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13

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蘋果果膠的臨床研究多數是由奈斯特申科博士、耶布樂科夫
博士、班達夫斯基博士三人發表，多年來他們針對白俄羅斯及其
他受污染地區的兒童進行檢測。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檢測都
是針對因長期食用受污染食品而暴露在低劑量輻射的兒童身上進
行。奈斯特申科博士在輻射數據機構BELRAD以類似蓋格計數器
的人體輻射光譜儀（HRS - HumanRadiation Spectrometer），
檢測人體體內的輻射污染。直至今日持續的檢測仍在進行，數據
也逐日累積。耶布樂科夫博士是第一位使用蘋果果膠協助兒童對
抗輻射的科學家：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及俄國，蘋果果膠都被用
來減少兒童及成人體內的銫-137含量。

在實驗期間，蘋果果膠是否能將輻射從人體組織內移除、或

蘋果果膠的臨床研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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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阻斷腸道對放射性同位素的吸收，尚未獲得確認。然而從全
身檢查數據發現鍶-90以及銫-137含量大幅降低的事實，意味著果
膠與腸道內毒素的交互作用、透過排便將毒素排除，也為體內組
織排除銫-137創造了絕佳環境。

富含有機鉀以及特定營養素的健康飲食，可以加強對外來物
質（包括重金屬以及放射性同位素）的排毒作用。果膠和人體的
作用機制還需要更多強而有力的研究去理解蘋果果膠對人體的影
響。

奈斯特申科博士父子曾在2004年於瑞士醫學周刊發表一項研
究，為隨機、雙盲、以安慰劑作對照組的實驗，以測試粉狀脫
水，含有15%-16%成分的蘋果萃取物，在戈梅利地區64名兒童
身上做測試。這群兒童身上的銫-137含量平均大約是30貝克/公斤
（Bq/kg）體重。這一個月的實驗在一處療養院（Silver Spring）
裡進行，由院內提供未受污染的食物給這些兒童。

結果顯示所有兒童身上銫-137的含量都減輕了。食用果膠粉
的兒童銫-137平均可減少62%，而其他食用安慰劑粉末的兒童減
少的比率只有13.9%以蘋果果膠療程結合無毒飲食的效果，比起
只靠無毒飲食高出4.5倍。這樣的發現在醫學上具有重大意義，因
為安慰劑組的兒童體內的銫-137值都無法低於20貝克/公斤（Bq/
kg）體重；班達夫斯基博士認為，這顯示兒童體內具體的病理
組織已受到損害。使用蘋果果膠期間，沒有出現對療程的排斥反
應，重要營養素的吸收也不見減少。因此研究人員總結認為，蘋
果果膠可以在三週內就能把銫-137含量降低到20貝克/公斤（Bq/
kg）以下。

同年，班達夫斯基博士與奈斯特申科博士在瑞士醫學周刊再
次發表一份他們共同主持的研究，觀察94名7至17歲兒童身上的
心血管健康以及排除銫-137的作用。蘋果果膠同樣用來治療這些
兒童：每次用餐時搭配5克16%的蘋果果膠每天兩次，連續16天
服用。研究發現銫-137的毒害減低了39%，從38貝克/公斤（Bq/
kg）降到29貝克/公斤（Bq/kg），而且腦波檢查（EEGs）的正常
比率從72%上升到93%。對於改善心血管症狀則無影響，這意味
著還需進行其他形式的治療，亦證實果膠只有助於排除銫-137，
不會影響健康器官和組織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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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後輻射資料機構BELRAD以及德國楚立齊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Jülich in Germany）進行了另一項研究，並
建立聯合數據庫，含括兩個機構先前各項檢測的所有數據，並予
以重新評估，配對可以解決放射性污染的良好對策，在這些配對
中，再重新測量銫-137含量。來自17,000名兒童的新數據，用來
評估實際情況，也特別注意關鍵組的變化－體內含量最高的10%
之1到19歲的兒童進行了進一步的實驗，針對包括蘋果果膠在內，
不同療程對於減少體內銫-137含量的效果進行調查。在以安慰劑
控制的雙盲實驗中，八組體內已受輻射污染的兒童接受蘋果果膠
療程（每日兩次、各服用5公克），持續兩週。果膠組體內的輻射
活動相對減少了32%，而對照組只降低14%。

值得注意的是，參與輻射資料機構BELRAD研究的兒童，輻
射暴露量每年低於1mSv（亦即國際暴露限值）。雖然其暴露劑量
低，但兒童的健康依然遭受危害，足以證實一旦暴露在持續、低
劑量輻射中，對健康有高度的危害性。而這數千位孩童因為服用
果膠，所以就算吃了被污染未經檢測的食物，只有少數體內劑量
升高的案例。

除了以兒童為研究主體，也進行了動物研究。這些研究中，
蘋果果膠證實能夠減少體內銫-137劑量達28%；這些研究是在
1991年由一群俄國科學家執行，報告以俄文發表，因此不廣為人
知。研究人員也發現蘋果果膠對於排出老鼠體內的鍶-95有效，最
多可減少全身劑量的56%。研究人員以果膠混和維他命的配方進
行實驗，發現其排出銫-137及鍶-95的效果比只用果膠的療程更有
效。這項研究也比較果膠以及褐藻膠療程的效果，發現果膠加上
維他命的配方，效果比褐藻膠（海草萃取）高1.5倍。

俄國科學院也針對蘋果果膠對於放射性同位素的療效，進行
並發表過另一項研究。含有少量酯化蘋果果膠、鈣酸鹽以及維他
命C的配方Medetopect，被用在動物研究中，發現排毒效果不只
限於銫-137，也遍及鋂-241及鈽-239。這份研究發現，蘋果果膠
可阻絕腸道對這三種放射性同位素的吸收，不過這配方是否能將
這些毒素自組織內移除，研究中並未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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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衛生部已認可這些關於果膠的研究，在2005年發表聲
明，表示將用於預防白俄羅斯、烏克蘭以及俄國等地區的輻射污
染。

奈斯特申科博士過世前，於2007年發表了一篇關於蘋果果膠
療效的綜合報告。其中他針對過去22年內白俄羅斯地區輻射污染
研究搜集到的相關數據、以及過去11年來使用蘋果果膠治療輻射
污染療效卓著的經驗做出摘要。奈斯特申科博士指出，這些年來
他研究超過160,000名兒童，讓他們接受10-25天不等的果膠療
程。這些兒童體內的銫-137含量，平均可降低30%至40%。

蘋果果膠以及重金屬排毒

果膠也可用作重金屬的螯合劑，包括汞（水銀）、砷、鉛以
及鎘。很重要的一點是，體內毒素會產生負面綜效。低劑量的汞
（水銀）以及低劑量的鉛，加在一起就會致命。因此，將系統內
的重金屬及放射性同位素物質一同清除是非常重要。果膠已被證
實能排出兒童體內的重金屬，例如鉛，而且不會帶來副作用或產
生毒性。透過連續24小時的尿液收集，記錄到果膠可大幅降低血
清中的鉛濃度，許多類似研究都證實果膠可吸附重金屬的效果。

（ZhaoZY, LiangL, FanX，et al.The role of pectin as an
effectivechelatorofleadinchildrenhospitalizedwithtoxiclead
levels.AlternTherHealthMed.2008Jul;14(4):34-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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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狄弗斯脫克國家醫科大學（Vladivostok State Medical
University）2007年測試蘋果果膠對於肝中毒的療效，結果發現果
膠降低了肝臟的含鉛量，油脂代謝機能的指標也回復了。

Bondarev et al（及他的同事）在1979年針對被鉛污染的
老鼠進行一項研究，發現使用果膠可降低組織內的鉛濃度達32%。
（Bondarev GI, Anisova AA, Alekseeva TE, Syzrantsev LK,
Evaluationofpectinwithlowdegreeestrificationasaprophylactic
agentinleadpoisoning.2:65-66(1979)VoprosiPitania[Questions
About Diet], Russia）13。許多俄國研究人員持續調查蘋果果膠作
為螯合劑的功效；1995年發表的研究是從受到鉛及汞(水銀)污染
的工人為研究對象，2005年則是同樣受到鉛及汞(水銀)污染的兒
童作為研究對象。兩個研究皆持續四周給予3-4公克的果膠，血液
以及尿液中的汞(水銀)及鉛含量明顯降低。

Kartel et al 研究甜菜、蘋果及柑橘類果膠時發現，果膠可
在不同生物系統中有效排出Pb2+(鉛)、Cu2+Cupric(銅)、Co2+
(二氧化碳)、以及Ni2+(鎳)離子，包括人體以及動物器官，且蘋果
果膠與Co2+離子的作用特別密切。（Kartel, M.T., L.A. Kupchik
and B.K. Veisov, 1999. Evaluation of pectin binding of heavy
metalionsinaqueoussolutions.Chemosphere,38:2591-2596）14。

1999年一群俄國科學家（SobolevMB,Khatskel’SB,Muradov
Alu）進一步檢視蘋果果膠對於排出汞（水銀）的效果。實驗對
象是146名7-14歲、尿液中驗出大量汞（水銀）的兒童。讓他們
連續六週服用蘋果果膠，療程結束後發現，汞（水銀）含量減少
73%。作者並提出結論指出，蘋果果膠不但能有效安全地排除汞
（水銀）的毒素，也有助於加強人體對抗其他化學物質的能力。

蘋果果膠降低膽固醇
   果膠遇水會產生類似凝膠狀的黏稠，它會影響食物經過腸道的
速度以及飲食中膽固醇被吸收的份量。過去許多研究發現，這一
類【膠狀纖維】可降低3倍的血清膽固醇。蘋果果膠似乎能改變人
體油脂的代謝機能，帶來有效的降膽固醇療效。膽酸則能夠與果
膠連結，吸附油脂後藉由排便排出體外。檢視排泄物中的膽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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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體內膽汁，其中的差別顯示膽酸合成增加，脂肪代謝功能也提
高了。脂肪代謝功能增加，便能有效降低膽固醇的水平。

果膠是非常有效的水溶性纖維，經證實可降低血液中的
膽固醇。

1998年西班牙的生理及生化期刊、2012年荷蘭的歐洲臨床營
養學期刊都發表研究指出，蘋果果膠可以大幅減少血清膽固醇。
持續三週每天服用6公克果膠的實驗發現，低密度的脂蛋白減少近
10%。

荷蘭馬斯垂克大學人體生物學系、以及卡吉珥公司（Cargill
Corporation）的研究人員設計了另一項研究，調查果膠針對膽
固醇管理的效果。在這個研究中，受試者依其膽固醇濃度高低分
組，並服用兩種蘋果果膠及三種柑橘類果膠。研究結論指出，具
有特殊化學物質及較高分子重量的柑橘及蘋果果膠，在降低整體
以及脂蛋白膽固醇方面效果最好。相較於纖維素，這幾種果膠可
降低膽固醇7%到10%。「我們的數據顯示，並非所有果膠都能降
低膽固醇，必須考慮到果膠的分子特性，才能釐清保健功效」15。
換句話說，為得到確實的保健效果，必須說明果膠種類，產品也
必須標記果膠來源，才能讓消費者得到清楚資訊。

蘋果果膠維持血糖
蘋果果膠也能夠阻絕碳水化合物的

吸收，協助維持血糖水平。糖份被果膠
吸附後，就不會被腸道迅速吸收（與放
射性同位素相似），最後隨著一般的排
便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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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床實驗中，果膠可以在四周內即大幅改善糖尿病患者的
葡萄糖濃度（Schwarts）16。波蘭華沙醫學會的一系列研究指
出，無論是否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血清中的胰島素大幅降低。
保加利亞針對醫藥級蘋果果膠柏沛樂ProPectin進行深度研究，可
有效降低二型糖尿病風險，且患者只需每日服用三次3公克果膠，
即可逐漸停藥。

在農業食品化學期刊中，蘋果果膠及胰島素耐受度的動物實
驗結果，也和人體實驗結果一樣，肥胖老鼠使用果膠後，血液中
葡萄糖濃度大幅降低。療程結束後，肥胖老鼠血液中葡萄糖含量
與精瘦老鼠相差不遠；降低膽固醇進而改善心血管功能的功效也
獲得證實。


蘋果果膠以及抗氧化作用

蘋果皮含有抗氧化物。雖然果膠並非以
打擊自由基的效果出名，果膠仍擁有一定含
量的抗氧化物，可以協助減少人體內活性氧
（ROS）含量。透過加強消化、提供腸道益菌
群最佳生長環境，蘋果果膠亦可提高特定抗氧
化物的吸收。

槲皮素是一種重要黃酮類化合物，具有抗氧
化功效，也能夠對抗病毒、抗癌且抗消炎。蘋
果果膠證實可以加強腸道吸收槲皮素，提高其被人體生物利用程
度。

蘋果果膠與腸道健康
蘋果果膠能替大腸帶來益菌，減少大腸癌風險，減低腸道

細菌感染。也證實可減低直腸腫瘤的機率，增加對身體有益的
微生物。果膠是一種強大的益生元，而益生元給益生菌提供
「食物」。果膠是水溶纖維，對於結腸清潔也十分有效。

36



核污染症候群一書作者馬克瑟柯斯博士（Dr.MarkSircus）
指出，果膠是相當卓越的平衡劑。「腹瀉是常見的一種低劑量輻
射病症，也使得果膠作為抗輻射營養素更具重要性。」

日本研究人員也發現，蘋果果膠可降低大腸癌機率。美國喬
治亞大學另一組研究人員則發現，蘋果果膠可摧毀40%前列腺癌
細胞形成，其他研究則揭露果膠有助於對抗肺癌及大腸癌。

日本Tazawa K, et al 的研究發現，各種果膠中蘋果果膠具有
較強大的抑菌效果，尤其針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糞鏈球菌、綠膿
桿菌以及大腸桿菌，其效果比柑橘類果膠更為顯著。搭配20%蘋
果果膠的飲食，可大幅降低腫瘤數量以及大腸腫瘤形成。Tazawa
的結論認為，蘋果果膠具有抗炎效果，減少癌細胞轉移及擴散到
肝臟的機率。

在另一份研究中，蘋果果膠用來治療正接受化療的乳癌患
者，評估病患服用蘋果果膠對於提高免疫力的影響。42位女性
在接受放射性手術後每天兩次各服用15公克蘋果果膠；另一組
25名年紀相當的乳癌病患則作為對照組。服用蘋果果膠組的免
疫力指數化驗結果顯示，CD4及CD8白血球（對抗感染及入侵
的細胞）的數量大幅增加。對照組病患中，CD3 T細胞密度降
低，其他T細胞密度則維持不變。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蘋果果膠也可以減少發炎及過敏反
應，以及降低現有的心血管疾病問題。（Salman,etal）17。

蘋果果膠有助於藥物及酒精解毒

果膠的獨特特性，也能促進毒品及酒精的解毒。美國多
個自然戒毒中心的戒毒療程都有用蘋果果膠。

許多毒品都有金屬成分；但若要使已經成癮者戒毒，其中一
個難題就是在戒毒過程中將毒素從體內排出，對成癮者來說要捱
過療程是很痛苦。而果膠有助於將不健康的物質從腸道中排除，
若要進行果膠戒毒療程，建議應在合格專業人員指導下進行。

37



蘋果果膠在化療後期的抗輻射效果
果膠有能力排出金屬和調節消化功能，是非常適合化療

後採用的療程。

保加利亞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診所，都在復原療程中使用醫
藥級果膠。果膠可恢復腸道健康，舒緩化療的副作用，緩解接受
治療中患者的不適。

蘋果果膠及體重管理
蘋果果膠在維持健康體重方面很有效。它是高質量的水解纖

維，且被攝取後果膠體積會膨脹，因此有助於增加飽足感、降低
口腹之欲。

每日服用蘋果果膠就能看到大腸機能的改善，增進消化功
能、有益人體菌種的增生、胃部空腹感的降低，並可降低肥胖、
增重的風險，有助健康減重。（FlourieBetal,MedicalJournal
ofClinicalNutritio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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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蘋果果膠安全嗎？有沒有不良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WHO）證實果膠是無毒性、安全的成分。建

議用量是每天服用3-15公克。在輻射污染嚴重地區，建議用量是
每天13-15公克。一般保健則只需每日服用3公克，作為健康飲食
的補充。

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蘋果果膠的副作用。然而我在行醫期間觀
察到，一天服用9公克以上醫藥級果膠的療程排毒時，可能會帶
來便秘、膽汁逆流以及其他輕微解毒症狀。這是因為身體排毒太
快，果膠從腸道中清出金屬毒物所致，而吸附物質尚未被適當去
除。如果你服用較大劑量的果膠時出現這些症狀，那麼應該減輕
用量。補充水分很重要，要確定每天依照體重，每磅體重攝取一
安士（1oz或29ml）高質量的水分；果膠親水，會在腸道皺褶處
吸取水分，如果每天沒有飲用充足水分也容易導致便秘。如果持
續便秘，應補充鎂離子，它可以將水分導入結腸，協助排出廢
物，也可使用結腸沖洗法或灌腸劑。

如果你發現黃色或綠色膽汁逆流，可能是肝臟排毒太快，膽
囊無法正常反應。這種情況下，膽囊中就會產生膽結石。這時候
建議清除肝臟及膽囊廢物或結石。亦建議可飲用對肝臟有利的飲
品例如牛奶薊、蒲公英茶也會有幫助。

另一方法，敷蓖蔴油包在肝臟及腹部周圍，可以有效協助減
緩排毒時產生之不適感。

果膠排毒的副作用不常見，但並不是沒有，因人而異。以上
建議做法，適用各種體內排毒療程，可用來協助人體排出附著於
體內的廢物和毒素。

問答集8

40



蘋果果膠適合兒童服用
蘋果果膠對兒童來說非常安全。奈斯特申科博士與班達夫斯

基博士使用蘋果果膠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兒童身上安全無虞。因為
副作用極小，並且是來自天然水果食物中提煉的產品，幼童可
接受程度極高。奈斯特申科博士的實驗中在兒童身上完全無副作
用，嬰兒也可以服用。許多用於螯合療程的產品，包括褐藻膠、
黏土及海藻，通常不適用在兒童身上。十歲以下兒童不應使用黏
土，因為黏土結構太硬，無法自體內排除。海藻受到環境污染，
兒童身體敏感會吃不消。褐藻膠味道不佳，兒童接受度低。

ProPectin蘋果果膠易溶於水，滋味香甜易消化，兒童容易接
受。事實上孩子會開心微笑拿起果膠飲用，根本不需強迫。

因為兒童極易受重金屬以及輻射污染，所以讓兒童從小就在
飲食中添加蘋果果膠就可以做最好的防護。

蘋果和橘子哪個好？
談到天然解毒功能，這是最常有人問我的問題。答案是：蘋

果跟橘子不一樣，就是不一樣。雖然兩者都是水果也有類似特
質，但是螯合機制是不一樣的。

柑橘果膠常用在重金屬排毒的螯合療程裡，也可延續癌症療
程預防轉移。柑橘果膠通常不會被使用作為排除輻射的成份，雖
然有研究顯示柑橘果膠有助於降低膽固醇、減少心血管疾病風
險，要證實蘋果果膠和柑橘類果膠優劣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我和我同事認為如果病患受到重度污染或罹患癌症，則可交
替使用蘋果果膠及柑橘類果膠。

要記住，用作解毒及螯合的柑橘類果膠是改良柑橘果膠
（MCP）（不是用來做果醬的果膠）。改良柑橘果膠的成分經過
調整，加強吸收力、縮減分子大小，才能穿過血管壁，將重金屬
從組織深處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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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所有果膠都有效
購買柑橘類果膠時，產品標籤經常屬於商業營銷用語，許多

專家警告，市面販賣的產品成分雖標示「改良成分」，但其結構
並不一定是屬於較短、較易吸收的多醣鏈型態果膠。所謂「改良
成分」可能只是稍微調整；最好還是透過專業可靠的來源購買。

蘋果果膠有減少放射性同位素的功效，已經過許多研究證實
比其他果膠有效。考慮到目前世界環境污染，選擇蘋果果膠作為
日常膳食補充劑是明智之舉。

我個人認為，蘋果果膠在自然排毒產業中還未風行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真正成功開發出有效之蘋果果膠營養品還少之又少。
到零售店架上瞧瞧，蘋果果膠含量達到排毒劑量所需（3公克以
上）的營養品真的沒有，反而常見其他不具任何療效的補充劑產
品，毫無任何功效。

市售的蘋果果膠
烹飪及添加在食物中的果膠並不是真正能夠有效排毒的果

膠，而是一般種植販賣且有大量的農藥殘留的蘋果。果膠必須從
果皮提煉，所以使用有機蘋果是很重要的。烹飪用的果膠不易被
人體吸收，其分子也不利於人體吸收，只能作為一般商業用途。
這些果膠不僅會帶更多廢物進入人體，也無助於排毒。很多人聽
過我談果膠的演講後就去超市買「食用級」果膠，結果一點療效
也沒有，反而造成消化問題。吃無效的營養品沒甚作用，此外，
食品級的果膠味道很糟，小孩也不會想吃。請用最好的果膠守護
你及家人的健康！

以營養品形式販賣的果膠
許多企業了解到果膠的神奇妙效之後，也想創造自己的果膠

配方，似乎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不過現在業界製造的產品，多
數不是蘋果果膠，或者每份只含少量的蘋果果膠產品。許多市售
營養品使用的是蘋果粉，而非蘋果果膠。我在研究果膠療效的時
候，找到的配方標示大概七成都是瓶子上寫「蘋果果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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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裡卻是「蘋果粉」。這兩種東西不可混為一談。蘋果粉是營
養品行業常用的便宜填充劑，沒有吸附毒素的效果，只能算是
一種纖維。ProPectin是市面上唯一能夠溶於水中的產品，製作
ProPectin有六道精密工序，口味更佳。這廠商還擁有一個特殊的
溶解度專利。

許多醫護人員沒有使用蘋果果膠，是因為他們不自覺地用了
較低質量的產品，因此病患得到的療效不如預期而失去對蘋果果
膠的信心。所以有必要廣泛教育所有人認識蘋果果膠是真正有效
的重金屬螯合劑及輻射防護劑。

醫藥級的蘋果果膠

可食用、效果最好的果膠是醫藥級果膠，也被歐洲療養溫泉
勝地用來作為排毒成分。純淨的醫藥級果膠是同時具有臨床效果
的產品，其效果甚為卓著而且容易吸收。醫藥級果膠通常分子較
小，吸收較好，可以作為較有效的螯合劑。醫藥級果膠經證明是
一般果膠療效的七倍。

在切爾諾貝爾兒童的實驗期間，這種果膠因為製造成本較高
所以尚未普及。製造醫藥級的果膠需要很複雜且勞力密集的工
序，而白俄羅斯的果膠實驗計劃因為資金來自人道組織，有限的
預算只能提供食用級果膠。

幸運地，我們現在有機會可以買到醫藥級蘋果果膠
ProPectin。在我過去五年的實務經驗中，ProPectin是唯一能夠明
顯降低人體重金屬濃度的產品。我試過各種蘋果果膠，效果不是
很差就是根本無效。只要連續兩、三個月服用ProPectin，就可以
降低體內的汞（水銀）、鉛以及鋁含量。排毒療程若要選擇使用
的天然解毒劑，非ProPectin莫屬了。

ProPectin還有一項特色，就是因為它取自波蘭克拉科地區
獨一無二的蘋果。當地獨特的栽種環境，讓蘋果產生極大量的果
膠，效果特別卓著。這些蘋果不僅環保有機，未經基因改造，也
沒有殘留農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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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吃蘋果不行嗎？

含有果膠的全營養食物，例如蘋果、莓類、
柑橘類外皮，都應該列為全營養食物飲食的一
部份，以獲取有機、多元的營養素。顯而易見
的是，盡量多吃蔬菜水果，最好連皮一起吃，
對健康有益。水果以及蔬菜的外皮營養豐富，
不只含有豐富果膠，還有各種抗氧化物及植物
營養素。這些全營養食物也提供其他重要的營
養素，然而排毒所需的果膠含量，不能只靠飲
食取得。每天要攝取達3公克的果膠，一天就必須吃9顆蘋果，份
量非常多。要生產一公斤醫藥級蘋果果膠需要250公斤的蘋果，若
需達到排毒效果，一定要補充蘋果果膠，尤其如果你已經暴露在
銫-137及重金屬污染之下。

為什麼我從沒聽過蘋果果膠？

先前我們已經談過高質量的蘋果果膠產量不足，醫護人員也
因此少會接觸到這項產品。另一個關鍵是，使用果膠帶來政治問
題。蘇西葛維斯（Susie Greives）所著的蘋果果膠爭議（Apple
Pectin Controversy）就記錄了核能產業與蘋果果膠應用的政治糾
紛。這篇文章指出，蘋果果膠抗輻射的相關研究，以及奈斯特申
科博士和班達夫斯基博士的研究未能廣受注目的原因，都是因為
他們在切爾諾貝爾核災發生多年後還關注持續低劑量輻射污染帶
來的負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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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黏土、褐藻膠及海藻，蘋果果膠的效果如何?

黏土、褐藻膠及海藻都是天然的螯合劑，可以排出重金屬以
及放射性同位素，然而排毒的效率才是關鍵。

醫藥級可溶性蘋果果膠是最有效的排毒產品，副作用非常
少。身為排毒專家的我，多年來還沒看過比蘋果果膠更能快速排
出重金屬的產品。福島核災後，海藻以及褐藻膠還有一大問題，
就是必須要確定來源未受污染，因為許多海洋生物都已經受到輻
射污染。大家都知道海藻（包括綠藻和藍藻）飽受重金屬污染，
因為它們就像過濾器一樣會留住環境中各種物質。梅科拉博士
（Dr. Mercola）以及伯恩斯坦博士（Dr. Bernstein）都曾經發表
大量研究，討論和海藻有關的各項議題。多數綠藻產自日本，現
在當然不再是理想的來源了；其他來源還包括台灣，但都曾接受
銫-137照射以延長銷售期限。唯一僅存的另一種螯合劑-黏土，成
效顯著也較少受到污染，然而研究發現，許多人無法把黏土自體
內排出。在排毒療程中，黏土要搭配纖維素使用，確保重金屬被
鎖定並排出。兒童對黏土的接受度也比較低。

蘋果果膠的完美成分結合了纖維素，可以吸附重金屬以及其
他污染物質。蘋果果膠是我用來對抗輻射及排出重金屬毒素的第
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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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果膠ProPectin使用建議9

保健用途的建議劑量，成人每日可服用3公克醫藥級蘋果果
膠，兒童每日1公克。作為排毒療程使用時，成人每日可服用9公
克，兒童每日3公克。可以在早餐的蔬果汁裡加入果膠及植物性
蛋白（例如Sunwarrior、Health Force Warrior Blend或者Life’s
Basic這些品牌產品），再加一些莓果，就是一份美味又營養豐富
的飲品。

中午時可以搭配清水或蔬果汁服用ProPectin，可以減少進食
慾望，有助於阻絕糖份吸收。果膠也帶來飽足感，吸水膨脹填滿
我們的胃。請記得，在進行任何排毒療程時，都要增加飲水量；
如果發現便秘問題，睡前請飲用一安士（1oz或29ml）奈米鎂，
服用蘋果果膠時也記得加入MegaHydrate,確保水分充足，達成抗
氧化效果。

排毒使用建議：
一開始連續五天每天服用3公克（一包）ProPectin；若無異

狀，增加到每天6公克（兩包），連續服用五天，五天後可增加到
每天9公克（三包），連續服用21天。之後再回到每天3公克（一
包），持續2到3個月。

然後再做一次髮質分析，檢測重金屬以及放射性同位素含
量，看看是否需要另一次密集療程。要排出重金屬通常需要3到4
個療程。

如有需要也可以把蘋果果膠增加到每天15公克（五包），但
應搭配其他營養品例如維他命B及微量礦物質一起服用，以免身體
排出重要營養。

服用過多果膠及其他纖維，而沒有補充充足的營養，將導致
營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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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排毒療程時，飲食應該包含豐富的新鮮水果及蔬菜的全
營養食物，例如冰島海域蔬菜、非日本製的發酵味噌、發酵菜
類、捲心菜、西蘭花、有葉菜、豆芽類、發芽堅果和種子、非精
製油脂；減少所有肉類攝取，尤其是魚類、醣類、高果糖玉米糖
漿、業務用乳製品、不完整或加工再製食品都應該嚴格禁止。因
為它們會產生發炎反應、降低血液酸鹼值，影響體內環保（毒素
無法有效排出）。這些食物也會降低免疫力，增加生病風險，提
高體內產生ROS的機率。其他有效的排毒方法包括：遠紅外線
桑拿浴、以刷子刺激乾燥肌膚、敷蓖蔴油包、結腸灌洗及咖啡灌
腸、排毒黏土浴、敷排毒黏土包，彈跳運動及按摩。運動是排毒
療程中很重要的一部份，每天一定要動一動，加快排毒。

結論：適者生存
我們終究要適應現在的環境。毒

素、重金屬、其他污染物短期內不
會消失，我們的孩子會繼承這個世
界，所以必須教導他們如何生存、
如何避免污染物質、如何療癒自己
的身體包括排毒，這都是我們要為

後代子孫完成的一門很重要的功課。幸運地，大自然帶給我們很
好的解方及療愈劑。使用有效的螯合劑以及具有天然排毒效果、
以食物提煉的膳食補充劑，例如蘋果果膠，可以為健康帶來很多
幫助。在現今的世界，我們必須進行「生活方式管理」策略，我
們一定會暴露在某些毒素之下，而且可能沒有時間、心力、空間
進行複雜的體內環保療程或進行流質生機飲食。如有方法只要
幾分鐘便可以解決日常化學毒素，重金屬和輻射的污染，這便
可以很容易地納入我們生活中，否則我們不會去做。而服用蘋果
果膠，在許多方面都帶來幫助，讓我們在毒素環境下能夠未雨綢
繆，協助身體維持均衡。蘋果果膠是獨特、天然的產品，有許多
正面的「副作用」。將高質量的水溶蘋果果膠製成如ProPectin這
樣的產品，應用在我們每日排毒的計劃裡，就算身處於污染的環
境，我們仍可以讓身體達到顛峰和健康的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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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身體不應該
含有任何污染
ProPectin柏沛樂蘋果果膠，百分百
純正天然醫藥級果膠，有效排除體
內分別來自大自然及人造的污染物
質，現已經有成千上萬人在使用。而
重金屬、輻射與各種毒素積存體內，
則會導致各種疾病。日常飲用柏沛
樂，助您有效淨化身體，維持健康，
由裏至外，回復天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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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ctin柏沛樂蘋果果膠不含人工
成分及添加劑，建議使用柏沛樂時，
應結合良好的營養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以獲得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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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建議每天餐前飲用1包，每日1至3包
兒童（<12歲或40公斤）：建議每天餐前飲用1/3包，每日1包

用150-200毫升室溫水與1包柏沛樂搖勻/攪拌10-15秒後飲用。
切勿使用熱水

註：如需改善其他健康問題，如亞健康狀態或頑疾等…，可先咨詢營養
師，按其建議增加服用量

溫馨提示
關注血糖、痛風：
請於用餐前30分鐘飲用，以達到最佳效果
改善便秘：
用300毫升室溫水與1包柏沛樂搖勻/攪拌成稀釋狀飲用
改善腹瀉：
用100毫升室溫水與1包柏沛樂搖勻/攪拌成濃稠狀飲用

如何服用柏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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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沛樂的與別不同

健康益處
• 以螯合作用排出體內輻射、重金屬及其它毒素。

• 腸道淨化-有助於消化系統及腸道健康。

• 關注血糖-或有助於穩定血糖水平及維持健康的體重。

• 心血管健康-或有助於穩定血壓和膽固醇水平，維持心血管健康。

獨特之處
• 品質及效果保證–臨床研究及供應廠商優質認證。

• 採用100%純天然醫藥級蘋果果膠。

• 利用來自波蘭克拉科夫最高品質的醫藥級蘋果生産，由於當地獨特的栽種
環境，讓蘋果産生大量果膠。

• 使用簡單–高度水溶性及味道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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