯杏仁奶

酸甜可口︐清爽美味︐適合小孩子補充營養︒

半杯奇亞籽
健康的味道介於藍莓奶昔和香蕉奶昔之間 ︐添加

※以上配方僅供參考︐請隨時根據您的口味調製

了Bluti果汁後更加營養︒

飲料︒

Bluti藍莓檸檬飲品

參考文獻

材料︓

[1]

Bluti超級果汁(2oz)

2006-04-19.

1杯藍莓

[2] 白藜蘆醇 Resveratrol.中草藥化學圖像資料庫

半杯檸檬汁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1片檸檬

[3] 付海寧. 褐藻多醣的提取分離及結構研究[D].

方便簡單︐並擁有Bluti混合檸檬的清爽︑甜美︒

中國海洋大學,2008.

Blueberry

brainfood.

互聯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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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每天1-2袋︐ 可與其他飲品調配飲用︒
SERVING SIZE: 2 FL. OZ (60ML)
SERVINGS PER CONTAINER: 14

適合所有年齡段人群︒

Amount Per Serving % Daily Value*

Calories
Total Fat
Sodium
Total Carbohydrates
Sugars
Proprietary Fruit Blend

31.2
0g
6.6mg
7.38g
7.38g
35g

High ORAC Fruit Blend

145mg

Blueberry Juice and White Grape Juice
from Concentrates

<0.5%
<3%

Grape, Cranberry, Pomegranate, Blueberry, Apple,
Mangosteen, Bilberry, Aronia Berry, Goji Berry

Fucoidan & Resveratrol

7mg

Laminaria Japonica & Polygonum Cuspidatum

注意事項
• 請放置於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 如果包裝已損壞或打開︐請勿飲用︒
• 請勿超過推薦劑量︒
• 懷孕或哺乳女士以及疾病患者︐請遵循醫囑飲用︒
儲存方式
• 請置於低溫或陰涼通風乾燥處存放︒
• 開封後請儘快飲用︒

* Percent Daily Values are based on a 2,000 calorie diet.
Daily Values Not Established.

OTHER INGREDIENTS
Water, Fructose, Citric Acid, Natural
Blueberry Flavor, Natural Mangosteen Flavor,
and Preservatives (Sodium Benzoate,
Potassium Sorbate).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cure or prevent any disease.
*These statements have not been evaluat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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