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礦物質養生三部曲~ 



事實上，沒有人到過地心，所以無法確知地心裡有什麼。但科學家根據鑽井採礦時，對地殼研究所 
獲得的資料、火山噴發物的研究，以及地震波的運用，綜合推測地球內部的情況。 
 
研究發現，隨深度的增加，約每下探100公尺，溫度跟著增加3℃，這主要是放射性物質分裂產生的 
熱能而它們多集中於地表層50～80公里處，所以達到一定深度後，溫度升高就會趨緩，由此推斷地 
心約有5000℃。此外，地心壓力可達350萬大氣壓，密度約每立方公分14克。 
 
在地心強大的壓力下，恐怕只有固體金屬才能存在，而溫度又高，所以地核可能是液態物質。不過 
許多科學家認為，那裡的物質已不能用固態、液態表示，它可能是種不知名的特殊物質。 



獨具魅力的「死海」 

被稱為世界之漥的「死海」，位於巴勒斯坦和約旦之間，南北長約82千米，東西最寬18千米，面 
積1049平方千米。死海是世界陸地的最低點，因此有〝地球肚臍〞的別稱。 
死海水面的高度雖然在許多地圖上標明是海平面以下392米，但那是20世紀60年代的資料，現在死 
海水面的實際高度是海平面以下412米。這個數字說明，死海的水面在過去40年裡正以每年0.5米 
的速度下降中。 
 
到過死海的人都嘗過死海的滋味-苦澀異常。死海被世人稱為海，實際上只是一個內陸鹹水湖，是 
所有天然湖泊中最鹹的，比一般海水鹹10倍。它是一個大鹽庫，在每升表層水中，鹽分達227-275 
克，據說湖底有約13米厚的鹽層。據估計，死海的總含鹽量約有130億噸，這也許是希伯萊文把死 
海叫做鹽海的緣故吧！ 
 
之所以叫做死海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找不到任何可以排出去的口，第二是水生植物和魚類等無法 
生存。後來科學家們發現死海湖底的沉積物中居然有11種細菌和1種海藻生存，原來死海中有一種 
叫做「盆狀嗜鹽細菌」的微生物，具備防止鹽侵害的獨特蛋白質。 
 
 



天然療養勝地~死海 

死海的水源大部分來自北面的約旦河及幾個四季常有的礦泉和溫泉。死海氣候乾燥，年降雨量只 

有50毫米，蒸發量卻高達140毫米。因此，經年累月在如此高溫下蒸發後，水中留下一批獨特的天 

然礦物質：鎂、鈉、鉀、鈣和溴等。 

 

由於周圍是山，含富天然化學物質的水通過蒸發升至 

上空，使具有鎮淨療效的溴，在死海上空的密度比其 

他地方高出20倍。 



發現「死海」的奧妙之處 

由於死海位於海平面以下400多米處，這裡每立方米空氣中的氧 

分子要比一般海平面上空氣中氧分子多8%。 

死海遠在海平面之下，陽光穿過一層由海水蒸發和化學元素形 

成的天然濾光網，從而減少了紫外線對皮膚的灼傷。流入死海 

的溫泉含有濃度很高的鹽和硫化氫，對牛皮癬和關節炎患者都 

有不同程度的治療和緩解作用。 

 

高血壓患者和一般病人在死海待上兩天血壓都會有所下降，這 

裡更是具有美容價值的死海黑泥和死海礦物質為基本原料的化 

妝品，對一般人來說「死海」是一個非常放鬆減壓的好去處。 



神奇的浮力，天然的水床 
相傳在1900多年前，羅馬帝國的軍隊行進到死海附近，統帥命令將幾名要處決的俘虜投進死海。 
奇怪的是俘虜們均未沉入海底淹死，個個浮在水面上，統帥以為這是神的旨意，而將俘虜們釋放。 
 
實際上，由於海水含鹽量很高，水的比重大於人的比重，還有接近地心而產生的牽引力，因而人人 
都能浮在水面上。由於高蒸發、化工提煉、降雨量極少和缺乏水源補充等種種因素加起來，而使死 
海的水位連年下降，與1960年相比，水位已下降 
10米多。死海的自然衰退步伐正在加快，不過死 
海對人類的健康還在默默貢獻：死海深受各國遊 
客的青睞，周邊國家也積極做好搶救死海的工作 
讓死海可以繼續地活下去。 



上帝的禮物~死海 

幾年來陸續被科學家們證實，除對皮膚有治療效果外， 

死海礦物鹽還可以刺激血液循環，促進皮膚再生；礦物 

質的皮下滲透還有助於緩解關節和肌肉疼痛，對患有關 

節炎和風濕的患者來說十分有幫助，經常使用死海礦物 

鹽沐浴還可以獲得很大的放鬆感，直到今天，古老死海 

扔然是珍貴而神祕的療養勝地。 



打造埃及豔后的美麗 
「死海」天然礦物質對皮膚的獨特療程及美容功效，自 
古以來已被世人肯定。 
克麗佩特拉(Cleopartra)這位古埃及豔后女王，以高價 
收購死海一帶作為自己專用，在埃及豔后的指令下建立 
了多間藥劑和護膚品，產品多供皇室及貴族享用。 

根據聖經紀載 

根據聖經紀載，已有多國皇帝，為了爭奪死海內的寶藏 
而戰事連年，擁有者多做保養品、化妝品圖利。 
當時只有皇室和貴族才能承擔昂貴費用，更因此蒙上高 
貴不可攀的神秘面紗。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 
死海的水大部分來自約旦河，可現在約旦河的水只有10%流到死海，70%約旦河水因為地區性缺水改 
道而流向以色列和約旦，以滿足工業、農業和家庭用水。到目前為止，死海的水大約有1/3損失， 
他正在變得越來越小，有朝一日可能會消失。 
 
環境保護者把原因歸咎於海岸的人過分抽水、採掘和開發。環境保護者認為，死海富藏著可供製造 
肥料、肥皂和各種化學品的鉀鹽及其他礦物，對死海中這些物質不斷開採導致湖水損失，也加速著 
死海面積縮小。 
 
如果不採取措施，任憑死海水面不斷下降的話，死海最終將會死亡，並從地球上〝永遠〞消失。 



沉積千萬年的死海礦物質 
地球在經過億萬年的造山運動中，有些地方因為陸地的隆起，原先的海域就形成了內陸的湖泊，這 
些沉積了數千萬年的鹹水內海，蘊涵的礦物質分常豐富，鹽份比一般海水高4倍以上，是地球水域中 
最鹹的海水。 
它具有很高的波密度，其浮力非常驚人，即使不會游泳的人，也可以借助漂浮的技巧在水面上。 
由於鹽份高，生物無法生存，所以被稱為死海。 

驚人的療效性~死海礦物質 
死海水、死海泥、死海鹽，對肌膚具有深層滋養，美白、保濕、控油、抗痘、消除浮腫、排毒、瘦 
身、抗老化、防憂鬱等有助身心健康的效果，世界各大醫院皮膚科醫師認同，也經各大報刊及電子 
媒體報導證實，關心身體健康與喜愛美麗的你，是絕對要知道的消息。 



死海活力因子~礦物質 

在遠古時期，人們在生活中就已經發現死海所含的鹽與泥，對人體有康復的功能，諸如古羅馬帝國 

鬥獸場上的勇士，用死海礦物泥和鹽來療傷。 

在近代中東戰爭中以色列政府更使用礦物溫泉療法，來處理戰場上因受傷而皮膚發炎、潰爛等患者 

其驚人的療效引起科學家的重視。 

死海可促進人體血液循環、調整神經緊張多方面的功能。 

死海礦物泥、鹽是一種混合水溶性胺基酸、礦物質、維生素，還有豐富動物、植物、海洋元素、火 

山灰結晶物，這些可以補充人體因缺乏礦物質而導致肌膚過敏、乾燥、油性、瘡、癬問題，回復身 

體平衡與健康。 



沉浸在死海的神奇效力~ 

死海獨特的成分，已被證實可以解決皮膚及身體狀況，他能有效地釋放人體內堆積的有毒物質。 

刺激細胞增加活力與生命指數，重新帶動生命能量。礦物質的巨大密度賦予海水特殊重量，對身體 

產生反作用力，無須費力即可漂浮在海面上，這有助於不適關節的移動，並使癱瘓、肌肉僵硬、骨 

折或截肢等不同狀況之疾病，進行物理治療運動。 

死海的泥巴能吸收陽光，塗在身體上不但能促進血以循環，產生熱氣，感覺相當溫暖，死海黑泥不 

但能有效減輕您身心痠痛疲勞，還能改善體質、美顏淨白、延緩老化，幫助您回復年少青春，近來 

成為一般消費者時下最熱門的保養品。 



提倡「先減再加的觀念」~死海鹽療+死海泥療 

現代人們面對來自於社會、家庭、工作的種種壓力，造成身、心負荷失調，再加上環境賀爾蒙、大 

自然的反撲，而嚴重導致身體毒素迅速累積，嚴重影響人體各系統的平衡。 

利用死海的礦物泥和礦物鹽，來排除全身毒素，消除細胞間變質的毒素，促進血液和淋巴循環，激 

勵和再生全身機能細胞。讓身心得到良好的排毒、修復，這也是人們願意花大錢、親自去死海當地 

享受死海沐浴的目的。 

「礦物質療法」一直是我們所極力推崇的，它既無副作用、天然又符合人體所需，雖然沒辦法像藥 

物如此快速，但卻是人體找回健康的最佳選擇。 



死海養生的物理作用 

瘦身減肥：鹽分和礦物質的死海海水有發汗的作用，可以排出體內多餘的水分，促進新陳代謝，排 

          除體內毒素和乳酸，經實驗證明，在鹽溫泉中浸泡比在陸地鍛鍊釋放的熱能多幾倍。 

減緩失眠：死海中富含溴離子具有調節中樞神經和鎮靜作用，另外海水中的鎂鹽也會協助細胞維持 

          水分平衡和調節神經與肌肉組織的PH值，有效鬆弛神經的作用。 

美容去斑：鈉鹽適合有疤痕者浸泡，能軟化角質層，且有極佳的滋潤和美白肌膚的功效。 

去風除濕：鎂鹽對細胞維持水分平衡和調節神經和肌肉組織的PH值有很好的作用，可調節體溫有效 

          改善風濕病患者的人體組織環境。 



死海海水能解決肌膚的問題 

• 控制油脂分泌：在死海海水中浸泡5分鐘，汗腺毛孔將得到有效收縮，同時海水還能清潔和除臭。 
• 去除青春痘痕跡與皮膚凹凸：青春痘留下的痕跡令人煩惱嗎？死海海水對有痕跡或是凹凸部位以 
                             螺旋方式按摩3次，再將需要解決的部位充分浸泡，5、6分鐘用清水 
                             洗淨即可。注意：不要按摩正在生長的痘痘。 
• 去除粗糙的皮膚和黑斑：用海水打溼在臉上按摩1分鐘，以鼻頭為中心在兩頰上由下往上畫大圓， 
                         然後用指腹在黑斑部分畫圓搓揉，即可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防止頭皮削：將頭部浸泡在死海水中，再用指肚按摩，最後沖掉在抹護髮素，能天天使用不會有 
               任何殘留。 
• 護理背部青春痘：讓身體充分溫熱，待毛孔張開後進入含鹽量較高的死海漂浮池，用浴巾按摩1分 
                   鐘，不要太用力，10分鐘後用清水沖洗，即可清除改善。 
• 肺部疾病的救星：死海的天然環境，無汙染、無花粉、無應變原、無廢氣、空氣中只有礦物氣體 
                   和氧氣。 

• 高血壓：死海盆地-空氣對高血壓患者十分有益，在死海住上2-3天後，所有患者都像健康方面發 

           展。 

• 心臟病：心臟病患者在死海住上3個星期以上，心律不整現象可以得到改善。 



死海海水能解決肌膚的問題 

• 關節炎：死海海水含有豐富礦物質，塗抹在肌膚上可減輕關節炎症引起的痛處，效果十分顯著。 

• 牙黃、口臭：在牙膏加入海鹽刷牙，再用礦泉鹽5G+開水80cc漱口，可達到改善的效果。 

• 牙痛、牙周炎、牙根發炎、潰傷：每次1晚，塗上死海泥，直接塗在牙處患處停留20-30分，吐出 

                                 後再以死海鹽配合牙膏刷牙。 

• 腳無力、腳冷、失眠：2-3天進行一次，死海鹽2匙+1000ml水，水溫約48度全腳浸泡10分鐘即可。 

• 富貴手、香港腳：將死海鹽+死海泥，水調製稀糊狀，塗在手上(腳上)，互相摩擦，再用護手霜 

                   (護腳霜)滋潤，每天治療一次，最少連續7天。 

• 肺部疾病的救星： 

• 高血壓： 

• 心臟病： 



漂浮+按摩=塑體 

死海海水的滲透作用能消除浮腫，促進脂肪運動，再塑造身體曲線方面有著讓人意想不到的功效。 

它的操作方法非常簡單，其原理是根據鹽水有發汗效果，可以排出體內多餘水分，並且促進皮膚的 

新陳代謝，排除體內廢、毒物，這種漂浮方式非常適合不喜歡運動的人，1-2個星期內就會達到驚人 

效果。 



養生新概念-死海礦物質 

死海礦物質事由死海海水而來，經由太陽蒸發剩下的物質結晶而成的天然保養品，含有非一般海水 

可比擬的豐富礦物質。 

• 能破壞一般清潔用品在身上所形成的化學性薄膜，讓原本最纖細的肌膚重新和外界接觸。 

• 藉由按摩身體產生發熱、流汗、促進新陳代謝、排除體內多餘水分和油脂。 

• 同時具有殺菌排毒作用，將肌膚更添光滑、亮麗。 

現今藥物氾濫、文明病叢生的二一世紀，歐洲國家早就致力研究及尋找除了藥物另類療法，而生長 

在台灣的我們，是否也能有機會感受這另類療法，「礦物質養療法」一直是我們所極力推崇的，他 

既無副作用、天然又符合人體所需，雖然沒辦法像藥物如此快速，但卻是人體找回健康的最佳選項。 



「礦物質」是生命的原動力 

兩次世界諾貝爾得主DR.LINUSPAULING：「未來數十年，人類所有疾病的起因源自於缺乏礦物質微量 

元素，他是所有人體內器官生化運轉的觸媒轉換器；缺乏礦物質，一切生理的生化運轉(如：吸收、 

代謝、神經傳導、腺體分泌、酵素催化等)將無法正常運轉，甚至出現障礙。」 

礦物質是生命的原動力，缺乏礦物質或攝取不均衡將對人體造成以下影響： 

1. 身體各系統功能失調 

2. 身體各系統無法吸收養分和排除毒素 

3. 細胞無法正常分裂，產生早衰老化現象 

4. 人體新陳代謝無法正常運轉 

5. 體內電解質和PH值無法平衡 

6. 中樞神經訊息無法正確傳導，影響情緒、腦力和精力 

7. 免疫系統功能失調，造成現代文明病 

8. 缺乏任一礦物質，都會影響其他礦物質吸收和運作 

9. 影響心肌的收縮功能，導致心臟血管收縮和腸胃蠕動失調，病痛由此而生 

 



疾病是缺乏「礦物質」，而不是藥物 
礦物質的質與量，以及在人體內的均衡情形，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人體的健康狀況，礦物質對人體各 

部功能，包含各種生化反應過程，而其間的各種過程都與人體的健康有著密切的關係。 

●礦物質對人體主要功能如下： 

1. 活化人體細胞 

2. 構成堅硬組織主要成分：骨骼、牙齒 

3. 維持循環系統，血壓和酸鹼值的均衡，並能調節滲透壓，控制細胞內外水分的平衡 

4. 促進消化、吸收、排泄的功能 

5. 構成柔軟組織的必要成分：肌肉 

6. 神經系統需要靠礦物質來傳達各種訊息和指令 

7. 調節生理機能，促進新陳代謝，清除體內毒素和廢物 

8. 輔助酵素、腺體賀爾蒙和維生素的形成 

9. 穩定情緒及精神狀況 

10.保護身體不受有毒物質傷害，促使白血球活耀 

11.身體上各種生理反應的接觸劑 

12.可增加體力、克服壓力 

 



無法自體合成的營養素「礦物質」 

礦物質又稱為「無機鹽」，是構成人體組織、維持正常生理功能，和生化代謝等生命活動的主要元素 

可以自然地存在食物之中，或以化學元素、礦物形成進入到人體。 

礦物質雖然只佔人體體重的4%-5%，但只要有一種過量或不足都會擾亂身體平衡，人體可自行合成， 

極少素的維生素，但卻無法製造任何一種礦物質，因此我們必須依賴日常飲食或是經由皮膚吸收，才 

能攝取到均衡足量的礦物質。 



人體所需的「巨量礦物質」 

『鈣』-強化骨骼和牙齒健康的固本礦物質。可以維持強壯的骨骼及健康的牙齒，維持健康的神經系 

統及肌肉所不可或缺的營養素，調節肌肉收縮和心跳、使血液有凝結力、維持正常神經的感應性、 

活化酵素。 

『鎂』-強化酵素精力和抗憂鬱必要元素。是參與DNA製造必須礦物質，能促進血糖轉成人體所需的能 

量，與新陳代謝作用，造骨功能關係密切，是維持身體健康重要礦物質之一。 

『鈉』-平衡血壓、控制肌肉和體液的協調。他能調節體液滲透壓和保持水分的平衡，具有保濕和促 

進細胞營養之吸收功能：維持神經和肌肉的傳導和感應，促進肌肉的收縮，並且維持體內酸鹼平衡。 

『鉀』-穩定體液和血壓的重要電解質。人體機能的運作和鉀有密切關係，神經需要鉀來驅使肌肉活 

動：可預防心肌異常及心律不整，鉀和鈉一起維持細胞改善飲食過鹹的問題，減輕腎臟負擔。 

『氯』-平衡體內酸鹼值和構成胃液。調節體液滲透壓和體內酸鹼度，協助肝臟機能，促進蛋白質、 

維生素B12和鐵的吸收，形成胃酸幫助消化。 

 

 

 

 



人體所需的「巨量礦物質」 

『磷』-促進骨骼發育與成長能量。磷參與醣類、蛋白質和脂肪的代謝作用，若攝取不足，會導致各 

類蛋白質和脂肪無法轉化能量供人體所需。 

『鐵』-臉色紅潤、造血必備營養素。鐵是血紅素中重要製造養分，協助人體造血，他也是構成人體 

免疫系統的主要原料，免疫細胞的生長和修復。 

 

 

 

 



宇宙的奇蹟─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的重要性  

   ◎世界兩次諾貝爾獎得主Dr. Linus Pauling數十年前驗證：

「人類所有疾病之起因，源自於缺乏礦物微量元素。」  

   ◎若長期缺乏微量礦物元素會導致：各種疾病、身體老化、

基因突變、皮膚病變、平衡干擾或失調、免疫功能失調及癌

細胞的產生  



礦物質對人體的重要性 
二十世紀是維他命的時代，二十一世紀將是礦物質的時代 

•礦物質在人體內的功能是全方位的舉凡身體的組成，消化、
代謝、循環、氧化、還原等功能都必須仰賴礦物質的參與。 

 

•當人體缺乏這些礦物質及微量元素，也將影響神經系統和
内分泌系統的功能，這些器官如何保持一個穩定的内在環
境，這對生物體的生存相當地重要。 



細胞深呼吸的關鍵－離子通道 
■ 鈉 － 鉀 交 換 幫 浦 鉀-

‧維持細胞的滲透壓及PH值平衡。

‧協助肌肉正常的收縮。

‧幫助神經的傳導。

‧促進 的活化、分泌。

‧促進腎臟細胞的代謝毒素。

鈉-
‧細胞外液重要的陽離子。

‧平衡PH值、維持細胞滲透壓。

‧幫助胺基酸、醣類進入細胞。

‧協助神經系統的傳導。

‧使腎上腺素分泌足夠的荷爾蒙。



地球環境的丕變—明天過後 
• 1914年一顆蘋果可提供人體所需的一半鐵量，1992年你必需吃掉24顆蘋

果，才能獲得等量的鐵質  

 
礦物質       1914             1963           1992      改變的％（1914-1992） 

  鈣         13.5mg             7.0mg           7.0mg           －48.15 
  磷          45.2mg            10.0mg         7.0mg           －84.51 
  鐵             4.6mg             0.3mg         0.18mg         －96.09   
  鉀          117.0mg         110.0mg       115.0mg        － 1.71 
  鎂            28.9mg              8.0mg          5.0mg        －82.70 
（來源：Lindlahr：1914：USDA，1963及1997） 



食品加工及精煉後礦物質的損失 

 
                                         鈷     鉻        銅         鐵       鎂        錳         鉬        硒        鋅                   

從全麵粉到白麵粉    -89％  -98％   -68％  -76％  -85％   -86％    -48％  -16％   -78％ 

從原米到精米           -38％    -75％   -25％   －     -83％    -27％      －     －        -50％ 

從蔗糖到精糖          -88％  -  90％   -80％  -99％  -99％   -89％       －     -75％   -98％ 

從原油到精煉油       －     －     －     －    -99％   －     －      －   -75％ 
從牛奶到牛油           －     －     －     －    -94％   －     －      －   -50％ 
                                               來源：：Mervyn ﹐2000 

礦物質因食品過份加工而流失愈精緻的食物愈缺乏微量礦物質
導致人體所需的礦物質就愈缺乏而使許多文明疾病因應而生 。 



有機無污染的環境－「死海」之五大特色 

•無酸雨污染－一年330天不下雨 
 
•無紫外線傷害－三百三十天的日照，水發成氣體，在上空形成薄霧抵抗紫外線。 
 

•無空氣污染－含氧量高於地面10％。 
 

•無海洋污染－唯一只有約旦河流入，無其他出海口不會與五大洋交匯。 
 
•無菌環境－湖水鹽濃度高達32％湖中無任何生物、植物存活。 

 





化學成分比較 
鹽類名稱 死海鹽(%) 鹽類名稱                                台灣海鹽(％) 

氯化鎂MgCl2 33.3 氯化鈉NaCl  77.7 
氯化鉀KCl 24.3 氯化鎂MgCl2                     10.9 

氯化鈉NaCl 5.5 硫酸鎂MgSO4   4.86 

氯化鈣CaCl2 0.2 硫酸鈣CaSO4   3.71 
溴化物Br- 0.5 硫酸鉀K2SO4   2.57 

硫化物SO4
-2  0.15 碳酸鈣CaCO3   0.29 

水不溶物 0.03 

結晶水 36.4 

酸鹼性 弱酸 酸鹼性 弱鹼 

含鹽量大不同 

死海鹽之不同 



南死海、中死海、北死海水中元素                  
                           含量比較 

Ps. 海水(Natural sea water) pH 8.2 

弱酸性 

死海鹽之不同 



小型發電機--死海礦物質 

水分子 礦物離子 

表
皮
層 

真
皮
層 

含水量 
 ( % ) 

80 

15 



礦物質的生理保養價值 

In vitro  study 

理想的培養基 培養基不含鉀離子 培養基含鉀離子(3 mM) 

由於細胞質減少，使得
細胞明顯萎縮 

由於鉀離子的緣故，使
得細胞質體積較為增大 

人體纖維母細胞於 37度培養七小時後，觀察它的形態並檢查它的生存能力 



死海以獨特的美麗療效聞名全球 

MINERAL  CARE  
*來自以色列Balmon化妝品公司 

*是全以色列最大最具知名的化裝品原料廠 

*所有產品通過以色列低過敏美容產品國家認證 

*歐洲國民保險，有投保者免費到死海治療肌膚疾病 

 如:牛皮癬.濕疹.異位性皮膚炎.關節炎.痛風.循環性疾病…等 

                              



• 死海鹽礦物質的總含量是一般海水的10倍以上.鎂和鈣之含量是一般海水的
34倍及47倍 

• 高鈣低鈉的死海礦物鹽.含有「油似成份的水」會有滑溜細嫩的觸感 

• 對皮膚有醫療價值作用.可刺激表皮細胞再生功能.加速血液循環.促新陳代
謝.減敏現象 

• 用於泡澡時.可消除疲勞.改善肌肉.關節酸痛.滋潤與美白效果 

• 用於按摩可幫助去除表皮之油脂.達到排毒及塑身功能 

• 強化免疫系統 

• 舒緩壓力.安撫神經系統 

 

死海礦物質 



死海礦物鹽 

100%純天然死海鹽，蘊含超過40種天然滋養礦物質，

為肌膚帶來極為顯著的修護效果。天然死海鹽有效激

活肌膚細胞再生，其油性成分，能在肌膚表面形成一

層天然的保護膜，有效防止肌膚水分流失。 

成分 

100%死海海鹽、鉀、鎂、氯化物、鈣、硫磺 



死海礦物泥 

100%天然死海泥，富含40種礦物質.微量元素.火山泥死海礦

物泥可以幫助皮膚呼吸及促進新陳代謝，清除皮膚內阻礙滋

養的累積雜質，幫助肌膚角質代謝正常，提升保濕能力，此

外，死海中的眾多礦物成分，也各具功效。如「鎂」有防止

過敏和保濕的功效「鉀和鈉」則可以提供能量幫助薄膜傳輸

細胞養份的進出；「氯化物」則可促進細胞的礦物質平衡；

「鈣」則可幫助平衡細胞內之礦物質和平滑皮膚。有效舒緩

類風濕性關節炎、痛風、筋骨疲勞所引起的疼痛。 

 
  
 

成分 

100%死海泥 



死海泥之功效 

細胞外
膜 

細胞內
膜 

Na
+ 

Na+/K+ 
pump 

細胞膜 

Na
+ 

Na+/K+ 
pump 

    滲入 
少量的水 

提供鉀離子 

根據研究文獻死海黑泥和海鹽結合對下列疾病有益:  
關節炎、牛皮癬、皮炎、肌肉酸痛、保持水分、皮膚乾燥、風濕、濕疹、壓力與緊張、慢性疲勞  

保溼度加倍！排毒效果強！ 
死海黑泥含大量溶解的礦物質，在皮膚表皮會形成一個水分滲透的對流現象，誘發皮下層的水分被誘 
發滲至上層，缺水的皮膚因而即時提高濕度。與此同時礦物質向皮膚內滲透，吸附帶皮膚毛囊、汗腺 
及表面帶正電荷的油脂污垢、死表皮細胞、細菌。深度的清潔後，釋放出之營養成分更能深入皮膚吸 
收，增加細胞活動能力達到保水、排毒及活化細胞之功效。 
 



市售敷體泥比較表 

火山泥  冰河泥  海藻泥  死海泥  

礦物質含量  高  中 中 
極高 

（世界最高）  

排毒效果  強 中  中  極強 

泥中含菌量  低  高  極高  無  

主要成份  硫化物  礦物質  海藻液  礦物質、火山泥
及高領土合成  

主要功效  控制油脂分泌  
強調提供 
礦物質  

使細胞再生  
排毒、提供礦物
質控油及再生全

效功能  

缺點  單適合油性肌膚
使用  

除名特殊 
無特殊效果  

海洋污染嚴重藻
類含菌量高  

排毒效果太強易
有暝炫現象  

醫療應用  無 無 
類果酸功效 
先破壞後重建  

皮膚病治療  

市場稀有度 低  中  低  高  



血管 

鈉(NA) 鉀(K) 

鉀(K) 鈉(NA) 

毒素 

礦
物
質
、
養

分 

死海泥 



生理平衡精華霜 

有效成份: 
• 死海礦泉水-增加細胞代謝力.活化細胞 

• 天竺葵-調節賀爾蒙分泌.淋巴排毒 

• 洋甘菊-安撫神經系統.消炎鎮靜 

• 檸檬-保護血管.平衡體液 

• 香水樹-穩定腎上腺素分泌平衡賀爾蒙 

• 胡蘿蔔子油-抗自由基.除皺 

成分 

死海礦泉水、天竺葵、檸檬、廣藿香、胡蘿蔔籽油、香水樹精油 

含礦物質微量元素及天然植物，具消除緊張舒緩壓力、穩定情緒得 
功能可調理腺體組織平衡內分泌系統，改善經前症候群之腫脹不適 
調理經痛困擾、白帶、經量過多之作用，去淤、利尿功能佳，對於 
水分滯留、蜂窩性組織有明顯的改善幫助。 



生理平衡精華霜之功效 

• 針對蜂窩脂炎所引起的水腫現象、下肢酸麻有明顯的改善功效。 

• 能迅速滲透於組織中淨化毒素。 

• 有效舒緩更年期婦女障礙－失眠、神經血管控制失調、表皮萎縮失去光澤。 

• 經前症候群所產生之不適－腹脹、腰痠、下腹疼痛、經血凝塊、經痛、排
經或斷或續、月經過多、分泌物酸臭。 

• 放鬆極度緊張的神經系統、改善睡眠品質。 

• 適用於任何膚質之乾澀現象。 

• 預防改善過敏性皮膚炎。 

• 改善靜脈曲張、保護血管。 

• 舒緩風濕、關節焱患者的疼痛及腫脹。 

• 增進水合保濕能力使肌膚水水嫩嫩。 

• 迅速消除瘀痧、增加毒素、乳酸代謝。 

 
 

 



生理平衡精華霜作用機轉 

月經 MC（不順） 

子宮卵巢 

腺體（性腺體） 

腦下垂體 

酵素 

礦物質 

刺激產生 

影響 

控制 

影響控制 

產生 

甲狀腺 腺體（腎上腺） 

肌肉血管收縮 脾氣差、肥胖、精
神狀態差 



美體按摩油 

• 甜杏仁油-保護敏感性肌膚、修復發炎組織  

• 葡萄籽油 -抗氧化、保護  

• 荷荷巴油-保濕、調節水份  

• 芝麻油-脂溶性物質能運離細胞內毒素  

• 酪梨油-保護細胞膜  

• 死海礦泉水-增加細胞代謝力.活化細胞 

 
 

成分 

酪梨油、芝麻油、甜杏仁油、葡萄籽油 

含豐富的維生素、卵磷脂、葉綠素，能使皮膚滑嫩，高濃度的不飽 
和脂肪酸就像細胞的清道夫一樣能溶解有毒物質，增進細胞活力生 
機，是放鬆舒緩的最佳配方，也是一種保養皮膚及滋潤效果極佳的 
保養品。 



美體按摩油之功效 

• 除了供應肌膚能量外並能強化組織結構、緊實鬆垮的外觀 。  

• 使易於緊張體質恢復生機，是一種保養皮膚及滋潤效果極佳的保養品。  

• 高濃度不飽和脂肪酸就像細胞的掃帚一樣，能溶解細胞內的重金屬及有毒
物質並運離細胞。  

• 可維護膚質健康完整及防止水份散失之功效，本品具極佳的柔潤效果，使
用後不油膩，吸收迅速可給予肌膚絲綢般的光澤與觸感。  

• 高純度精純油質，不堵塞毛孔，連毛巾也不殘留油漬，肌膚可快速吸收。 

• 搭配死海鹽使用時，可將鹽油快速融合，讓鹽療效果加倍。 

• 五種精純油質相互作用加上死海水融合其中，一瓶按摩油勝過五瓶。 

 



聖草礦物洗髮精 

獨家配方，可徹底洗淨毛髮與頭皮，使毛髮清新、潔淨、充滿
活力。 
富含死海礦物元素、死海黑泥及鼠尾草萃取精華可長時間滋潤、
柔順、滋養頭皮以及毛髮。 
草本精華有效清潔秀髮和頭皮之餘，更滋補保濕頭部肌膚。 

 

成分 

死海礦物元素 

死海礦物質是溫和洗髮精主要成分，豐富的泡沫不含清潔劑成分 

清潔時可以給予脆弱、乾燥的髮絲充分呵護，沖洗時能滋補髮根 

與頭皮獨特的溫和成分能夠天天使用，而不會在頭髮上有任何殘 

留，精緻的天然芳香可以使頭髮長時間散發淡淡清香。 



聖草礦物洗髮素 

獨家配方，可使滋養毛髮效果完全發揮，保護頭髮免於
氣候多變的損害，並長時間使頭髮充滿彈性柔順、健康
和光澤。 
讓髮絲柔軟不易斷裂 頭髮呈現光澤柔順好疏理。 

 

成分 

死海礦物元素 

含有豐富的死還泥礦物質，能改善髮質、保水、修護與閃 
亮。 
使髮質長時間滑順、柔軟、不糾結易梳理。 



死海礦物皂 

獨家礦物肥皂配方包括死海泥及礦物及草本精
華，有效潔淨肌膚，滋潤和保濕，令肌膚感覺
乾淨不緊繃。 

成分 

死海泥、21種微量元素 

溫和的天然美容香皂，富含死海黑泥無刺激成分不會 
引起發炎特別適合較為乾性或有斑點的皮膚使用， 
使用後柔嫩不緊繃，帶給您煥然一新的感覺感受到 
真正純淨的肌膚。 



海鹽、海泥小百科 海鹽、海泥小百科： 
死海聖地之水、空氣、礦物微量元素為人類病痛救星！ 

肺部病痛的救星： 
以色列死海的天然環境，無汙染、無花粉、無應變原、無廢氣，空氣中只有豐富的礦物氣體與氧氣。 

高血壓： 
死海盆地-空氣對高血壓患者十分有益，在死海住上2-3天後，所有患者都向健康方面發展。 

心臟病： 
心臟病者在死海住上三個星期以上(最佳季節為當地冬天)有做過冠狀動脈分流手術，心律不整之現象不會出現在 

患者身上，這也是死海盆地空氣中含礦物氣體產生之功效。 

關節炎： 
含有豐富礦物質，抹在肌膚上可直接減輕關節炎引起痛楚，效果十分顯著，三種方法將能大大減輕患者的痛苦： 

●溫熱海泥療法：每天進行一次，在患處塗上加溫後的熱海泥→ 撒上海鹽→ 保鮮膜包裹再覆蓋熱毛巾→ 紅外線 

    燈照射20分鐘→ 拆膜清洗(7天後可見改善效果)。 

●浸浴海鹽療法：每天浸泡20分鐘海鹽→海泥敷於患處。 

●死海、陽光：選定每年4至10月間到死海盆地曬太陽或浸海浴(以色列醫學專家選定的好日子)可有效釋放人體 

     所堆積的有害毒素，重新補充能量，刺激細胞增加活力與生命指數，還原為健康年輕的容貌，讓青春永駐。 
 
 

 



海鹽、海泥小百科 
 

牙黃、口臭： 
在牙膏裡面加入海鹽刷牙→ 然後用礦泉鹽5g+開水80cc漱口，無須再用清水漱口。 

牙痛、牙周炎、牙根發炎、潰傷： 
每晚1次塗上海泥→ 直接敷在牙痛患部、炎症或潰傷地方停留20-30分→ 吐出後再以海鹽配合牙膏刷牙。 

腳無力、腳冷、失眠： 
2-3天進行一次，海鹽2匙+1000ml水，水溫約42度-48度全腳浸泡8分鐘→ 再次注入熱水42度-48度至原1000ml水 

量後再泡一次8分鐘→ 護腳霜擦拭滋潤。 

口腔炎、牙周病： 
刷牙時在牙膏上加入海鹽→ 海鹽水漱口即可，每晚進行一次。嚴重者要配用海泥，因其殺菌力更強 
效果顯著，痊癒後可停用或當保養使用。 

香港手、香港腳或手、腳潰爛： 
調成海泥糊劑型(1匙海鹽、半匙海泥+水調至稀糊狀)→塗在手上後互相摩擦，腳也是相同作法→ 套上免洗手套或 
包裹保鮮膜停留20分→ 備好42度-48度溫度熱水浸泡手或腳→ 清水沖洗一次→ 使用護手霜或護腳霜滋潤，嚴重之 
香港手需要使用護腳霜，每天治療1次，最少連續進行7天。 
口腔潰傷、牙齦發炎、牙痛： 
每晚1次，刷牙前先用棉花或紗布面塗上海泥→直接敷上潰傷或痛處位置塗敷30分→ 然後吐出後再用牙膏刷牙→  
用海鹽水漱口。 
 
 

 
 

 

 



礦物質之好轉可能出現的不適反應 

身體反應 可能原因 處理方法 

睡不著、精神亢奮 酸性體質、正改變體內酸鹼值 正常反應約三天後自然恢復 

全身痠痛 打通氣血凝滯不通脈絡部分而
產生痠痛 

此現象會持續幾天自然消失為
止 

便秘 積便、水分不足產生解便不易 增加水分攝取效果更好 

腹瀉 體內積有毒素身體內正進行整
腸作用 續用產品會自然恢復 

食慾大增、體重增加 開胃後食量增加而造成體重增
加 禁食消夜、用餐正常 

噁心、胃悶 胃不好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皮膚癢無法忍受 肝正進行排毒(食用止癢藥無法
改善) 

續用產品改善皮膚過敏，提高
免疫系統 

頭痛加劇 加強代謝期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礦物質之好轉可能出現的不適反應 

身體反應 可能原因 處理方法 

全身無力 大多數營養素及氧氣較差，做
細胞再生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漸
漸舒緩，提供細胞大量氧氣 

長痘痘 身體內正進行排毒代謝之工作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沒有顯著反應 身體狀況較佳，經一段時間後
會有好轉而提升免疫功能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口乾舌燥 正排除體內廢氣及毒素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皮膚有疹子產生 皮膚正進行代謝廢物毒素 體質代謝，續用產品好轉反應
漸漸舒緩 

尿多 過度疲勞體內積存細胞間質酸
性水或泌尿器官虛弱調理所致 

可多加使用次數好轉反應漸漸
舒緩代謝 

局部痠痛 正進行舒筋活脈之工作故產生
局症狀 

可多加使用次數好轉反應漸漸
舒緩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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