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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手册是以“环保酵素”为出发点，随著演讲附送的

教育手册，里面记录了为什么要做、如何做、如何使用和一

些心得分享。我们希望您能珍爱这样一份资讯，听了讲座，

也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力行，动手做酵素，把原本要丢弃

的垃圾，转换成有意义的环保酵素，而这份转换的力量就来

自您的手。

生活在目前的环境，相信你我都意识到环保工作是刻不

容缓。无论您是谁，身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亲自动

手参与做环保酵素，就是对地球最友善和亲切的举动。

现在提倡减碳和有机的生活，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的概念。意思指当地人最适合吃当季、当地、当时所盛产的

蔬果作物，当地资源可以养活当地的人。这是最有营养也最

符合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同样的，改善环境也应该是当地

人一起来参与，才是最实际的改善和解决之道。

在编辑这份手册时，有位环保义工说“现在每天回家，

就会去留意亲手做酵素的变化。有时打开盖子听到一阵阵滋

滋声，就会很开心”。这股滋滋声可是拯救地球的声音。别

小看这些小泡泡，它蕴含著守护地球的力量。

做酵素、用酵素，也要学会珍藏一份酵素情谊。人世间

许多东西有时间限制，罐头过期不能吃、合约期限到了。关

系就结束，而酵素却是从它制作的那一天起，发酵3个月后就

没有截止日期。就当他是个老朋友，细水长流的经营，它只

会越醇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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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地球发高烧

● 气温上升、冰山融化、海 

 平线上升、陆地面积减 

 少。

● 超级暴风雨造成严重水 

 灾。

● 珊瑚礁、树木及高山草原 

 受破坏，许多动植物濒临 

 绝种。

● 气候变化，农作物欠收。

● 森林、农田、城市受到 

 新的虫害，传染疾病大量 

 散播。

● 大量使用化学清洁剂，个 

 人体质受影响。

● 空气污染易引发过敏体 

 质，个人神经系统、免疫 

 系统功能失常。

环保酵素为地球降温

● 减缓温室效应

● 制作酵素过程所释放的臭 

 氧（O3）能改善空气品 

 质，让大气层产生自行修 

 补的能力。

● 转化CO2使海洋可以平静

● 减少垃圾量，减轻社会处 

 理垃圾的成本。

● 酵素是天然肥料,改善土 

 质，把贫瘠的土地调整为 

 肥沃土地；是天然空气清 

 新剂；天然杀虫剂，远离 

 昆虫的侵害。

● 清洗、洁净过程使用稀 

 释过的酵素液取代化学清 

 洁用品，减少对个人健康 

 的伤害，合乎自然。

地球环境

社区与社会

个人与家庭

全球暖化 地球发高烧  VS  环保酵素 为地球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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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酵素到底是什么？

                听听他们怎么说

它

是一种由植物蛋白

质、矿物质和保幼激素天然合

成的有机化合物。酿制过程将所有

不同的酵素原料加在同一个环境中，让

它们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稳定

且具有多元功能的酵素生态系统。环保酵

素可抑制有害微生物，尤其是病原菌和腐

败细菌的活动，促进植物生长。如果每

家每户的人民都懂得制做环保酵素、

懂得善用环保酵素，就能减低环

境的污染，大家才能更进一

步过健康生活。

环

保酵素是大家共有的

资源，从制作、发酵到使

用，它的每一个步骤和过程都

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助。为了我们

下一代的幸福，所有的人都必须

加把劲，努力做环保，拯救

唯一的地球。

Dr.Rosukon
环保酵素技术研发人 。她
是泰国第一位酵素博士，
曾用酵素处理苏联核能污
染 。 她 以 一 颗 慈 悲 的 精
神，将30多年来研究酵素
的秘密完全公开。

温秀枝医师
从2006年开始，穿越大
城小镇，举办无数场大
大小小免费的讲座会，
只为把环保酵素的理念
和做法，完全公开的传
授给千家万户。

Dr.Rosuk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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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把垃圾变成了黄

金，省钱又环保。当我做

酵素时，孩子们也喜欢一起

参与，他们会主动帮我打开瓶

盖让气泡跑出来，做环保酵素

成了我们的家庭活动，为

生活增加乐趣。

环保

酵素所使用的材料能从

淀粉和糖的化学转化，得到酸

性物质CH3COOH，在溶解于水之后

解体，并分解成淀粉、脂肪、蛋白质的

醋酸基（Acetyl-CO-A）。分解的化学

方程式如下：

       CH3COOH + O1+O2= O3+H2O

分解所得的臭氧（O3）有杀菌的功

能，能减少空气中的废气和毒

气，也能帮助增加空气中

的含氧量。

推

广环保酵素很有意

义。如今，我整个家族

都在做酵素。原本菜市场的

蔬菜果皮都是丢弃不用的，

现在小贩们将这些蔬菜果皮

制作成酵素，并将之免费

的给予所有人使用。

妈妈
听了环保酵素的演讲，
就开始亲手做酵素。孩
子们也一起参与。

诗巫环保义工育津
听完环保酵素的讲座会
后，深知环保的工作刻
不容缓，而且需结合众
人的力量。因此，自愿
充当环保酵素的讲师，
鼓励大家一起做。

化学老师

M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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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酵素的特性：

环保酵素简单易做，制作材料随手可得、制作过程简

单、用途广泛，不浪费任何资源，还可以帮助减少垃圾。环

保酵素混合黑糖、水和厨余（鲜垃圾）的物质，经发酵后形

成棕色液体，有柑橘的香味。

从制作环保酵素的第一天开始，酵素在发酵时催化过程

会释放臭氧（O3），能分解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及浓缩在云层

中的重金属，继而将热气排出地球。

此外，环保酵素能转化氨（阿摩尼亚）成为硝酸盐

（NO3）是植物的肥料与营养，酵素也能转化二氧化碳为碳

化物（CO3），滋养海洋中的植物、鱼类和其他海底生物。

1、 有分解、转化、重组、催化的作用。

2、 在厌氧条件下，酵素（如：光合菌）可耐100°C以上高  

 温。

3、 酵素在养分充足条件下，PH值在3.5以下也能正常生存。

4、 能生成抗氧化蛋白质及低分子抗氧化物质的功能，防止  

 物质及细胞的劣化、衰变及老化。



 
 

环保酵素的多元化用途： 
 

农作物──自然化 
自然农法的理念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酵素

能广泛应用在自然农法中。 
● 改善土质 

酵素是天然的肥料，能改善土壤环境，把贫瘠地转变为肥沃
的土地。 

● 不使用化学农药减少虫害  
若将酿制好的环保酵素以一公斤红砂糖和十公升水进行稀释
洒在草地上，这个过程会刺激昆虫的眼睛，破坏其卵的发
育，就能减少昆虫、蚊子、老鼠和蟑螂的数量。虫害减少，
有利于农作物生长。 

● 植物快高长大  
酵素液有助于促进光合作用，树根会获得更多的氧气，过程
也促进蛋白质、淀粉、脂肪在土里分解，能为植物增加肥料。
此外，臭氧从地面蒸发到大气层，有用酵素液灌溉的那区，
树叶比较健康，植物会快高长大。 

用途 稀释比率 
酵素肥料 酵素 1cc : 水 500cc/1000cc 
酵素杀虫剂(昆虫) 酵素 1cc:  水 1000cc 
酵素空气清新剂 酵素 1cc : 水 1000cc 
种植栽培花草水果 酵素 1cc : 水 500cc 
消毒用 酵素 1cc : 水 500cc 
备注︰酵素加水稀释后会更强。 

 
实例： 
15 年前何永祥先生帮助残障人士在吉隆坡 Ara Damansara 成功申请
到一片 30 英亩的土地。原以为能种一些农作物，让残障人士能自
供自给，然而这片土地又硬又顽固，花了很多年、用尽各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改善。後来以稀释的环保酵素灌溉后，竟然迅速长出许
多农作物。本来生长缓慢的蔬菜、瓜果，却像雨后春笋般长出青绿
色的蔬果。目前在这土地上也种植了不少的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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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健康化

将酵素使用在家畜（禽）养殖场，能使饲养过程健康

化。

● 改善饲养的环境 

 酵素是天然的空气清新剂，在畜舍及粪便上喷洒环保酵  

 素，能消除苍蝇和恶臭。除虫、除臭的效果让家畜（禽） 

 能在比较卫生的环境生活。

● 家畜（禽）更健康

 在饲料和饮用水中添加环保酵素，能增加家畜（禽）的抵 

 抗力，肉蛋品质提高。

实例：

泰国养猪场在不使用任何药品和添加剂的情况下，采用环保酵素，

已被证实有效。

排水系统──洁净化

环保酵素能净化水源，改善家庭生活排水、食品加工厂

排污水及畜舍污水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

● 净化排水系统

 如果将酵素液或酵素渣倒入排水系统，如：下水道、粪  

 池、水沟等，可防止水管堵塞、净化粪池、分解污水  

 污泥、净化河流和海洋，达到净化环境的效果。

● 恢复自然生态

 随著排水系统洁净化，消失的鱼和贝类开始再度出现和增 

 加，能恢复自然界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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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清洁剂 VS 酵素清洁剂

将稀释后的环保酵素倒入沟渠或河流能起到净化的作

用，因为酵素能有效的分解人工化学污染物。普通清洁剂是

以界面活性剂将油脂乳化，再以水带走物质。酵素清洁剂是

具有活性触媒将油脂分解成小分子，并直接与深处油脂反

应，达到深层清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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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在大山脚的莲花池曾举行过一次净化河流的运动。当时公众人士捐

出900litre的环保酵素。倒下去7分钟之后就看到效果，湖面出现小

泡泡，就像泥土在呼吸。当浮在河面的油脂渐渐分解，就可以见到

湖旁植物的倒影。

垃圾污染──减低化

把生垃圾（指剩菜、水果皮等食物垃圾）善用、处理并

制成酵素，能减轻社会处理垃圾的负担及费用。

实例：

诗巫的市议会一直以来都有推行环保工作，但反应和效果都不大。

2008年9月有一群主妇们在生活中积极倡导环保酵素，并主动向诗

巫市议会署理主席严建安先生建议合作，让民间与政府的力量结

合，推广环保酵素。自合作开始，积极的教导、制作和使用环保酵

素，全体市民参与环保的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半年内诗巫市

的垃圾量减少了30~40%。

家居生活──环保化

发酵的酵素能取代一般家用的化学清洁用品，适用于家

庭养花或供给农户使用，经济、实惠又能照顾环境和自身的

健康。

● 家居清洁

 酵素稀释后能去除怪气味、霉菌、尘垢、污秽、油污等， 

 在清洗客厅和房间地板、冷气机、厕所、厨房抽风机、  

 油腻墙壁等非常有效果。此外，随著酵素的使用，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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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老鼠、蟑螂的数量也会减少。

● 个人卫生

 酵素能分解和消灭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在沭浴、洗发和 

 洗衣时加入稀释的酵素液，能照顾个人的卫生并达到保养 

 的效果。

● 宠物保养

 能去除宠物身上的味道，减少寄生虫生长。

● 烹调料理

 将所有的蔬菜、水果泡在稀释后的酵素水（2汤匙酵素：  

 1公升水）浸泡45分钟，能去除除草剂、杀虫剂、农药、  

 重 金 属 、 细 菌 、 寄 生 虫 卵 等 。 蔬 菜 切 开 后 ， 再 继   

 续泡在酵素水中，烹调时再取出，蔬菜炒煮后会十分  

 青绿美味，水果也非常甜。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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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每年慈济功德会素食义卖都会吸引上万人参与。2008年11月在槟

城这场义卖会，志工们准备了大量的酵素和许多的木屑，当场将所

有的餐盘洗得干干净净。他们发现平时清洗吃过咖哩的餐盘，即使

洗过之后仍有咖哩味，而这次不使用任何洗碗剂，只用了酵素液、

酵素渣和木屑，竟然能让所有的餐盘在触感和嗅感方面都非常洁净

清新。

●电磁波

 长期使用具有电磁波的电子器材，会使人感到身体疲劳、 

 眼睛疲倦、肩痛、头痛、困乏、不安等等。电磁波还会使 

 人的免疫机能下降、人体中的钙质减少、并引致异常生 

 产、流产、视觉障碍、阻碍细胞分裂，如：癌症、白血 

 病、脑肿瘤等等。电磁波对婴孩、发育中的小孩、老人、 

 孕妇与胎儿及电磁波敏感群众最为危害。

              电磁波（1）                                   电磁波（2） 

 将发酵后的酵素置放于电子器材旁，可减低其电磁波。进 

 而减少身体的病痛。



 
 
 

酵素对空气、水、化学物质的影响 

环保酵素在制作过程和稳定期都会不断释放 0.01ppm 的臭氧量，化验报

告显示有效率能防病毒，细菌，真菌和控制所有害虫和除臭等。 

臭氧(O3)反应活性强，远远比氧(O2)强，是强氧化剂。现在的科技时代

里我们的空气中布满了空气污染物(SO2，N2O, NO，NO2, H2S, NH3)，臭

氧会对我们有帮助，那就是它可以很快的分解这些污染物，因为它是氧

化剂。 

N2O 是温室气体的其中一种，当 N2O 遇到酵素臭氧时，酵素臭氧会把

N2O 变成 NO，然后酵素臭氧会继续把 NO 变成 NO2，然后在变成 NO3
¯。

NO3
¯是一种天然的肥料，它可以让土地肥沃。 

 

O + CO2  

+ 

O2           O3 + CO2  

 

N2O           NO          NO2 

 

 

NO3
¯ 天然的肥料 

SO2 具有酸性，可与空气中的其他物质反应，生成微小的亚硫酸盐和硫

酸盐颗粒。当这些颗粒被吸入时，它们将聚集于肺部，是呼吸系统症状

和疾病、呼吸困难，以及过早死亡的一个原因。如果与水混合，再与皮

肤接触，便有可能发生冻伤。与眼睛接触时，会造成红肿和疼痛。当

SO2 和一些水分(H2O)遇到酵素臭氧时，酵素臭氧会直接把 SO2 转换成

SO4
2-。SO4

2-
会直接参透进泥土里让泥土肥沃 

NO 和 NO2是空气中的污染物之一。酵素臭氧会把它们转换成 NO3
¯有助

于突然的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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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 



 
 

H2S 是一种急性剧毒，吸入少量高浓度硫化氢可于短时间内致命。底浓

度的硫化氢对眼、呼吸系统及中枢神经都有影响。酵素臭氧可以把 H2S
转换成 SO4

2-。SO4
2-会直接参透进泥土里让泥土肥沃。 

NH3 也会造成空气中的污染。酵素臭氧可以将 NH3 转换成 NH4NO3。

NH4NO3是天然的矿物质，有助于土壤的肥沃。 

酵素对于水中的脂肪物质的分解非常有效。 

 

 

 

 

 

制作大约两百瓶 500cc 的环保酵素可以释放出 1 公尺范围的酵素臭氧和

氧气，这些酵素臭氧足够应付空气中的污染物。如果家家户户做环保酵

素用环保酵素，我们的空气中将会减少新科技所带来的污染物，空气会

水将会变成更清新和无污染。 
 

化学名称： 
O2 氧气，SO2二氧化硫，N2O 氧化亚氮，NO 一氧化氮，NO2二氧化氮，H2S 硫

化氢，NH3氨，NO3
¯ 硝酸盐，H2S 硫化氢，H2SO4硫酸，NH4NO3硝酸铵。 

 

特别声明： 
为了能让更多人分享环保酵素卓越的功能和使命，请继续研究。 
此数据源于泰国乐素坤博士，原文为泰文，应以泰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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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物质               酵素     水溶性有机   微生物         天然元素 
                                                   残留物                              (H2O,O2…) 



 
环保家居用途 
 
 

天然酵素家居妙用 
 

     

净化橱窗、玻璃、污垢霉菌 净化空气臭

味、尘蹒 
净化橱房、抽

油烟机油垢 
分解冷气机对身体有

害的微生物 
 
 

          
净化橱房电器用品，驱除蚊

子、蟑螂、苍蝇、老鼠 
卧室棉被毛

毯除尘蹒 
去除异味避免

感染香港脚 
厨余分类转变酵素 

 
 

       
净化洗衣物、净化浴室、净化厕所除臭味、下水道零污染 

 
 

     
 
净化汔车减少二氧化碳

污染空气 
净化狗、猫居所气味 净化庞物皮肤及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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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酵素的制作 
 

材料                                                      比率            比率 
黑糖                                 ：  1            1公斤         300gm 
鲜垃圾（果皮、蔬菜） ：  3            3公斤         900gm 
水                                     ： 10         10公升          3公升 

 
 

注意事项 
 

 

制作过程： 
1、可采用有密封盖口的塑料容器，避免选用玻璃或金属等无法膨胀

的容器。 

2、 可将酵素原料（如：果皮、菜渣）切片，切得越小，越有助於分

解。 

3、 酵素原料避免使用鱼、肉或油腻的厨余（但可作堆肥用），会

有腐臭味。 

4、 如果希望制作出来的酵素有清香的气味，可加入橘子皮、柠檬

皮及班兰叶等有香味的蔬菜果皮。 

5、 安装酵素的容器需保有 30%的发酵空间。 

6、 若一时无法收集足够份量的鲜垃圾，可陆续加入鲜垃圾，3个

月的期限由最后一次加入当天算起。 

7、 在容器上标示制作日期。酵素原料分解和发酵历时 3个月，请耐

心让整个过程完整进行。 

8、 制作酵素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怀著爱心做，酵素的 品质会

更好。 

9、 环保酵素应该放置于空气流通、阴凉处，避免阳光直接 照射。

切勿置放于冰箱内，低温会降低酵素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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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过程： 

1、 黑糖水需掩盖过菜渣、果皮等酵素原料。如果原料浮上 
水面，需搅动使其沉浸于黑糖水中。 

2、 制作初期，需要每天打开瓶盖，让发酵的气体往外流 
通，开盖时会听到“滋滋”声，这就是发酵的声音。 

3、 如果没有打开瓶口，瓶子会被撑大，气体溢满无法释放 
时，甚至会爆炸，请多留意。 

4、 发酵期 3 个月后可使用。6 个月或以上最好，发酵期越 
久，效果越佳，越陈越醇。 

 

留意发酵过程的变化： 

1、 如果酵素液呈现黑色，表示腐败不成功，需加入黑糖， 
再继续发酵 3 个月。 

2、 如果发现虫或苍蝇卵，需把盖子封密，让虫卵失去与空 
气接触的机会而自行分解，从而加强酵素的蛋白质。 

3、 如果在表层呈现白色，表示制作得很成功，这层白色的 
膜可直接擦在皮肤上当作护肤保养品。 

 

成果验收和使用方法： 

1、 酵素是时间的成品，成功的酵素液呈棕黄色，闻起来会 
有橘子般的刺激气味。 

2、 酿成的酵素液，经过稀释后，可当成清洁剂，是生活中 
进行洁净工作的好帮手。 

3、 酵素渣晒干后，搅碎埋在土里，可当作肥料；加入马桶 
可净化粪池。 

4、 酵素渣可保留在容器里，作为酵素的母体，加入新鲜的 
酵素原料，再重新发酵，陈年酵素能为酵素年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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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集 
 
 

1、 制作酵素的原料为什么要用黑糖？可以用黄糖取代吗？ 

答： 黑糖所含的矿物质成份比较高，黄糖是经过漂白处理， 
在制做酵素时，原料越自然越好，所以黑糖比黄糖更适 
合。 

 
 

2、 制作酵素的原料是单一的水果皮比较好？还是有各种不 
同的鲜垃圾比较好？ 

答：环保酵素的酿制过程，将所有不同的酵素原料加在同一 
个环境中，让它们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复杂而稳定 
且具有多元功能的酵素生态系统。所以鲜垃圾的种类越 
多越好。 

 
 

3、 每次制做酵素都一定会成功吗？要如何判断和处理？  

答： 发酵的过程会有两种情况：一是成功，酵素液呈棕黄色 
或有白色粉末；二是变坏，酵素液变黑或发霉。不成功 
的原因有很多，Dr.Rosukon 曾说过，如果变坏，只需再 
加一份同等的黑糖，再让它发酵一个月，就会改变了。 

 
 

4、 环保酵素经过发酵会不会有细菌？用在个人卫生护理方 
面安全吗？ 

答： 环保酵素在发酵的过程会产生菌，酵素中含有醋酸与 
益生茵，是天然的防腐剂，已能抗菌。经过发酵 3 个 
月后，只要酵素酸化在 pH4 以下，即已成熟稳定。将酵 
素用在个人卫生护理方面，除了能降低化学物质对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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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敏反应，也能分解和消灭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进 
而促进人体细胞的再生能力。 

 
 

5、 如何制作出有清香气味的酵素？ 

答： 如果希望制作出来的酵素有清香的气味，可加入橘子 

皮、柠檬皮及班兰叶等有香味的蔬菜果皮。 
 
 

6、 使用环保酵素会不会有副作用？ 

答： 环保酵素是取自于大自然，不会有副作用，必需留意的 

是在使用时稀释的比例。比如：用稀释酵素擦洗地板， 

地板会很光洁；如果酵素没有经过稀释，地板却会很 

黏。浓缩的酵素是除草剂，稀释过的酵素却能让植物快 

高长大。简单来说，一般家庭用於洁净方面，越稀释效 

果越强。 
 
 

7、 为什么我们要做环保酵素？要多少人做环保酵素才有效 

拯救地球？ 

答： 生活在这个地球，我们都感受到整个大环境出问题，每 

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它。只有重新尊重自然 

界，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才能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提 

供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制作环保酵素是其中一项简单 

又有效的方法。环保酵素一身都是宝。把原本要丢弃 

的鲜垃圾经过处理变成环保酵素，从制作到使用，每个 

过程都是资源再利用的方法。只要每家每户都能动 

手做环保酵素，虽然只是举手之劳，却能对个人、家 

庭、社会，甚至地球都有很大的帮助，是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我们要推广环保酵素，每个人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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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Profile： 
 

地区：高渊 人物：连木海先生连先生 
有 2 公顷(Hectare)的龙珠果园。“刚开始是以实验的心态施放

环保酵素，结果土地获得改善，在盛产时可以长出 40 粒龙珠

果，每一粒重约 800克，每一公顷保守产量可达 1500公 斤。明

显的感受到酵素对农作的益处。” 
 

 

地区：大山脚 人物：燕妮小姐 

“脸上青春痘的问题困扰多年，之前不管用多少方法、看过

多少医生、用过多少护肤品，都依然没有改善。在使用环保

酵素半年后，却如同换了一张脸。” 因为经营网咖，长期睡眠

不足，燕妮脸上布满红红且带脓状 的青春痘，又痒又痛，有

时还会抓出血。后来开始以环保酵 素来搽脸，一天两三次。

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月后，青春痘慢 慢减少，半年后脸上的

豆痕已渐渐淡化。青春痘已不是问  题。现在当痘痘快长出

来时，她会用环保酵素来敷脸，让痘 痘消失。整体来说，环

保酵素能全面改善痘痘的问题。 
 

 

地区：吉打 人物：Danmela 法师  

“酵素是对治白蚁的另类方法。”Danmela 法师住处不知何时给

白蚁寄居，发现时柜子里的经书已经被蛀蚀一半。修行人慈

悲为怀，用吸尘机将白蚁吸进袋子里，到空旷的地方将它 们
放掉。Danmela 法师将被白蚁蛀蚀的墙壁刮干净，喷上浓缩的

环保酵素。等它干后，再上一层漆。至今，白蚂蚁再也没有

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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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北海                        人物：林金妹女士 

林女士是环保酵素幸福使用者，幸福指数高达一百分。在居

家生活，不论洗衣、洗碗、抹地、洗厕所，都用稀释的环保

酵素来处理，在使用酵素的学问上，她可以如数家珍的逐一

分享 “ 一桶水两个 ml 的酵素，加入肥皂粉，衣服洗得非

常干 净又没有臭味；抹地半桶水，只需半个瓶盖的酵素，就

可以 把地板擦得乾净亮丽；在洗碗液加入经稀释的酵素，可

以化  解残留的化学物质；洗车加入稀释的酵素液有助于散

热。 ”  
 
 

地区：高渊                        人物：钟骏升先生 

“ 环保酵素让我的脚获得保存 ”  

7 0 岁的钟骏升，大家都称他为 Uncle Chin。患上糖尿病 30 年。 

数年前，双脚、脚趾和脚盘开始腐烂不堪，每天流出恶臭的

脓水，非常痛苦。后来温秀枝医师建议他使用环保酵素来泡

脚。Uncle Chin 就开始每天一有时间就把脚浸泡在浓缩的环保

酵素内。刚开始时，伤口有一点刺刺的感觉，浸了一阵子会

感觉到凉凉的。Uncle Chin 说 “ 浸脚的环保酵素可以重覆

使用，觉得肮脏了才倒掉。 ” 现在他脚上的各种大小伤口

已经 完全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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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酵素的见证                       地區︰馬來西亞沙巴     人物︰雪妮女士       

我的母亲在今年四月因为静脈曲张的问题爆发了一个伤口就流血不止。 

然后伤口不只是很慢好而且伤口还越来越大。 

那时后，我姐也带我母亲去看了许多医生有中医，皮肤专科，可是我母

亲的伤口依然还是越来越大，还起了脓包。 

医生告诉我们我母亲的伤口是不会好的了只能每天带她去医院洗伤口就

是了。  

从五月开始每天去医院洗伤口到九月。伤口还是一样，还越洗越糟，越

来越多脓包骨头也看得见了。 

看见我母亲那么痛苦及伤心，我就拿了一瓶古方酵素，enzyme Spray 及
Enzyme massage cream 给我母亲。我告诉我母亲从今天开始（29/9/12）
就只是用酵素吧。用古方酵素洗伤口，然后就擦 enzyme massage cream 
才把伤口包扎好，如果伤口太乾了就用 enzyme spray 喷一喷。 
自从用了酵素以后，伤口很明显的一天比一天好。（10/10/12）脓包也
少了，肉也慢慢的长了出来。 

开始时，我母亲是不相信酵素的。它黄黄的又有一种难闻的味道。。可
是用了酵素的一个月后，本来又大又佈满脓包的伤口现在已经长了肉，
伤口也乾了及小了。 
我母亲也开始相信酵素，也对它有信心。所以伤口也好的更快。才一个
星期，（5/11/12）我母亲的伤口真的加速变好了。 

再过了两个星期 20/11/12 ，我母亲可以去跑步也可以跳舞了。老妈子当
酵素是它的宝贝了！ 
 

29/09/12 

10/10/12 

05/11/12 12/12/12 

10/10/12 29/10/12 

第一个伤口 

骨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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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酵素的见证 

另注： 
因为我母亲开始时不肯相信酵素，用了酵素之后每天看着伤口都告诉我

们说她的伤口一点都没有好转。所以，我姐及我妹就把相片拍下来让她

老人家可以比较之前和之后酵素的功能。所以那样我母亲相信了它，伤

口才会好得更快。感谢我姐及我妹的用心良苦把相片拍下来，所以现在

才能有相片为证的和大家分享这神奇酵素的功能。 

朋友们！相信那又黄又难闻的酵素肯定可以为你们带来希望的。 

神奇的酵素，谢谢你！ 

 

第二个伤口 

 

29/09/12 

 

01/11/12 

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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