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成份：果糖，檸檬酸，天然及人工香料，二氧化矽，甜
菊糖精華，果酸，甜菜紅

Organo FENIX DX是一種美味的粉紅檸檬汁口味膳食補
充沖劑飲料，有助於支持您天然的日常排毒過程以
及您的免疫系統等等。 可混合於清水､果汁､檸檬汁
､茶或其他飲料，甚至加進OGX FENIX TM奶昔以增加美
味和營養。

人體排毒過程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複雜。 皮膚､消
化系統､肝臟､肺部和腎臟全都各盡所能，保護我們
的健康以及幫助身體對抗自由基､毒素和衰老。 在
眾多系統當中，消化系統在整體健康中扮演了關鍵
的角色。 腸胃構成了免疫系統的80%，也是養份被吸
收的地方。 隨著年紀漸大，細胞線粒體也同樣在衰
老。 線粒體同時產生能量和廢物，它們在年青時能
輕易排除廢物。 隨著年紀漸大，系統也變得緩慢，細
胞也開始衰老。 因此，維護消化系統健康和細胞健
康能幫助我們過更健康的生活。

Organo Daily DX不是洗腸劑或瀉藥。 它含有蘆薈和甘
草以支援消化系統和正常排便。 此外，它的洋甘菊
成份有助於抵抗壓力，維他命C有助於增強免疫系
統。 它不含咖啡因，能支持您每天的健康。

FENIX DXTM簡介

粉紅檸檬汁飲料沖劑能幫助您身體的天然排毒系統。 不含咖啡因。

維他命B – 維他命B為我們身體的正常運作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這些必需營養有助於把食物轉化為燃料
，並幫助身體利用蛋白質。 它們有助於支持天然能
量水平，幫助您整天感覺精力充沛。

維他命 C – 維他命C是一種抗氧化物，有助於支持
健康的免疫系統，幫助您預防感冒和其它空汽傳
染病。

主要成分：

粉紅檸檬汁高級排毒支援
ADVANCED detox support

The OGX System combines the best nutrients to work together to deliver 
results.

 - Get better nutrition, save money with the great taste of the OGX Fenix 
shake. Luscious rich chocolate, creamy vanilla flavors.

 - Help support your daily detox process with OGX DX. Nourishing 
botanicals help support cellular detoxification, with soothing herbs to 
support a healthy digestive tract. All in a delicious pink lemonade 
drink mix.

 - Boost your energy the healthy way with our flavorful mango peach 
energy drink mix! Supports athletic and mental performance so you 
can feel your best all day, every day.

Combine with our flavorful and rich coffees and teas, and you will see 
how amazing you can feel with OGX.

•  Gluten and lactose free
•  Only 2.6 g of sugar and only 12 calories
•  

Supplement Facts
Serving Size: 1 Stick pack (8.2g)

Amount Per Serving
Calories

Detox Blend 1237.5mg

20

 

% Daily Value

2%

10%

Carbohydrates 5g
5gSugars

Includes 5g Added Sugars

Vitamin C 222%200mg
30mg
60mg

150mcg
60mg

Niacin 188%
Vitamin B6 3529%
Vitamin B12 6250%
Pantothenic acid 1200%

Chamomile Flower, Burdock Root, Bilberry Extract,
Licorice Root, Organic Reishi (Ganoderma lucidum)
mycelium, Acai Berry Powder, Blueberry Juice Powder,
Organic Aloe Vera Leaf

*

*Daily Value Not Established

洋甘菊精華 ‒ 洋甘菊是一種被人們使用了數百年的
古老草本保健植物。 FENIX DX飲料沖劑蘊含濃縮洋
甘菊精華，帶來多種益處。 研究顯示它可能有助於
睡眠，並抵抗壓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2009年的一
項研究顯示洋甘菊精華有助於支持健康情緒和集
中力，而另一項研究發現它有助於支持健康睡眠，
改善身體天然排毒過程。 洋甘菊以其寧神作用而聞
名於世，因此有助於支持健康的消化系統。



您知道嗎？ 您的細胞裡有線粒體 ‒ 也就是細胞的發電機。 這些細胞就
像我們的消化系統 ‒ 它們吸收營養並加以分解，以提供能量。 隨著年紀
漸大，線粒體也同樣在衰老和減慢。 這種減慢能導致免疫系統減弱﹑疲
累和其它徵狀。 維他命B有助於支持健康的線粒體和正常的細胞功能。

進食健康的水果﹑蔬菜﹑抗氧化物和維他命B能幫助體內的線粒體在
細胞層面得到營養，有助於細胞自然排毒。

如何使用FENIX DXTM

混合沖劑粉末與12-16安士清水
或您喜好的飲料。 如果喜歡更
豐富的味道，可混合8-10安士清
水。 您每天可飲用1-2次。

參與OGX FENIXTM PROGRAM的原因
OGX System系統結合最佳養份以達致最佳成效。

•  OGX FENIXTM美味沖劑提供更佳營養，而且經濟實惠。 香
濃巧克力口味及柔和香草味。

•  FENIX D 有助於支持您的日常排毒過程。 營養草本精華
有助於支持細胞排毒，寧神香草支持健康消化道。 美
味的粉紅檸檬汁沖劑。

• 靈芝膠囊是一種超卓的抗氧化補充品，能抵抗運動所
產生的自由基。 靈芝有助於保護細胞，是世上最廣為
研究的菌類。

•  FENIX XT 能量飲料沖劑提供日常的能量和水份，以健康
方法和清新芒果桃子口味增加能量！ 支持身心表現
，讓您每天晝夜均處於最佳狀態。

    可混合於我們美味香濃的咖啡和茶，讓您體驗OGX的
奇妙功效。

12
安士

牛蒡 ‒ 牛蒡屬於雛菊的一種，因其消滅自由基之功
能而廣受研究。

巴西莓 ‒ 亞馬遜盆地的秘寶，這種紫色果實擁有著
名的營養益處。 這些果實有助於支持健康的免疫系
統。 發表於2008年六月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期刊的一項研究顯示，巴西莓含有
大量抗氧化物，有助於身體消滅破壞細胞的自由基
。 此項由德州A&M大學營養及食品科學系所進行的
研究更顯示巴西莓擁有已知的最高抗氧化能力。

山桑子 ‒ 山桑子於藍莓近似，人們一直在研究它的
抗氧化功效。 研究顯示它對眼部健康有裨益，同時
亦支持腸胃和消化系統健康。

藍莓 ‒ 藍莓因其抗氧化能力被譽為超級食物，並有
助於維護肝臟健康。

甘草精華 ‒ 數百年來，甘草因其甘味而被用於食品
和烹飪。 甘草精華一直被用於支持消化系統健康和
治療腹痛，並且有其他益處。

蘆薈 ‒ 蘆薈的安撫作用可支持皮膚和消化系統健
康。

靈芝 ‒ 這種深受喜愛的菌類有助於支持抗氧化保
護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