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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定義
丞燕人彭久倫專訪

「為了過上夢想中的生活，你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這世上

最讓人汗顏的，不是別人比你成功，而是那些比你成功的人，還

比你更努力！」訪談開始，久倫一針見血地道破。「你可以說自

己輸在天分、沒有運氣、時運不濟，但如果連努力程度也輸了，

就真的沒什麼好說的！」不到30歲的年紀，久倫卻已悟出許多成

年人可能到四、五十歲還參不透的體悟。

戲稱自己是丞燕養大的小孩，母親惠麗在久倫出生前就開始接觸

丞燕，且經營的有聲有色。「從我出生，生活就充滿了丞燕。從

小看著長大，雖然不懂那些叔叔阿姨在幹嘛，只知道他們總是很

開心、很積極正向，內心也決定長大要成為跟他們一樣優秀的大

人。」久倫笑著說。

他也坦言，起初丞燕並不是出社會後的工作首選。「我知道它

好，但那是媽媽的工作，我和一般年輕人一樣，跟著上網投履

歷，想自己闖出名堂。」但久倫很快就發現：「想成功，就算你

很拚、很努力，也要拚對方法，選對地方！」他解釋：「時代在

變，想法也在變，過去老一輩人用一輩子的時間省吃儉用、埋頭

打拚，只為了老年時過好生活。但現在，包括我和周遭的所有年

輕夥伴都一樣，年輕人最怕的就是要『工作一輩子』！……我們

不要到老了才把日子過好、更不要『活的只剩工作』，而是從年

輕、從現在開始就要過得有品質、懂享受的生活！我在丞燕事業

裡看到機會，也有愈來愈多年輕夥伴跟我一樣，我們選擇在這裡

努力、在這裡讓自己的人生與眾不同！」他透露，至今一個月的

收入，已是從前上班兩年加起來的收入，還超過！

帶領一眾年輕夥伴，久倫自有一套訓練夥伴早日獨立作業的方

法。「我很坦白地把一周時間表攤開給夥伴看，跟他說：『我

一周最多就只能給你2小時，你要等我到何時？但在你等我的時

候，別人並不是停著不動，而是早開始努力！這是自己的事業，

有多少時間、做多少事，如果你不行動，怎麼知道下一秒是不是

就有 case進來？有消費者對你有需求？』」這套方法也替他自

動篩選出真正有心經營的人選，讓他更能全心付出心力在「對的

人」身上。

隨著經營的愈深入、認識的人愈多、接觸到更多國內外的成功

者，他愈深深體會到自己的不足。「永遠不要覺得自己已經足夠

了！」久倫感慨說道。「每一回出國門，看到國外年輕人的拚

勁，就覺得自己還要更認真。我看到很多年輕人就算已做出成

績，他們卻始終覺得『只有這樣還不夠』；我更看到很多在外人

眼裡覺得他們早已成功到可退休的事業前輩，依舊每天認真努力

的把每件事做到最好。」

彭久倫小檔案

來自: 臺灣 
專長＆嗜好: 運動、電玩

夢想: 環遊世界

與丞燕同遊: 香港、日本名古屋、
加拿大、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皇家加勒比遊輪、印度、海南三亞

● 榮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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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一位前輩問我：『久倫啊，你的夢想是什麼？』我回答：『擁有三臺車。』沒想到那位前輩馬上反問：

『就這樣？那我現在買給你，你的人生不就結束了？』……當下我回不出話、卻也讓我立刻清醒：我做丞燕的

目的就為了三臺車？這也讓我回想起母親曾對我說的一句話：『當你有天功成名就時，務必回頭看看那些當初因

你的一句話踏進來的人，他們成功了沒？跟你一樣過好日子了沒？如果還沒，那你憑什麼休息？』」久倫表示： 

「對我來說，成功的定義不在成就自己，而在幫助更多人成功，再把這份成功，放大三倍分享給夥伴和家人！這

也是我今後將持續不斷努力的事。」

人生箴言──「成功從不貿然天降，要靠自己努力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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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 一個改變人生的機遇
丞燕人陳酌博士和余梅專訪

取得博士學位，無疑已是人生中的一項壯舉。但想像一下，取得

了博士學位，同時還獲得醫學學位以及行醫執照——陳酌博士的

這番成就，引發了無數人的連連驚歎。他是一名心臟病專家，首

先在中國開始自己的醫生生涯。之後從英國里茲大學獲得博士學

位後，他便移居到了加拿大多倫多。

如陳酌博士這般聰明的人，很難被生活所矇騙。當他第一次在多

倫多遇到丞燕的時候，很正常地，心中難免存在著疑慮。「我對

丞燕以及營養免疫學的理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對於市場計

畫，我並不十足地放心。」

那麼，是什麼最終改變了他對丞燕的看法，甚至開啟了自己的丞

燕事業呢？

「愈加瞭解丞燕、丞燕的價值觀、使命以及產品之後，我就更為

充分地意識到：丞燕是一間心懷使命、致力於以完整的植物性食

物幫人們重獲健康的公司。」陳酌博士解釋道。「而丞燕的市場

計畫，其實也是非常合理、非常健全的！」

陳酌博士被營養免疫學這門科學深深地震撼，並且確信丞燕市場

計畫的合法、合理性，同時，還被丞燕助人重獲健康的關懷使命

所感動，因此便開啟了自己兼職丞燕的道路；與此同時，他有著

自己的全職工作：在瑪格麗特公主癌症中心的藥物基因組以及生

物庫中心從事管理工作——他如今依然工作於此，擔任著實驗室

經理的重要職位。

「每個人都可以盡享產品的助益，並透過丞燕事業來賺取收

入——無論年輕或年長、富裕或貧窮、擁有良好的學歷背景或是

受教育程度不夠高，選擇的是全職或是兼職。所有的決定權都掌

握在自己的手裡！我十分滿意自己的狀態，可以在全職工作的同

時，兼職經營丞燕事業！」陳酌博士熱情地與我們分享道。

對於剛剛起步的丞燕夥伴們，陳酌博士給出了自己由衷的建議：

「要堅持學習，分享營養免疫學和丞燕產品的腳步永遠不要停

歇，並且始終敞開心扉接受來自各界的意見！定期跟進客戶也非

常重要。幫助身邊的人制定計劃並實現目標。成為一名合格的導

師，給予夥伴們鼓舞與激勵。同時要學著使用各類工具來幫助自

己拓展事業。」

自從加入丞燕大家庭以來，陳酌博士的生活發生了許多積極的、

正面的變化。「在丞燕，我經歷了人生中無數個最為幸福的時

刻。當我看到夥伴們登上丞燕的領獎臺、接受屬於他們的表彰

時，我尤其感到自豪。」

陳酌博士小檔案

來自: 加拿大

專長＆嗜好: 在生物學、免疫學和基
因組學方面的癌症研究&騎腳踏車、划
船、旅行

夢想: 在精神上、身體上以及經濟上都
獲得成功

與丞燕同遊: 中國、夏威夷、馬來西亞、
皇家加勒比遊輪、佛羅里達、蓬塔卡納、
阿拉斯加遊輪、臺灣、東歐、越南遊輪、
西班牙



人生箴言──「如果沒有心懷成功的夢想，我將是無名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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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燕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更有動力和激情，總是心懷積極的態度來對待生活。 

在丞燕事業中臻獲了實用的技能，我現在的全職工作也受益於此而變得更加穩定。感謝丞燕，讓我擁有了所

有新移民夢寐以求的生活：健康的身心、能夠靈活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同時還擁有財務上的自由。在此，我

要衷心地感激昭妃博士，感恩帶給我這一切的丞燕！」



孝心愛心 成就事業
丞燕人莊美華專訪

四歲的兒子年紀不大，卻已經成長為十足的小男子漢，他會幫媽

咪拿包包，搬東西；去超市的時候會主動問媽咪要買什麼，然

後就乖巧地自己取了超市購物籃，說：「媽咪妳休息，我幫妳去

拿！」——這是莊美華日常生活中時常上演的動人情景，看著年

幼的孩子充滿擔當，除了流露著慈母的目光，更多的是掩不住的

欣慰與感動。

兒子作為三個孩子中的老二，也是家裡唯一的男孩，本來在眾人

看來應該得到家人更多的寵愛，但是美華卻把目光放得更為長

遠：「每個人並不能因為小、因為是弟弟，或是其他什麼因素就

得到特別的照顧；不論男女，從小就要學著照顧別人、有擔當，

男孩更應該如此！這才是最正確的教育方法！」這種目光長遠，

也是美華在經營丞燕的過程中得到的最大收穫之一：「經營丞

燕、跟著領袖學習、自己帶領團隊，讓我學會了看事情要將目光

放長遠：只有在最開始播下了正確的種子，假以時日才能結出正

確的果實！」

站在你面前這位年紀輕輕卻擁有著豐富的營養免疫學知識、說話

斯文有條理又善於和人分享的美華，你絕對想不到，多年前的她

是一位在辦公室伏案工作的化學工程師。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

後，學歷的光環、穩定的職業並沒能真正幫助到她那想要孝敬父

母的迫切之心：「父母親都在馬來西亞檳城，工作中有限的假期

並不允許我想見就能見到他們。從小的居住條件不好，所以我

一直將買一間漂亮的大屋子給父母作為從小到大的夢想；但是現

在每個月領那點固定的薪水，買屋簡直就是個夢！」也正是這份 

「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急切孝心，推動著美華下定決心要在更廣

闊的平臺上打造一番屬於自己的事業。

這時，美華才真正意識到丞燕的威力：營養免疫學不僅在日常生

活中能夠幫助到自己的健康，這份事業更是能夠將自己的孝心轉

化為對父母實際的關懷：可以隨時探望父母、為父母分享健康知

識、倍增事業帶來的豐厚收入足以支付得起買屋計畫！

這時，美華也深深被昭妃博士的個人魅力所折服：「昭妃博士身

體力行，為營養免疫學事業投入了全部的自我；看到她把丞燕慢

慢傳承給下一代，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丞燕美好的未來。我也要全

身心投入丞燕，我也要將健康與智慧傳承給下一代！」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美華從兼職步入了全職。丟信那一刻，老闆

驚呆了，同事驚呆了，就連朋友們也驚呆了：「想不到擁有那麼

好的學歷背景，也會辭職做團隊經營，看來丞燕真是一份極具魅

力的事業！」就連她自己也驚呆了：「我一直都在想什麼時候才

是最『好』的時機，但是想不到這一刻突然就這樣來臨了，現在

就是最好的時機。我不想再浪費時間，趁年輕，要拚搏！」——

莊美華小檔案

來自: 新加坡

專長＆嗜好: 分享、閱讀、園藝

夢想: 優雅從容變老，享受財務自由，
健康快樂

與丞燕同遊: 希臘、澳門、臺灣、
義大利、美國、韓國、日本 、
海南三亞

05



人生箴言──「過去是你的閱歷，現在是你的禮物，未來是你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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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人生的時機、轉機，這是人生中最為閃耀光芒的一刻。

現在美華的團隊成員，好多都是以前的大學同學和同事，他們之間的情誼，也因為丞燕而變得更深厚。「以

往和同學、同事之間，很難百分百交心。但是在丞燕，我們一起在經營一份倍增、雙贏的事業，我們是一起

成長，一起打拼的夥伴，我們是最親密的家人！感謝把我帶入丞燕的薇薇，感謝我的事業夥伴們！」

美華也因此有了「2047暢想」：「我期望到了那個時候，我們都能夠財務自由、健康快樂、看到事業在下

一代間的傳承，並且能夠免除很多人『養老發愁、錢不夠、孩子不聽話乖巧』等這些煩惱，真正優雅從容地

一起變老！」



世界各地的肥胖率都在不斷攀升，人們也愈發意識到控制體重的重要性。對於一些人來說，控制體重意味著

避免攝取糖分。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徵收「糖稅」，將糖比作是一種「毒藥」，會對健康造成不良的影響，

例如：引發癌症。

儘管這是公眾普遍認為的錯誤觀點，但糖其實並不會導致癌症。事實上，美國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顯示，沒確

鑿的證據可以將糖與罹癌風險的增加直接地聯繫起來。

碳水化合物在人體內會被分解成單糖，然後身體細

胞會把這些單糖用作為燃料。即使是沒有甜味的碳

水化合物，例如：不甜的麵包、米飯以及馬鈴薯，

也會被分解為單糖。糖本身並不是壞的——但須避

免攝取過量的糖分而讓身體變胖！肥胖與各種類型

的疾病都有關聯。

減肥並不難，只要攝取的卡路里量比消耗的量少就

能夠實現。即便如此，並非所有卡路里都一樣。來

自動物脂肪、乳製品和乳酪等食物的卡路里，沒有

來自蔬菜和水果的卡路里健康。前者含有膽固醇和

脂肪，而後者則沒有這些負擔！

由於對糖分存有誤解，人造甜味劑已經成功地利用

了減肥這股趨勢，變得日益流行起來。許多的「低

卡」食品，例如：「零卡路里」汽水，通常都會使

用人造甜味劑，因為它們的卡路里含量非常低。越來越多的人用這些低卡飲料和食品來減肥。一些糖尿病患

者也會選擇這類食物來幫助控制血糖數值。然而，人造甜味劑真的有益於人體健康嗎？

人造甜味劑對糖尿病有幫助嗎？
研究人員發現人造甜味劑：

•	 相較於普通的含糖汽水或甜點，更容易導致血糖 

	 數值升高

•	 會導致控制血糖方面出現問題
•	 改變腸道細菌

許多糖尿病患者使用人造甜味劑來幫助控制病情。

然而，有證據顯示人造甜味劑實際上不利於血糖數

值的控制。發表在美國糖尿病協會《糖尿病護理》

期刊上的一項研究指出，蔗糖素是一種人造甜味

劑，它實際上會導致血液中胰島素和糖分數值的升

高，並會增加胰島素的抵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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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遞教育

人造甜味劑



另一項針對6,8 0 0人的研究發現，低卡飲料會促使

代謝症候群的發展。代謝症候群是一系列的疾病，

會增加罹患2-型糖尿病、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代

謝症候群包括高血壓、高血糖、膽固醇指數異常以

及腰部脂肪堆積等。這項研究得出了結論：那些每

天飲用低卡汽水的人罹患2-型糖尿病的風險比沒有

飲用的人高出67％。

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研究指出，人造甜味劑會

改變動物模型的腸道細菌，從而導致了葡萄糖不耐

受。

糖分會導致癌症嗎？
糖分不會直接導致癌症或是增加罹患癌症的風險。國際知名機構都已經闡述了這一觀點，包括：美國梅約

診所、英國癌症研究所、美國癌症研究所以及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在內的多個健康組織機構。	

人體內的健康細胞和癌細胞都需要血糖（葡萄糖）才能存活及成長。糖是人體使用能量的最基本形式。不

可能僅讓健康細胞得到葡萄糖，而不讓癌細胞得到。

常見的人造甜味劑有哪些？哪些食物中含有人造甜味劑？
常見的人造甜味劑包括：

•	 阿斯巴甜
•	 醋磺內酯鉀
•	 糖精
•	 蔗糖素
•	 紐甜
•	 海藻糖

很多食品中都添加人造甜味劑，例如：

•	 蛋白粉
•	 低卡飲料，例如：低卡汽水
•	 「低糖」產品
•	 優酪乳
•	 調味料，例如：番茄醬
•	 麵包，甚至全麥麵包，瑪芬蛋糕等
•	 格蘭諾拉麥片以及其他類型的麥片

人造甜味劑能幫助減肥嗎？
人造甜味劑實際上有可能導致體重的增加！有人擔心，攝取較多低卡食品的人可能會蒙蔽了自己，以其他

途徑攝入並「彌補」這部分的卡路里。例如，他們可能認為既然自己飲用的是低卡汽水，那麼再吃點餅乾

也是沒問題的。以此途徑，許多人其實會過度地「補償」身體、攝入了更多的卡路里，導致了體重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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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傳遞」專欄文章由 

張藝懿醫生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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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他研究指出，人造甜味劑實際上會改變人體感知食物味道的方式。來自哈佛大學的專家發出警告，頻

繁攝入人造甜味劑會持續過度地刺激人體的糖分受體，從而導致人們不願意吃那些健康但沒有甜味的食物，

例如：蔬菜。這類人會渴望攝取更多的甜食——通常是含有人造甜味劑的食物，而不是富含營養的食物——

因此他們會增加更多的體重。

人造甜味劑有什麼副作用？

 人造甜味劑	 副作用

	 阿斯巴甜	 •	頭痛和抑鬱
  •	可能與甲狀腺疾病有關

	 醋磺內酯鉀	 •	可能含有二氯甲烷（一種致癌物質）
  •	在血液裡沉積，對血管細胞造成不利影響

		 糖精	 •	在動物模型中已經證實會引發癌症
  •	可能與過敏反應有關

	 蔗糖素	 •	可能會造成腹脹、皮膚紅腫發炎、焦慮以及抑鬱

	 紐甜	 •	可能會損害大腦以及其他的身體組織

	 海藻糖	 •	可能惡化艱難梭菌感染的狀況

當今的世界充斥著大量富含高熱量的食物，糖分看似是癌症發病率上升的罪魁禍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人

體所有細胞的存活都需要依靠糖分來維持——糖是生命的燃料。沒有糖，人體的細胞就會餓死。但是攝入過

量的糖分會導致肥胖。肥胖與癌症以及多種疾病（例如：心臟病和糖尿病）較高的患病風險都有關聯。就糖

本身而言，並非不健康或是不好。但需注意不可攝取過量的糖分而導致肥胖。要適量攝取糖分，避免沒有營

養的卡路里。



我可以透過服用維他命 C來預防感冒
嗎？
你應該經常聽到：如果感覺快感冒了，就服用維

他命C。甚至在果汁的外盒，以及一些糖果的包裝

上，你也會看到「提供100％你所需的維生素C！」

當聽到以服用維他命C來預防感冒時，請不要盲目

地相信。

來自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Harri Hemilä博士對維他命

C和普通感冒進行了一系列綜合性的總結分析。他的「科克倫研究」(Cochrane review)是關於此議題最為全

面的分析之一。他發現對於一般大眾而言，維他命C補充劑對預防感冒沒有任何作用。服用維他命C來預防

普通感冒，呵呵，絕對沒用。

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支持「維他命C補充劑有助於

人體更快地從感冒中恢復、可降低感冒的嚴重程

度」這種說法。

事實上，每日攝取2克或者更多的維他命C補充劑可

能會導致：

• 腹瀉、噁心和嘔吐

• 腹部絞痛

• 胃灼熱

• 頭痛

• 失眠

• 腎臟問題，如：腎結石

那麽這種普遍存在的迷思是如何產生
的呢？
兩屆諾貝爾獎得主萊納斯·鮑林於1970年出版了一

本名為《維他命C和普通感冒》的書，書中宣稱維

他命C對抵抗普通感冒有助益。然而即使在那個年代，醫學界也普遍認為攝入維他命C並不會對普通感冒產

生影響。

維他命C

10

● 探索迷思

知識就是力量，是人類寶貴的財富。擁有正確的知識，人類可以研發創新、不斷進步、創造非凡的價值。然而人們接

觸到的信息並不總是正確的。虛假、錯誤的信息一經產生，就會透過網路和社交媒體迅速地傳播開來，輕易地進入大

眾視線、混淆視聽。若不加以辨別和區分，這將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誤導與損害。

本專欄期望透過正確的講解，幫助大家辨別知識的真偽。只有不斷分享真實、正確的資訊，相互交流各自的觀點與看

法，才能打造一個正向積極的氛圍，讓知識發揮無窮的威力。知識的累積並非朝夕就能完成的事，而是一個漫長、終

生的探索過程——讓迷思·探索幫您撥開疑雲，伴您成長、累積寶貴的知識財富。



在之後的19 9 0年代，膳食補充劑湧入了商店的貨

架，其中包括廣受歡迎的維他命C藥片。這類補充

劑在市場行銷時被宣稱為「特效感冒剋星」，並且

聲稱得到了科學研究的支持。然而，他們所謂的研

究根本沒有任何醫生、診所，以及科學家的參與。

特別設立的「研究室」，只為打造這些很有問題的

療效聲明。最終，這些宣稱療效聲明的廠家被美國

聯邦貿易委員會起訴並處以罰款。然而，對維他命

C的盲目追捧依然深植人心。

從感冒中恢復的最好辦法就是持續補充水分，並且

獲得充分的休息。與其服用維他命C，給身體帶來

負擔，倒不如吃橘子更好。橘子和許多其他的水果

都含有豐富的營養成分，有助於保持身體健康、維

持強大的免疫系統。

我可以透過塗抹維他命C讓肌膚亮白嗎？
皮膚又是怎樣的情況呢？很多人甘願為任何含有維他命的面霜付更多的錢，想以此對抗肌膚老化跡象，

如：皺紋。但這又是一次巧妙的市場行銷策略。

維他命C對於肌膚亮白並沒有幫助。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維他命C可以透過注射或是塗抹的方式，來使肌膚

亮白或減少老化的跡象。面霜中的維他命C通常不穩定，會迅速地產生變化。

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批准了使用維他命C注射劑來治療維生素C缺乏症，但是並未批准維他命C注

射劑可以美容為目的作使用。

延緩老化跡象的最佳方法就是妥善的飲食、規律的運動，並且堅持使用防曬霜。花費高昂的價格購買那些

含有維生素虛假療效聲明的面霜並不能逆轉時光、恢復貌美年輕，但必定會燒掉你的錢包。取而代之，應

該透過攝取大量完整的蔬果來獲取身體所需的維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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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探索」專欄文章由 

張藝懿醫生撰稿。



憑藉信念的力量

「若知為何而生，遂可納受一切。」——維克多·弗蘭克爾博士

如果你有無可撼動的信心，且擁有堅定的信念，就會毫不畏懼失敗，那還有什麼目標是你不敢去追逐實現

的？當學會如何借助信仰的力量行事，你能夠實現任何的目標。

信念是一個人的靈魂所在，是定義自我表徵概念的一部分。信念與大腦中自我表徵相關的部分——腹內側

前額葉皮質層有著緊密的關聯。當我們潛意識中相信某些事物時，就會使自己的行為與信念相一致，從而

保持一致的自我形象。這種信念的力量促成我們生命中一切事物的發生——它支配著我們的行動。然而，

只有當信念真正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與我們密不可分、像事實一般烙印在我們的腦海、並嵌入我們的思想

和靈魂中時，這種信仰的力量才能夠真正發揮作用、幫助到我們。

成功人士能夠借助信仰的力量來成就偉大的事業。印度聖雄甘地，南非前總統尼爾遜‧曼德拉，美國民權

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以及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茲，伊隆‧馬斯克……他們即是最佳的佐證。成功

人士擁有強烈的自我使命感，並且對自己的信念深信不疑，他們拒絕成為惡劣境遇下的犧牲者。

	 有多少次你為自己找藉口？「我不夠聰明」，「我不夠漂亮」，「我不夠好」。

	 又有多少次把責任歸罪於外？「這不是我的錯」，「時間不夠」。

	 但是，

	 有多少次你說過「我可以做到」，「我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有信心」，「我能讓家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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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事業

你將如何改變世界？



在艱難的境遇中，當我們最需要信念的時候，絕大

多數人在此時卻最缺乏它。當面臨的挑戰比擁有的

資源更為巨大，我們就會自然地、出於本能地迴

避。然而，我們之中的那些成功者，他們直挺挺地

面對挑戰，有著無比堅定的信念和信心，因為他們

為人生的信念而活、並為之奮力拚搏。

正是這種信念，給予了他們跌倒時一次次再爬起來

的堅忍意願。他們不怕失敗，面對挑戰時總是迎頭

而上。對於成功而言，挫折並非挫折——它們僅僅

是追逐與開創夢想生活過程中的墊腳石。正是這種

堅石般的信念，讓他們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世界，也

改變了整個世界。在面對極端的壓力或逆境時，信

念給予了他們非凡的決心、勇氣和毅力。信念讓他

們在應對挑戰時充滿動力，在面對各種困難時堅韌

不拔。

培養信念

培養你的信念，即是喚醒你的潛能，喚起你對未來

那個自己的憧憬。它是超越你目前處境的展望，是對未來可能性的無盡想像。它是越過重重的阻礙，勇氣

十足地面對問題。它是信仰的昇華，相信每個新起點都充滿魔力；信念就是當那一刻來臨，你會成為自己

願景背後的強力後盾，且堅毅地持續下去。它不是讓生活變輕鬆，也不是假裝一切都安然無恙；它是承認

生活的困難、接受自己的情緒、鍥而不捨地克服各種境遇。它是選擇勇往直前而非滿於現狀。

心中的信念越深刻、越堅定，你的

韌性就愈堅固、滿足感愈強烈。想

要獲得真正的成功，必須設定一個

大於自己、高於自身成就的使命，

並為之付出努力。你必須為自己

的努力注入飽滿的熱忱與明確的目

標。

相信丞燕，相信營養免疫學，就是

要活得有目標，活得正直、活得真

實。這是你無條件地為所愛的事

物做出的奉獻。它為世界增添了意

義與價值，為生命呈現了美好與

福音——帶給世人健康與智慧的禮

物。正是這種信念，創造了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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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時機來臨，你堅定不移的信念必會賦予你從未有過的無盡勇氣。你堅定不移的信念將為你開拓出一片全

新的疆土。丞燕的夥伴們，為自己而拚搏，為家人而拚搏，為夢想而拚搏，為無疾病的世界而拚搏。你堅

定不移的信念最終將證實：一切皆有可能。

「事業‧拓展」專欄文章由法學

博士張藝蕾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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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什麼是RDA？
RDA的英文全稱是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代表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美國國家科學

院醫學研究所的食品及營養委員會制定了這項常規的指南，主要是針對來自食物的維生素和礦物質而

言。RDA概述了身體每天需要多少特定的營養素才能避免疾病。例如：如果人們沒有攝取足夠的維生

素D，就易患佝僂病；如果沒有攝取足夠的維生素B1，就易患腳氣病。

Q2  什麼是％DV？
％DV的英文全稱是percent daily value，代表每日攝取量百分比，是關於食物中營養成分的一項指

南。例如：若一份食物標明含有10％DV的鈣，則意味著這份食物可以為人體提供每日所需鈣質的10％。

Q3 我們的每日攝取百分比（DV）需要達到100％嗎？
不需要。並不是要達到100％的DV才能維持健康。

DV是一個非常概括性的指南，可以讓我們瞭解人體一天的需求；但它卻沒有考慮到不同情況的需求，

如：一個人的活動量、生活狀態是活躍或是久坐不動、體型大小、飲食、健康或環境等因素。例如：

如果接觸到大量的陽光，人體就會合成維生素D，因此不再需要100％DV的維生素D攝取量。但是如果

沒有接觸到任何陽光，人體就可能需要更多的維生素D。此外，DV數據是基於健康成人每天攝入2,000

卡路里來制定的；但根據個人的實際情況，每天需要的卡路里量可能會更多或更少。此外，我們的體

內儲存著某些維生素，如：維生素A、D、E和K；所以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並不需要達到100％DV的維

生素和礦物質攝取量。

Q4  維生素或礦物質標籤準確嗎？

維生素和礦物質值並不總是準確的。

每種完整食物都含有不同的成分，不同批次的食物也可能有所不同。天然完整的食物本來就不相同。

這就是為什麼最好的食物——天然完整的蔬果根本就沒有營養標籤的原因所在。

Q5 標籤上為什麼沒有列出所有的營養成分？

完整的植物性食物含有許許多多植物營養素、多醣體和其他營養成分。大部分營養成分科學家們至今

還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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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營養標籤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產品的營養成分？

許多食物中的營養成分會隨著時間的過去或是暴露在外而發生變化或消減。例如：維生素C暴露在空

氣中就容易被分解。許多廠商會添加人工合成的維生素來增強產品的DV，以此讓產品看起來更好。例

如：抗壞血酸（維生素C）常被添加到產品中以人為地提高維生素C的含量，這種成分每公斤的成本僅

為3.5美元，但足夠為45人提供一年的維生素C所需量。

Q7 如何完好地保留營養成分？

製造過程對於保留營養成分來說至關重要。完整的食物應當使用冷凍或乾燥的方法，才得以保留其天

然的營養成分。如果產品是液態飲料，優質負責的廠商就不會使用氧氣，而是使用氮氣來填充包裝，

以此來防止營養的流失。

Q8 維生素和礦物質是否足以維持生存？

不。僅僅依靠維生素和礦物質不足以幫助人體維持正常的身體機能。如果我們只攝入維生素和礦物

質，短期內我們能夠生存，但不能持久。因此專家建議應攝取多種類的蔬菜水果。除了維生素和礦物

質，完整的植物性食物還含有其他多種營養，如：植物營養素、抗氧化劑和多醣體等，其中很多營養

是科學家們至今還未發現的。

Q9 服用維生素和礦物質（補充劑）有害嗎？

是的，服用太多的人造維生素會對健康造成損害，並且有攝入過量的可能。有證據顯示，過多的維生

素會導致各類健康問題，其中包括癌症。

服用分離或濃縮的礦物質，會導致體內生理性失衡的現象。多項研究指出，服用β-胡蘿蔔素、葉酸和

維生素E等維生素，會增加罹患癌症、心臟病和死亡的風險。

美國癌症研究所在2015年的一次年會上對一項30萬人參與的研究進行了調研，他們發現：硒會增加罹

患非黑色素瘤皮膚癌的機率，維生素E會增加罹患前列腺癌以及骨質疏鬆症的機率，β-胡蘿蔔素會增

加罹患肺癌的機率，葉酸會增加罹患結腸癌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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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礦物質屬於重金屬。身體需要這類物質，但過量卻是有毒的，並且會導致健康問題。例如：

  Iron 鐵    • 胃腸道出血

       • 肝臟損傷

       • 心臟抑制

       • 代謝性酸中毒

  Zinc 鋅    • 類似流感的症狀

       • 發燒

       • 胃和腸道紊亂

       • 肝功能失調

  Selenium 硒    • 呼吸系統問題

       • 胃腸道刺激

       • 肝臟發炎

       • 掉髮

       • 周圍神經受損

  Chromium 鉻    • 胃腸道出血

       • 急性腎功能衰竭

       • 肺癌

  Manganese 錳   • 類似於帕金森氏症的症狀

       • 呼吸問題

過量的維生素會引發下列副作用：

  維生素C    • 噁心

       • 腹瀉

       • 胃痙攣

       • 腎結石

  維生素A    • 掉髮

       • 肝臟損傷

       • 骨質流失

  維生素E    • 凝血問題

  維生素B    • 神經損傷

       • 肝臟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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