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RO FAQ>>

1. 什么是 SO-PRO?
SO-PRO 是具高营养价值的蛋白质饮品，蕴含了多种具科学凭证见效的专利成分。此
配方是经由 6 年时间研发，专研了超过百种材料及多种配方精心配制而成。这纯天然
营养代餐饮能辅助均衡营养吸收及有效管理体重，达到完美健康体态。

2. SO-PRO 与市场上类似的产品有何不同？什么特点？
SO-PRO 是一款既天然又安全的 健康食品。在无需挨饿的情况下， 配合其具
科学凭证见效的专利成分，通过身体自然的调理机制方式来促进新陈代谢，并燃
烧身体多余的脂肪以达到健美塑身的效果。
6 强大特 点:
1. 高优质蛋白质、钙、镁
2. 低卡路里、碳水化合物、脂肪
3. 无糖、乳糖、反式脂肪
4. 不含奶精、速溶剂、防腐剂
5. 100% 天然及专利成分
6. 安全有效、无副作用

3. 我可以把 SO-PRO 当成代餐服用吗？
当然可以，你可依据个人需求选择性的来代替早餐、午餐或晚餐。服用方式很简单，
只需要将 2 匙 (30g)的 SO-PRO 加入±200 毫升水中。搅匀即可享用。
亦可加入少量低糖新鲜水果，或无/低糖优格或豆浆参拌，增添口感。
4. 要如何服用 SO-PRO 来达到健 美塑身 的效果？
可依据个人需求，选择计划如下：

SHAPE 优美 OPTIMUM 美好 PERFECT 完美
每日代餐法

代1餐

代2餐

代 3餐

例子

早餐

早、晚餐

早、午及晚餐

- 控制体重

- 改善健康

- 瘦身窈窕

- 补充营养

- 降低脂肪

- 启动排毒

↓≥2-3kg

↓≥4-5kg

益处

7 天效果

↓≥1kg

建议连续服用 7 天，以达至其效。
谨记要多喝水和足够休息，再配搭一些简单的运动，效果会更好 。

5. 服用 SO-PRO 的同时，需要配合节食？
一般上，服用 SO-PRO 是无需节食的。建议搭配健康饮食及营养均衡，多喝水养成好
的饮食习惯。
如果您是选择完美计划-一日代 3 餐的话，非常鼓励进行 7 天的轻断食疗法，这能让
身体充分启动排毒及促进瘦身自然机制。当身体暂时减少摄取食物，这时身体会自行
分解人体内脏、血液、臀部、腹部、腰部多余的脂肪以进行燃烧作为能量供给必要的
组织，并促进毒素的代谢及帮助人体重新调节新陈代谢系统。
同时，再配合补充优质的营养品，效果会事办功倍！

6. 在服用期间，会有什么身体反应？
在期间，身体会进行毒素代谢及大量分解脂肪转换成能量，燃烧多余的脂肪会消耗较
多水分，所以会容易感到口干舌燥，多补充一些水份或者吃些水果就行了。
如果您是选择完美计划-一日代 3 餐的话，在进行 7 天的轻断食疗法；由于身体会深
层自行分解脂肪及代谢毒素，会产生一些调理反应如下：第 1-3 天
第 4-6 天
第7天

强烈饥饿感、头疼不适、疲累无力
不再有饥饿感、腹胀、轻微便秘
体重改善、精神爽朗、皮肤光泽

其实，在调理期间也会出现其它排毒现象如：小便污浊、便量异常、皮肤排毒、口
臭、排气和体臭等状况。这都是正常的调理反应现象，多喝水及足够休息，随着身体
改善后会逐渐正常。

7. 若进行《完美计划-一日代3餐》服用期间，需要注意些什么？
服用前 1-3 天
1. 不要爆饮爆食，大吃大喝
2. 提前减餐份量，吃三分饱
服用期间 7 天
1. 避免高油糖盐加工食/饮品
2. 避免煎炸食物/酒精/抽烟/冷饮
3. 睡足 8 小时，睡前 4 小时不进食
4. 喝足 2L - 3L 的水 (体重 x30ml)
5. 运动 20-30 分钟
服用后 1-3 天
1. 勿急于恢复正常饮食
2. 建议持续代 1-2 餐 So-Pro,让肠胃功能逐渐适应
3. 清淡饮食从稀至干、软至硬、少至多、简至繁
4. 多喝水、多运动、早睡早起

8. 要多久的时间才会看到效果？
因人而异，不同的体质、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会影响产品的效果。一般上，多数人可以
在短短的 7 天内看到体重明显的改善，而有一些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方能看到效果，只
要持续性服用就会见效。
无论如何，健美塑身的效果依据个人身体的状况而定，关键是否有配合正确均衡的
饮食和进行适量的运动。

9. 成功瘦下来后，若停止服用 SO-PRO 会出现反弹的情况吗？
一般上，停止服用后是不会有反弹的现象。由于 SO-PRO 是通过自然调节身体机能方
式来达到健美塑身效果，同时也提高自我新陈代谢能力而降低体重的。当然，成功
瘦身之后还得配合正确的饮食与适量的运动以保持最佳的状态。

10.当我达到理想体重后，还需要继续服用 SO-PRO 吗？
当您已经达到理想体重标准，还是需要通过饮食控制和适当运动以维持长期效果，再
加上 SO-PRO，三管齐下，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真正的健美塑身，恢复健康，避免反
弹而前功尽弃。

11.长期服用 SO-PRO，是否会有任何副作用？
SO-PRO 采用纯天然成分配制而成，所以是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同时，此配方已获马来西亚卫生部（KKM）严格审核及经过化学验证绝对不含任何西
药或不明违禁成分，是通过身体的自然调节机制以达到健美塑身效果。

12.服用 SO-PRO一日代三餐后，为什么没有排便的感觉？
不必过于担心，某些人可能在服用后会出现此暂时性的身体反应。
众所周知，人的大肠容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产生一定的粪便量。
在进行7天的轻断食疗法，由于进食量极少，便量也自然会减少。一旦复食以后，自
然会恢复排便正常。
13.为什么服用 SO-PRO 后，体重仍然没有改变，持续出现便秘，是证明产品对我无
效吗？
一般上，这可能是肠胃道比较虚弱相关，吸收消化和排泄功能比较差。建议先调好消
化系统，您可以服用 GREENZ 肠清素和 CryoBac 193 益生菌来做一个调理，同时服用
SO-PRO，相信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及改善。

14.谁不建议服食 SO-PRO？
SO-PRO 是一个健康的天然食品, 可安全服用。不过，每个人的体质不一，反应也会因
人而异。此产品含有牛奶和大豆成分，素食者或对原料敏感者可避免服用。对于患有
严重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人士在服用此产品前，建议先咨询医生/专业人士的意见。

15.除了体重管理以外，SO-PRO 也适合于其他人服用吗？
当然皆可，男女老少都适合服用SO-PRO。
服用者
儿童

功效
- 强化骨骼/牙齿
- 促进成长/发育
- 增强免疫功能

成人

年长者

运动员

- 促进肠道功能
- 补充营养吸收
- 保持皮肤靓丽
- 有效控制血糖
- 延缓衰老症状
- 加速自愈能力
- 燃烧脂肪/代谢
- 帮助强健肌肉
- 增强体力和精力

16. 如果想要增肥/加体重，SO-PRO 是如何服用？
建议在每一餐的早餐、午餐或晚餐后，再配搭一杯的 SO-PRO 来喝，以补充人体所需
的营养与持续供给能量。
您知道吗？SO-PRO 富含来自于植物-大豆蛋白及及动物-水解/乳清蛋白都是属于营养
全面的完整蛋白质，能提供人体所需 9 种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及支链氨基酸
(BCAA)。这绝佳的优质蛋白的完美组合能有效构成或修复人体组织，及有助于增升肌
肉量及体重。

17. 女性月事期间可以服用吗？
女性月事期间，是可以服用的。当然也可依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定，如果是身体太虚弱
者，建议不要一日代三餐服用。
在这段时间，如果流血量太多，加上身体会比较弱者，可能会有头昏或贫血的情况出
现，建议继续服用 SO-PRO 配合健康饮食，补充优质营养搭配均衡饮食以助于调理身
体。

18. 孕妇、哺乳期妇女可以服用 SO-PRO 吗？
当然可以。您知道吗？从怀孕至哺乳期，身体会大量流失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而此
配方不仅富有高优质蛋白还能补充身体所需的钙质非常适合于她们，可以按照建议分
量服用。而孕妇方面，则建议在怀孕进入四个月的稳定期后，才开始补充为宜。

19. SO-PRO 含有糖分吗？糖尿病患或癌症者是否适合食用?
SO-PRO 是绝对无添加任何糖分及奶精，主要甜 味是来自于 100％的天然罗汉果萃
取。此外，SO-PRO 所富含的三种专利成分- Palatinose®甜菜根萃取能有效的帮助调
节血糖水平，而 Careflow®芒果萃取则可促进燃烧多余脂肪与糖份代谢，还有富含高
抗氧化的 exGrape®Seed 葡萄籽萃取也可以增加免疫功能。
SO-PRO 可让您品尝美味天然甜食，同时也享有各种健康益处。因此，不管是糖尿病患
或癌症者，包括所有健康爱好者都欢迎尝试！
20. 乳糖不耐症是否适合食用 SO-PRO?
此配方已经过独立机构严格审核及通过化学验证是不含任何糖分包括乳糖成分。因
此，SO-PRO 绝对是适合对于乳糖不耐症或对对乳糖敏感者服用的。

21. 痛风（高尿酸）/肾病者是可以服用 SO-PRO?
此配方对于痛风（高尿酸）/肾病者是可以服用的，只需要特别注意蛋白质的来源与
摄入量皆可。对于一般正常人，每公斤体重应摄取 1g 蛋白质。可是，对于急性痛风
发作时/肾功能欠佳者，蛋白质可按每天每公斤体重 0.6-0.8g 供给。
如果你的体重是 50kg, 患有痛风/肾功能欠佳的问题。
你需要的蛋白质量 50kg x（0.6-0.8g/kg) = 30g-40g 蛋白质
SO-PRO 1 汤匙＝ 7.35g 蛋白质
4 汤匙 x 7.35g 蛋白质＝ 29.4g
所以，如果是 50kg 的痛风/腎欠佳患者，一天不宜超过 4 湯匙（或 2 次）的服用量皆
可。同时，人日常饮食也要有规律，勿暴饮暴食高嘌呤食物。若担心嘌呤摄入过多而
不吃或少吃肉制品的患者，当然可以选择 SO-PRO 具有易消化吸收的水解/乳清蛋白粉
作为日常蛋白摄入不足部分的补充；避免蛋白摄入不足，出现体重下降，肌肉丢失，
免疫力降低等不良表现。

22. SO-PRO 可不可以与西药一起服食？
SO-PRO 是天然的健康食品，没有任何西药成分，基本上是不会与其他药物产生不良反
应。但如果您在服用任何药物，建议产品和药物相隔半小时到 1 小时以避免任何相互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