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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曾受苦及根本不需要面對死亡
及不知有種簡單，

安全及有效的醫治方法的患者；
那些選擇上蒼認同的途徑，

那些免於舊病痛及結果擁有新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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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這一代與將來的一代能擁有健康的知識以能使他們
遠離疾病。

目前因不適當的生活及飲食習慣，人們正在破壞自己及
孩子的健康。以前一些只有成年人可感染的疾病，現在
已發現在嬰兒身上。醫院裡滿是患了慢性老化病症及醫
學也未能解釋的疾病的病人。其實如果我們能培養健康
的生活習慣，這些疾病是能避免的。

身為父母者，擁有健康是一位嬰孩的專有權。懷孕之前
，潔淨及滋養您的身體，用人奶哺養他們。不要讓您的
孩子食用零食與化學加工食物。

您的身體是能“自治”和“自愈”的。別人不能幫您治療您的痛苦。只有當您的身體
排除了毒素和擁有正確足夠的營養才能抵抗病菌。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有足夠的智慧，信心和毅力去更改我們的飲食營養或選擇染上疾病
如癌症,心臟病等。因為缺乏知識，很多人受苦，甚至死去。

您願意和我一起把所知道，所體驗到的自然健康知識，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嗎？我有
信心假如我們心中有愛，一定能成功的達到這個目的，因為愛從來不會讓人失望！

我預祝您們大家能擁有完全的健康及財富，並進入新生命。

陳林希珠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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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毒症如何形成？
首先是，來自外在的因素，如：受污染的空氣，不純淨的水，食用高度經加工及含有
毒素的食物和生活在四周圍繞著毒性的環境。

其二，來自我們體內的毒素，所謂的自身中毒。不正確的飲食習慣，比如食用過多加
工食品及肉類，這致使到新陳代謝過程中所產生的毒素緩慢排出。不易消化的食物緩
慢通過腸部，導致發酵與腐爛，產生毒素而通過腸壁流入血液。長期壓力，缺乏足夠
的休息與運動，也能導致毒素的產生與累積。

一旦毒素在體內累積，細胞開始受到損壞，正常的身體組織操作也緩慢了，這將導致
身體機能退化，老化毛病也呈現出來。

‧ 血毒症  - 我們體內累積了毒素和廢物。
‧ 營養不良  - 食用過多缺乏營養和含有糖，鹽和加工食品。

健康狀況不佳及患病主要成因是：

1健康狀況不佳及患病主要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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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及老化病症的形成與發展。。。。

     根除起因 – 血毒症及營養缺乏

請今天就賜您身體一個新的開始！

您是處於那一段的狀況？您是有希望的！您不需再擁有疲倦的病體。健康及充滿活力
是您神聖的權力。神賜予我們完美的身體，它能自療與自愈。您能藉以下方式幫助您
的身體恢復青春與健康。 。 

2 慢性疾病
及老化病症的形成

急性：
速效的清除

發炎 
排出溢液
發燒
感冒
其他

身體疲倦
鼻塞
身體超重
頭痛
背下痛
暗瘡
痔瘡
便秘
消化失調
荷爾蒙失調等

偏頭痛
關節炎
高血壓
高膽固醇
皮膚病 
嚴重背痛
潰瘡
哮喘
性反應弱
鼻敏感
腫瘤/囊/纖維物
子宮內膜異位
不育等

心臟病
中風
糖尿病
腎病
肝病
膽囊問題
嚴重關節炎及
痛風
前列腺疾病
嚴重皮膚問題
性無能
淋巴及細胞疾病
癌症等

半急性 :
體弱

老化：
嚴重毒素狀況與
化學物質缺乏

慢性

陳林希珠博士所設計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及新生命的生活方式讓您的身體排
毒及恢復營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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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是經過多年研究及實驗的成果，這是一個結合了
古代與現代的自然體內排毒方法。

此程序是根據兩個主要自然療法原則而成的：
1 -  人體是可以自療，自愈及自己修補的。
2 - 疾病的根源是毒素及營養缺乏。此程序注重於幫助人體排泄毒素以至恢復身體營
養，荷爾蒙及新陳代謝平衡。當身體沒毒素及正常化學平衡恢復後，身體自然能
自癒了。 

誰該進行此項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之程序？
每個成年人只要他們的“正常”飲食是加工食物{面，白米，白麵粉之產品，糖，鹽
等}，肉類及過熟食物居多者。然而，對於身體虛弱及生病的人，在他們進行體內排
毒與恢復活力程序(DRP）之前,比較適合先進行為期2-4個星期的迷你型體內排毒與恢
復活力程序(Mini DRP) (請參考第23頁) 。這是為了先讓身體做重建的準備，以便身體
的痊癒反應不會太過激烈。

請留意：這個計劃不適合於腎衰歇或器官移植患者。請向我們詢問為特別需要而量身
訂製的排毒計劃。
 
陳林博士之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如何進行？
 在過程中，身體排毒會隨著鉀質，麻籽油，布魯士醫生草藥茶，天然螺旋藻，特超綠
食品，增壽茶所提供的排毒草藥及化氧酶素把毒素排入血液。當血液中帶有毒素和病死
的細胞時，身體可能會經歷一些痊癒反應的症狀（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第22頁）。這
些毒素及“死”細胞會由皮膚（皮膚擦洗）或由肺部，腎臟及排泄系統排出。咖啡灌腸
在此程序中非常重要因它能迅速從血液，肝及排泄系統把毒素排出。天然淨化粉能把阻
塞的腸胃疏淨，這可從排泄出的黑色，如塑膠層包住的污物觀察到。當排毒程序進行
時，身體內開始利用輸入的營養建立新的細胞，這些營養是由保健品如天然螺旋藻，
特超綠食品，麻籽油，鉀質，果汁，蘋果醋，純生蜜糖，免疫激菌植(ImmuFlora™)
所提供。這些都是身體細胞和組織非常缺乏的，而且是它們建造健康細胞最需要的。

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
與恢復活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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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已改過我的飲食習慣，已開始吃健康及有機食物，我是否還需要排毒與恢復健
康程序？

下列這段摘自{清潔血液及健康生活}書裡的話，就是最好的答案；{清潔血液及健康生
活}是健康基金會前任秘書利連泰萊的一本著作。

“當我研究到這裡的時候，我開始採用實踐中得來的知識，放棄食用缺乏活力的加工食
品，改以食用天然食物。改變了食物之後，我的一般健康狀況改善了，可是，我仍然覺
得有點問題，未能達到所期望的完美境界；儘管如此，我卻無意中發現了一個秘密，
即[舊衣不應加新物，舊瓶不該裝新酒]，我的結論是需要清除一切垃圾，重新來過”。

人體因多年來不當的飲食引起問題和造成長期病痛，如要使之恢復健康，單只改變飲
食仍不足夠。原因是當結腸已被污物堵塞，細胞已被無機礦物和其他毒素圍繞時，人
體內的消化系統已受損害，其他器官也不具有全面的功能。因此，改換了健康飲食，
也只能產生一部份的效用。而排毒與恢復青春活力的程序，則將有助於清除[堵塞]以
及使其他器官恢復正常的健康功能，讓身體重新開始。

3 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
與恢復活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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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秘訣

‧ 學習保持愉快的心情。
‧ 懂得感恩於所有的事。
‧ 思考那些真實的，高尚的， 正義的，
純淨的，可愛的和值得稱讚的事。

‧ 相信施比受有福，並意志行之 。

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
與恢復活力程序

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已被時間證明有效，逾千人已從此項程序中受
惠。痊癒見證包括高血壓，糖尿病，痛風，關節炎，便秘，偏頭痛，疲倦，性無能，
腸易激綜合症，腎及肝臟問題，荷爾蒙失調，經痛，經期不正常，停經問題，體重問
題，鼻敏感，枯草熱，皮膚病及其他敏感症。幾乎每位曾進行程序者都回復活力及看
起來更年輕。

持續時間：
‧ 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程序通常需要七天時間，以獲得更明顯效果。
‧ 您能選擇持續十至二十一天。
‧ 您也能選擇三至五天的程序。雖然更長的排毒時間，效果會更好。
‧ 您也能選擇三天程序，幾星期後再持續另三天。這是一個有伸縮性的程序，可隨個
人意願選擇。

效果：
‧ 那些曾遭受外傷，年齡問題或因生活方式而引起身體不適者，發覺體內排毒與恢復
活力程序（DRP）是他們尋求最佳健康的答案。

‧ 肌膚恢復柔嫩亮澤。
‧ 肥胖者，這程序能為他們帶來驚喜。
‧ 瘦弱者，會有更良好的消化系統，以增加體重。

服藥： 
若正服用藥物，請勿擅自停止。應請醫生按著進展，監督用藥情況。

注意：
如果您目前正在進行藥物治療，勿在七天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其間停止。當完成
此程序後，務必徵詢您的醫生以做出適當的藥物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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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頁）

5.2（12頁）

6.7（14頁）

7.2（18-19頁）

9.2（21頁）

6.1（13頁）

5.1（12頁）

5.2（12頁）

6.1（13頁 ）

9.2（20頁）

5.1（12頁）

5.2（12頁）

6.1（13頁）

5.1（12頁）

5.2（12頁）

6.1（13頁）

7.2（18-19頁）

5.1（12頁）

5.2（12頁）

9.2 (21頁)

6.9（15-16頁）

6.10（15-16頁）

6.11（15-16頁）

9.5（21頁）

6.8（15頁）

7.4（20頁）

6.12（16-17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免疫激菌植（ImmuFlora™）一包

咖啡灌腸

早餐
肝臟寶 1 膠囊

保健飲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午餐
肝臟寶 1 膠囊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咖啡灌腸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晚餐
肝臟寶 1 膠囊

休息

室溫純酸乳酪/或2茶匙有機蜜

蜂花粉加1湯匙亞麻籽油

馬鈴薯湯

增壽茶

擦洗皮膚

布魯士醫生草藥茶

列表時間 索引（請參閱 ）

早上7.00

早上7.30

早上8.00

早上8.30

早上10.00

早上11.30

中午12.00

下午1.00

下午2.30

下午4.00

下午5.30

傍晚6.00 

晚上7.00

晚上7.30

晚上9.30

随時

随時

随時

随時

嚴重病患者

4.1  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之每日基本程序表

以上時間表只是指引，您可選擇適合自己的時間表。

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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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2頁)
5.2 (12頁)
6.7 (14頁)
7.1 (18 & 19頁)
7.4 (20頁)
9.2 (21頁)
6.5 (14頁)
6.1 (13頁)

5.1 (12頁)
5.2 (12頁)
6.1 (13頁)
9.2 (21頁)
6.5 (14頁)
5.1 (12頁)
5.2 (12頁)
6.1 (13頁)
5.1 (12頁)
5.2 (12頁)

6.1 (13頁)
7.1 (18 & 19頁)
5.1 (12頁)
5.2 (12頁)
9.2 (21頁)
6.5 (14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免疫激菌植（ImmuFlora™）一包
咖啡灌腸
擦洗皮膚
早餐
肝臟寶 1 膠囊
保健飲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午餐
肝臟寶 1 膠囊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保健飲品
咖啡灌腸
淨化飲品
細胞建設飲品
晚餐
肝臟寶 1 膠囊

4.2 上班人士的程序表

未上班前：
起床

洗澡前

早餐

上班之前
工作時
休息
（10.00早上）
午餐前
午餐

午餐后

2.30下午
下午（休息時）

回家后：

晚餐前

晚餐

‧可隨時食用純酸乳酪加一湯匙亞麻籽油及飲用馬鈴薯湯和增壽茶。
‧有嚴重病患者，可飲用布魯士醫生草藥茶（Dr Brusch's Essiac Tea）
 （參閱第16和17頁的準備方式）。

忙碌的行政人員：
健康飲品代替
假如不能準備新鮮果汁，可飲用特超綠食品(Super Green Food ++)
及1/4 茶匙鉀質加入蒸餾水代替。但是，盡量飲用新鮮果汁。

4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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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淨化飲品
淨化飲品幫助清除腸與血液內的毒素。

準備：
一杯蒸餾水

一茶匙純生蜜糖***

一茶匙蘋果醋**

一滿茶匙天然淨化粉

攪均後即刻喝

5.2  細胞建設飲品
一杯蒸餾水

一茶匙純生蜜糖***

一茶匙蘋果醋**

攪均，與10粒螺旋藻片*一起飲用

*可改為一茶匙螺旋藻粉

**胃潰瘍病患者-請勿喝蘋果醋

***糖尿病患者-限量食用天然蜂蜜，每日只限2茶匙。

5.3 天然淨化粉
最佳的清除腸內雜物及保持健康腸胃的淨化粉。

由腸內排出的污物
(天然淨化粉的功效)

飲品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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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保健飲品
以2顆紅羅蔔及1粒青蘋果榨汁，裝滿8安士/250毫升
杯加1/4茶匙鉀質（K-Salt）和1包特超綠食品(Super 
Green Food ++ )。

糖尿病者：
以一粒青蘋果及蔬菜（例如：生菜，燈籠椒，花椰
菜，包心菜）攪汁，裝滿8安士/250毫升杯。

6.2 果汁与蔬菜汁

新鮮的蔬果汁能為身體細胞提供生命力及重要酵素。

紅羅蔔汁 - 含有豐富的β羅蔔素，維他命和礦物質，它擁有天然的抗癌素，並能抵抗細
菌傳染，特別是眼睛，喉和其他呼吸器官。並能保護神經系統，增加精力。
蘋果汁 - 含有維他命A和C，鐵質。鈣，能幫助清除腸和降低發炎與發燒的機會。

6.3 特超綠食品
這是一種完整的食物。它含有29種活性食物，
潔淨身體草藥，酶素及細胞維生素。它能幫助
重健身體主要器官。它的所有成份都是精挑細
選而得來的。就因如此，這特超綠食品更超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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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螺旋藻 (Spirulina)
‧ 綠能量
‧ 未來的食物
‧ 綠金

不論怎麼稱呼，它無疑是一種優質食物，能同時淨化又強壯身
體。它擁有淨潔身體及幫助身體成長的成份。

它含有：
‧ 65%易溶蛋白質
‧ 較紅羅蔔多了25倍羅蔔素
‧ 大量的葉綠素與藍色素
‧ 比小麥微生物多三倍的維他命E
‧ 比待宵草多GLA
‧ 擁有天然的鈣，鐵，鉀，鉻質，有機鐵及其他微量元素。

6.5肝臟寶
肝臟寶具有再生肝臟細胞，清除毒素，抗氧化以及抗發炎的功效。它也可
修復因藥物，過量酒精攝取以及環境中污染物所造成的肝臟損傷。肝臟寶
可激發肝臟以增加膽汁流量。並在消化過程中攜帶廢物和分解脂肪。肝臟
寶含有專利的混合草藥。如乳薊提取物，（80%水飛薊素），蒲公英，洋薊
提取物，牛蒡以及芹菜提取物。其均勻比例的成分可發揮協同效應，對抗     
自由基和氧化壓力，從而預防許多退化性或老年疾病的發生。

6.6  鉀質（K-Salt）
擁有100%的鉀質，是恢復健康身體鹼酸度的主要原素。這個特別處方是
格孫醫生(Dr Max Gerson)經過許多實驗（超過400次的結果）及經過多年
癌症研究所研發的，格孫醫生（Dr Max Gerson）得到的結論是，吃太多
的鈉質（從食用鹽及其他調味料）能使身體的細胞受損及患上老化病症甚
至癌症。鉀質能有效的取出鈉質（從食用鹽及其他調味料）以達至身體的
化學平衡。

6.7 免疫激菌植（ImmuFlora™）
免疫激菌植含有多種益菌如乳酸菌，雙叉桿菌及刺激良菌產生之激菌素。
重新補充因濫用抗生素，職業性壓力和緊張而遭破壞的良菌。它能幫助維
持內臟裡的良菌數量及水平，並能與人體腸道中的微生菌一起工作，使人
體的免疫系統升到最高點及防止退化疾病。
每包免疫激菌植含100億活性雙叉桿菌及10億活性乳酸桿菌, 它能重新補充
因濫用抗生素，職業性壓力和緊張而遭破壞的良菌。免疫激菌植是高科技
的結晶，能讓桿菌安全通過胃酸，完整的抵達腸道。免疫激菌植所含的激
菌素能刺激良菌的大量生產。

建設健康的食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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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增壽草藥茶
增壽草藥茶袋包能提供能量，淨化血液和肝臟毒素，以及強化人體抵抗系統
的功能.  它含有以下各種草藥：蒲公英，海膽菊花，甘草，紅香草木犀，西
伯利亞人參和大衣草。
用溫熱的蒸餾水浸泡一包茶袋，每日飲用3-5杯，或隨量飲用。

6.9 亞麻籽油
亞麻籽的營養成份十分豐富，其中以奧米加3(Omega 3)脂肪酸最為重要，也
是細胞運作正常的必須物質。巴德維博士記錄了使用亞麻籽油成功治療超越
1000個各種各樣疾病的案例。格孫醫生在治療癌症的基爾紳療法裡，除了亞
麻籽油以外其他的食油不允許使用。它能提升活力，使皮膚更柔嫩光滑，維
護頭髮光澤和減慢白髮的形成。它也能促使提供氧氣給缺氧的細胞，並且是
腦細胞發展的一種重要成份。

研究表明奧米加3的優點：
-降低膽固醇及促進心臟健康。
-減少血凝塊形成的機會及降低血壓。
-減少過敏引起的炎症如：結腸炎，跟腱炎，腎炎，關節炎，哮喘和牛皮廯
等。
-提供必要的營養素，解除荷爾蒙失調和糖尿病。

6.10  蜜蜂花粉
人體內，有22個必須透過營養飲食來補充的基本元素。如：酵素，荷爾蒙，
維他命，氨基酸和其他等等。除了蜜蜂花粉，沒有任何食物可含它所有的元
素。當花粉溶入您的消化系統時，它那22種元素就會立即供應體內所缺的物
質來調理和促進新陳代謝。花粉元素能幫助控制毒素，污染劑和藥物的破
壞。它能保護身體及防止過早老化和活力衰退的危機。同樣的，花粉元素
能更新細胞，使您充滿活力，恢復年輕及有助延年益壽。

建設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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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布魯士醫生草藥茶
       （Dr.Brush's™  Essiac Tea）
布魯士醫生草藥茶原本由八種草藥混合配製而成，
這項產品是布魯士醫生和寧尼凱斯研究的成果，並
經精益求精而完美。寧尼凱斯在20年代，以歐基畢
瓦印第安土醫傳授給她的原始秘方幫助了數百名的
癌症患者。

布魯士醫生所採用的這種干草藥混合茶是粉狀的，
各種草藥皆以有機方式栽種，並且來自和布魯士醫
生所選擇的同一個栽種處。每一處草藥場都擁有一
個實驗室，以便檢驗細菌和空氣的殘留物質。此配
方之可靠性獲得陳林博士的親自保證。布魯士醫生草藥茶被推薦用來治療最嚴重的退
化病症。

用法：空肚服用草藥茶，每次三安士，每日三次。
 (可以在程序表預定飲料前半小時飲用，請參閱第10或11頁的程表）
調配：請參閱包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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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酸乳酪
酸乳酪是已消化的奶，它含高蛋白貭，鈣和其他
營養素，它的活酸菌對腸胃健康非常的重要。有
了(NEWLIFE™)的酸乳酪製造器，自製新鮮純酸
乳酪再也容易不過了。

進行排毒程序時，應食用室溫酸乳酪，能助於消
化，也不會因冷凍而刺激體內系統。

建設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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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西維加醫生一直用替代的藥物醫療各種癌症病人，他很成功，他的診療所在美國
的弗羅里達。馬西維加醫生觀察到草藥茶置於皮膚的癌細胞上，會溶解細胞。他注
意到草藥茶除了加強免疫系統之外，也對癌細胞直接產生作用，他推薦每次服用三
安士草藥茶，每日三次。

      調配法： 四安士草藥茶（八種草藥配方）加入一加侖又一杯的蒸餾水。

羅拔阿京醫生自1959年以來就在內科，營養和互輔醫療領域自行執業，他的診療所在
美國的紐約，羅拔阿京醫生說：“此草藥茶是一種對各種癌症患者有益的醫療茶，
對那些後期的癌症病人，可能只有適度好處，但是病人對身體健康有進步的感覺將
會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和康復的潛在力量。

則斯史托醫生是八大專業醫療組織的會員，他也是最暢銷的書籍《長期療法綜合症》
其中一名作者，他的診療所在美國的阿里桑那。史托醫生說：“這是一種優異的清
血物，對那些因接受化學療法或放射性療法而積存毒素的病人很有幫助，服用草藥
茶的病人會感到病況改進，並會在某種程度上提高情緒。”

查爾布魯士醫生是美國其中一個受人敬仰的醫生，他的布魯士醫療中心是麻省最大
的醫療中心之一，他是已故肯尼迪總統的私人醫生和信任的朋友。他說：“我今天
還贊同這項醫療法，此草藥茶醫好了我的大腸癌。” 

6

.

.

.

.

醫生對布魯士醫生草藥茶的看法：

其他人對布魯士醫生草藥茶的看法：
‧ 我經常飲用布魯士醫生草藥茶並同時進行陳林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後，

讓我驚喜的是，我的纖維瘤從7.7 x 8.7cm 縮小至4.8x5.1cm 
 - 夏秀君

‧    在飲用布魯士醫生草藥茶五天后，半邊手掌般大的血塊在我月經期間排了出來。 
 - 史蒂拉

建設健康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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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外的清除

7.1 咖啡灌腸法

7.2 預備灌腸咖啡
用2-4杯（500毫升-1公升）蒸餾水稀釋3大湯匙新生命有機純淨灌腸咖啡。煮滾後再繼
續用慢火燉煮15分鐘，過濾，然後讓它冷卻至體溫。

燉煮灌腸咖啡的蒸餾水份量，以體格大小及把咖啡留在體內的能力為準。列如：體格小
的人，只需用2杯（500毫升）的蒸餾水。水的份量不能超過1公升。預備好了的灌腸咖
啡份量，水量應比先前所用的少。

若難以把灌腸咖啡停留在體內，可使用2 杯（500毫升）蒸餾水以預備稀釋咖啡。先加
入1湯匙蘋果醋或1/4茶匙鉀質，有助於把咖啡停留在體內。

7.3 灌入咖啡稀釋液
將稀釋液倒入新生命灌腸袋或桶中，鬆開活塞，讓稀釋液填滿灌腸管。若使用灌腸袋，
請確保管內沒有留下氣泡。方法是把灌腸管提起，高過灌腸袋，然後慢慢的放下直至稀
釋液填滿灌腸管為止，鎖上活塞。把灌腸袋或桶放在距離身體躺下時的18-24寸高處。
袋或桶可用衣掛吊在門把處，亦可把桶放在長凳上。先用新生命特級初榨純鮮椰子油
塗在肛門管上，取得潤滑作用。然後把肛門管插入肛門內3-4公分（成人*）深。右邊
側躺，雙膝提向下巴。鬆開活塞，讓稀釋液流入。 2-3分鐘內，灌腸袋或桶即會流空，
只留下少許在管內。鎖上活塞，拔出肛門管。保持右邊側躺，讓咖啡留在體內12-15分
鐘。過後則可上廁所任其排泄。

注意：不確定時，請尋求專業協助。

功用：為肝臟及血液解毒
在體內排毒程序過程中，咖啡灌腸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當咖啡通
過腸道進入肝臟時將產生兩種效果：肝臟中的毒素將流出及增加肝
臟酶素（GST）的產生（600-700巴仙），肝臟酶素（GST）將幫助
排走血液中的毒素。 （詳情請閱讀“健康生活”第一冊第一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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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灌腸咖啡停留在體內

有些人尤其是初用者，難以把灌腸咖啡停留在體內超過10-15分鐘。在這種情況下，就
不要強忍了，應任由身體將它排泄出來。用過幾次之後，當體內毒素逐漸減少時，就會
比較容易讓咖啡留在體內。與此同時，請注意：

1。灌腸袋或桶距離身體的高度，應不超過兩尺為準。
2。咖啡液的溫度不宜過冷或過熱，應與體溫相似。
3。預先用水灌腸（在2-3杯蒸餾水中加入一湯匙蘋果醋，不須留在體內）,以去除腸道
堆積的廢物，確保腸道沒有任何累積層的廢物。

衛生照顧

用清水洗灌腸配套，肛門管需要用肥皂洗淨。管內的水分需要完全滴乾。用2滿蓋的3%
二氧化氫水(Hydrogen Peroxide)稀釋液沖洗灌腸袋或桶，並讓二氧化氫水流進灌腸管。
這個步驟可以為灌腸配套消毒，防止管內滋生霉菌。最後把灌腸配套掛起來，風乾。

咖啡灌腸能快速的去除肝臟及血液裡的毒素。多次灌腸，每日高達5次，痊
癒反應症狀（參閱第22頁）即會消失。

忙碌人士不妨預先準備好咖啡液冷藏，可儲存兩天。咖啡濃縮液預備法：4
次灌腸用:用8杯（2公升）蒸餾水稀釋12（4x3）湯匙咖啡。煮滾後再繼續燉
煮15分鐘，然後過濾，分成等量的4份，冷藏。使用前用1-2杯（250-500毫
升）水稀釋1份量，加熱至體溫。

對咖啡敏感者（如導至失眠，使心跳加速等），預備咖啡液時可用2湯匙咖
啡，代替3湯匙咖啡，另加1包或2包有機甘菊茶，有鎮定作用。

小提示：
.

7

.

.

體內外的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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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9
9.1 果/菜汁 – 半液體餐
為了配合此項程序，即是排毒和重新建造新的細胞，你可食用果/菜汁餐，因為硬性
食物將緩慢排毒程序。這個療程因無需花太多能量消化食物，所以能更有效的淨化
與補充細胞及組織。

7.4  擦洗皮膚
皮膚是我們體內最大的排泄器官。每24小時身體都製造新皮
膚，每天皮膚會排泄約2磅的酸性廢物，去除死細胞，酸性廢
物及粘液，能確保新陳代謝及皮膚有效的操作。每天洗澡時
花5分鐘使用雪蘭潔膚寶(Cellande Hand, Face & BodyScrub)
檫身體，可維持健康的皮膚及刺激血液循環。

唯一能使細胞處於完整運動的就是跳彈簧床運動；也稱為淋巴運動，因為它幫助增加
淋巴流入淋巴系統及把毒素排出淋巴腺，也幫助血液循環，增加抵抗力，增加心臟運
動以至增進全身的健康。

我建議每天能進行此項運動，即使是在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中。癌症患者應該每天5-6
次在彈簧床上跳30秒之久.(如Gerson Primer 所推薦)。

體內外的清除

細胞運動

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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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以下的餐食是為體重過輕者，體弱者，糖尿病者及癌症患
者而設備的：

早餐
選擇新鮮水果（蘋果，梨子，木瓜，芒果，香蕉等，除了榴蓮）或煮有機麥片加蜜糖
食用。

午及晚餐 
馬鈴薯湯，新鮮沙拉*和/或清蒸蔬菜，烘烤或水煮的馬鈴薯。

*健康沙拉調味品- 使用新生命的有機蘋果醋，純生蜜糖及亞麻籽油以1:1:3之比例。如
要更辣的口味可加一點磨碎的蒜（不可用鹽及商業沙拉調味品）。

9.3 避免吃以下
白米，白麵包，蛋糕，咖啡，茶，鹽和一切調味品。

9.4 糖尿病患者
限制於每天2茶匙蜜糖和限制吃甜的水果。
每天補充一片有機鉻。

9.5  馬鈴薯湯 （6-8份量）
材料： 番茄 – 1 杯  芹菜 - 1 杯  南瓜 - 1 杯
 洋蔥 – 1 大粒  紅羅蔔- 1 杯  韭蔥 - 1 杯
 大蒜 - 3 瓣  馬鈴薯 – 5 粒  蒸餾水

方法 ：
 - 將所有材料切成方塊，然後放入慢烹飪器，再加入適量的蒸餾水足以覆蓋所有

的材料。
 - 燉煮數小時直到所有材料熟透變軟。

注：
不要剝掉馬玲薯的皮。不許加入食鹽或任何調味料。您可以在享用前加入四分一茶匙
的鉀質（每人份）以增添口感。

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多吃新鮮水果和蔬菜。
咀嚼所有食物。

21

餐食



10
經過七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後，你的消化系統已淨化。為了使腸道重新適應
日常餐食。遵守開齋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食物必須仔細咀嚼。

第一天
早餐   - 水果與酸乳酪
午餐與晚餐  - 大量沙拉，酸乳酪，蒸蔬菜，烘或水煮馬鈴薯。

第二天
開始日常飲食，另加健康持續程序上指示的補充食品。（請參閱27頁）

當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進行時，你可能會體驗一些身體不適或疾病 ，比如頭痛，口腔
潰爛，咳嗽以及粘液排除。有些人甚至會舊病復發。

這些都是好現象，表示身體內的毒素開始排泄出體外。這些都是恢復健康過程中暫時
症狀。通常咖啡灌腸都能有效的減少痊癒反應。

然而如果有噁心或嘔吐的現象，可以減淡咖啡的濃度，以一湯匙咖啡和2包甘菊茶包，
加入2杯蒸餾水煮沸。並且在咖啡灌腸前後，飲用一杯有機薄荷茶。只有肝臟中毒深
者，才會經歷噁心作嘔的反應。食用固體食物（請參考在第21頁的餐食例子）也會
大大減輕身體痊癒反應的症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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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齋

痊癒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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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因為某種原因不能跟隨這程序，但是，又需要解除大腸的堵塞，欲急於把體
內的毒素排出，以下的迷你型排毒程序是特為這些人而設計的：

‧天然淨化粉（Herbal Klenz）
作用 ： 清除腸內所阻塞的廢物。
方法 ： 把各自一茶匙的蘋果醋與蜜糖泡入一杯水里，再加入一滿茶匙的天然淨化粉。

接著再服用另一杯的蜜糖醋。初用者，一天可空腹服用四次，連續兩星期。之
後每日一至二次，空腹服用，或膳前半小時，或膳後2小時。

‧免疫激菌植 （Immuflora™）
作用 ： 恢復腸內所需良菌以保腸胃健康。
方法 ： 每日一包，至少一個月。

‧鉀質 （K-Salt）
作用 ： 恢復體內鉀質成份，太多鈉質（鹽及其他調味品）取代了鉀質成份。
作法 ： 1/4 茶匙鉀質和蒸餾水，每天至少4-8杯（至少一個月）假如你時常食用鹽及其

他調味品的。應持續飲鉀質。

‧特超綠食品
作用 ： 補充缺少營養的細胞與組織。
作法 ： 一包特超綠食品和一杯蒸餾水，每天至少4次（至少1個月），如你的日常飲食

都是加工食品，應持續飲用特超綠食品。

‧亞麻籽油 (Flaxseed Oil)
作用 ： 供應身體所需但不能製造的奧美加3及幫助氧化身體。
作法 ： 食用純酸乳酪時加入一湯匙的亞麻籽油或當作沙拉調味料。

您可包括其他在完整的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的健康補充品（及咖啡灌腸）作為額外的健
康利益。建議採用少肉，少鹽及無糖的飲食以達到最佳效果。

23

迷你型體內排毒
與恢復活力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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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思想觀念
以一切純潔，確實，讚美
的想法來看待生活。

乾淨的細胞環境
天然護膚‧化妝品‧洗髮水‧肥
皂露‧染髮素及牙膏‧增壽茶‧
布魯士醫生草藥茶。草藥淨化‧
咖啡灌腸‧胰酶（植物）添加素
(N.Zimes PA Plus)‧免疫激菌
植(Immuflora™)‧雪蘭潔膚寶
(Cellande Scrub)‧花灑過濾‧生
化分解性洗衣及洗碗劑。 

精力火花
酵素Q10

Co-Enzyme Q10

純潔的空氣
純淨的空氣和跳彈簧
床運動及亞麻籽油能
為細胞帶進氧氣。

細胞的食物
新鮮有機食物‧新鮮水果/菜
汁‧鉀質‧亞麻籽油‧螺旋
藻‧蘋果醋‧純酸乳酪‧有
機純蜜糖‧特超綠食品‧有

益健康的食物。

純潔的水
蒸餾水細胞運動

跳彈簧床運動

健康的細胞需要：

新生命完整
的健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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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程序是持續身體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起床： 飲用3安士的布魯士醫生草藥茶(Dr Brusch’s Essiac Tea)和3安士的溫蒸
餾水。 10-15分鐘後，食用2茶匙的有機蜜蜂花粉。

半小時後： 1杯淨化飲品，1杯細胞建設飲品（查閱第12頁準備方法）及五粒海藻寶和
一包免疫激菌植（Immuflora™）。

早餐： 吃大量的新鮮水果，如你想增肥，吃一碗有機麥片，可加純生蜜糖。

早上： 至少2次的保健飲品。 （查閱第13頁準備方法）

午餐： 馬鈴薯（連皮煮或烘），新鮮蔬菜或馬鈴薯湯。 （查閱第21頁準備方法）

下午： 至少2次的保健飲品。 （查閱第13頁準備方法）

晚餐： 和午餐相同。

睡前： 溫純酸乳酪和1-2湯匙亞麻籽油。

新生命療法
及建立健康程序

飢餓可隨時吃水果，每天使用咖啡灌腸一次，
避免鹽（及其他含有鈉的調味料）提煉過的食
物，糖及食油。特殊情況請查閱營養指南所推
薦之補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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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生命
的健康生活指南

取
每天食用最少75%生食物，早上食用新鮮水果，50%的蔬菜食用於午及晚餐。

吃
空腹食用水果，不能參雜其他食品。

獲
每日食用新鮮純酸乳酪和亞麻籽油。

喝
最少八杯蒸餾水，蘋果醋或新鮮果汁，不過，別在用餐時喝。

取
食用有益的天然食品，避免食用加工食物。

培養
培養早睡的習慣，比如晚上十時。

運動
利用彈跳運動。

思想
培養正確，愛心的思想。

重複
排毒程序須每六個月重複一次。

或不論何時
當您覺得體內毒素增加時，咖啡灌腸法可隨時使用。

（您可選擇跟隨三天或五天的排毒程序，及咖啡灌腸以恢復您的健康和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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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日常保健程序

特好食物
‧ 純酸乳酪加亞麻籽油
‧ 蘋果醋
‧ 生蜜糖
‧ 天然淨化粉
‧ 鉀質
‧ 海藻寶
‧ 螺旋藻
‧ 特超綠食品
‧ 免疫激菌植
‧ 增壽茶
‧ 布魯士醫生草藥茶
‧ 維他命C綜合丸
‧ 維他命B綜合丸
‧ 酶素Q10
‧ 有機蜜蜂花粉

起床：
飲用3安士的布魯士醫生草藥茶和3安士溫
蒸餾水。

半小時後：
一杯淨化飲品（參閱第12頁準備方法）
一杯細胞建設飲品和5粒海藻寶（參閱第12
頁準備方法）
一包免疫激菌植

早餐：
多吃新鮮水果，如你想增肥，吃一碗有機
麥。

其餘時間：
1. 吃二次特超綠食品及鉀質。
（每次包括一包特超綠食品和一杯果汁或蒸
餾水加1/4茶匙鉀質）。 ）
2. 一杯純酸乳酪和1-2湯匙亞麻籽油。
3. 隨時喝增壽茶。
4. 跟隨新生命的健康生活指示。 （第24頁）

經過排毒程序後，毒素，死細胞會排泄出體外，為了能保持健康的細胞，活得更健康，
必須每日持續新生命健康程序。

27

新生命健康
持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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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蒂愛莎韓扎  (芙蓉)

2008年6月初，我的肝酵素從正常的指數44飆升到1,000 以
上，醫生診斷肝臟有問題而要求我住院。肝臟腫大以及肺
炎引起我上腹出現劇烈疼痛以及發高燒。我的身體抗拒所
有食物，無論任何食物，一旦放入嘴裡。都有想作嘔的感
覺。進行了各種測試，如：X射線，CT掃描，MRI後，醫
生開了幾種高劑量的藥物給我。

無論如何，我仍然感謝上帝讓我活著。出院後，我馬上連
絡早前曾經介紹新生命產品給我的烏米高罧女士，我拜託
她把所有必要的相關產品寄給我以便能馬上開始進行排毒
與恢復活力程序（DRP）。我停止服用一切藥物。並努力
的按照指示進行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到了第四天，我的女兒發現我的健康已有了改善。通過此程序後，我感覺整個人“煥然
一新”，我的肝臟腫大與肺炎在沒有服用任何藥物下已經完全康復。非常感謝新生命奇
妙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對於新生命產品的療效及品質，我有100%的信心， 為了讓自己持續擁有健康，至到今
時今日，我仍然在服用新生命保健產品以及每天進行咖啡灌腸。

想要得到健康，就繼續服用新生命產品吧!

肝臟腫大與肺炎痊癒了！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

見證分享



歐柏李 (雪蘭莪)

2006年8月，當我在參加我兒子的畢業典禮時，突然感到胃酸逆流，那個酸性的味道
把我嚇壞了。

在這之前的幾個月，我被告知患有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
醫生已依照我的病情，給予標準三聯抗生素藥物以治療幽
門螺旋桿菌的感染。我的整個腸道菌群已經被抗生素破壞
了.一個月後，同一位腸胃專科醫生診斷我患上了腸燥症
（IBS). 根據所有的醫療專家的研究，腸燥症沒有辦法被
治愈。只能服用藥物以得到緩解。便秘與腹瀉的交替出現
都伴有強烈的腸痙攣（它的疼痛程度可以被描述為：就好
像有人從裡面拉你的腸子。）為了這疾病，我的身體和精
神每天都飽受折磨。

我選擇讓自己進行了9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感激
上帝，第三個晚上後，我的腸道功能開始恢復正常，之前
出現的強烈收縮停止，並消失了。這良好的壯況與醫生所
說的腸燥症是不治之症完全相反。我特別感謝史丹尼張先生所提供一流的營養建議和不
間斷的鼓勵，讓我成功遵循健康飲食。

2008年1月，我一直出現腹脹和胃部不適（感覺翻騰）的症狀。後來在懷疑患有膽結石
後，經朋友介紹進行了新生命的排除膽結石健康計劃。我分別在第8和第9天排出了大約
70至80 顆不同大小的膽結石。因此，非常慶幸地，我不必進行膽囊手術！

記住預防勝於治療！現在是我們投資一些時間和金錢以換取健康的時機。如果您認為
把太多的錢花在預防保健上不值得，那就想一想患上疾病時所需要的醫療費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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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腸燥症痊愈了. 不用手術去除了80顆膽結石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

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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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倫斯莫池圭  (哥打京那巴魯)

自32歲以來，我被痛風折磨了超過18年。那痛苦是
如此的不堪。讓我必需吞下許多止痛藥才得以緩解。
去年開始我感覺到身體不適，並被診斷出患有血壓高
（HBP,血壓指數為160/100）。

在了解了這些疾病和止痛藥肯定會在未來導致更嚴重
的問題及加上我也不希望服用藥物來治療高血壓的同
時，我徵求了我同事朱迪禮的意見。朱迪禮多年以來
是新生命的健康鬥士。他本身的見證包括嚴重背痛。
有２０年之久的便秘和失眠，高血壓以及其他許多的
病痛等都因使用了新生命的產品而痊癒了。

朱迪禮強烈的建議我應該立即開始進行陳林希珠博士
為期七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基於對健康持
續會惡化的風險考量，我毫不猶豫的開始了為期七天
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接著很用心的進行蓖麻
油灌腸和新生命健康重建計劃。 （NHBP）

結果真是太棒了！痛風完全消失了！我的血壓恢復正常了（130/80）。我的體重從85公
斤下降到相當理想的73公斤。最重要的是，以前我常常感覺非常疲憊和困倦，甚至是從
清晨就已經如此；而現在的我感覺精神充沛，並且能更有效率的工作。

我現在依然遵循新生命健康重建計劃，因為我感覺它真的很不錯。非常感謝新生命和
陳林希珠博士的所有優質產品！

不再受痛風和高血壓的折磨了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

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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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達爾先生  (哥打京那巴魯)

我從沒後悔進行拿汀陳林希珠博士研創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
力程序（DRP）。我是一個不容易被新觀念影響的人，但在
我妻子與我分享何謂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後，我想，就
嘗試看看吧！
大概在1999年3月，我進行了為期7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
力程序，無獨有偶，在同年的4月，我被徵募出席一個在霹
靂怡保舉行的基本高級警務人員叢林戰爭訓練，那是一個所
有常規操作隊人員必須參加並且通過的訓練。我曾經在青少
年時期，即1973年期間，參與過相同的訓練，我很清楚這個
為期4個月的訓練是多麼的嚴格以及要通過這艱苦的訓練必須
具備高能量和體力。在46歲的這個年齡，我能想像是多麼的
困難，更是懷疑自己是否能通過此訓練。

每天的訓練時間從早上6點到晚上7點，只有在茶點和餐點的
時候給予很少的休息時間。令人驚訝的是我竟可通過每一項活動，包括2.4公里的跑步，
叢林奔跑，嚴格的體能訓練，
或在下午昏昏欲睡時分（2-4PM）的講座。我感覺十分精力充沛，在通過所有活動項目
間中都沒有出現任何問題！我每一個體能訓練的記錄遠比那些年輕軍官（20-25歲）要
來的更好。

猜猜那個神奇健康體魄是從哪兒來的？我內心深處知道，那是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恢復了我青春活力的效果！如果我沒有進行那為期7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我
絕對不會感受到健康體質的狀態及能在培訓中表現良好！

為了我的健康，我時常都會進行此排毒程序。因此，如果您仍對這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
程序產生疑惑，我的建議是，前進吧！讓你的身體煥發青春，讓自己年輕10歲。

為什麼選擇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DRP）？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

見證分享



江春燕(新加坡)

在2005年，32歲的我擁有了第一個寶寶。作為一個新
手媽媽，我對自然復原沒有任何經驗或知識，因此，
我對於大兒子在只有2-3個月大的時候就服食藥物以緩
解感冒症狀感到內疚。我以為，只要通過服用保健品
和19個月的哺乳，就可幫助加強他的免疫系統，但他
的身體仍然比其他小孩虛弱。

在2008年，在新公司工作後，我延遲第二次懷孕。我
從前任老闆處學到了很多關於馬克斯葛森醫生療法和
諾曼沃克的榨汁治療法。他還介紹了咖啡灌腸給我。
雖然我買了灌腸袋，但因缺乏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沒有
使用它。

2008年9月，在機緣巧合下我接觸到陳林希珠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並出
席了丽黛凌小姐關於此程序的講座。我發現，這療程與葛森療法差不多一樣。沒有絲
毫猶豫，我在2008年9月開始了為期7天的排毒程序，並在2009年1月進行了第二次的
排毒程序，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許多膽結石和“垃圾”從我的身體裡排出了。真棒！
2009 年1月，我覺得這是再次懷孕的最佳時刻。我的體重在懷孕前是49公斤，懷孕期
間我增加了11公斤。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寶寶出生時的體重是3.55公斤。我知道在潔
淨了身體的系統後，我的第二個寶寶吸收了更多的養分。

當我32歲第一次懷孕時，我不得不採取羊水測試和幾個心電圖測試，並且不情願的進
行了誘導分娩，這是因為胎兒的體重太低（我的大兒子的出生體重是2.42公斤）；而
我的第二個在妊期是36歲，比上一次順利且較容易。 2009年9月22日，我完全採取自
然催眠水中分娩，生下一個健康的寶寶.

謝謝新生命，與我分享了自然療法的故事！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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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的孕期及一個健康的寶寶



美麗亞戴   (八打靈再也)

在學生時代，我是個活躍的運動份子。任何由學校舉辦的
400米和800米田徑賽事，我都不曾錯過，一直到我的右膝
蓋受傷為止。從那時起，我的膝蓋關節在走路的時候常常會
出現疼痛而且伴有“咔咔”的聲音。因此，我停止參與學校
的所有活動，以便好好的治療膝蓋。我曾經試過無數的專科
治療，但並沒有得到理想的效果。疼痛依然存在。最終，我
放棄了任何治療的希望，我決定一直強忍著膝蓋的劇痛。

在2009年，我才知道並了解更多有關陳林希珠博士的體內
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在閱讀了所有的見證分享後，我決
定開始進行此程序， 我真的發現我的身體變得更輕盈，更
健康了。

兩個星期後，我又再進行另一次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並加上蓖麻油灌腸。在復
原的過程中，我感覺到右腳膝蓋的劇烈疼痛，但我並沒有放棄繼續治療的意願。一個星
期後，我再進行一次的蓖麻油灌腸，讓我驚訝的是我的右腳膝蓋疼痛完全消失了，步行
時膝蓋也沒有“咔咔'的聲音了。另外，我也覺得變得更青春，更健康，更充滿活力。

真誠的感謝陳林希珠博士研發這美好的排毒方法，並也感謝拉温士介紹新生命給我！到
今天為止,已經超過3個月了，我痛苦又“咔咔”聲的膝蓋沒有再复發！我感覺超好的！

*所有的見證分享經過稍微修改以更為清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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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沒有疼痛和“咔咔聲”的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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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思娜@魯施娜賓蒂欣濤

偏頭痛折磨了我好多年。這疼痛讓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不便。我迫切的嘗試了許多不同
的藥物以治療偏頭痛，但全部都只能提供暫時性的舒緩。在2009年6月，我被診斷患上
高血壓，醫生建議我服用藥物以便控制病況。

大家都知道所有藥物最後都會對健康帶來負面的副作用，其
中一個朋友強烈建議我進行新生命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以便恢復健康。懷著希望能盡快擺脫所有病痛的心情，我毫
無猶豫的進行了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經過一個禮拜的程序，我的血壓指數從170/100降至130/90
。平常我每個星期都必須承受偏頭痛。但在進行排毒程序
以後，偏頭痛消失了！到目前為止，已經9個月過去了，
偏頭痛完全沒有再發作了。

另外，配合我積極努力的減肥，體重最終也減掉3公斤。
謝謝新生命帶給我這麼神奇的排毒方法以及所有一級棒的
產品。

雪儀(新加坡)

1997 年，我在一次的全身檢查中因肝功能檢驗不合格而被
診斷患上肝硬化。再進行的一次血液檢驗也証實了這件事
情。新加坡中央醫院推薦了一個在試驗中的藥物給我，在
該藥物試驗結束後，醫生給了我“拉米夫定”，但此藥不
能治愈我的病情。

在2007年7月，在上帝的恩典和憐憫下，沙麗介紹了為期7
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給我。我持續食用天然淨化
粉，螺旋藻，海藻寶，蘋果醋，五大要素及進行咖啡灌腸，
以及在彈跳床運動。

從2009年7月至今。我持續使用被推薦的產品，保健品和生
活方式。經過1年3個月後，肝纖維搜描和血液測試皆顯示無肝硬化的問題了。感謝上帝
和陳林希珠博士的新生命產品。

沒有偏頭痛，血壓也改善了

新生命讓我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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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妮詩黃(民都魯)

過去十年我都被偏頭痛折磨著，近五年來疼痛更是越來越劇
烈。我每週都諮詢中醫師而其治療方法都使我的肩膀，背部和
頸部淤青了。這是一個昂貴的折磨！這些藥物和治療每個月的
花費大概要RM400。

每當我的偏頭痛加重時，有時會讓我有噁心感，我的丈夫會帶
我去詩巫進行針灸。針灸治療讓我感覺良好，但舟車勞頓卻是
非常累人且也費時。

我常常因睡眠不足而喜怒無常，我也放棄了冷飲，菠蘿汁和椰水。我開始狂吃食物來減
輕我的痛苦，這讓減肥變成一場持久戰。在無奈和挫折感的包圍下，我仍祈禱著希望身
體能趕快痊癒。

在2010年6月，我的朋友向我推薦了新生命。兩個月後，我開始了為期7天的體內排毒與
恢復活力程序，在第四個晚上，我進行了肝膽排毒的療程。其結果是顯著的，我排出了
200顆淺黃色和綠色的膽石以及11顆硬白石 。我甚至也排出了一條3英尺長的頑固宿便。

這確實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一直認為我非常照顧每日的飲食。我平時都攝取大量的纖
維，蔬菜，水果，也盡量避免攝取肉類，油膩，罐頭和醃製食品。我延長了排毒程序至21
天，在2010年的8-12月，我減掉了約8公斤的體重！我很高興這麽容易就達到減肥效果。

我的膚色也得到了改善，人們開始評論我的外觀變得與從前不一樣了。我與我身邊的每
一個人分享了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經驗，其中一些人甚至開始通過我來訂購新生命
的產品。我的體重一直保持不變，我的皮膚看起來柔嫩光滑和健康。我看起來比實際年
齡年輕，許多人都認為我只有三十多歲。

我走向更健康的旅程

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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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新加坡)

大約在一年前，我飽受每天頭痛，嚴重經痛以及體
重飆升到超過70公斤的痛苦。我每天都覺得疲累且
時常需要睡午覺。

在這個時候，新生命闖入了我的生活！我先開始
進行腸胃保健計劃，期間排出了許多廢物。我對
這些年來一直背負著的廢物而感到震驚。我覺得
很奇妙，因此決定嘗試進行為期7天的體內排毒與
恢復活力程序。

至今，我猶如變成一個全新的人！我每個月不再經
痛，我也肯定不必再服食止痛藥，因為我
的頭痛已經完全消失了。而我最大的附加好處是，
我毫不費力的減掉了7公斤的體重。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伊米麗費德南和麗黛凌給予我的所有幫助，支持和鼓勵。如今，不
僅是我和家人都變得更健康了，我也具備了更完整的知識，並以天然的方式照顧家人
的健康。

傑欣達和麗塔 (宿霧，菲律賓)

冰冷的手腳，頭暈，便秘，頭痛，蒼白的臉頰，虛弱的體力，容易疲勞，非常不規則的
月經週期加上伴隨而來的感冒，流感，喉嚨痛。 。 。 。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切似乎是
我的一部分。 。 。直到我和我丈夫開始進行陳林希珠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在進行排毒程序後。我們都覺得活力恢復及變得更年輕了，體重也減輕了許多！每當
我的月事來潮時，我自己也很驚訝於之前的那些不適的感覺已變成過去式了。現在我
的月經週期已非常有規律了。

朋友，親戚甚至是一個認識了相當久的牧師，都說我們現在看來精神煥發了！這真是
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身材更纖細！不再有頭痛，經痛和倦怠感！

恢復青春和活力，變得更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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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理察

我們的新生命旅程開始於2012年6
月，當時我的妻子被診斷患上卵巢
癌。我們開始意識到，平常無論攝
取的食品，保健品（多元維生素）
，或鹼性水都是不正確的，除了妻
子患癌症，全家人的體型也變得越
來越大，體重也增加了許多。

我開始研究妻子的癌症病情，積極
尋求病因和治療方法，以及是否可
以防止它發生在我們唯一的女兒身
上，因為也擔心她可能繼承了一些
相關的基因。我偶然在電腦上發現
一個“美麗真相”的視頻，並且認
為如果這種做法能治愈癌症，那其實也可以提升我全家人的健康。

我們開始食用有機水果和蔬菜汁，每日3次，即上午兩次，晚上睡前1次。我們發現大家
的健康有了改善，體重也慢慢的下降了。我的體重在4個月內從93公斤減至85公斤。然
而，它停止了整個月。直到我進行了咖啡灌腸。

我們決定在平時也進行咖啡灌腸。並尋找可以購買咖啡灌腸桶的地方。這就是我如何發
現新生命以及其全面幫助達到健康體質的方法,甚至我妻子的特殊營養計劃。然後，我
們開始了較簡單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我發現我們陸續減掉了更多的體重。我妻
子的抗原指數也從220降至110。

了解它的好處後，我們決定進行陳林希珠博士研創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並在第7
天進行了排除膽結石計劃。效果非常驚人；我在10個月內總共減去20公斤，而我妻子抗原
指數下降到5。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真是太神奇了。我們覺得神清氣爽，身體變得更
輕盈，更充滿活力了。我們非常感激及早發現了新生命。

從今開始，我們決定要成為健康生活的大使，積極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健康知識和
經驗。我們將與大家一起分享我們找到了理想的健康生活方式，那就是只要在一年內根
據拿汀陳林 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進行一至兩次，並按照新生命日常健康持
續程序就可以了。

發現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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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姐 (吉隆坡)

我第一次荷爾蒙失調是在1985年。當時我只有十歲餘，患有嚴重經血不止的問題長達
4個月以上。它通常會在下一個週期開始之前暫停一或兩個星
期。我看了許多婦科醫生以尋求解決方法，並遵從醫生指示服
用避孕藥。我服藥多年，但根本沒有任何改善。我的家人和朋
友也告誡我持續服用藥物會產生副作用。因此，我決定停止服
藥。但停止服藥後，我的體型就明顯膨脹。

後來，我找到了新生命，並開始進行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在進行排毒程序的過程中，我的身體開始有了改善。比起以往4
個月的出血不止，它已縮短到一周期大概3至4週。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我非常滿意。

2010年2月，新生命給了我一些初乳奶粉的樣品試服食。其他顧問建議我嘗試服食，以
解決我的肥胖問題。在那個時候，他們並不知道我過去的醫藥史和超重的原因。我接
受了他們的意見，並開始服用該產品。我每天早上服用2小包。就算沒有享用早餐和午
餐，這2小包也能使我活動一整天。我很驚訝，並期待著第二天服用後的效果。結果依
舊，我服用了該產品後也不會覺得餓，直到晚餐時間。

經過了一個月的試用期，剛好也是我下一個週期的到來，我才意識到此次週期只持續7
天。這樣的結果讓我覺得很高興（相對來說）。從那天起，我開始數著日子，發現距
離下一個週期的到來只有3.5週。我很驚訝，因為這次經期只維持8天。

此外，我的膝蓋和關節問題也開始有所改善。我曾經因為膝蓋疼痛而倒著走路和上下
階梯， 但是現在的我可以正常走路，每一個攀登所帶來的痛楚已大大減少。我相信我
會完全復原。

當我與我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經歷時，他們對這個驚人效果感到興奮，並想立即嘗試
初乳奶粉。在服用了該產品後，他們也和我分享了他們從中獲益和恢復健康的歷程。

初乳奶粉所帶來的奇蹟



麗娜朱 (新加坡)

我對健康尤其是營養食品沒有熱忱。 2008年3月，多琳吳向我介紹了新生命。我閱讀了
陳林希珠博士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開始閱讀陳林希珠
博士推薦的許多健康書籍。這改變了我對食物攝入量的看法。並開始攝取健康食品。

我每年都進行2次排毒程序。並每天服食5大要素（天然淨化粉，特超綠食品，免疫激菌
植，鉀質，奧美加金牌亞麻籽油）。另外，我的飲食也包括維
他命B 綜合丸，維他命C 綜合丸，海藻寶，有機鉻，蒜和歐芹
油，鈣合成劑加硼，維他命E 和蜜蜂花粉。我攝取約75%的水
果和蔬菜，25%的熟食。服食了新生命保健品一年後，我發現
我的皮膚復原得很快，而且也不再乾躁了。事實上，我比以前
看起來更容光煥發。

感謝新生命，讓我恢復健康和有機會賺取額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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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姐 (哥打京那巴魯)

由於工作量大，加上長期飲食習慣失調，我面臨了偏頭痛和高膽
固醇的問題，並導致高血壓。此外，我也患有非常嚴重的濕疹問
題。起初，我需要服用類固醇藥片和塗擦藥膏。以避免病情嚴重
爆發。最終，類固醇藥片和藥膏對我來說已經失效，醫生在無可
奈何之下，只能幫我注射藥物。
我的干弟弟布賴恩知道了我的病況後，強烈建議我盡快進行新生命
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在他的鼓勵之下，我進行了十天的排
毒程序之後再進行新生命療法及建立健康程序長達2 週。但濕疹的
治療結果不如預期的好，導致我想放棄。但後來經陳林希珠博士的
鼓勵，我再繼續進行2週的排毒程序，並每隔一天進行一次蓖麻油灌腸。

目前，我的高血脂，高血壓，偏頭痛，腹脹。 。 。 。全都消失了！此外，我也減輕了6
公斤，水腫問題也解決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對我苗條的身材讚歎不已。對於在頸和手部
患有濕疹的肌膚，也變得如嬰兒般的嫩滑，只是腿部仍有少許濕疹的問題而已。我會繼
續進行建立健康程序，直到我的濕疹完全痊癒為止。我相信新生命的產品和排毒方式，
必能使我趕快痊癒。感謝新生命！

高血壓，高膽固醇，偏頭痛，水腫。 。 。全沒了！

皮膚不再乾燥，高膽固醇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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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明雄（砂勞越）

在我中學時期，我非常喜歡運動。但是，自
從開始工作後，我的運動量減少了。飲食習
慣也變得非常不規律。這樣一來。我的體重
增加了。高膽固醇，痛風及身體過重的問
題，一一發生在我身上。大部分的時間裡,我
都覺得昏昏欲睡。

在2007年，我開始進行陳林希珠博士為期7
天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此後，我也
有繼續進行咖啡灌腸，並服食天然淨化粉，
鉀質，蘋果醋，以及定期運動。進行排毒程
序的六個月後，我減去了10公斤的體重，痛
風也消失了，膽固醇也恢復正常水平了。此
外，我也感覺精力充沛和充滿活力。我很高
興達到這理想效果。我的妻子對於我的變化
也感到不可思議。

我特別感謝陳林希珠博士，陳建良先生以及卡茜女士,有了他們的鼓勵，我才得以進
行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再次感謝新生命，讓我和我的家人擁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瑪麗安陳  (八打靈再也)

我終於戒掉了10年的煙癮！在進行新生命體內排毒與恢復活
力程序的第三天，我的身體完全抗拒尼古丁。這就跟在手術
後吸煙的後果一樣。我坐下來好好計算我花在購買香煙上的
金錢。 。 。 。幾乎接近RM90,000. 從此，我再也不吸煙了。

不再遭受痛風，高血壓及嗜

十年煙癮，我終於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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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札賓蒂拉卡莎（哥打京那巴魯）

這一切大概開始於2012年6月底，我即將滿7歲的小女兒菲麗茜
娜經歷了嚴重的胃痛和嘔吐。她所攝取的食物（包括飲用水）
都會導致嚴重的疼痛和嘔吐。在6個月內，她經常被緊急送往
急診室，並住院12次。她沒辦法去上學，體重也從19公斤下
降到14公斤。醫生所建議的藥物治療完全沒有幫助。

在2012年11月，她的腸胃專科醫生建議送她到吉隆坡的國立
醫院以接受進一步的治療。大約在同一時間，我通過我姐姐
認識了新生命，並且帶菲麗茜娜到新生命公司諮詢拿汀陳林
希珠博士。

菲麗茜娜開始了由拿汀陳林希珠博士專門負責監控的營養計劃。她在2週內就有了明顯的
複原跡象。她的嘔吐和疼痛在5天之內消失了！在申請了3個月的無薪假期來照顧她後，
我終於能回到我的全職工作崗位了。菲麗茜娜也能夠回到學校和她因生病而6個月沒有
見面的朋友相聚了。

近兩年過去了，菲麗茜娜繼續享受快樂健康的童年。

我想與所有遇到孩子健康問題的家長分享新生命的產品如免疫激菌植，胰酶（植物）添
加素，螺旋藻，馬努加蜂蜜，特級初榨椰子油，蜜蜂花粉，洋甘菊花茶，薄荷茶，營養
酵母，自製酸乳酪，燕麥片和蘋果醋等，這些都是很棒的產品！

我很感謝上天，讓我在不斷尋找解決方案的6個月中，幸運地遇到了拿汀陳林希珠博士，
並找到了讓女兒恢復健康的方式！

萬分感謝拿汀陳林希珠博士和新生命!

嚴重的慢性胃炎痊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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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緹（哥打京那巴魯）

我的名字是維緹， 從我有記憶起，我就已經備受慢性鼻竇炎引起鼻子阻塞和呼吸困難
的痛苦。由於傳統的藥物只能仰止症狀，沒有辦法治愈此病症，因此一個又一個醫生
把我當成白老鼠以試驗各種沒有任何幫助的藥物。更別說那因每個月拜訪醫生們而接
蹱而來的醫療費用賬單。

我和我母親積極尋找各種治愈方式，以希望能找到任何能改善我的鼻竇炎，讓我更有精
力和強健身體的標準方法。而最終我們遇見了新生命。

我的母親和我一起進行了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由於過去的藥物濫用，我不得不將
為期7天的排毒程序延長至21天。

在進行排毒程序後的幾天內，我就已經感受到它帶
給我的好處。我已能夠正常呼吸，且能讓氧氣自然
流入我的肺部。我呼吸變得通暢，甚至睡覺時也一
樣。而在這之前，我每天只能靠左邊側睡以便通過
鼻子吸入足夠的氧氣。

我也覺得變得更有活力，更機警，在課堂上也能專注
更長的時間。我每天都感覺更健康也更快樂了。我的
消化系統得到改善而且整體上來說感覺非常良好。我
也更善於交際，並變得比以前更開朗。此外，我的皮
膚也改善許多。青春痘也幾乎消失了。

在進行21天的排毒程序時，從我身體所排出來的東西
實在是很可怕，很噁心，當時的我沒辦法直視那些廢
物。排毒程序不僅恢復我的健康，也讓我了解即使穿上漂亮的衣服和化了美麗的濃妝，
要是體內堆積了毒素仍是沒有意義的。這才是真正的身體和心靈上的淨化。我由衷地感
謝陳林希珠博士讓我創造了一個“新生活”。

慢性鼻竇炎痊癒了，我可以正常呼吸了



18詢問

43

新生命公司及分行

馬來西亞
Total Reach Marketing Sdn Bhd
(Co. No. 246650-X)

直銷執照號碼: AJL 93209

總公司
C-G-5,C 座，底層
丹容亞路廣場，末沙利街，丹容亞路
88100 哥打京那巴魯，沙巴 
電話：+6088246010 
傳真：+6088246405
網址：kktrm@newlife.com.my

八打靈再也公司
新生命大厦
171，SS2/24
47300 八打靈再也，雪蘭莪
電話：+60378776500
傳真：+60378744294
網址：info@newlife.com.my

古晋公司   
2482，底層
富貴城商業大厦
2 1/2英哩，石街
93250 古晋，砂勞越
電話：+6082252972
傳真：+6082257982
網址：kuching@newlife.com.my
    

新加坡
國際新生命（新加坡）
(Co. No. 200206247Z)

175A，明古連街
#06-11/12，玻齡頓廣場
新加坡 189650
電話：+6563378819
傳真：+6563378829
網址：info@newlife.com.sg

香港
國際新生命（香港）
(Co. No. 1415396)

網址：info@newlife.com.hk

www.newlife.com.hk

www.newlife.com.my

www.newlife.com.sg



關於作者... 陳林希珠博士 (營養自然療法醫師)

四十年前，一位從霹靂州來的年輕女子，林希珠考取了化學系裡的第一級學位，
她希望能為馬來西亞爭光，但是，她不能做到。

為什麼呢？因為她常感覺到很疲倦。此症狀早在她十九歲時已經開始了，這使她
很懊惱，因為她在校時，是一位活躍的運動員。

當她在大學每當交換課堂時，她必需爭取時間小睡，儘管如此，她還是考取第一
級學位。

不久，她忙於周旋於教書生涯，婚姻生活和兩位孩子的誕生。她感到健康衰退，
導致她整日昏昏欲睡。

看到此情況，她的丈夫曾足跡大馬和新加坡，以尋找一位能治好她的病的醫生。
但都失敗了。她多希望有一位醫生能告訴她患有某種疾病，使她不必再為她的健
康問題感到沮喪及厭倦。

奇蹟出現了，一位到訪的傳教士，柯斯達德醫生(Dr.Costa Dier)到訪並住在他們
的家，柯斯達德醫生本身是一位醫生和營養學家，他擁有多項醫學學位，他診斷
陳林博士的病症為體內慢性病毒。

聽從他的勸告，陳林博士開始進行了體內排毒程序並跟隨“以食物當您的藥物及
以藥物當您的食物”的原理。幾個月後，她痊癒了及有了一個健康的身體。自然
療法改變了她的生命。

感激她的重生，她決心積極投入研究工作並把這些知識傳播到各個角落，使更多
人受惠。她的重生，使她擁有多兩名孩子，博士學位及營養學家學位，並從事自
然療法。

今天，陳林博士是位在家教育者及四位孩子的母親，並忙於教育，研究，撰寫，
講座，她是著名的健康講座會者，她的講座會遍布大馬，新加坡和印尼。她常在
電台談健康之道。她是“健康生活”雜誌的創辦人。她的體內排毒與恢復活力程序
受惠千人。

愛  。。。我們的最大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