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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Light Meal Therapy  DIY Light Meal Therapy  DIY Light Meal Therapy  DIY Light Meal Therapy  by Joyce Lye     
Purpose: To use light & fresh meals to trigger the body’s natural cleansing and revitalization through 
nutrition dense meal and stress-free diet.  
    
Why activate the body’s natural cleansingWhy activate the body’s natural cleansingWhy activate the body’s natural cleansingWhy activate the body’s natural cleansing    
• Toxic heavy metals from water and seafood can drag down the body’s defense system. 
• Chemical toxins from polluted air and contaminated food can undermine the body’s defense 

against disease. Examples include cancers of the lung, eye, throat, nose, asthma, and skin 
problems. 

• Over reliance on drugs and medications can override and interfere with the natural healing 
process.  

• Highly processed foods contain toxic additives that have dangerous side effects and can cause 
autoimmune diseases. 

    
Why revitalize through stressWhy revitalize through stressWhy revitalize through stressWhy revitalize through stress----free light mealsfree light mealsfree light mealsfree light meals    
• Stress-free light meals reduce the toxins entering the body. This nourishes the cells and boosts 

the body’s natural defense system.  
• These meals help to balance the body’s 5 elements. 
• Heavy meals overload the digestive system and cause gut problems. Junk foods add toxic 

stress. A light plant-based diet relieves the body of digestive stress.  
• Plant-based smoothies and light meals taste heavenly, are packed with an array of nutrients, 

and have anti-aging properties. Moreover, they are easily absorbed to provide energy for 
cells.  

• Natural fresh food is the best medicine. The eating of fresh natural foods was part of the  
common wisdom of ancient cultures. Hippocrates, often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medicine, often reminded his students, “Leave your drugs in the chemist’s pot if you can cure 
the patient with food.”  

The 5 Elements The 5 Elements The 5 Elements The 5 Elements     
of Natureof Natureof Natureof Nature    

According to ancient traditions, the human 
body is made of 5 elements: 
 
• Earth element (corresponding to 

bones and muscles) 
• Water element (blood) 
• Air element (breath) 
• Fire element (heat) 
• Space element (emptiness within) 

 
 If any one element is taken out, the body 
will collapse. There are various energies in 
the body like bio-energy, magnetic energy, 
electrical energy, mechanical energy, and 
chemical energy. These energies run the 
body. They are called Vital Force. Any  
imbalance in the five elements brings  
imbalance in the vital force.  

Health Risks of Health Risks of Health Risks of Health Risks of     
Toxic Heavy MetalsToxic Heavy MetalsToxic Heavy MetalsToxic Heavy Metal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s led to the  
increased presence of heavy metals in our atmosphere 
and waterways. Heavy metals are harmful to humans 
and aquatic life. The heavy metals linked most often to 
human poisoning are lead, mercury, arsenic and  
cadmium. Other heavy metals, such as copper, zinc, 
and chromium, are required by the body in small 
amounts, but are toxic in larger doses. 
 Health risks include reduc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cer, organ damage, nervous system 
damage, and in extreme cases, death. Exposure to 
some metals, such as mercury and lead, may also cause 
development of autoimmunity, in which a person's  
immune system attacks its own cells. This can lead to 
joint diseases such as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diseases 
of the kidneys, circulatory system, and nervous system. 
The young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toxic effects of 
heavy me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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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PreparationPreparationPreparation    
• Wash and prepare all ingredients. We recommend washing non-organic vegetables and fruits 

using the ETL No 9, a green cleaning solution available at EcoHarmony retail shops in Aljunied 
and The R.E.A.L. Hut.   

• Place all ingredients into the blender. Blend at high speed all ingredients until large chunks have 
been reduced to a smoothie.  

• Serve immediately. 

 
If you have no time to blend your own smoothies, why not visit the nearest  
organic vegan café. You can order smoothies with organic green powder,  
multigrain drinks, millet porridge with salad toppings, and cut fresh fruits. You 
can also purchase organic juices in glass bottles for future meals. Items that you 
can eat as snacks include organic berries, organic salads, and sushi salad rolls.  
Light meal therapy is a very green and healthy diet. It helps to reduce the  
planetary carbon footprint through reduc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Do your 
part to strengthen your health and prevent global warming by having light 
meals! 

Pineapple ParadisePineapple ParadisePineapple ParadisePineapple Paradise Island delightIsland delightIsland delightIsland delight Power ProteinPower ProteinPower ProteinPower Protein 

1 cucumber 
2 cups of pineapple cubes 
¼ cup of basil leaves 
¼ cup cilantro or parsley 
1/8 cup mint 
4 stalks kale or kai lan 
1 cup cool water 

1 banana 
½ cucumber 
1 cup papaya 
1 cup coconut water 
1/8 cup mint leaves or cilantro 
  

2 small frozen bananas 
2 cups of oats 
1 cup soaked almond or cashew 
nuts 
1 cup leafy greens (eg kai lan) 
1 pitted date 
¼ cacao powder 
1 tablespoon flaxseed 

RECIPES FOR LIGHT MEAL THERAPYRECIPES FOR LIGHT MEAL THERAPYRECIPES FOR LIGHT MEAL THERAPYRECIPES FOR LIGHT MEAL THERAPY    
Amazingly Light Herbal Smoothies to Re-charge Your Health 
 
Servings: Makes 2 c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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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食主义］定义？   ［轻食主义］就是清淡、均衡、自然、健康、无负担的饮食，这个观念是由坊间的断食疗法与单一食物进食法演变而来，是建议大家于平日饮食当中，以低热量食材如蒟篛、萝卜、豆腐等取代满桌的大鱼大肉，搭配其他菜色的汆烫、清蒸、炖煮的烹调方式，即可达到轻食且养生的效果。   
轻食的益处   轻食一般指少油、口味清爽的新鲜食材，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运动完后肚子容易饿，可是太油、口味太重都不适合在运动后吃，因为油腻的食物加速脂肪的囤积，这时轻食就相当的重要，像沙拉、果汁等都能让自己神清 气爽。    只要是清淡、低热量、不让身体加重负担的食物都可当作轻食的食材，不需局限于豆奶或优酪乳，且建议最好一星期选择一天吃轻食饮食，持之以恒将会让身体更健康。    
1. 能够摄取到大量酵素   在日常的烹煮过程中，食材的酵素常遭破坏，东方人的饮食习惯中大部分使用大火快炒、重调味，长时间炖卤，如果生鲜食用或简单烹调，可获得更多天然的酵素来启动我们身体的净化排毒机制。   
2. 提高免疫力 a. 营养均衡的轻食及简单的烹煮方式能提供符合细胞需要的营养素，自然就能提高免疫能力。 b. 另外菇类的香菇、杏鲍菇、柳松菇中的多醣体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能。 

05050505    

  
3. 改善酸性体质 a. 经常轻食，酵素能改善身体具有碱性特质，会渐渐改善体内酸性环境，调整到弱碱性体质 b. 增加肠道有益菌。 c. 轻食中的高纤维食物可增加肠道有益菌，维护人体的健康。 d. 乳制品的优格、奶酪含有乳酸菌具有修整肠道效果。 e. 消除过多的油脂和重油高脂。 f. 多盐重口味的餐饮，长时间食用食对身体会造成负担，而轻食能有效消除过多的油脂进而瘦身健身。 

何谓轻食？ 轻食是指：简单的料理，清淡，低热量，七分饱的餐饮方式。食材搭配五谷根茎类为主，强调高纤，其余的鱼肉豆蛋类皆符合建议摄取量，另外多摄食新鲜且不同颜色的蔬菜及各类不同的水果，在烹调部分需减少人工添加物的摄取，不油炸不油煎，尽量符合基本的三低二高原则（低糖分、低脂肪、低盐分、高纤维、高钙）食材力求简单丰富，即可兼顾健康与养生。 



撰稿人：苡仁  吃出均衡，健康饮食       时尚生活型态的改变，出外用餐的族群越来越多，饮食内容偏向高热量、高油脂、高糖，造成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肥胖的人数与日俱增，慢性病罹患率也不断增长。因此预防保健已经成为廿一世纪卫生政策推动的重点。健康就是财富，追求健康必需从日常饮食生活做起，所以应该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营养是健康的根，食物是营养的源，均衡饮食是维持健康的首要基础原则。所谓均衡饮食就是每天摄取的食物，足够提供热量及各种必需的营养素，而能维持身体机能，与长期健康状态，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为了要达到均衡饮食的目标，就必须充足而不过量的摄取六大类食物，不可偏食。  依照营养科学知识，首先我们来认识六大类食物，以下列点说明： 
06060606    

五谷根茎类：   包括米饭、面食、玉米、燕麦、番薯、马铃薯等，每天的建议量是三至六碗，其营养成分含有丰富的糖类，是我们主要热量产生的来源，及少量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越精制的谷类，膳食纤维含量越少，而且全谷类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烟碱酸等维生素，营养成分会随着谷类精制程度愈高而流失愈严重，所以糙米或五谷杂粮饭代替精白米，以全麦面包代替白面包，有助于避免罹患各种慢性疾病。 
蔬菜类：   包括叶菜类、花菜类、瓜菜类、菇类等，每天的建议量是约１００公克 X 三碟蔬菜，主要是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其中以深绿色及深黄色蔬菜类的营养素含量较为丰富。 
水果类：   含丰富的果糖、葡萄糖、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颜色愈深的水果维生素含量越高，每天建议吃 2 个水果，最好是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水果，如奇异果、芭乐、柑橘类、浆果类等，水果 及蔬菜也是钾的丰富来源。 

奶类和深绿
色藻类：   包括鲜乳及乳制品，建议每日摄取量为半杯，奶类本身含动物质蛋白质、脂肪，并含有丰富的钙质及维生素B2，东方人的饮食习惯普遍钙的摄取量偏低，而钙质是骨骼主要的架构元素之一，补充足够的钙质可促进幼童的骨骼生长发育，其实植物性深绿色藻类和蔬菜钙元素更易为人类吸收。 

蛋白质：   人类需要优质蛋白质、脂肪、维生素B 群及矿物质。蛋白质是建造组织的材料，由于身体组织不断地新陈代谢，例如红血球一百二十天就老化死去，小肠黏膜细胞约三天就脱落，随时需要新细胞来维持身体机能。然而过多与不足的蛋白质摄取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除了不偏食、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以外，如果能配合是少糖、少盐、少油，多喝开水、多吸收纤维和多运动。  
少糖： 糖容易引起蛀牙和肥胖的问题，尤其要注意减少精致糖类的摄取，例如市售含糖的饮料、饼干、零食等。  
少盐： 盐分摄取过高易造成心血管负担而引起血压高的问题，应避免食用腌制加工的食品或罐头。  
少油： 应多选择低脂肉类、低脂鲜奶，尽量选择清蒸、水煮、凉拌、炖或烤的食物，以减少油脂的摄取量。  
多开水： 每天应摄取六至八杯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要物质，可以调节体温、帮助消化吸收、运送养分、预防及改善便秘。  
多纤维： 以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取代包装果汁，以五谷杂粮取代精致米饭，就可以无形中增加膳食纤维量的摄取 。  
多运动： 每天最少用二十至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做运动，并不一定要到健身房或运动场才可以运动，其实利用行走或是爬楼梯，取代交通工具或电梯，就可以增加活动量和消耗热量。    食物尽量吃多样化，不偏食和不暴饮暴食，每种食物所含的营养素种类及含量皆不相同，所以为了健康每天必须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不用再担心因长期错误的饮食而导致许多的慢性疾病对健康的危害。不要害怕麻烦，多关心自己的日常饮食，您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活力！ 

07070707    
油脂类：   油脂提供脂肪、必须是脂肪酸，大致上可分为动物性及植物性油脂，摄取肉类的同时已经包含了动物性油脂，所以烹调时可以建议多使用高沸点的植物油，每日建议摄取量为1至2汤匙，因一公克油脂产生9大卡热量，很容易热量摄取过多而造成体重过重的问题，所以尽量注意减低油脂的摄取。而且要注意 Omega 3和 Omega 6 的平衡，椰子油可以作为这两者的平衡剂，除了亚麻籽油和紫苏油饱含 Omega3外，其他植物油都是 Omega 6。 



08080808    

  由于社会迅速发展，迎合市场，现代食品加工技术日新月异 ，种类繁多，快速调理及即食食品更应运而生。食品添加物的广泛使用，虽然改进了新鲜食品易腐坏、不耐贮藏及季节等问题，但同时也让人类生活在不知名的化学合成物下。农药的使用较易追踪和研究出来，但食品添加物随着加工、销售而大量分布在食品中，在长期食用下所产生的不良效果很难加以追究。   食品添加物中，除糖、盐、酒、醋等可算天然添加物外，有大部分从实验室、工厂或化学合成，如山梨糖醇、糖精广泛为代糖类等。 
  

食品添加物种类 防腐剂  : 加重肝、肾负担、具有致癌风险。 杀菌剂  : 可能会导致胃痛、呕吐、呼吸困难,    甚至具有致癌性。  抗氧化剂 : 对眼睛、皮肤有刺激性、能致癌。  漂白剂  : 导致过敏、腹痛、恶心及呕吐等症状。  保色剂  : 导致畸胎、突变、肝毒性及诱发癌症。  膨胀剂  : 导致头痛、呕吐、破坏呼吸系统、   骨质疏松及贫血等。 营养添加剂 :导致恶心、口渴、尿多及慢性中毒、加重肝、   脾、心、肾等器官负担。 着色剂  : 导至肝、肾毒性，头疼、心悸、癌症及   染色体变异。 香料  : 导致恶心，呕吐、呼吸急促、眩晕，抑制   中央神经系统，甚至休克、死亡。 

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慎选食物？  1. 选择合格厂家，留意厂牌较具信用者，或包装上有卫生机构检验合格之标示。 2. 注意一般产品标示上应有食品添加物的种类与剂量。 3. 注意食品的颜色： 所有食物中其颜色愈鲜艳 ，愈有可能掺入有害物质，如馒头过白等。 4. 注意食品味道： 一般为了增加食品的口味，常加入鲜味剂、香料和甜味剂等，采购时应找合格厂商。 5. 买水果和粮食不选标签表示数字为 8 开头的类别，因为 8 代表转基因( GMO )产品，而 9 代表有机产品的认证产品。 6.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多留一点用心，少一些贪心，不要认为食用过量的食品添加物的事件，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7. 开始学习注意产品背面标示的添加物。 8. 尽量选购少添加物的食品，选用天然食材。 9. 亲手制作一些天然的零嘴，例如自己煮红豆汤、绿豆汤，把甜汤冰冻起来，就成了美味的冰棒。 10. 勿将［添加物的味道］当成［食品的滋味］，说很好吃。 

认识食品添加物 



素食孕妇如何获取足够营养？ 1. 蛋白质摄取很重要 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的主要来源，具有建造组织的功能，准妈妈在怀孕期间必须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以供胎儿成长发育。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包括肉、蛋、奶、豆类食品，而素食准妈妈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蛋白质的来源则以植物性蛋白质为主。 为了满足孕期所需，营养师建议素食准妈妈应该多摄取奶、蛋及黄豆制品，其中黄豆制品  (如豆腐、豆干、豆浆)  所含的蛋白质 属于高生理价值，更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准妈妈为全素者，不妨在怀孕期间改吃奶蛋素，增加蛋白质的摄取来源，但若是真的无法改变饮食习惯，一定要多摄取含有高质量蛋白质的黄豆制品。此外，对于素食准妈妈而言，坚果类也是补充蛋白质与油脂的来源之一，建议偶尔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当点心，不仅能摄取到蛋白质，也能提供原料帮助宝宝合成DHA。 植物蛋白的含量要保证：种子和谷物、豆类、坚果、菇类、根茎类，这些都是高能量密度的食物，是含蛋白质较高的食物。一杯胡萝卜汁与一个鸡蛋有相同质量的蛋白质。  2. 多吃海藻类的食物 维他命B12的主要功能，在于促进红血球再生、维护神经系统健康，以及帮助脂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吸收，准妈妈如果摄取不足，容易出现恶性贫血、倦怠等问题。由于维他命B12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蔬菜类食物中仅有海藻类和紫菜含维他命B12，因此素食准妈妈较容易缺乏维他命B12，建议要多吃蛋、牛奶、海藻类、紫菜等食物。 如果素食准妈妈 (尤其是全素者) 担心维他命B12的摄取量不足，建议可适度补充综合维他命。B 族维生素在粗粮中含量最高。海带、海藻类、慈菇、全麦面、糙米、香菇、大豆、及各种发酵的豆制品等也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B12.  3. 聪明搭配补充铁质 怀孕期间，母体体内的铁质要大量供给胎儿造血，因此，准妈妈必须特别注重铁质摄取，尤其是在怀孕后期。一般来说，从植物性食物中所摄取的铁质比较不容易被人体吸收，这也就是素食准妈妈有时会出现铁质摄取略显不足的原因。 为了确实补充铁质，素食准妈妈除了要多摄取富含铁质的食物，如红凤菜、苋菜、紫菜、葡萄干、红枣、樱桃、葡萄、苹果，也别忘记搭配食用维他命C含量高的水果，如番石榴、西红柿、奇异果，以帮助铁质的吸收。另外，茶和咖啡则会影响铁质吸收，素食准妈妈最好少喝。 

4. 补充钙质 豆类、海带、黑木耳、芝麻酱含有丰富的钙。除此之外还应该多晒太阳，以帮助钙的吸收。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铁剂或含钙、维生素D和B12的药物。  5. 广泛选择各类素食 均衡营养是孕期健康饮食的关键，对素食准妈妈来说当然也不例外。所谓的素食者，指的是拒绝动物性食物而只吃植物性食物，但并不等同于只吃蔬菜水果，因此，素食准妈妈也应该均衡摄取五谷根茎类、奶类、豆蛋及面制品类、蔬菜类、水果类、油脂类等六大类食物，才能获得孕期所需的均衡营养。 

09090909    

撰稿人：寂馨  



  为了确实摄取到均衡营养，素食准妈妈必须广泛选择各类素食，从多种植物性食物中获得不同的营养素，以供应胎儿及自身所需，尤其奶、蛋及豆类制品可提供蛋白质，是荤肉食物的取代来源，更是孕期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如果素食准妈妈对自己的饮食内容有所疑虑或是吃全素食，建议可咨询营养师，以掌握正确的素食搭配技巧与营养摄取观念。   吃素的孕妇一定要保证摄入的热量能满足怀孕的需要。因为素食所能提供的热量明显要比肉类少。如果热量摄入不足，身体就会分解自身的蛋白质，从而影响孕妇自身及宝宝的生长发育。热量要足够。少吃白米，以糙米、黑米、红米、小米、燕麦、全麦为主食。少吃精白面，多吃全麦面。少吃寒性蔬菜，如冬瓜、白菜。多吃根茎类。 同时，孕妇还应注意食物的营养价值，多吃富含些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新鲜蔬菜、豆类、干果、麦芽等。   如果是纯素型，只要能保证饮食的品种及用量合理，也可以保证孕期的营养需求。而蔬菜素食型和水果素食型是不能满足孕妇和宝宝的营养需要的，这一点一定要引起注意。  
素食妈妈的饮食大计   不同于一般常饮食，素食妈妈对于肉类通常是敬谢不敏，那要如何才能从其他食物摄取足够营养呢？素食妈妈应如何规划孕期的饮食大计！  
怀孕初期   胎儿成长初期，准妈妈可以不用特别增加热量和蛋白质，但为了顾全胎儿的神经发育和DNA合成，叶酸必须摄取足够，若是有计划怀孕的女性，最好在怀孕前1个月就开始补充叶酸；素食妈妈可藉由食用深绿色蔬菜、豆类、五谷类及含有青花素的蔬果来获得叶酸，尤其绿叶蔬菜所含的叶酸又更为丰富。  
怀孕中期   迈入怀孕第二阶段，胎儿也进入器官发展期，此时准妈妈每日应比怀孕初期多摄取300大卡热量及10公克蛋白质，且维生素B6和维生素B12也要增加摄取量，才有助于胎儿成长。维生素B6较常出现在新鲜蔬果中，例如燕麦、全谷类、香蕉及深绿色蔬菜；相较之下，维生素B12几乎不存在于植物当中，但在蛋类、红肉及肝脏类等却蕴藏丰富，素食妈妈除了藉由食用蛋制品获得之外，也可以透过紫菜及海藻类摄取，且人体肠道能够自行合成维生素B12，所以素食妈妈一旦维持肠胃道健康，维生素B12就不会严重缺乏，且维生素B12能够储存于肝脏，用尽之后，还需经过约半年的时间，人体才会产生缺乏的表症，因此不需太过担心。 

  10公克蛋白质大约等于一杯250c.c.的牛奶（或是超市 的半盒嫩豆腐），怀孕五个月后，准妈妈每天可以多饮用一杯牛奶或优酪乳，做为每日增加10公克蛋白质的方式。    素食妈妈每天需喝两杯牛奶由于豆制品体积较大，素食妈妈若以豆制品做为三餐配菜，很快就会产生饱足感，虽有食用豆类制品欲补充蛋白质，但仍可能出现蛋白质摄取不足的问题，因此建议素食妈妈可以每天喝两杯牛奶，或是多吃一些蛋制品，借此补充缺少的蛋白质、维生素B6和维生素B12。    部分食用全素或奶素的准妈妈，可能会为了避免吃蛋，欲以口感佳的面筋食品代替，但面筋的蛋白质比例其实较无法被人体完全吸收，因此建议全素及奶素妈妈每餐尽量食用两份豆类制品，例如豆腐、豆干、豆包或豆浆，或是将主食改为全谷饭、红豆饭或糙米饭，都是可行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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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期   到了怀孕后期，准妈妈除了补充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之外，也别忽视了铁质、碘、锌及维生素E 等营养素，尤其生产时刻可能会经历出血，所以素食妈妈必须多加摄取含有铁质的食物。苏筱媛营养师指出，虽然存在于肝脏、红肉类的铁质吸收率比植物性铁质还要来得高，但人体会自行调整铁质的吸收率，因此素食妈妈可以在怀孕后期增加紫菜的食用量，同样也能获得不少铁质，另外像是深绿色蔬菜、葡萄、苹果及燕麦片，也都是适合素食妈妈食用的含铁食物，且建议在摄取这些食物的同时，可搭配柑橘类或维生素C饮品，加强植物性铁质的吸收率。    若素食妈妈时常会出现脸色苍白、头晕或疲倦等现象，有可能是缺铁性贫血的前兆，可主动要求医师检查储铁蛋白是否足够，医师也会视病况给予铁剂，但服用铁剂后可能会有便秘情形发生，实属正常现象，但若超过身体可负担的程度，应立刻停止服用。  
不建议食用过量素食加
工食品   相信素食者对于市售的素食加工食品一定非常熟悉，例如素大排、素鱼、素火腿等，虽然这些食物的食材来源并非真正的肉类，但所含的凝结剂可能是用动物胶皮制成，且钠离子较高，对健康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会让纯素者破戒。建议素食妈妈在选择素食加工食品时，可主动向商家询问店内是否有贩卖以大麦蛋白或豆蛋白合成的素肉，虽然口感不如精致素肉佳，但进入人体后也比较容易被吸收。    孕妇在怀孕期间对于营养的需求比平常多。譬如，可能需要更多的钙质、蛋白质、叶酸等。  

孕妇在怀孕期间对于营养的需求比平常多。譬如，您可能需要更多的钙质、蛋白质、叶酸等。但对热量的需求增加也仅仅在怀孕的十月中。实际上，您在此期间每天多摄入 300卡路里的热量就够了。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的孕妇需要很善巧的选择她们的饮食。如何正确、科学的摄取富含营养而又非高脂、高糖、高热量的膳食对于孕妇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以营养的全食物为基础的素食对怀孕期间的妇女而言是最健康的选择。您可以根据下表所列的元素来规划怀孕期间的膳食：    每日素食孕妇各类营养素的最小摄取量  全谷类 ：6份量  每份量 ：1片面包；1/2个圆餐包或贝果    (Bagel)；1/2茶杯量煮过的麦片、    米饭或意粉；1盎司即食麦片。  蔬菜  ：4份量  每份量 ：1/2茶杯量煮熟的蔬菜或1茶杯量生菜  水果  ：4份量  每份量 ：1/2茶杯量煮过的水果；1茶杯量生的水     果；1片水果；3/4茶杯量鲜果汁；     1/4茶杯量干果  奶代品 ：4份量  每份量 ：8盎司豆浆，豆荚、坚果、果仁：3份量     (1/2茶杯量熟豆；2大汤匙坚果、     果仁或坚果或果仁奶)      油；4盎司豆腐或天贝 
妊娠期之健康守则    

• 怀孕前要有健康的膳食。储存在体内的营养是将来孩子营养供给的源泉。 
• 保持稳定的体重增长。在怀孕后的第一个三个月中3到4磅，然后在之后的六个多月中每个月平均增胖3到4磅。 
• 定期看医生。 
• 限制摄入不含热量的高加工食品和甜品。计算您食物的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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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孕妇营养元素     撰稿人：寂馨  12121212      确定摄取足够的营养素，并特别留意以下各种营养素的摄取：   钙质：几乎所有食物都富含钙元素。请每天务必至少摄入4 份富含钙质的食物。这些包括：豆腐、深色的绿叶蔬菜、白菜、花椰菜、豆类、无花果、葵瓜子、芝麻酱、杏仁奶油、加钙豆浆及加钙麦片和果汁。 
维生素D：通常来说除非吃特别加有维他命D的食物，一般的膳食中是不能提供人体所需的足够维生素D。很多牌子的即食麦片都是加有维生素D的。不过，人体皮肤在接受阳光照射的情况下是可以自己产生维生素D的。如果孕妇的饮食中不能提供所需的维生素D的话，手臂及面部皮肤应每周至少让阳光直接照射2到3次，每次20-30分钟。 

维生素B12： 几乎所有植物食物中都不含维生素 B12。为获得此重要营养素的摄取，每天务必要食用一些加有维生命B12的食物。这些食物包括：早餐吃的即食麦片、一些肉类代用品、一些品牌的豆浆以及适合素食者吃的营养酵母。请在购买时认准有cyanocobalamin字样的营养成份，这是维生素B12可以被人体吸收的形式。标准的综合维他命与素食补充素都有维生素B12。 
铁质：以植物为主的膳食中都富含铁质。豆类、深色绿叶蔬菜、干果、赤糖糊、坚果、果仁及全谷类与强化面包和麦片等都含有许多铁元素。但孕妇在后半期对铁的需求非常大，不管她们的膳食以何种食物为主都需要吃铁的补充物。通常您的营养师都会跟您详谈有关铁的补充品。 
蛋白质：妊娠期的妇女对蛋白质的需求比正常多约30%。对于此时的孕妇究竟要摄取多少的蛋白质才足够往往是个争议，但大部分茹素的孕妇都会吃超过她们所需求的蛋白质量。有一个特别的研究指出吃全素的女性每天约摄取65克的蛋白质。其实只要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例如豆类、坚果、果仁、蔬菜和全谷物等就足够满足妊娠期的身体所需了。 

计划菜单 1. 以全谷物、豆类和蔬菜为主来计划您的菜单，适量的芝麻、小麦胚芽或营养酵母可以使您的菜肴更美味与营养。 2. 煮过的绿叶蔬菜是营养的主要来源，将之做成汤或煲都可以。 3. 干果和坚果做的零食可以补充您所需要的铁元素和其它重要营养素。 4. 不滥吃药物和含酒精饮料 



 早餐 ：  冷麦片加水果及豆浆、蔬果汁、小米或五谷粉  午餐 ：  全谷面包涂豆腐与生菜、色拉拌香草和柠檬汁、水果    晚餐 ：  扁豆煲饭加营养酵母与碎蕃茄、煮花椰菜、菠菜色拉。    零食 ：  杏仁拌葡萄干、水果、豆腐拌水果泥  
母乳喂养   喂母乳的素妈妈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同孕妇差 不多，仅需多摄取一些卡路里高的食物。    
素食食谱1    早餐 ：  1茶杯加有肉桂与葡萄干的麦片和半茶杯豆浆、   1碗燕麦加1汤匙杏仁奶油、半片葡萄柚    午餐 ：  全麦圆面饼、鹰嘴豆泥与切片蕃茄和莴苣、胡萝卜条    晚餐 ：  1茶杯烤豆淋上红糖浆、烤蕃薯、1茶杯蒸甘蓝  淋上柠檬汁、 烤苹果    点心 ：  香蕉豆浆奶昔、栗子、阿拉伯蜜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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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食谱2    早餐 ：  3片燕麦薄饼加苹果酱、加鲜橙汁 、 新鲜水果和  精力汤    午餐 ：  墨西哥饼卷：玉米粉圆饼加黑豆馅，上涂碎莴苣、  蕃茄与墨西哥酱、 tahini柠檬酱拌菠菜色拉    晚餐 ：中式炒糙米饭：糙米炒豆腐、花椰菜、豌豆  粒、荸荠和中大白菜、香瓜拌莱姆汁    点心 ：  干无花果、黑豆姜醋、小米、糙米奶或五谷粉饮料等 



怀孕期食谱：  
 
早餐：  
1．五谷粥  做法：黑豆、红豆、黄豆、黑米、小米、芸豆、莲子、绿豆、红皮花生、血糯米、玉米粒、糙米。这个粥就是有什么杂粮都可以放进去煮，每样一小把。黄豆一定要少量，怀孕期间不要吃太多，不然会导致肿痛。薏仁米是好东西，但怀孕期间不要吃，据说会动胎气。吃晚餐时把五谷泡上，睡觉前放进电沙煲里用文火去煮，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喝了。   
2．小米粥  做法：小米，红枣五、六粒，党参少量、黄芪小量。这几样放在一起，做火煮烂煮稠就可以喝了。在起锅前十分钟，可以加一把枸杞子进去。这个粥补气补血。   
3．五谷豆浆  做法：五谷豆浆就是五谷粥的料同样泡发后，放到豆浆机里去做成豆浆就可以了。   
4．红豆花生粥  做法：红豆、黑米、红皮花生。这三样是非常补血的食品，孕妇可以多吃，一定要是红皮花生，效果才好。   
5．蔬菜面  做法：菌菇，菠菜，西红柿，豆腐，面条。几样蔬菜洗净切好，菠菜先单独过一下水，然后放在一起倒入锅中炒熟。面条单独用水煮熟盛到碗里，蔬菜炒好后浇在面条上拌着吃就可以了。这个蔬菜面里的蔬菜，可以搭配不同的菜。菌类是好东西，一定要常吃。  

6．五谷丰登  做法：新鲜花生、马蹄、山药、红薯或紫薯、新鲜玉米  新鲜带壳的花生洗干净，马蹄洗干净不用去皮，山药洗净不用去皮，和薯类、玉米一起切段，全部放在蒸锅里蒸，一般蒸上二十分钟肯定熟了。吃的时候马蹄才去皮吃，山药不要去皮带皮吃，营养都在皮和须须上。这个不仅早餐可以配粥,也可以午餐或是晚餐当主食吃。   上面几样早餐，尤其是五谷粥和五谷豆浆，因为素食，植物蛋白质的摄入非常重要。如果担心蛋白质会摄入不够，可以买食用酵母粉来补充。另外，在喝粥时，一定要加核桃粉和黑芝麻粉，这两样东西买磨成粉的比较好吸收，多吃这两样东西可以促进胎儿的大脑发育，以及让宝宝的头发长得又黑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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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一定要要九点前吃完。早上七点—九点是肠道吸收营养的最好时间。    
午餐和晚餐：  这两餐的重点就是五色菜。五色菜指的就是五种颜色的菜，红、白、黑、绿、黄。比如，红色的红萝卜、西红柿、红菜椒等，白色的花菜、白萝卜、豆腐、茭白、芋头,芥兰等，黑色的黑木耳、香菇、茄子、紫菜、紫苷兰，绿色的西兰花、芹菜、青菜、绿椒、豆角、海带，黄色的土豆、黄菜椒、腐竹、玉米、黄花菜等。不同颜色的菜，对身体的功能有所不同。按颜色来搭配菜，是最简单的方法，大家选当季的买来做就可以了。吃素要想不缺营养，重点就是不挑食、不偏食，一定要什么都吃。大家根据这个基础自己来调配就可以了，吃够品种和数量了，就不会缺营养。  

15151515    

五色菜：红萝卜，黑木耳，芹菜，玉米粒，豆腐干。  做法：红萝卜去皮切片，木耳泡发滤干水，红萝卜用高温炒熟（红萝卜的营养一定要在高温下才能发 挥），依次放入黑木耳、芹菜、玉米粒、豆腐干，炒熟后加盐起锅就可以了。   五色菜可以任意搭配，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而已，五色菜是我每餐的必备菜。芹菜和紫菜这两样要常吃，补钙补铁好。芹菜的纤维也可以预防怀孕期的便秘。素菜的重点是搭配，下面是我一些常吃的菜的搭配，举例给大家，做法都很简单，基本上以小炒为主。  例：  
1. 紫菜西红柿汤：紫菜+西红柿，西红柿切片炒熟后放水，煮开后把紫菜放进去再煮开就可以了。  
2. 芹菜豆腐干：芹菜+豆腐干  
3. 南瓜蘑菇：小南瓜挖空清蒸，蘑菇炒后盛在小南瓜里。（蘑菇不要单一，什么菌类都放在一起。）  
4. 茭白菜椒：茭白+红菜椒+绿菜椒  
5. 芹菜炒木耳：芹菜+黑木耳+红绿黄菜椒  
6. 凉拌芹菜白萝卜：芹菜+白萝卜，白萝卜切丝，芹菜过水煮一下，和白萝卜丝一起放盐腌掉水分拧干，加点酱油和辣椒粉香油调味就可以了。 
7. 黑木耳海带：黑木耳和海带用水煮熟，捞起滤干水份，放香油盐醋酱油等调味。  



下面这些有比较详细的菜谱，也是平常做的菜。  
番茄炒豆腐： 材料：番茄一个，豆腐一块，毛豆小把，盐，番茄酱。  做法：番茄酱放入小碗中加少许清水稀释。将豆腐洗净切小块，番茄洗净切滚刀块，毛豆洗净备用，把豆腐和毛豆分别在沸水中焯烫。炒锅倒入适量油，烧热，放入姜片爆香，再放番茄块翻炒，最后加入豆腐炒熟，放入毛豆和番茄酱汁、盐、炒匀即可出锅。  
香菇煸芹菜 材料：香菇，芹菜，盐适量、素蚝油  做法：香菇切片，芹菜斜着切片。将芹菜用开水焯一下取出备用。锅里倒少许油，放入香菇慢慢煸炒出水分。倒入素蚝油，并加入少许糖、盐。放入芹菜片略翻炒即可。  
辣椒炒苦瓜  材料：苦瓜、红尖椒、豆豉 做法：苦瓜洗干净，顺长轴从中间切成两半，用勺子把籽和瓤挖出扔掉，长轴垂直的放向下刀切成厚片。 红尖椒洗干净，切成斜刀片。净锅内倒入油，油温升至4成左右，放入苦瓜片过油，然后倒出沥干油。苦瓜用热开水焯水，去掉油分。锅内倒油，放入尖椒煸香，放入苦瓜片煸炒，放豆豉碎煸炒。调味盐、素G粉、糖，略微炒一会儿出锅装在盘内即可。   
白灼芥兰 做法：先把芥兰择洗干净，根部用小刀刮去表皮。 做法：鲜姜切丝备用。把洗净的芥兰放到沸水里烫熟，捞出待用。炒锅放少许花生油烧热，放姜丝，稍煸出香味。放入糖、生抽、酱油调好口用铲子文火搅动，闻到香味了即可。将汤汁淋在盘底，再把芥兰整齐摆放装盘。  

豆豉虎皮青椒  材料：青椒、豆豉、油、盐、糖、生抽、醋 做法：炒锅倒入油（比平时炒菜多一点点），大火烧至八成热，改中火，放入青椒。 用锅铲背压住青椒在锅底划圈，然后再翻炒，再划圈。直到青椒变软，表皮有金黄色的焦皮泛起后留锅中底油，将青椒盛出备用。炒锅中放入豆豉爆香，加入青椒、少量水、盐、糖、生抽、醋、素G粉，将调料炒匀即可，注意不要翻炒过度不然青椒会过老。  
丝瓜毛豆汤 材料：丝瓜，鲜毛豆仁，素G粉 少许 做法：鲜毛豆仁洗净备用；丝瓜洗净，切块备用。锅中放入三碗水（750毫升），煮沸后加入一勺素鸡精高汤料、加入毛豆仁、丝瓜块，中火煮8－10分钟即可。 特点：丝瓜全身都是宝，使皮肤洁白、细嫩，故有美容功效，是女士的心头好；同样，解毒消暑、营养丰富。毛豆富含蛋白质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两者搭配，爽口健康。   
冬瓜金针菇汤  材料：冬瓜，金针菇，裙带菜（或紫菜）素G粉（素高汤）  做法：冬瓜削皮切片，金针菇洗净，锅中放入三碗水（750毫升），煮沸后加入水，加入冬瓜、金针菇、裙带菜，煮约15分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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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拌豆腐的做法  材料：香椿、豆腐、盐、香油  做法：烧一锅水，水开后放少许盐，放入香椿氽烫一会儿。将烫好的香椿用清水过凉，切成香椿末儿。豆腐切块，撒上香椿末儿，加盐、香油调味儿即可。   
芥菜炒毛豆 材料：芥菜、毛豆仁、姜、盐、素G粉、糖适量。  做法：将芥菜洗净剁碎、用盐腌制半天、（或放入开水中焯一下取出切碎），毛豆煮熟备用；坐锅点火倒油，下姜丝炒香，放入芥菜煸炒一下取出装盘加盖焖一会；加入煮熟的毛豆仁，（亦可加入炒熟后的香菇丝，红椒丝、颜色会更好看。）撒上盐、素G粉、白糖拌匀装盘，即可。   
茭白炒马蹄 材料：马蹄、茭白、小红椒、适量。  调料：植物油、盐、素G粉、油、醋、糖、姜各适量。  做法：将马蹄洗净去皮切丁；茭白洗净切丁、小红椒切丁、葱姜切末。 坐锅点火倒油，油热放入葱、姜末、煸出香味。 放入马蹄、红椒、茭白丁、盐，加少量的糖、醋、素G粉、翻炒出锅再洒上点芝麻即可。   
茄子鱼的做法 原料：长形茄子两个、姜丝、香菜、红椒适量  做法：将茄子削皮一分为二，做出鱼的型状，泡入水中10分钟取出挤净水分放入油锅炸透捞出，锅内留少许油，放入姜丝、红椒丝炒香。再放入炸好的茄子鱼，放入酱油、盐、少许水煮开后，收汁勾芡出锅撒上香菜装盘。  

红糖“煎”苹果  材料： 苹果1-2个，红糖2汤匙，水1汤匙  做法： 锅中倒入红糖和水，小火，慢慢的将其烧融。放入切片了的苹果，依然用小火，慢慢的两面“煎”； 直煎到两面色泽很深，苹果略微脱水的样子就可盛起食用（这甜品女性在生理期后可以吃。）   在吃这些素食时，可以买三样油回来，橄榄油、芝麻油、亚麻籽油。有条件的，可以用橄榄油来炒菜;  没有条件的，这三样油轮番用来拌在一个菜里吃或是放在粥里喝下去，对身体是特别好的。等宝宝出生后，如果是母乳喂养，这三样更不要断，你吃了就是孩子吃了。等孩子可以吃辅食的时候，也轮番在他们的辅食里加上一、二滴给孩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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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苹果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脾胃虚寒型的慢性腹泻者需用锡纸包裹、煨熟吃  富含最多果糖、有机酸、果胶、微量元素：  1. 果胶：属于可溶性纤维，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胆固醇水平、促进脂肪排出。 2. 微量元素：钾扩张血管、有利高血压患者；锌缺乏会引致血糖代谢紊乱与性功能下降。  3. 可调理肠胃：纤维物有助排泄；对腹泻也有收敛作用。  4. 苹果皮+数片姜煮水：可止呕吐。 5. 秋季润肺糖水：苹果/梨数个+1两百合+石斛15克+南北杏9克。 可减梨之寒，强化润肺润胃。 

  
04 梨  百果之宗，清热佳品  性质带寒/体质虚寒、寒咳者不宜生吃，必须隔水蒸、或放汤、或与药材清炖。  天鹅梨、香梨、贡梨偏凉；皮粗的沙梨和进口啤梨更寒凉。吃多了咽喉痛。  南北杏、梨（带寒）+银耳（偏凉）煮糖水，治声沙口干，但较适合本身带实热、或虚火需要清热之人。  南北杏、梨（带寒）+川贝母9克煮糖水，强补肺气。  南北杏、梨（带寒）+百合煮糖水，养阴安神。 

03 西瓜  强壮实热之人适宜。 性质寒凉/胃寒、孕妇、身体略燥热底子寒虚之人不宜。  不慎吃多了见晕作闷，可含一片生姜解救。  

02 木瓜（万寿果）  蛋白分解酵素。  味甘、性平、微寒  1. 所含酵素近似人体生长素，多吃保持青春。  2. 蛋白酵素有助分解蛋白质和淀粉质，对消化系统大有裨益。 3. 助消化之余能消暑解渴、润肺止咳,对感冒咳痰、便秘、慢气管炎有帮助。  4. 木瓜+柿饼煎服，可治气喘性咳唆  5. 熟木瓜去皮+蒸熟+蜜糖，治肺燥咳嗽  6. 生木瓜绞汁或晒干研粉，可驱虫。  

下面是各种水果的属性功效供参考 

06 猕猴桃/奇异果  防癌有道。 性寒凉。 宜饭后吃的水果。 咳嗽时进食可能会加重病情。  1. 维生素C比苹果高20-80倍，比柑橘高5-10倍，这种抗氧化物可有效阻止致癌物质亚硝酸安在人体内形成。  2. 调中下气。滋补强身、清热利尿、清胃润燥。  3. 治内热心烦、防治坏血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癌症等。  4. 对于医治消化道癌症和肺癌有很大帮助。  

05 05 05 05 芒果     少数的富含蛋白质水果之一，多吃易饱。  性平味甘、解渴生津。不宜多食，有药用价值。  性质带湿毒、有皮肤病或肿瘤、避免进食，未熟的可能治过敏，哮喘禁忌（湿疹/流脓/妇科病/水肿/脚气--湿者再进食芒果会加重）。  

1. 润泽皮肤和眼睛。 

2. 解毒消滞、降压。 
3. 治晕船。孕妇止呕。  



07070707    山竹     性至寒，体质虚寒者少吃尚可， 多吃不宜。更勿与西瓜、豆浆、啤酒、 白菜、芥菜、苦瓜、冬瓜荷叶汤等寒凉物同吃。  不慎吃过量，用红糖煮姜茶解之。  

13131313    龙眼     滋补非人人宜吃，内热、痰火不应多吃。  痛风者吃过量引发关节肿痛，本身带热哮喘者吃引发肺热咳嗽，燥热、皮肤病、胃胀不宜多吃。 晒干后养血安神、对于心血不足（无端心跳、易倦者）失眠者有很大疗效。  
10101010    荔枝     惹火尤物，壮阳，实热阴虚火旺者（皮肤病、口干舌燥、失眠）不宜吃。  痛风、糖尿病者不宜多吃。 体质平和或虚寒者可饱享。  吃过量者，吃性寒的西瓜或喝一碗荷叶冬瓜水。  

09090909    榴莲     性质热而滞/癌症或康复者、皮肤病或阴虚肝热者戒口。 虚寒进补用，体质虚寒者吃可壮阳助火。  产后虚寒者可做补品。 吃过量可立即吃几个山竹化解。  

08080808    菠萝     生津和胃，性质湿热。气管或支气管敏感的病人戒食。  需浸盐水让部分有机酸分解，减少其毒。  

1. 富含纤维，能刺激肠道。具收敛作用，酌量不会腹泻可帮助止泻。  

2. 健脾胃、固元气。菠萝脘在胃中分解蛋白质、帮助消化。  吃后感到喉部不适就是过敏症状、需喝一杯淡盐水稀释致敏成分。  

14141414    柿子     全身都是宝。胃甜性寒/身体虚弱、脾肾虚寒、外感风寒者忌。最好去皮吃。 

1. 含维生素和糖分高于一般水果1-2倍。 消热去烦、止渴生津、润肺化痰、治疗热咳。  
2. 柿蒂主治呃逆、夜尿。  
3. 柿叶茶含大量维C，降压、保护心血管、治失眠。  
4. 柿饼性质平和、润肺理气。 
5. 柿饼上的糖霜：喉咙咽干和口腔炎的特效药。  

11111111    椰子     性质温和，体内热盛者不宜。  椰肉可补阳火、强健身体，适合身体虚弱、四肢无力、容易疲倦者。  脂肪和蛋白质含量多。  椰子糯米炖鸡，有补益功效。  椰子水+沙参+百合+石斛=清热养阴  椰子水+冬瓜子=泻肺火   
12121212    柠檬     女性水果，胃病者不宜饮柠檬茶。  

1. 柠檬汁+暖水+盐=祛痰功效、比橙和橘强。  

2. 感冒初期：柠檬+蜜糖冲水=舒缓喉痛/减少喉咙干涸不适。  

3. 可安胎、美颜、去斑、防止色素沉着、改善子宫前倾、子宫韧带松垂甚至闭经。  
4. 清柠可降血压胆固醇、改善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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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19    枣     滋补强身。 蛋白质、糖分丰富。通血管、降血压。鲜枣维C含量比柠檬高10倍。  红枣：补血力最强，但也较燥  南枣：偏于养阴补血。  酸枣：养血。  鲜蜜枣/金丝蜜枣：润肺/胃  慢性肝炎方：红枣煮鸡骨草和土茵陈。  

22222222    樱桃     性温带补/心火过旺、燥热喉痛者少吃为宜。  补血固肾：  

1. 铁含量果中之冠，可补血。患贫血、血色素低或须壮阳的人吃后利口利腹。  

2. 樱桃引发的虚火，饮蔗汁解之。  

3. 周身是宝，核可透发麻疹、使病毒不致困在体内。  

4. 叶可解蛇毒，根可驱虫。  现化学污染重，味道越甜、个子越小受害越深，应用盐水浸5-10分钟再吃。  

15151515    香蕉     味甘性寒，适合燥热人士，体质虚寒、 脾虚滞泻、寒咳不宜（胃寒/肾炎/ 怀孕期脚肿不宜）。  降压通便，淀粉质丰富。 
1. 清热润肠、促进肠胃蠕动。 
2. 钾丰富、降血压。  
3. 香蕉炖冰糖=医治久咳。  

16161616    番石榴     味甘性平/除湿止泻。 肝热人应慎防便秘，去核吃或配合纤维丰富的柚子等水果。  生津止渴、除烦止泻、 驱虫、调节尿糖。  
17171717    甘蔗     本身带凉，清心润肺，体质虚寒不宜 多饮。  黑皮蔗：温和滋补，喉咙热盛者不宜；  青皮蔗：味甘性凉，解肺热和肠胃热。  寒痰者（白而稀）勿饮。  

1. 润喉生津、解除心胸烦热、口干舌燥  
2. 小儿出水痘麻疹时，当水冲饮。  青皮蔗+白茅根+红萝卜煮水=清热。  

18181818    甜瓜（密瓜))))     体质虚寒/哮喘者不宜。止咳又惹咳 。会令人热上加热或寒上加寒。 ( 眩晕、月经及白带量多者忌食。 ) 

20202020    无花果     健康大使，可治溃疡。  果肉含钙、磷、镁、 铜、锰、锌、硼多种必须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1. 主清利咽喉、开胸膈、清痰化滞。 
2. 加速伤口复原、对消化道溃疡有疗效。 
3. 医治痔疮出血、对大肠癌有辅助作用。 
4. 含抗氧化物、抗衰老。  
5. 含果胶和纤维、吸附肠道内有毒物质，有排毒作用。  
6. 与苹果一样，双向调节肠胃，脾虚泻滞吃可止泻；便秘吃润肠通便。 
7. 培干磨粉有助胃溃疡愈合。  
21212121    西红柿     开胃但湿毒。味甘性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但性质湿而带毒，不适合痛风、风湿骨痛、湿疹及皮肤病、肿瘤患者。风疹戒吃虾蟹、西红柿。  肠胃虚寒腹泻者、寒咳（喉痒痰白）者最好煮熟吃。  

1. 含丰富维生C，煮时不易破坏，易被人体吸收。  
2. 高血压患者辅助食疗。  

20202020    



23 葡萄  补血固肾，强壮体质。 性质较樱桃平和。  肺虚咳嗽、胎动不安、肾炎患者特别适合吃葡萄或葡萄汁补身。  皮和果肉、核都很有益，所含维E、B12、P、C对心脏甚有利。  

27 南北杏  护体。 性质平和、润肺止渴。  1. 鲜杏含丰富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A和C、钙、磷、铁、儿茶素，可帮助对抗癌物质及游离基的侵袭。  2. 杏仁糊帮助排便、止咳润肺。  3. 银杏中也含小量氢氰酸，不宜大量生吃。生吃十数粒，有清热之效。  4. 银杏有降胆固醇、固肾、止咳之效。 虚寒者:将银杏煨熟配药。  

21212121    

26 橙 抗癌食品，化痰顺气。  热咳（痰浓浊口干）最宜吃橙柑橘，寒咳（喉咙痕者）须避忌。  1. 维生素C丰富，增强抵抗力，名副其实的保安康抗氧化剂。  2. 顺气化痰、清热生津、健脾开胃。  3. 陈皮：维C和胡萝卜素比果肉多，内含挥发油促进肠胃蠕动，排除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福建陈皮更平和，增加胃液分泌、促进痰排出，消炎利胆。  感冒时作呕作闷：陈皮老姜煮粥。  咳嗽痰多：鲜橙连皮煮南北杏（冰糖）。  

25 柚子  润肺止咳。性质平和、润肺止咳。  1. 含丰富纤维质（天然通便剂）、维生素C(天然泻剂)、 维生素P，促进肠道蠕动。  2. 所含果胶可降胆固醇、维P增加血管弹性、维C能通便 兼对抗令人衰老的游离基。  3. 果汁中含类似胰岛素的物质、降低血糖。  经常感冒、咳嗽、气管敏感者：鲜柚留皮去核+正北杏、 贝母、未经漂染银耳各一30克+蜜糖炖，强健肺部。  

24 水蜜桃  补血养颜。性温，多吃会令人体内热过盛、胃胀胸闷。  1. 含丰富铁质、增加人体血红蛋白数量；  2. 含较多脂肪和蛋白质；  3. 桃肉美颜；  4. 桃仁活血化淤、平喘止咳，但过量和行经期间不宜；  5. 桃树流出来得树胶是一味糖尿妙药，可强壮滋补、调节血糖水平；  6. 桃花可煮水洗面、沐浴、饮用；  7. 桃子榨汁+淘米水洗面润泽肌肤。  



维他命    Vitamin 22222222    

B1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促进成长、帮助消化、维持神经组织、肌肉、心脏活动的正常、减轻晕机、晕船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情绪低落丶肠胃不适丶手脚麻木丶脚 气病丶厌食丶便秘丶水肿丶疲倦。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酵母、米糠、全麦、燕麦、花生、 大多数种类的蔬菜、麦麸、牛奶。 
B2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促进细胞再生、促使皮肤、指甲、毛发正常生长、消除口腔炎症、促进视力、帮助代谢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口腔、唇、皮肤、生殖器的炎症、眼睛充血、易流泪、易有倦怠感、头晕、阴道瘙痒、口腔溃疡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奶类及其制品、胡萝卜、酿造酵母、香菇、紫菜、鱼、芹菜、橘子、柑、橙等 

A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维持视觉、促进生长发育、维持上皮结构的完整与健全、加强免疫能力、清除自由基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暗适应能力下降、夜盲，结膜干燥及干眼病、粘膜、上皮改变、生长发育受阻易患呼吸道感染、味觉、嗅觉减弱，食欲下降、头发枯干、皮肤粗糙、毛囊角化，记忆力减退、心情烦躁及失眠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菠菜、苜蓿、豌豆苗、红心甜薯、胡萝卜、青椒、南瓜、奶及奶制品（未脱脂奶） 
B3B3B3B3（烟酸）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促进消化、保持皮肤健康、预防缓解偏头痛、促进血液循环、血压下降、减轻腹泻、治疗口腔炎症、口臭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癞皮病、体重减轻，疲劳乏力，记忆力差、失眠等、肢体出现对称性皮炎、乏力、烦躁、抑郁、健忘及失眠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花生、黄豆、大白菜、大米、菠菜、小麦粉、蛋类 、玉米（黄）、牛奶。 

B4 ( ( ( ( 胆碱 )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1.促进脑发育和提高记忆能力； 
2.保证信息传递； 
3.调控细胞凋亡； 
4.构成生物膜的重要组成成分； 
5.促进脂肪代谢； 
6.促进体内甲基代谢； 
7.降低血清胆固醇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生长迟缓，骨和关节畸变，死亡率增高。引起肝硬化、肝脏脂肪的变性、动脉硬化，也可能是引起老年痴呆症。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蛋类、绿叶蔬菜、啤酒酵母、麦芽、大豆卵磷脂、花生、蔬菜。 

B6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与维生素B1、B2合作，共同消化、吸收蛋白质、脂肪；与铁合作制造红血球、参与胰岛素的合成，防治糖尿病、治疗肝炎、肝硬化有重要作用、降低血胆固醇、防治血管硬化、提高免疫力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一般缺乏时会有食欲不振、食物利用率低、失重、呕吐、下痢等毛病。严重缺乏会有粉刺、贫血、关节炎、小孩痉挛、忧郁、头痛、掉发、易发炎、学习障碍、衰弱等。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酵母粉、米糠或白米、马铃薯、甜薯、蔬菜中。 



维他命    Vitamin 23232323    

B5（泛酸）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制造及更新身体组织、帮助伤口愈合、制造抗体，抵抗传染病、防止疲劳，帮助抗压、 缓和多种抗生素副作用及毒素、舒缓恶心症状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疲倦、忧郁、失眠、易患十二指肠溃疡 、消化不良、低血糖症、过敏。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牛奶、豆浆。 

C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合成Collagen（胶原蛋白）-以形成软骨、骨质、牙釉质及血管上皮的重要基质、促进脯胺酸转变为氢脯胺酸之反应、维持结缔组织之正常、参加体内氧化还原反应、制造肾上腺类固醇激素、增进伤口愈合及增加对受伤及感染等压力的感受力、解毒作用、改善心肌功能、对抗游离基，有助于防癌，降低胆固醇，防止坏血病。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胶原蛋白不能正常合成、坏血病、牙龈萎缩、出血、发生动脉硬化、贫血、人体的免疫力下降。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樱桃、番石榴 、红椒、黄椒、柿子、青花菜、草莓、橘子、芥蓝菜花、猕猴桃。 

B12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促进红细胞的发育和成熟、可以增加叶酸的利用率，促进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消除烦躁不安，集中注意力，增强记忆及平衡感。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恶性贫血、月经不顺、恶心，食欲不振、唇、舌及牙龈发白，牙龈出血、头痛，记忆力减退、引起有核巨红细胞性贫血（恶性贫血）、眼睛及皮肤发黄。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蛋类、牛奶、乳酪、乳制品。 

B9 (叶酸)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可防止新生儿体重过轻、早产以及婴儿腭裂（兔唇）等先天性畸形、抗肿瘤作用、对婴幼儿的神经细胞与脑细胞发育有促进作用、可作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辅助治疗剂。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小肠疾病、营养性巨幼细胞性贫血好发于妊娠期和婴儿期、食欲减退、腹胀、腹泻及 舌炎。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 豆荚、蘑菇等、橘子、草莓、樱桃、香蕉、柠檬、桃子、李、杏、杨梅、海棠、酸枣、山楂、石榴、葡萄、猕猴桃、梨、胡桃等。 
B17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影响对癌病的抵抗力 。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过量B17中毒症状包括头痛、乏力 和头晕，有时还伴随低血压。含有的氰化物可以破坏癌细胞 .帮助缓解关节炎疼痛和降低高血压 。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扁豆、豆腐、黑豆、豌豆、燕麦片、南瓜子、奇亚籽、毛豆、菠菜、青花菜、芦笋、四季豆、杏仁、鹰嘴豆。 

D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提高肌体对钙、磷的吸收、促进生长和骨骼钙化，促进牙齿健全、通过肠壁增加磷的吸收、维持血液中柠檬酸盐的正常水平、防止氨基酸通过肾脏损失。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小儿佝偻病、手足搐搦症、骨软化病、骨质疏松症、缺钙。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酵母和蘑菇。 



24242424    维他命    Vitamin 
E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延缓细胞因氧化而老化、供给体内氧气、防止血液凝固、减轻疲劳、加速灼伤的康复、防止流产、降低患缺血性心脏病的机会、有助于减轻腿抽筋和手足僵硬、局部性外伤的外用药(可透过皮肤被吸收)和内服药，皆可防止留下疤痕、抗衰老作用。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红血球被破坏、肌肉的变性、贫血症、生殖机能障碍。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猕猴桃、坚果类（包括杏仁、榛子和胡桃）、麦芽、大豆、植物油、芽甘蓝。 
H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头皮屑多、少白头、掉发、肤色暗沉、皮炎、忧郁、失眠、容易瞌睡、肌肉胀痛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促进脂肪代谢、促进汗腺、骨髓、男性性腺、皮肤、毛发生长、预防白发、脱发、减轻湿疹、皮炎、缓和肌肉疼痛。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蛋黄、牛奶、水果、糙米、小麦胚芽、啤酒酵母、酵母菌。 
K 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功能作用: : : : 防止新生婴儿出血疾病、预防内出血及痔疮、减少生理期大量出血、促进血液正常凝固。  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缺乏症: : : : 新生儿出血疾病、小儿慢性肠炎、热带性下痢、低凝血酶原症、牙龈出血、流鼻血、尿血、胃出血及瘀血等症状。  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富含食物; ; ; ; 乳酪、优酪乳、优格、海藻、紫花苜蓿、菠菜、甘蓝菜、莴苣、花椰菜，豌豆、香菜、大豆油,螺旋藻,藕。 

1. 黑眼圈黑眼圈黑眼圈黑眼圈    ：：：： 
缺维生素A、C、E 
 

2. 出现色斑、黄褐斑出现色斑、黄褐斑出现色斑、黄褐斑出现色斑、黄褐斑    ：：：： 
缺维生素C、E、叶酸 
 

3. 皱纹出现早、多皱纹出现早、多皱纹出现早、多皱纹出现早、多    ：：：： 
缺维生素A、C、E、硒 
 

4. 皮肤无弹性、无光泽皮肤无弹性、无光泽皮肤无弹性、无光泽皮肤无弹性、无光泽    ：：：： 
缺维生素B1、B2 
 

5. 皮肤干燥、粗糙毛孔粗大皮肤干燥、粗糙毛孔粗大皮肤干燥、粗糙毛孔粗大皮肤干燥、粗糙毛孔粗大    ：：：： 
缺维生素A、B6、锌 
 

6. 发育迟缓发育迟缓发育迟缓发育迟缓        ：：：： 
缺维生素A、B1、B2 
 

7. 视力差、怕光、干涩视力差、怕光、干涩视力差、怕光、干涩视力差、怕光、干涩    ：：：： 
缺维生素A、B1、B2、硒 
 

8. 虚汗、盗汗虚汗、盗汗虚汗、盗汗虚汗、盗汗    ：：：： 
缺维生素D、钙、铁 
 

9. 舌头紫红、嘴角烂舌头紫红、嘴角烂舌头紫红、嘴角烂舌头紫红、嘴角烂    ：：：： 
缺维生素B3、B6 



小苏打     蔬果残留农药，通常的办法只有多泡水，一项新研究发现，竟然只要一包几十块钱的小苏打粉就能去除残留农药和自来水中的氯气。    小苏打粉一汤匙泡水，水变成微黄颜色，再把水果蔬菜放进去清洗。这样浸泡2到3分钟就可以吃了。   2分钟去掉农药，再看看它怎么去除自来水中的氯。小苏打粉能除农药又能除氯，其实很简单，小苏打粉就是碳酸氢钠粉，化学式是NaHCO3，Na是钠带正电，放到自来水里面，会跟水中带负电的氯结合变成氯化钠，也就是盐巴，这解决了自来水氯毒的问题。再来就是H 氢，氢带正电加入水中会结合带负电的水分子O2，变成OH弱碱水，一般大部份的农药都是酸性，因此弱碱水中和酸性之外，还能加速去除附着在蔬果上的农药。    小苏打粉还有一个妙用，烫青菜前加一点，可以防止叶绿素流失，烫好的青菜比较不会变黄。  
小苏打粉有分类： 
• 食用小苏打粉--价格适中，适用烹煮、个人清洁、美容、清洗食用杯碗盘用。   
• 工业用小苏打--价格便宜，适用拖地、洗衣、清洁家居用。    由于用苏打粉洗东西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几乎不需任何技巧，而且冲洗时非常省水，不仅不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污染，同时小苏打的除臭效果非常好，因此美国人就经常将其运用在家事或料理上，而在日本，使用小苏打也慢慢被用于一般人的生活之中，对于去除居家环境污垢或是臭味，甚至是其他功效来说，小苏打可说是实现优质生活的必备利器，目前在美国、日本都有许多团体推广使用小苏打来做居家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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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 放洗衣粉的同时，可试着倒入2/3量米杯的小苏打粉，可以增强洗净力，让衣物洗得更干净，且不会伤衣料。 
• 将抹布沾小苏打溶液后拧干，用以擦拭门窗、门把、厨房、冰箱、流理台、卫浴设备、地板、洗脸盆、金属水龙头....等各种设备，然后再以拧干的清洁湿抹布擦过，即可使冰箱、流理台、金属水龙头...等，永远保持光亮如新。 
• 将橘子皮或是橙子皮入锅中，加水覆盖煮沸后，以小火煮约15分钟，然后再加苏打粉，水和苏打粉的比例大约200：1，就可以用来擦拭餐桌，甚至比较油腻的排油烟机或是瓦斯炉。一擦就干净，还带有淡淡的水果香，而且让我们在清洁环境时，避免毒害污染，又可以废物利用，何乐而不为呢? 
• 家中如果有正在成长中的小朋友，他们都很喜欢用蜡笔到处乱涂乱画，而造成污迹无法以水去除，用油漆溶剂虽可去除，但此法会剥去涂料而使表面受损。如果改用小苏打则最为适合，可将拧干的湿布沾些小苏打用来擦拭，即可丝毫不伤家具，把蜡笔污迹完全去除。 
• 以抹布或植物菜瓜布沾小苏打溶液洗涤碗筷餐具，可迅速而切实的除去油污，冲洗又容易，不但省水，而且又不留有清洁剂的残留问题，因为它也可以吃，完全无毒，所以纵使没充分冲洗干净也无所谓。 
• 以微湿的手指或海绵沾取少许小苏打粉，用以擦拭沾有茶垢的部分，就可轻松去除茶垢，效果绝对比任何方法或清洁剂都来得快速，而且完全不会刮伤杯子茶具又省水。 
• 将抹布或拖把浸入小苏打水中，扭干后再擦拭地板，再将拖把以清水洗净，然后擦拭一、二遍即可。  
计算机键盘、电器盖板保养 
• 隔了一段时日后，计算机键盘、电器开辟盖板上常形成一层难以去除的黑垢，若将布浸入小苏打水中，扭干后用以擦拭计算机键盘、电器盖板。  
电磁炉保养 
• 电磁炉表面常会有些加热食物时所溅出的菜汁，以及日久后油烟与灰尘的污垢，如果用小苏打溶液润湿的抹布擦拭一遍，稍待一、二分钟，再用清洁的湿抹布擦拭一次，即可保持清洁光亮如新。 

除臭 
• 厨房垃圾桶常有异味，可在垃圾桶里，撒些小苏打粉，不仅消除臭味还可抑制造成臭味的微生物繁殖。 
• 用小碗装些小苏打粉，置于鞋柜、衣橱角落，每三个月更换1次即可，效果绝对比一般除臭剂好 。 
• 穿鞋之前，先在鞋内洒些小苏打粉，可避免脚臭的发生，在洗鞋子时，内部也更容易清洁。  
园艺 
• 将小苏打水喷洒在叶片上，再以湿抹布擦拭，可使盆栽的叶片充满光泽；用较为稀释的小苏打水浇于绣球花根部，可使花色更为深蓝。  
胃酸过多 
• 如果觉得胃部灼热，甚至疼痛时，可以一小匙(约0.5公克)食用小苏打，加一杯(约200CC)温开水，缓慢喝下(有点咸味)，过一阵子，会有胃酸与小苏打中和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从口中逸出，所有的症状立即可以获得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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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diagnosed with Stage 4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metastasis in August 2014. Doctors  
prescribed immediate surgery. Possible side effects: impaired nerves, vision, taste buds, facial  
muscles. Medicine for life. Life can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that. It put me off. I searched for  
alternatives.   
I had no knowledge of holistic, non-invasive therapies. I had to learn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Today I practice Integrated Healing, Gerson Therapy, Rejuvenating Qi Gong. Eat vegan 
foods, organic foods, juices. Travel periodically to detox camps. I can live normally. My qual-
ity of life is not compromised.  
I know what suffering from cancer means. I do not want others to suffer. Many are not aware  
of alternative support therapies. Unfortunately, these therapies are not covered by medical  
insurance. Organic foods, vegan foods, juices are costly as well. Many people cannot afford 
these supporting therapies. I want to do my best to help by raising funds for them. I want to 
show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supporting therapies I received at Kampung Senang.  

Foo Sey Thong, 64 

 
Many cancer patients I know are old. They have no families. They live alone. They need help.  
It is heartbreaking to see them suffer. So whenever I can, I volunteer. I provide them with  
companionship. I accompany them to their therapy sessions. Eventually, when some of them 
pass on, I help with their funeral arrangements. 
I want to raise awareness of cancer. I want people to know they can prevent cancer. Simply 
by changing what they eat. Simply by changing how they live. I want cancer patients not to 
give up hope. They can overcome cancer by doing likewise. By accessing holistic natural 
therapies that are gentle on the bodies and mind.  Most importantly, I want people to be able 
to afford these therapies. 
Why I cut for compassion? I want people to realize they can do something about cancer to 
make thi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selves. For their loved ones. 

Yeo Theong Kim (Johnny), 51 

Why I Why I Why I Why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