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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开天辟地以来，森林的树木就凭自身的生存本
能吸取天地精华，成长千年百载。凭借树木的自然奥
秘力量和原理，日本研究会会长耗尽心思，费时26年
的心血研究，终成功将树液的摄吸和排毒功能，应用
在人体物理治疗上，且取得惊人的突破性成果。脚底
保健排毒贴－最轻松、快速、有效的排毒新疗法。

尤有近者，这类树液对于瘀肿、膝盖酸痛、静脉瘤、
腰痛、风湿、关节炎、痛风、耳鸣等病痛发作时，也
能缓解，实际上，这类树液贴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提升免疫能力，调节器官，提升睡眠素质达至健康水
平等。



1、阳光灿烂的日子

①空气污染 例：汽车尾气、工业废气1、装修60%甲醛超标、苯

②水 例：饮水机 桶装水 汽水

2、食物不再纯天然了

①水果、蔬菜、肉类 例：反季节蔬菜（防腐剂）

②不良的饮食生活习惯 例：山珍野味、吸烟、暴饮暴食

③ 十大垃圾食品 例：烧烤

3、我们不再快乐了

①外生毒素——辐射 例：手机、电脑，所有电子产品

②内生毒素——压力 例：烦恼、紧张、忧虑

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喝的每一口水，吃的每一口食物，每一丝忧虑、紧张、愤怒的情绪都

存在着大量的毒素。毒素是导致我们出现亚健康和疾病的罪魁祸首。



排出毒素是身体健康的最大保障
1、 进补之前先排毒：

我们中国人比较爱补，不管是食补，还是药补，但补来补去，毒素没有排出来，我们能健康吗？所以，

排毒是关键。而由于体内毒素过多，我们人体原有的肝、肺、肾、皮肤四大排毒器官，已不能完全承

担排毒任务。

2、毒素藏在我们身体什么部分：

浅层——胃肠道 深层——血液、淋巴 ：浅层毒素好排出，深层毒素不好排出。

日本最先进的负离子科技研发成功的产品,《树脂宝脚底排毒贴》是目前世界上最神奇、最有效、跨世

纪的天然排毒外用新产品,廿一世纪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填补世界体外排毒的空白,获世界专利.不吃药、

不打针，无痛苦,只用负离子脚底排毒贴，晚上轻松地往脚底五脏六附的反射区一贴，睡醒后便能将血

液中的毒素、水毒,淋巴毒,肝毒,肾毒,甘油三脂、血糖、血脂、血栓物,瘀血和邪气排到脚底的贴布上，

全面清洗血液循环系统。



1.机械排毒：价格昂贵；不符合中国人观念，怕伤元气；

2、药物排毒：依赖性强，停用会加重；

3、膳食排毒：食物吃进去仍然存在毒素，且排毒食品摄入量难以达到排毒需

要；

4、体外排毒：公认是最好的一种；

体外排毒（树脂宝）是最轻松、快速，有效的天然排毒保健新疗法。日本最

先进的负离子科技研发成功的产品,《树脂宝脚底排毒贴》是目前世界上最神奇、

最有效、跨世纪的天然排毒外用新产品, 廿一世纪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填补世界

体外排毒的空白,获世界专利.不吃药、不打针，无痛苦,只用负离子脚底排毒贴，

晚上轻松地往脚底五脏六附的反射区一贴，睡醒后便能将血液中的毒素、水毒,

淋巴毒,肝毒,肾毒,甘油三脂、血糖、血脂、血栓物,瘀血和邪气排到脚底的贴布

上，全面清洗血液循环系统。



不良的饮食，环境污染，加上形成新陈代谢的过程等

因素，造成人体积聚了废物以致血液污染，医学上称为
“水毒”。如果不排出体外，就会影响红血球的素质，
进而影响我们的健康。

脚底拥有超过60个穴位，是人体毒素主要的聚集点。树

液脚底排毒贴的树脂成分采自树液精华，经高科技处理
后，再以独特的配方包装成贴片。借着树液的天然摄吸
功能，它能把沉淀在脚底穴道的毒素吸出体外，帮助化
血液、通经活络。



～是吸收有毒物

质排出体外，并从保健品，外用产品的天然

原料材料制成，无任何毒副作用。它有助于

舒缓肌肉组织，缓解疼痛，减轻肿胀，水肿，

风湿，痛风，关节炎，膝关节疼痛，背部疼

痛，关节痛等相关肌肉疼痛。它能改善血液

循环，提供更好的睡眠质量和有助于消除疲

劳。因为它增强内脏器官的功能，它可以促

进更好的身体新陈代谢，活化细胞帮助，加

强器官和身体的快速脱毒的功能。



对人体的好处:

1) 排毒：

排除深层即血液和淋巴毒素；

例：体胖、失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更年期、感冒…

2) 祛湿 ：

祛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寒气、水分等；

例：水肿、风湿、类风湿

3) 改善血液及淋巴循环 ：

疏通经络，打通血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提升人体免疫力

例：关节手脚麻痹疼痛、高血脂、静脉曲张



血液清道夫…..树脂宝排毒脚贴

日本的科学家经过26年的苦心研究，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负离子树液能量
树脂宝脚底排毒贴,填补了世界人体体外排毒的空白,是目前世界上最神奇、
最有效、跨世纪的天然排毒外用新产品,廿一世纪对人类的杰出贡献,获世界
专利.不吃药、不打针，无痛苦,只用负离子脚底排毒贴，晚上轻松地往脚底
五脏六附的反射区一贴，睡醒后便能将血液中的毒素、水毒,淋巴毒,肝毒,肾
毒,尿酸、血糖、血脂、血栓物,瘀血和邪气排到脚底的贴布上，全面清洗血
液循环系统。它的神奇功效让全世界千百万人获得健康。

晚上睡觉前贴，早上起床立竿见影，效果见得着。

树脂宝–卓越典范品牌白金奖



不良的饮食，环境污染，加上形
成新陈代谢的过程等因素，造成人
体积聚了废物以致血液污染，医学
上称为“水毒”。如果不排出体外，
就会影响红血球的素质，进而影响
我们的健康。



除了脚底之处还能贴在哪些部位？

还能贴在痛患部位，如：膝盖、颈部、肩膀、背部、手肘、肝、肾、腰部等，唯有
伤口溃烂处不适合。

1、由于人体长期积累的毒素必须逐步排出体外，因此需坚持至少使用一个小疗程
（15天），以达到最佳效果。

2、每个人健康状况不同，疗程也因人而异，可根据排毒后的效果调整或增加疗程

"树脂宝脚底排毒贴"------是目前世界上最神奇，最有效的，跨世纪的安全可靠的
外用天然排毒新产品!

"树脂宝脚底排毒贴"------是由天然原料精制而成的保健品，外用产品，无任何副
作用，男女老少均可使用．树脂宝能有效的镇痛，安抚肌肉组织及改善睡眠质
量．它对于肿瘤，水肿，风湿，痛风，关节炎，膝盖酸痛，背脊疼痛，关节痛及无
名肿痛等，都有很好的舒缓效果．另外，它也能提升肾脏及心脏的运作来改善病
情．同时，对牙周病（牙龈溢血），静脉瘤，颈项僵硬及晕眩也有较好的帮助．



1、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
2、快速排毒、净化血液。
3、清除体内杂质水份。
4、提高自愈能力。
5、增强免疫功能。
6、活化细胞。
7、消除脚部疲劳。
8、消肿解除病痛。
9、帮助入眠，提高睡眠质量。
10、加强五脏六腑的功能。
11、胃病，消化系统改善，各种妇科病
恢复，美容养颜。
12、排除体内淋巴系统积累的废弃毒素
，促进淋巴系统的功 能，提高人体免疫
力。



1. 颈、肩、腰、腿疼痛肿胀人群
2. 双足、双腿疲劳者
3. 电脑工作者，工作压力大、长期

受辐射人群
4. 长时间站立、行走者
5. 便秘、口臭、体臭、
6. 足臭
7. 亚健康状态群
8.烦躁、失眠者

失眠者 腰酸背痛

膝盖疼痛

工作压力大和
疲劳者

湿气 水肿 关节炎



症状的现象与树脂宝的疗法
根据不同的症状，反射区与我们身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连
树木能量克服难治疾病的惊人效果



1．橡树粉
萃取橡木树脂。功能在于吸收体内多余的浮油，酸性物质及毒素，增强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快速
的达到效果。

2．木醋粉氧化物
木醋粉氧化物是来源于橡树树脂的精华。

3．锗

有机锗在人体中有很强的脱氢能力，可防止细胞衰老，增强人体免疫力，活化生物电流，促进血液循环
，保护红血球，抵抗外来射线的袭击，使之不会损害的作用。

4. 电气石
有效释放远红外线，，具强烈的渗透性，能深入皮下组织，从内部温暖身体，给予人体细胞活化。

5. 甲壳素
有效渗透体内细胞并将细胞活性化。抑制老化，强化免疫力，减肥，抑制脂肪吸收，减低卡路里。



1.   湖精
溶解力强的淀粉，辅助配方中的原料纳集所排泄出来的油脂及宠物。

2．优等淀粉
有抗炎和滋养皮肤生长的作用, 可防止皮肤破裂和搔痒

3．白淀粉
有利于防止脚部皮肤黄化、老化、硬化等。

4．活性剂
加强人体对矿物质的吸收。

5.   负离子粉
帮助平衡自律神经系统，舒解压力，能有效解除自由基侵害。



6．吸收剂
它对人体皮肤无刺激性，具有吸收率高、无毒、无致畸作用。

7.   温泉盐粉
对于皮肤破裂、发炎、老化能得到良好的修复和恢复作用，有很好的辅助造血功能和作
用。

8.   海藻粉
各种维生素极其丰富，有净化血液，调节高血压的功能。



树脂宝脚底排毒贴：三有：有新意：排毒不忘深层之毒；有标准：看得见的排毒效；有特色：

国际首创外贴排内毒。五最：最安全：外贴排毒，无后顾之忧；最方便：分片包装，携带方

便，天涯海角想贴就贴；最省力：无须他人帮助，更无须医疗器械；最迅速：三天即显效，

十五天即达到深层排毒效果；最彻底：排除血液、淋巴系统的毒素。

1、安全：现代人惜命，不入口，且没有毒副作用

2、简便：男女老少人人可用；且独立包装，在家或出差都可随身携带。

3、显效：排出毒素清晰可见。睡前用温水泡脚后洗净，将排毒贴贴在脚底部，使用前本产品

的颜色是白色干粉，最佳使用时间８－１２小时．

经过一夜后，本产品颜色变成褐色或黑色和浆糊状，证明本产品显示体内部分毒素已被排出，

开始连续使用，药包无深色时，保健使用．



脚心是人体第二心脏，贴在脚心排毒的好处是：

a.打开、疏通、凈洁身体的血液大循环；
b.借助脚底的反射区来活化全身器官，
畅通血脉，促进微血液循环。
c.能有效的将体内毒素顺淋巴腺、汗腺、
穴位排出；
d.快速排毒、净化血液、活化细胞、加
强五脏六腑的功能，提升身体抵抗力，
迅速地调治各种因血稠、血浊、血毒、
血塞、血邪、血糖、血酸、血脂、血虚、
血滞、血瘀引起的疾病、慢性病、妇科
病、心脑血管、关节炎、类风湿、痛风
等症状。具有美容、养颜和纤体、保健
和清洗五脏六腑毒素之奇妙功能。



1. 有的人使用之后颜色较浅，而有的人使用之后会变成黑色？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用后颜色越浅，毒素越少，颜色越黑色，毒素越多。个人差异导致。

2. 水打上去也会变黑？为什么会这样呢？
答：保健贴是通过穴位处抽吸出人体的湿气废液和毒素,抽吸出的是水状物，所以效果和
水打湿后有些
类似阿

3. 对身体有没有害处？什么时候不可以使用？
答：对身体没有害处。孕妇，皮肤破伤等情况不建议使用。

4.  树脂宝脚底排毒贴对哪些健康问题有效？
答：由于它的功效是排毒、祛湿、改善血液循环、镇痛、杀菌以及运动淋巴液，因此对
和以上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有良好的效果，如：风湿病、疲劳、腰酸痛风、手脚麻痹、静
脉浮肿、关节疼痛、青春痘、四肢冷感、水肿、下肢沉重无力、烦躁、失眠、高血压、
肾病、神经紧张、香港脚等都有效。



5. 小孩可否使用脚底贴？
答：本产品在正常使用下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小孩及成年人，只要身体感到不适均可
使用。经常使用本产品更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6. 我必须使用多久?
答：由于人体长期积累的毒素必须逐步排除体外，应该坚持至少一个疗程（30天）,以达
到最佳的效果.每个人的状况不同，疗程也因人而异，可根据排毒后效果调整或增加疗程。

7. 为什么贴在脚底所抽出的毒素比身体其它部位会更多？
答：由于脚底有肮腑的反射氏，是人体穴位的集中氏，素有第二心脏之称，更因为地心
吸引力的关系使它成为体内脂肪及废物的聚散之处：此外脚底距离心脏最远，血液因而
流通得比较慢，素素便更容易沉积于此处。因此，从脚底抽出的毒素会比身体其它部位
多。其它位置如肩、颈、腰、背及四肢关节，由于毒素较少，使用之后脚底贴一般只会
较微变硬及转为茶色。但使用者已可完全感受到舒缓的效果。



1、首先清洗脚底或所需要贴的部位

2、将树脂宝脚底排毒贴印字的一面贴到贴片的中央位置

3、透气孔一边则紧贴于肌肤上

4、每天睡前将树脂宝脚底排毒贴贴在
所需的部位，如颈部、手肘、足部、
膝、肩等。(睡觉时身体平躺循环
加快效果最好)，6-8个小时后或
第二天早晨起床时除下，再以纸
巾擦拭或以清水冲洗皮肤。（固定
透气贴片在撕去时不会感到疼痛）



注意事项：

1、只供外用，皮肤过敏、伤口、湿疹、斑疹部位勿用

2、如皮肤感觉不适，请停止使用，待恢复后再行使用

3、开封后请尽快使用，并存放于干爽及婴幼儿触摸不到的地方

4、个人身体状况不同，反应及进度、用量因人而异

5、孕妇不适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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