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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是大自然給予我們的珍貴禮物。

既能為送花者傳遞快樂、愛和關懷，

亦能療癒賞花者。

花，是我們的健康守護者。

傳承下來的古老智慧已提及花卉的藥用價值，

科學家亦開始探索花卉的力量，

讓健康在身心綻放光彩。

Flowers are a gift   to this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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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言「密」語

賞花

餐桌上的花

植物營養素的神奇力量

紐崔萊TM有機農場

花，是大自然給予我們的珍貴禮物。

既能為送花者傳遞快樂、愛和關懷，

亦能療癒賞花者。

花，是我們的健康守護者。

傳承下來的古老智慧已提及花卉的藥用價值，

科學家亦開始探索花卉的力量，

讓健康在身心綻放光彩。

Flowers are a gift   to this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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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言「密」語

黃玫瑰代表純潔的友誼和美好的祝福，

非常適合送給閨蜜。要留意的是，黃玫

瑰亦有分手、妒忌的意思，不適合送給

伴侶，更是日本常見的分手禮物呢。

說到送花，大多數人腦海裡即時浮現的

花，都是玫瑰花。不同顏色的玫瑰，有

不同的象徵意義：紅玫瑰代表熱戀、激

情；白玫瑰則代表純潔。

風信子代表喜悅、生命，也象徵積極向

上、充滿正能量。若想令開花後的風信

子再開花，需要把花朵剪掉，而這個動

作，就傳達出「將悲傷的回憶剪去，迎

來嶄新的生活」的意思。要留意的是，

風信子還有另一個兩極的花語，代表懷

念，送花時要特別注意呢。

黃玫瑰

紅玫瑰 風信子

花語：  美好的祝福

花語：  純潔、美麗的愛情 花語：  喜悅、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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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ELLE、UBlog及誠品之網頁

畢業、生日、示愛、求婚等重要時刻……都總有花的存在。

每一種花都有它的花語，代表著送花者的祝福。

讓心意伴隨花語，說出「不能說的秘密」。

鬱金香在歐洲被稱為「魔幻之花」；鬱

金香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莫名的魔力，讓

園藝學家熱衷於將其品種改良。象徵博

愛、高雅、能幹的鬱金香，最適合送給

具以上特質的女性。

天堂鳥，是來自非洲南部的一種野

花；其外形看似一隻展開翅膀的飛

鳥，象徵自由、吉祥、幸福快樂，

也有長壽的意思。

鬱金香

天堂鳥

花語：  高雅、高貴

花語：  自由、吉祥

•�在花莖末端以45度角斜口修剪，讓鮮花「飲飽水」

•�除去浸在花瓶水平線以下的葉子，可更有效地保存鮮花

•�每隔2至3天定期換水，也可在水中加入花卉保鮮劑或液

體肥料，延長鮮花的壽命

•�鮮花喜歡涼爽通風的地方，應避免陽光直射及放置於高

溫的地方。鮮花亦應遠離水果，特別是香蕉和蘋果，因

為水果成熟時會釋放乙烯，加速花朵凋謝

如何照顧收到的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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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顏色鮮艷奪目，又名紅棉、英雄樹、攀枝花；花期

一般約在3月至4月。木棉屬木棉科，花開時漫天棉絮，

非常搶眼。元朗石崗軍營木棉路絕對是紅棉樹打卡的熱

點，長逾50米的木棉花道，一整排紅棉樹盡收眼底，滿

足視覺享受。

賞花熱點：深水埗南昌公園、啟德郵輪碼頭公園、

香港仔海濱公園

木棉

秋、冬季

春．夏季

對大家來說，紅葉絕不陌生，

本港最佳觀賞紅葉時間是每年

12月中至翌年1月初。漁護署

每年都會公佈大棠楓香林紅葉

指數，不想錯過紅葉美景，就

要mark實時間了。

絲木棉的花期十分長，約為每年10月至翌年2月；絲木棉又

名「美人樹」，5片花瓣向外翻開，顏色粉紅，花冠近中心

呈乳白色或黃色，帶紫褐色斑紋。盛放時，葉子會變得稀

疏，讓絲木棉花更搶眼。

賞花熱點：香港動植物公園、北區公園

賞花熱點：元朗大棠、

青衣公園、城門水塘

紅葉

絲木棉

你可有掛念「賞櫻追楓」的日子？

最近，本港也掀起一股賞花熱，

毋須搭飛機，可能就喺「屋企樓下」，

也可以看到一片唯美花海。

秋、冬季

全
年
賞
花
攻
略
打
卡
必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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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鈴木的樹身高大挺拔，是本港十分常見的植物，於區內

公園或屋邨附近十分容易找到黃花風鈴木的蹤影。盛開的

黃花風鈴會形成金黃花海，喜歡賞花的你不能錯過。

鐘花櫻桃是本地最常見的櫻花品

種，鐘花櫻桃花朵呈傘形，花的

粉紅色跟日本的櫻花一樣，開花

時間一般在2月中至尾。

黃花風鈴木

櫻花

藍花楹原產於南美等地的熱帶地區，

樹長最高可達15米；花期約於每年4

至6月，開花時藍花楹呈風鈴狀，花

瓣呈淡紫色，唯美浪漫。

賞花熱點：灣仔星街、沙田公園、

東涌北公園

藍花楹

白千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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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花熱點：嘉道理農場、

香港單車館公園、鰂魚涌公園

夏．秋季

夏．秋季

春．夏季

參考資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trip.com、香港01、明報新聞網之網頁

每年的9至11月，是白千層開花的季節，開出白色

或淡黃色的花，形狀就像一個小刷子，有淡淡的香

氣。白千層的最大特徵就是其樹皮，樹皮厚且柔

軟，呈海綿狀；老的樹皮會呈片狀堆疊，顏色多是

白色或啡色，因此稱為白千層。大雨過後的城門水

塘，更會出現白千層天空之鏡；要欣賞「水浸白千

層」的獨有美景，也要考考大家的運氣。

賞花熱點：香港仔海濱公園、

皇后像廣場花園、中山紀念公園

賞花熱點：鯉魚門公園、龍翔道公園、香港公園

春．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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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花是指一些可以安全食用的花朵；

既可視作一種蔬菜，亦可作香料使用，

以提升料理的味道。食用花在西方烹調

中成為了一種具創意和新派食材，近年

變得越來越普及，在本地也開設了一些

以食用花為主題的餐廳，讓你置身花花

世界中享受美食。

什麼是食用花？

餐桌上的花

把綻放在花園的絢爛璀璨延續到餐桌上。

食用花，把花朵盛放的瞬間定格在美饌中，

美得讓人捨不得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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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維基百科、明報周刊、ELLE及花卉百科園之網頁

可以食用的花種類也不少；三色堇、琉璃苣、金盞花、矢車菊等，都是較受

歡迎及常見的食用花。

三色堇是歐洲常見的野花種類，常於公園發現其蹤

影。三色堇的花朵通常呈紫、白、黃三色，故名三

色堇；可用於製作沙律，作料理配菜，或作甜品裝

飾。此外，三色堇還可殺菌，改善皮膚問題。

金盞花具消炎、殺菌等功效，自古以來已被視為具

有藥用價值的植物。金盞花不單美觀，更含有豐富

的維他命C；除了可沖泡金盞花茶外，更可以製作

沙律，或用於烹調以增加菜式香味。

紫藍色的琉璃苣，其葉和花均可食用，葉片帶點

小黃瓜的味道，可以加入凍飲及酒中，或可製成

醃製物及沙律的調味汁，同時也可用作蛋糕或甜

品的裝飾。

矢車菊，花色鮮豔、花型特別，花朵的邊緣像細

絲般向四方散開，是一種非常漂亮的花朵，十分

適合用於點綴菜式，或加入沙律中食用。矢車菊

盛開時，會產生大量花蜜，蜜蜂常被其清新的幽

香所吸引，以矢車菊為蜜源的蜂蜜，是一種高營

養的天然食品，能提升人體免疫力。

不是，並非所有鮮花都可以安全食用。於花店或市面出售的鮮花，大部分都已噴灑農藥，

不可食用。�只有於有機農場種植，專門供食用的鮮花，才可以安全食用。

食用花除了可直接食用或用於裝飾外，也可以加入茶包、雞尾酒，你亦可製作花香味糖漿

或果醬。想要更多煮食靈感？網上亦有很多不同的食譜，讓你大顯身手。

哪些食用花可以食用？

是不是所有鮮花也可以食用？

可在家自製食用花料理嗎？

三色堇

琉璃苣

金盞花

矢車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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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產品追蹤過程，

一目了然；產品

送到你的手中。

你9

植物營養素的神奇力量

張圖秒懂植物營養素6
遠古時代，人類食用橙，

因為含有水分，可以提供

生存的必要元素，而且果

實甜甜的，含糖分，是提

供人類能量的營養。

航海時代來臨，許多水手有

牙齦出血的問題。上岸後食

用橙，牙齦出血狀況就改善

了。原來橙含有「抗壞血

酸」成分，即維他命C。

聰明的商人將橙中的維他

命C萃取出來，或以合成

方式製成維他命C片，賣

給水手們。

但是科學家發現，吃橙的水

手牙齦出血痊癒較快，服用

合成維他命C片則較慢。

原來橙中含有一種成分，

稱為「類黃酮」，能幫助

維他命C吸收，讓水溶性

維他命C在人體內有更佳

的運用。

不只是橙，蔬菜、全穀根莖

類、豆類、堅果等五顏六色

的植物性食物含有各式各樣

的營養成分，科學家統稱為

「植物營養素」。

1 2

3 4

5 6

6

植物類食物富含維他命、礦物質及其他植物成分，科學家把這些物質稱為植物營養素

(phytonutrient)，也稱為植物化學物質(phytochemical)；植物營養素對人體健康非常重要，食用不

同植物，從中攝取不同的植物營養素，幫助身體維持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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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人生活繁忙，食無定時，單從植物性食物難以攝取足夠的植

物營養素。在近年的營養潮流下，不少人開始使用營養補充品。�

紐崔萊™首創含植物濃縮素的營養補充品，更於自設的有機認證

農場種植植物原料，從栽培到收割，一絲不苟。紐崔萊™農場�

在每種植物營養成分最豐富時收割，以便將植物營養萃取製成�

紐崔萊™濃縮素，幫助人們達致健康的身體狀態。
在紐崔萊TM的植物功能資料庫中，

與眾不同的是，紐崔萊™每年種植佔地超過 英畝

每樣植物也附出生證明；

紐崔萊™濃縮或乾燥植物外層、種

子、根部、葉子等不同部分，為紐崔

萊TM產品提供最高的營養水平。

每年，就產品包裝進行超過

當中包括搖晃、擠壓、扭動

包裝及進行X-光測試。

次測試，

每種植物也是���������������不含

雜草及殺蟲劑。

的有機農場只是紐崔萊™種植的開始。

如果農場未能滿足植物的種植條件，

將會尋找最好的夥伴農場進行協作。 的種子，以測試種子的有機性、純淨度及發芽速度。

數以百萬計數以百萬計

已儲存了

個植物指紋圖譜，
有助找出最佳的成分及成分組合。

選擇植物

挑選種子
選擇農場

生長

提取

包裝

1

23

每年，紐崔萊TM就原料進行�����������������������������

品質檢查。

次

生產7

4
植物從農地運送至現場的乾燥設施只需

����������������分鐘， 以確保植物保留最高營養成分。

收割5

8

6



紐崔萊™有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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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   西鱒魚湖農場

健康有機的草本天堂

美國華盛頓州   東鱒魚湖農場

結合天然與科技的有機樂園

主要農作物：紫錐花、藍莓等

主要農作物：蒲公英、薄荷等

紐崔萊™西鱒魚湖農場佔地162

公頃，位於華盛頓州喀斯喀特山

脈下的有機山谷中；方圓7公里

都是有機認證農場，確保擁有潔

淨的空氣和土壤，更遠離污染。

受惠於海洋和高山氣候，植物可

形成高濃度的植物營養素；在這

裡，每年都有一段寒冷季節，能

促使植物中的植物營養素增長，

為健康帶來更多益處。為了保護

植物自然生長，紐崔萊™透過人

工、GPS定位拖拉機，以及焚燒

的方法除草。

紐崔萊™東鱒魚湖農場面積350

公頃，位於華盛頓州中部的埃夫

拉塔鎮附近。位處北方的半乾旱

地區，生長季節漫長而炎熱，史

前時代的米蘇拉洪水留下了營養

豐富的土壤。東鱒魚湖農場亦引

進哥倫比亞河水，為農場的土壤

帶來豐富的營養和多樣性。農場

土壤天然純淨，過去20年一直都

獲得有機認證；紐崔萊™以益蟲

和動物(如獵鷹)驅趕害蟲，保持

農作物純淨。



紐崔萊™在世界各地共擁有四個有機認證農場，遍佈三個國家：包括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鱒魚湖農場與東鱒

魚湖農場、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培塔可農場，以及巴西烏巴哈洛鎮田谷農場。將近2,400公頃的農地種植產

品原料，皆以環境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方式管理，讓植物自然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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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農作物：迷迭香、紫花苜蓿、菠菜、歐芹、西柚、橙等

主要農作物：針葉櫻桃、水田芥、咸豐草等

紐崔萊™田谷農場佔地1,269公

頃，是世界上經過認證，擁有大

規模的有機針葉櫻桃農場之一。

這裡陽光普照，具有種植熱帶植

物的理想氣候和環境；農場主要

種植了維他命C含量較高的針葉

櫻桃及其他植物原料。巴西農場

種植了超過138,000棵針葉櫻桃

樹，每年的針葉櫻桃產量約為

2,000噸。

紐崔萊™培塔可農場面積643公

頃，這是一片被七座火山環繞的

山谷土地，表面上雜草叢生，

但是卻擁有肥沃的土壤和豐富礦

物質的地下水。潮濕亞熱帶的氣

候，適合種植不同的農作物。農

場只使用天然肥料，確保農作物

的純淨；紐崔萊™堅持每天監測

土壤，以確定灌溉水量，種出最

健康的植物。測試人員每天需要

進行數十次測試，而每次都是騎

單車穿梭田間，以避免駕駛車輛

揚起的灰塵污染植物。

墨西哥哈利斯科洲   培塔可農場

七座火山環繞的肥沃土地

巴西烏巴洽洛鎮   田谷農場

終年陽光普照的植物天堂

從種子到成品
   一站式追蹤

https://nutrilitetraceabil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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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到的植物營養

多寶營養片提供12種維他命、10種礦物質及21種植物營養素，能

協助彌補膳食的營養不足，提供全面的保護。更囊括了五色植物

營養素，促進心臟、骨骼、腦部、視力及細胞健康。

日常飲食中，容易缺乏紫色營養，因此，配方特別蘊含更多紫色

植物營養素，有效補充不足，切合人體所需，更以領先科技，研

發出PhytoProtect™專利，當中的迷迭香、薑黃及洋蔥，均具有天

然的細胞保護功能，激活出強大協同效應。此外，更採用嶄新頂

尖RWD(Refractive�Window�Drying)提煉技術，萃取及鎖住高濃度營

養精華。

紐崔萊™紫錐花精華含三種不同部位之紫錐花濃縮素，包括兩種紫錐花之根、莖、葉及花部，

有助增強免疫力，並加快感冒的復元速度。配合來自柑橘、西柚和檸檬果肉及果皮的柑橘生物

類黃酮，增強紫錐花的防禦效能。

長效維他命C營養片採用獨特的網狀技術，能長效釋放維他命C達8小時，延長吸收

時間，提升吸收效率，減少浪費。每片可提供500毫克維他命C，約相等於8個鮮橙

的維他命C，滿足全日所需，更不會刺激腸胃。產品採用源自巴西紐崔萊™自設有

機農場培植的針葉櫻桃製造，除了含豐富的維他命C外，亦同時提供柑橘生物類黃

酮，有助維他命C的吸收。當中蘊含的植物營養素，比其他一般維他命C營養片，

種類更多，含量更高。

維他命C參與身體許多功能的運作，對維持身體健康擔當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更可

增強免疫系統，強健體魄。

紫錐花是源於北美洲的草本植物，是一種紫色的玉米花，可用於處理損傷和感染。早於1920年代，紫錐花

已獲醫學界採用，成為美國最暢銷的藥用草本植物。時至今日，多項科學臨床研究報告證實，紫錐花有效

調節免疫系統，提升人體免疫力，使免疫系統在短時間內活躍起來28,29，及加速身體復元。

港人外出用膳次數冠絕全球1，經常外出用餐，容易吸收過多熱量和脂肪；更有調查發現，超

過9成港人蔬果攝取未達標
2
，平均每日攝取量未及世界衞生組織建議攝取量(5份水果)的一半。

長期營養不足，容易誘發健康危機。要擁有強健的體魄，必須攝取充足的營養。

紐崔萊™多寶營養片

紫錐花精華

紐崔萊™長效維他命C營養片

28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1, 13:527-539.
29Integrative cancer therapies, 2003, 2.3:24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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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ry�Signature�Select™個人專屬修護面膜針對

最常見的5種肌膚問題：乾燥、毛孔粗大、膚質粗

糙、缺乏彈性及膚色不均。每款面膜均注入源自

紐崔萊™自家農場的天然植物成分；只需7分鐘，

即可享受更健康、更美麗的肌膚。

炎夏時份，走到室外，肌膚容易出油，而室內

卻是涼爽但乾燥的冷氣。一熱一凍，脆弱的肌

膚容易變得敏感、泛紅。這個時候，就要選用

面膜，以急救你的脆弱肌膚。

Artistry�Signature�Select™
個人專屬修護面膜



生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很久以前，

歐美等地已流傳著代表一年365天的花之傳說；

在摯愛生日當天送上幸福的祝福。

誕生花的概念也是由此延伸；

挑選屬於自己的誕生花，抓住幸福。

生日 花

8 月 誕 生 花 ���

7 月 誕 生 花 ���

向 日 葵

繡 球 花

如欲購買安利產品，請與安利直銷商聯絡。���

安利體驗館 |�旺角登打士街56號家樂坊15樓�|�2969-6300

www.amway.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