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簡介

HAPPY
產品概述:

專門用於增進生產力、專注力、警覺性並維持認知功能，同時提升人的能量*，你的感受會影響你每天的許多事情，工作、家庭、人際關係、
運動，想想看，是不是當你感到快樂時，每件事都會變得比較好一點？跟Bod•ē Happy說哈囉，這是全新、而且您將會想嘗試的東西，全新

的部分是一種在歐洲流行的爆炸性新型態天然補給品，稱為「益智劑」
，Bod•ē Happy和Bod•ē Happy Bee是讓您在繁忙的嚴苛世界中獲
得精神心理優勢的一種美味方式。

給心智頭腦的正面營養
三合一產品:

益智劑維持精神清晰度、專注力、
生產力、警覺性和認知功能*

當您需要125毫克的自然咖
啡因，將提供您
一種天然的能量提升*

使用特別的營養素維護健康
的頭髮、皮膚和指甲，讓您看
起來處在最佳狀態*。

*這些聲明尚未經過食品藥物管理署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治療、治愈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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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人工色素
不含人工香料
不含麩質
不含大豆
不含乳製品

HAPPY
產品使用方法:
濃縮包

將Bod•ē Happy濃縮包的內容物倒入12-14盎司或更多的純淨冷水中，不時攪拌，作為膳食補充劑，每天服用一次，如果您正懷孕或哺乳、
或有其他身體狀況(包含肝臟狀況)，在使用此或任何其他膳食補充劑之前，請諮詢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不建議18歲以下的兒童、經常
飲用酒精飲料的人、或有過敏反應者服用，如果安全密封破損，請勿使用，請保存在陰涼、乾燥的地方，避免陽光直射。

BOD•Ē HAPPY目標市場:

對所有正在尋找一種便利、結果導向的產品的人 ─ 能夠增進精神清晰度和專注力，同時提供天然的能量提升*的產品，都適合服用Bod•ē
Happy。

檸檬萊姆口味
天然蜂蜜口味

檸檬草莓口味

營養補充品成份
營養補充品成份
每食用分量:1包(2.9公克)
每食用分量:1包(2.9公克)
每罐所含食用份量
每罐所含食用份量
24份
24份

營養補充品成份
營養補充品成份

每食用份量 %每日攝取量
每食用份量 %每日攝取量

卡路里
卡路里
10
10
總碳水化合物
總碳水化合物
2g
1%* 2 g
維生素A(100%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A(100% 1500
β-胡蘿蔔素)
IU
25%1500 IU
維生素C(抗壞血酸)維生素C(抗壞血酸)
100 mg
110%100 mg
維生素D3(膽鈣化醇)
維生素D3(膽鈣化醇)
2000 IU
250%
2000 IU
維生素E(d-α-生育醇醋酸鹽)
維生素E(d-α-生育醇醋酸鹽)
30 IU
130% 30 IU
維生素B1 (鹽酸噻胺)
維生素B1 (鹽酸噻胺)
2 mg
170% 2 mg
生物素
生物素
500 mcg 1670%500 mcg

每食用分量:1包(2.9公克)
每食用分量:1包(2.9公克)
每罐所含食用份量
每罐所含食用份量
24份
24份

每食用份量 %每日攝取量
每食用份量 %每日攝取量

卡路里
卡路里
10
10
1%* 總碳水化合物
總碳水化合物
2g
1%* 2 g
25% 維生素A(100%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A(100% 1500
β-胡蘿蔔素)
IU
25%1500 IU
110% 維生素C(抗壞血酸)維生素C(抗壞血酸)
100 mg
110%100 mg
250% 維生素D3(膽鈣化醇)
維生素D3(膽鈣化醇)
2000 IU
250%
2000 IU
130% 維生素E(d-α-生育醇醋酸鹽)
維生素E(d-α-生育醇醋酸鹽)
30 IU
130% 30 IU
170% 維生素B1 (鹽酸噻胺)
維生素B1 (鹽酸噻胺)
2 mg
170% 2 mg
1670% 生物素(右旋生物素)
生物素(右旋生物素)
500 mcg 1670%500 mcg

1%*
25%
110%
250%
130%
170%
1670%

鈉
鈉
10 mg
0% 10 mg
0% 鈉
鈉
10 mg
0% 10 mg
0%
專利特有益智劑混合物
專利特有益智劑混合物
557 mg
† 557 mg
† 專利特有益智劑混合物
專利特有益智劑混合物
557 mg
† 557 mg
†
茶氨酸、天然咖啡因、
茶氨酸、
卡瓦萃取物、
天然咖啡因、
β-丙氨酸、
卡瓦萃取物、
海鹽、微β-丙氨酸、海鹽、微 茶氨酸、天然咖啡因、
茶氨酸、
卡瓦萃取物、
天然咖啡因、
β-丙氨酸、
卡瓦萃取物、
海鹽、微β-丙氨酸、海鹽、微
量礦物元素複合物、
量礦物元素複合物、
竹萃取物）
竹萃取物）
量礦物元素複合物、
量礦物元素複合物、
竹萃取物）
竹萃取物）

* 每日建議攝取量的百份比是按照
* 每日建議攝取量的百份比是按照
2,000 卡路里熱量之飲食分量計算。
2,000 卡路里熱量之飲食分量計算。
* 每日建議攝取量的百份比是按照
* 每日建議攝取量的百份比是按照
2,000 卡路里熱量之飲食分量計算。
2,000 卡路里熱量之飲食分量計算。
† 每日攝取量沒有規定
† 每日攝取量沒有規定
† 每日攝取量沒有規定
† 每日攝取量沒有規定

其他成分：天然檸檬香料、
其他成分
檸檬酸、
：天然檸檬香料、
天然萊姆香料、
檸檬酸、
甜菊葉萃取
天然萊姆香料、甜菊葉萃取
其他成分：天然檸檬香料、
其他成分
檸檬酸、
：天然檸檬香料、
天然草莓香料、
檸檬酸、
三氯蔗糖、
天然草莓香料、三氯蔗糖、
物、天然柑橘香料、
物、
羅漢果萃取物、
天然柑橘香料、
天然蜂蜜粉和二氧化矽。
羅漢果萃取物、天然蜂蜜粉和二氧化矽。
甜菜汁粉和二氧化矽。
甜菜汁粉和二氧化矽。

*這些聲明尚未經過食品藥物管理署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治療、治愈或預防任何疾病。

2 | 101917-TC

主要成分:

6種必需維生素（包括抗氧化維生素A、C、D3和E）— 維持完整健康
所必需*。
茶氨酸 — 增進精神警覺性和專注力*。

β-丙氨酸 — 維持身體耐力的天然存在氨基酸*。
125毫克天然咖啡因 - 激發你的能量水平*

二氧化矽 – 增進健康的頭髮、皮膚和指甲*

2000 IU維生素D3 – 維持骨骼、牙齒、肌肉和免疫健康*
生物素 – 維持能量代謝*。

常見問題集:

為何我要服用Bod•ē Happy?
如果您正在尋找膳食補充劑來維持精神清晰度、專注力、生產力、
警覺性、認知功能，同時為您提供天然的能量提升，Bod•ē Happy
可能是您的正確選擇。
我應該多快會看到效果？Bod•ē Happy適用於每個人嗎？
我們相信人們應該在前15-30分鐘內就能看到效果；然而，由於每
個人生理上的不同，個別的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

什麼是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是自然界中發現的物質，可以保護細胞免受被稱為自
由基的不穩定分子造成的損害*，自由基是過度運動、壓力和暴露
於髒空氣和其他環境污染物的副產品。
Bod•ē Happy含有維生素
A、C、D3和E：具有抗氧化性質、能幫助抵抗體內自由基的成分*。
Bod•ē Happy是如何製造的？
Bod•ē Happy在符合食品藥物局(FDA) 稱為優良製造規範(GMP)
製造標準的設備中製造，這樣可以確保我們的產品達到最高品
質。

如果我有健康上的狀況或正在服用藥物，可以服用Bod•ē Happy
嗎？
與任何膳食補充劑一樣，我們建議您在服用Bod•ē Happy前與您
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進行確認，如果您正懷孕或哺乳、或有醫療
狀況（包括肝臟狀況）
，請在服用本產品前諮詢您的醫療保健專業
人員，不建議18歲以下的兒童、經常飲用酒精飲料的人、或有過敏
反應者服用。
Bod•ē Happy是否含有任何限用物質、麻醉劑或酒精？
不，Bod•ē Pro品不含任何限用物質、麻醉劑或酒精，但不能與酒
精混合。

我能每天服用Bod•ē Happy嗎？
是的，按照產品標籤的指示，該產品可以每天服用。

什麼是益智劑？
益智劑也稱為認知增強劑 - 是改善認知功能的補充劑或其他物
質，對健康的個人能夠提高認知功能、促進精神清晰度並增加身
體警覺性*。
Bod•ē Happy所含的咖啡因來自於哪裡？
Bod•ē Happy產生相當於125毫克的天然咖啡因，是增進精神
專注力、增加身體警覺性、清晰度、同時提升您精力的完美水平
劑量*，咖啡因來自咖啡豆天然萃取，相當於約一杯半咖啡，我們
之所以選擇該咖啡因來源，因為它是天然產生的成分，與Bod•ē
Happy的配方和風味最相容。

Bod•ē Happy會讓我緊張不安嗎？咖啡因對我有害嗎？
有些人對咖啡因敏感; 但是在適度的劑量下，這可能有利於想要
改善情緒和增進運動表現的人 。

Bod•ē Happy中包含的茶氨酸與咖啡因結合後，可逆轉那些不利
的副作用，反而能將專注力集中在精神上，產生所謂的「警覺性平
靜」*。

*這些聲明尚未經過食品藥物管理署評估，本產品不用於診斷、治療、治愈或預防任何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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