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RO BEAU TEA 助您轻松击退糖魔！】 
【 8 小时内解决便秘问题 ！ 】 
【 全天然台湾独特效果配方 】 
【 不再受经前症候群所烦恼 】 

【 糖 尿 病 不 愈 合 伤 口 干 口 伤 小 了 ！】 

此茶为全天然中草药配方，主要为金银花和半边莲，长期饮用不但强身健体， 对数项慢性疾病如

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都有显著疗效。 
【伊宝络美容茶 EPRO BEAU TEA ] 
的独特配方也证实能帮助连续饮用 90 日以上的女性远离经前症候群，不再受经痛或月事不规律症

状的身心灵煎熬。 

金银花性耐天寒地冻，冬天也可以开花，所以生命力满强；其主要功能为提升男女老少的内分泌

系统，从而加强免疫力；故金银花也被称为【天然抗生素 】，具有清热解毒，消炎排毒消肿功效。

2000 年前后的 SARS 风暴中，中国社区握有此珍贵草药而免遭世纪灾祸之吻。 

饮用此茶者，凡吃过量或太油腻会促使排便之数与量增加。由于此茶包採用天然草药配制而成，

能与维生素 C 产生极高的相容性，即凡饮用此茶包后若食用微生素 C 成分的食物或饮料者，除了

每日之正常排便，微生素 C 会激发此茶之功效达到顶点，会再次将体内多余之残留物藉由排便排

出体外。 
对于便秘者， 此茶将恢复您 【畅便之快】！ 
血糖褊高者， 此茶将带您游 【甜蜜之都 】！ 

#个案 A---- Kartian A/P Raman( 女 ）  
身分证 670828-01-6006 
饮用后， 困扰了她十数载的糖尿病在 18 个星期内受到良好的控制，连长期 

无法愈合的伤口也痊愈了。 

 
# 个案 B----KHOO GEOK AH ( 女 )  
身分证 360717-04-5054 
饮用后，40 天内将血糖指数从 17.6 下降到了 3.8，多年便秘问题解决，大肚腩扁平了；其中风后

不太灵光的右手也能使唤了。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AA%E6%A1%88?source=feed_text&story_id=672942592863242


NOTE ON HEALING CRISIS 

Besides numerous other curative constituents, EPRO BEAUTEA also contains a very high concentration of 

Organic Germanium. As such, a cure reaction known as "healing crisis"; (not to be mistaken for the "side-effects" 

that are normally due to adverse reaction to drugs), may be experienced by some people. Healing Crisis, as the 

term implies, is a “crisis" or cure reaction that is experienced when the body system begins to flush-out all 

harmful toxins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ng healing. The said healing crisis, if it occurs, normally lasts for 3 - 7 days, 

depending on the physical make-up, state of health, age, and type of ailments of the respective individual. Some 

may not even experienced any reaction at all, whilst some may experienced light or strong reaction to all or a 

particular part of the body, in the form of rashes or increased in discomfort, etc. If increased  

discomfort is experienced, e.g. in the case of arthritis or rheumatism sufferers, take same dosage of EPRO 

BEAUTEA together with pain killer to overcome the said reaction. Patients are advised to bear with it stoically 

and go through with the said reaction for the sake of recovery. 

  

瞑眩反應 

伊宝絡美容茶含有天然有機物，所以飲用初期會有瞑眩反應；有些人會驚慌地認為有副作用，其實這也是美容茶包

獨特的排毒作用，是"好轉反應"，在中醫上稱為"瞑眩反應"。 

瞑眩反應通常為 3～7 天，但因每個人的體質、健康狀況、年齡、飲用量、病症等不同而有所差異，有時瞑眩反應

不會一下子全部發生，而是逐漸在不同部位出現， 這可能會給服用者帶來 1～2 周的困擾，但也是身體機能亮起紅

燈的警訊；例如有風濕痛者服用了伊宝絡美容茶以後發現風濕痛好轉了，却有了腹痛的毛病，這表示 腸內潛伏有

毛病。 

  

瞑眩反應的病狀 

輕度反應會嗜睡、倦怠、肩膀痠痛、腹瀉、放屁等現象。 

重度反應會頭痛、發腫、頭暈、發燒、嘔吐、食慾不振等。 瞑眩反應為身體帶來不適，但不是副作用。在瞑眩反

應消失後，身體會覺得輕快，有精神，疾病也會慢慢痊癒；因此醫學上有"不生瞑眩則病不癒"的說法，因此為了得

到更健康的身體，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必須下定決心熬過瞑眩反應所帶來的短暫不適感。 

 
 



金银花在临床应用中常见的几种状态 

金银花是清热去火消炎的好药材，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使用食用历史，金银花在临床试验中可

以很好的抑制作用，对于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脑膜炎双球菌以及痢疾还有溶血性链球菌、

伤寒、肺炎产生的双球菌、甚至是流感病毒都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在临床应用中金银花常常

以以下三种方式存在：金银花在临床应用中常见的几种状态 

第一种是生药的状态，生药状态的金银花适用于温病前期使用：常与连翘、薄荷、淡豆鼓等同

用，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效果，可用以温病前期，发热微恶寒风寒，口微渴，如银翘散。 

也经常被用来医治痈疽疔毒：常与蒲公英、紫地丁、野菊花等同用，能增强清热解毒效果，可

用以痈疽疔毒，红肿痛苦，如五味消毒饮。 

第二种是炒药的状态：炒药状况的金银花合适于温病中期：常与黄芩、栀子、石膏、竹茹、芦

根等同用，具有清热解毒、透邪外出、和胃止呕效果，可用以邪热壅阻，胃气不好，发热烦躁，

胸膈痞闷，口渴干呕，舌红苔燥，脉象滑数。 

第三种状态是炭药的状态，这种状况下的金银花合适医治赤痢疫痢：金银花与黄连、赤芍、木

香、马齿苋等同用煎服，可以达到清热理肠、化滞和血效果，同时还能以湿热中阻、损伤肠络

脂膜，下痢脓血血多于脓，腹痛等症状。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痢效果，从而缓解治愈赤痢疫

痢。 

金银花的多种用药状态也正是我国数千年中医文化的结晶，在日常生活中，青年朋友也可以常

常拿金银花泡水喝，坚持长期服用可以达到清热解毒，开胃复中、散风明目，夏季服用一些金

银花还具有消暑的效果，对于预防日常疾病比如病毒性感冒、流感、上火炎症等有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