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路易波士茶是纯天然茶叶，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和着色剂。

• 路易波士茶本身不含咖啡因，具有舒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因

此，强烈建议有烦躁不安、头痛、睡眠不佳、失眠或精神紧张症

状，以及有轻度抑郁症或高血压症的人群饮用。

• 肠胃和消化不良问题，如恶心、呕吐、烧心、胃溃疡和便秘等症

状，也可通过饮用不含咖啡因的路易波士茶缓解。

• 路易波士茶具 有抗痉挛的 功效，可用于缓解成人和婴儿的胃痉

挛、绞痛和肠胃不适。

• 路易波士茶有抗过敏的功效，能够减少花粉热和哮喘等的过敏反

应。

• 路易波士茶含有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对抗自由基（细胞正常工

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副产品）。自由基会削弱人体的天然防御能

力，导致出现早衰，免疫系统衰退症状，还可能引发各种疾病。

• 路易波士茶具有抗癌功效。

• 路易波士茶有舒缓皮肤不适的功效，直接涂抹于患处时，能够缓

解瘙痒和某些皮肤炎症，如湿疹、尿布疹和粉刺。

• 路易波士茶含有天然非营养性甜味剂，因此非常适合正在节食的

人饮用。

• 路易波士茶几乎不含单宁酸，因此不会抑制人体对铁的吸收。

• 路易波士有助于补充人体对数种矿物质的日常需求（如镁、钾、

铜、锰、氟），这些矿物质对维持代谢功能、确保牙齿坚固及骨骼

健康而言至关重要

• 路易波士茶含有锌和 -羟基酸，能促进皮肤健康。

• 由于路易波士茶的草酸含量极低，即使是肾结石患者也可放心畅

饮。

如欲获悉最新的产品信息、科研成果和路易波士茶配方等资讯，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oibosltd.co.za

地址：南非西开普省克兰威廉8135号64#邮箱

82 2电话：+27 27 4 155 • 传真： +27 27 482 1844

电子邮箱：info@rooibosltd.co.za

路易波士茶的神奇功路易波士茶的神奇功效效

路易波士这种植物的学名叫做 Aspalathus l inearis，属好望角植物

区系界，俗称“芳百氏”(fynbos)。这种灌木属于豆科，豆科包括

200 余种植物，路易波士原产于克兰威廉附近的塞德堡山。

这里山峰挺拔，空气怡人，溪水清冽，为这种独特的、有促进健康

之功效的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路易波士茶与其群山峻岭的

原产地一样特别，塞德堡的群山中曾经回荡过萨恩人的声音，萨恩

人是当地的居民，他们留在洞穴墙壁上的岩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6000 年前。

路易波士茶远远突破了人们对“茶”这种饮料的认知，

它的诸多功效才初为医学界所知。

迄今为止的医学研究发现，路易波士茶是缓

解我们日常生活压力的良药。它除了是一种

富含抗氧化剂，并且不含咖啡因、添加剂、

防腐剂和着色剂的天然产品之外，还具备诸

多有益健康的附加功效，包括抗痉挛、抗癌

和抗过敏等。

路易波路易波士茶士茶 -- 天然的天然的琼浆琼浆玉液玉液

19世纪初期，塞德堡地区居民习惯于从一种名为路易波士  

(Rooibos) 的野生植物获取原料来制作茶叶。他们用斧子将这种植

物的叶子和细茎削下来，继而用锤子碾碎，最后将碾碎的叶子堆拢

发酵。发酵后，将叶子和细茎在非洲酷烈的阳光下暴晒，晒干后即

可用于制作解渴的饮料。今天，路易波士茶仍然沿用了与以往几乎

相同的加工方法，当然现今使用的是机械工艺，远比过去的做法精

细。 

作为当地的一种土茶，路易波士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  1904 

年，一位名叫本杰明 金斯伯格 (Benjamin Ginsberg) 的俄罗斯移民

意识到了它的市场潜力。金斯伯格祖上世代为茶商，有赖此人雄厚

的背景和丰富的经验，“塞德堡的秘密”才得以走出植物王国、攀越

当地的宏伟山峦，进而风靡世界。 

到 1930  P. Le Fras Nortier 解开了

路易波士种子发芽的秘密。他与商业农场主奥洛夫 伯格合作，开

发出新的种植方法，很快地，人们开始沿着塞德堡的山坡大规模种

植路易波士。时至今日，那里是路易博士茶全球唯一的产地。 

1954年，路易波士茶管制委员会成立，旨在规范市场营销活动和完

善质量控制。委 员会于1993年实现私有化，路 易波士茶有限公司 

（Rooibos Limited）  自此成立。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已经建立起全球分销网络，以满足全球消费者

对这款畅销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如今这款茶叶已销往多个国家和

地区，包括日本、中国、西欧和东欧、英国、美国、太平洋地区以

及非洲地区。 

通过与全球市场的积极互动，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把握商机，推出

了更多种类丰富的非洲当地特产以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 —  从混合

用的精选原材料和萃取物，到成品包装的路易波士调味茶、蜜树

茶、未发酵的路易波士茶（生茶）和草本混合物等，一应俱全。 

路路易易波波士士茶茶的的 史史

网站：www.rooibosltd.co.za
www.shoprooibos.com

年，当地的医生兼业余植物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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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ibos Limited）  自此成立。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已经建立起全球分销网络，以满足全球消费者

对这款畅销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如今这款茶叶已销往多个国家和

地区，包括日本、中国、西欧和东欧、英国、美国、太平洋地区以

及非洲地区。 

通过与全球市场的积极互动，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把握商机，推出

了更多种类丰富的非洲当地特产以满足顾客的特殊需求 —  从混合

用的精选原材料和萃取物，到成品包装的路易波士调味茶、蜜树

茶、未发酵的路易波士茶（生茶）和草本混合物等，一应俱全。 

路路易易波波士士茶茶的的 史史

网站：www.rooibosltd.co.za
www.shoprooibos.com

年，当地的医生兼业余植物学家

 

单宁酸含量低的好处在于这种茶

无需添加糖或蜂蜜即可饮用，是

有限制膳食热量摄入需求人群的

理想饮品。 

多多种种饮饮法法  

路易波士茶的泡制方法简单，用

冷、热水冲泡，味道都很好。因

为单宁酸含量低所以不会苦口，

无论是否添加糖或蜂蜜，口味都

很宜人。作为热饮时，可以添加

牛奶或柠檬调味，也可以不佐配

其它配料，原味饮用。 

如在路易波士茶加糖或加果汁做

成冰饮，口感尤佳。如加香槟或

红酒，更可调出一款独特的鸡尾

酒或宾治酒。 

路路易易波波士士茶茶的的食食用用价价值值  

一般说来，可以用调配好的路易

波士茶代替食谱中的液体成分，

从而丰富餐点的配色和口味。此

外，路易波士茶也是天然的嫩肉

剂，可用作卤汁或作为汤和炖菜

的底料。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oibosltd.co.za 了解 各

种搭配使用路易波士的食谱。 

营营养养信信息息  

营养学家建议每日膳食应包含三

类基本食品：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这三类食物构成了均

衡膳食的基础，应通过摄入足够

的液体来补充吸收 – 每天至少喝 
6-8 杯。 

不含有害添加剂的路易波士茶可

以完全或部分满足身体每天的液

体摄入需求。此外，茶中含有的

矿物质、多酚和抗氧化剂有助于

维持肌肤健康、牙齿与骨骼强健

和代谢功能正常。 

孕孕期期保保健健和和  

儿儿童童保保健健功功效效  

• 路易波士茶能够极其有效地预

防怀孕和哺乳期间铁元素流失

的问题。普通茶叶中含有抑制

铁元素吸收的单宁酸，而含咖

啡因的饮料会加剧孕期最常见

的两种不适症状 恶心和胃灼

热。路易波士茶则没有这些弊

端，孕妇整天饮用都不会产生

上述不适感。 

• 因为有抗痉挛功效，人们也经

常使用路易波士茶来缓解婴幼

儿常见疾病，如疝气和痉挛。

作为婴幼儿正常膳食的补充剂

时，路易波士茶可以补充钙、

锰、氟化物的每日摄入量，这

些矿物质对于人体能否生长出

坚固的牙齿和骨骼至关重要。

给宝宝换尿布时，直接在小屁

屁上涂抹路易波士茶，可以减

轻尿布疹刺激。 

抗抗衰衰老老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 人体老化过程原因 研究发现在

人体老化过程中人体内的自由

基数量会增加。自由基是人体

自身生成的化合物，是细胞正

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副产

品，可导致早衰。自由基会攻

击健康细胞，累积损伤，加速

衰老和免疫系统衰退。 

• 路易波士茶含有可以清除自由

基， 抑制 细胞 受损 的抗 氧化

剂。 

低低热热量量（（卡卡路路里里））  

膳膳食食  

路易波士茶含有天然的非营养性

甜味剂，因此整天喝都不会摄入

多余热量（卡路里），不会影响节

食效果。 

有有益益健健康康 

医学界正在不断挖掘路易波士茶

。路易波士茶不

加剂、防腐 剂和着色剂的天

然产品，还具有 诸多改善人类生

活质量的附加功效。 

缓缓解解紧紧张张、、焦焦虑虑及及相相关关疾疾病病 

• 许多身体上的不适会因为压力和

焦虑而明显加重，即使压力和焦

虑并非导致这些病征的直接原

因。 

• 路易波士茶天然不含咖啡因，具

有舒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强

烈建议有精神紧张、轻度抑郁

症、高血压、头疼或睡眠不佳状

况的人群饮用。 

• 不含咖啡因的特质令路易波士茶

成为理想的睡前饮料。 

• 由于路易波士茶的草酸含量极

低，即使是肾结石患者也可放心

畅饮。 

• 直接将路易波士茶涂于皮肤患

处，可以显著缓解湿疹、粉刺等

皮肤炎症。化妆品业越来越热衷

于在肌肤护理产品中使用路易波

士作为改善肤色的天然添加剂。 

• 人们发现路易波士茶可以显著缓

解失眠、痉挛、便秘和花粉热、

哮喘等过敏性症状，这种饮料可

谓茶和咖啡的理想替代品，尤其

适合办公室人群饮用，因为身体

炎症会严重影响办公室人群的工

作表现和精神集中度。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金字招牌

市场领导者

家签约茶庄

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生产如期交货

产品种类齐全

不断进行产品研发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树立了一面金字招牌，从 
1954 年至今，一直是信誉卓著的供应商。 

• 该公司是 市场领导者，占据 全球同类市 场

的份额。 

• 

• 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独特的调配系统，保证

了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 依托有序的库存储备方案政策，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 缩短生产如期交货，以及按全球战略采点布设

仓储设施，确保可如期交付。 

• 产品种类齐全，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形成

了一套有利于推陈出新的创新方法。 

• 打造一站式门店，产品种类繁多，范围广泛，

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具体包括各种散

装、茶包装、袋泡装的速溶或浓缩路易波士

茶、蜜树茶和其它非洲植物饮品，应有尽有。

大部分产品都提供普通型和有机型两种可供客

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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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范围包括调配、调味、签约包装、提取和

散装。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的制造工 厂已通过

认证。

虽然已推出众多标准产品，路易波士茶有

限公司却并不止步于此， 
公司致力于通过与客户合作，不断开发新

产品， 
以期满足全球各大市场不断变化的消费需

求。 
 

 �

的诸多功效

但是富含抗氧化 剂，不含 咖啡因、添

、添

 

单宁酸含量低的好处在于这种茶

无需添加糖或蜂蜜即可饮用，是

有限制膳食热量摄入需求人群的

理想饮品。 

多多种种饮饮法法  

路易波士茶的泡制方法简单，用

冷、热水冲泡，味道都很好。因

为单宁酸含量低所以不会苦口，

无论是否添加糖或蜂蜜，口味都

很宜人。作为热饮时，可以添加

牛奶或柠檬调味，也可以不佐配

其它配料，原味饮用。 

如在路易波士茶加糖或加果汁做

成冰饮，口感尤佳。如加香槟或

红酒，更可调出一款独特的鸡尾

酒或宾治酒。 

路路易易波波士士茶茶的的食食用用价价值值  

一般说来，可以用调配好的路易

波士茶代替食谱中的液体成分，

从而丰富餐点的配色和口味。此

外，路易波士茶也是天然的嫩肉

剂，可用作卤汁或作为汤和炖菜

的底料。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oibosltd.co.za 了解 各

种搭配使用路易波士的食谱。 

营营养养信信息息  

营养学家建议每日膳食应包含三

类基本食品：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这三类食物构成了均

衡膳食的基础，应通过摄入足够

的液体来补充吸收 – 每天至少喝 
6-8 杯。 

不含有害添加剂的路易波士茶可

以完全或部分满足身体每天的液

体摄入需求。此外，茶中含有的

矿物质、多酚和抗氧化剂有助于

维持肌肤健康、牙齿与骨骼强健

和代谢功能正常。 

孕孕期期保保健健和和  

儿儿童童保保健健功功效效  

• 路易波士茶能够极其有效地预

防怀孕和哺乳期间铁元素流失

的问题。普通茶叶中含有抑制

铁元素吸收的单宁酸，而含咖

啡因的饮料会加剧孕期最常见

的两种不适症状 恶心和胃灼

热。路易波士茶则没有这些弊

端，孕妇整天饮用都不会产生

上述不适感。 

• 因为有抗痉挛功效，人们也经

常使用路易波士茶来缓解婴幼

儿常见疾病，如疝气和痉挛。

作为婴幼儿正常膳食的补充剂

时，路易波士茶可以补充钙、

锰、氟化物的每日摄入量，这

些矿物质对于人体能否生长出

坚固的牙齿和骨骼至关重要。

给宝宝换尿布时，直接在小屁

屁上涂抹路易波士茶，可以减

轻尿布疹刺激。 

抗抗衰衰老老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 人体老化过程原因 研究发现在

人体老化过程中人体内的自由

基数量会增加。自由基是人体

自身生成的化合物，是细胞正

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副产

品，可导致早衰。自由基会攻

击健康细胞，累积损伤，加速

衰老和免疫系统衰退。 

• 路易波士茶含有可以清除自由

基， 抑制 细胞 受损 的抗 氧化

剂。 

低低热热量量（（卡卡路路里里））  

膳膳食食  

路易波士茶含有天然的非营养性

甜味剂，因此整天喝都不会摄入

多余热量（卡路里），不会影响节

食效果。 

有有益益健健康康 

医学界正在不断挖掘路易波士茶

。路易波士茶不

加剂、防腐 剂和着色剂的天

然产品，还具有 诸多改善人类生

活质量的附加功效。 

缓缓解解紧紧张张、、焦焦虑虑及及相相关关疾疾病病 

• 许多身体上的不适会因为压力和

焦虑而明显加重，即使压力和焦

虑并非导致这些病征的直接原

因。 

• 路易波士茶天然不含咖啡因，具

有舒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强

烈建议有精神紧张、轻度抑郁

症、高血压、头疼或睡眠不佳状

况的人群饮用。 

• 不含咖啡因的特质令路易波士茶

成为理想的睡前饮料。 

• 由于路易波士茶的草酸含量极

低，即使是肾结石患者也可放心

畅饮。 

• 直接将路易波士茶涂于皮肤患

处，可以显著缓解湿疹、粉刺等

皮肤炎症。化妆品业越来越热衷

于在肌肤护理产品中使用路易波

士作为改善肤色的天然添加剂。 

• 人们发现路易波士茶可以显著缓

解失眠、痉挛、便秘和花粉热、

哮喘等过敏性症状，这种饮料可

谓茶和咖啡的理想替代品，尤其

适合办公室人群饮用，因为身体

炎症会严重影响办公室人群的工

作表现和精神集中度。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金字招牌

市场领导者

家签约茶庄

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生产如期交货

产品种类齐全

不断进行产品研发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树立了一面金字招牌，从 
1954 年至今，一直是信誉卓著的供应商。 

• 该公司是 市场领导者，占据 全球同类市 场

的份额。 

• 

• 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独特的调配系统，保证

了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 依托有序的库存储备方案政策，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 缩短生产如期交货，以及按全球战略采点布设

仓储设施，确保可如期交付。 

• 产品种类齐全，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形成

了一套有利于推陈出新的创新方法。 

• 打造一站式门店，产品种类繁多，范围广泛，

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具体包括各种散

装、茶包装、袋泡装的速溶或浓缩路易波士

茶、蜜树茶和其它非洲植物饮品，应有尽有。

大部分产品都提供普通型和有机型两种可供客

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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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范围包括调配、调味、签约包装、提取和

散装。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的制造工 厂已通过

认证。

虽然已推出众多标准产品，路易波士茶有

限公司却并不止步于此， 
公司致力于通过与客户合作，不断开发新

产品， 
以期满足全球各大市场不断变化的消费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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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功效

但是富含抗氧化 剂，不含 咖啡因、添

、添

 

单宁酸含量低的好处在于这种茶

无需添加糖或蜂蜜即可饮用，是

有限制膳食热量摄入需求人群的

理想饮品。 

多多种种饮饮法法  

路易波士茶的泡制方法简单，用

冷、热水冲泡，味道都很好。因

为单宁酸含量低所以不会苦口，

无论是否添加糖或蜂蜜，口味都

很宜人。作为热饮时，可以添加

牛奶或柠檬调味，也可以不佐配

其它配料，原味饮用。 

如在路易波士茶加糖或加果汁做

成冰饮，口感尤佳。如加香槟或

红酒，更可调出一款独特的鸡尾

酒或宾治酒。 

路路易易波波士士茶茶的的食食用用价价值值  

一般说来，可以用调配好的路易

波士茶代替食谱中的液体成分，

从而丰富餐点的配色和口味。此

外，路易波士茶也是天然的嫩肉

剂，可用作卤汁或作为汤和炖菜

的底料。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ooibosltd.co.za 了解 各

种搭配使用路易波士的食谱。 

营营养养信信息息  

营养学家建议每日膳食应包含三

类基本食品：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和脂肪。这三类食物构成了均

衡膳食的基础，应通过摄入足够

的液体来补充吸收 – 每天至少喝 
6-8 杯。 

不含有害添加剂的路易波士茶可

以完全或部分满足身体每天的液

体摄入需求。此外，茶中含有的

矿物质、多酚和抗氧化剂有助于

维持肌肤健康、牙齿与骨骼强健

和代谢功能正常。 

孕孕期期保保健健和和  

儿儿童童保保健健功功效效  

• 路易波士茶能够极其有效地预

防怀孕和哺乳期间铁元素流失

的问题。普通茶叶中含有抑制

铁元素吸收的单宁酸，而含咖

啡因的饮料会加剧孕期最常见

的两种不适症状 恶心和胃灼

热。路易波士茶则没有这些弊

端，孕妇整天饮用都不会产生

上述不适感。 

• 因为有抗痉挛功效，人们也经

常使用路易波士茶来缓解婴幼

儿常见疾病，如疝气和痉挛。

作为婴幼儿正常膳食的补充剂

时，路易波士茶可以补充钙、

锰、氟化物的每日摄入量，这

些矿物质对于人体能否生长出

坚固的牙齿和骨骼至关重要。

给宝宝换尿布时，直接在小屁

屁上涂抹路易波士茶，可以减

轻尿布疹刺激。 

抗抗衰衰老老效效果果显显著著  

• 人体老化过程原因 研究发现在

人体老化过程中人体内的自由

基数量会增加。自由基是人体

自身生成的化合物，是细胞正

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副产

品，可导致早衰。自由基会攻

击健康细胞，累积损伤，加速

衰老和免疫系统衰退。 

• 路易波士茶含有可以清除自由

基， 抑制 细胞 受损 的抗 氧化

剂。 

低低热热量量（（卡卡路路里里））  

膳膳食食  

路易波士茶含有天然的非营养性

甜味剂，因此整天喝都不会摄入

多余热量（卡路里），不会影响节

食效果。 

有有益益健健康康 

医学界正在不断挖掘路易波士茶

。路易波士茶不

加剂、防腐 剂和着色剂的天

然产品，还具有 诸多改善人类生

活质量的附加功效。 

缓缓解解紧紧张张、、焦焦虑虑及及相相关关疾疾病病 

• 许多身体上的不适会因为压力和

焦虑而明显加重，即使压力和焦

虑并非导致这些病征的直接原

因。 

• 路易波士茶天然不含咖啡因，具

有舒缓中枢神经系统的功效。强

烈建议有精神紧张、轻度抑郁

症、高血压、头疼或睡眠不佳状

况的人群饮用。 

• 不含咖啡因的特质令路易波士茶

成为理想的睡前饮料。 

• 由于路易波士茶的草酸含量极

低，即使是肾结石患者也可放心

畅饮。 

• 直接将路易波士茶涂于皮肤患

处，可以显著缓解湿疹、粉刺等

皮肤炎症。化妆品业越来越热衷

于在肌肤护理产品中使用路易波

士作为改善肤色的天然添加剂。 

• 人们发现路易波士茶可以显著缓

解失眠、痉挛、便秘和花粉热、

哮喘等过敏性症状，这种饮料可

谓茶和咖啡的理想替代品，尤其

适合办公室人群饮用，因为身体

炎症会严重影响办公室人群的工

作表现和精神集中度。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金字招牌

市场领导者

家签约茶庄

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生产如期交货

产品种类齐全

不断进行产品研发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被誉为全球首选供

应商的理由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树立了一面金字招牌，从 
1954 年至今，一直是信誉卓著的供应商。 

• 该公司是 市场领导者，占据 全球同类市 场

的份额。 

• 

• 拥有庞大的生产基地和独特的调配系统，保证

了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 依托有序的库存储备方案政策，确保产品不间

断供应。 

• 缩短生产如期交货，以及按全球战略采点布设

仓储设施，确保可如期交付。 

• 产品种类齐全，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不断进行产品研发，形成

了一套有利于推陈出新的创新方法。 

• 打造一站式门店，产品种类繁多，范围广泛，

能够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具体包括各种散

装、茶包装、袋泡装的速溶或浓缩路易波士

茶、蜜树茶和其它非洲植物饮品，应有尽有。

大部分产品都提供普通型和有机型两种可供客

户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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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范围包括调配、调味、签约包装、提取和

散装。

 
• 

 
 

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的制造工 厂已通过

认证。

虽然已推出众多标准产品，路易波士茶有

限公司却并不止步于此， 
公司致力于通过与客户合作，不断开发新

产品， 
以期满足全球各大市场不断变化的消费需

求。 
 

 �

的诸多功效

但是富含抗氧化 剂，不含 咖啡因、添

、添

 

单宁酸含量低的好处在于这种茶

无需添加糖或蜂蜜即可饮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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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IBOS - NATURE’S NECTAR
The Rooibos plant Aspalathus linearis is part of the 
Cape Floral Kingdom, commonly known as ‘fynbos’. 
This leguminous shrub is a member of the Fabaceae 
family, which has more than 200 species, and it is 
indigenous to the Cederberg mountains around 
Clanwilliam. 

Here, the wilderness of craggy peaks, clean air 
and pure mountain streams provides the perfect 
environment for this unique health-promoting 
plant. Rooibos is as special as its mountainous 
home, which once echoed with the voices 
of the indigenous San people, who left their 
rock paintings on the cave walls as far back as  
6 000 years ago.

Rooibos is far more than just a tea, and medical 
science has only begun to realise its many benefits. 
So far, the discoveries indicate that it is an antidote 
to the stress of our daily lives. Not only is it a natural 
product, rich in antioxidants, and free of caffeine, 
additives, preservatives and colourants, but Rooibos 
also provides a wealth of added 
benefits, including 
anti-spasmodic, anti-carcinogenic 
and anti-allergenic properties.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it was common 
practice f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Cederberg region 
to harvest the wild-growing Rooibos plants. The 
leaves and fine stems were chopped with axes and 
bruised with hammers before being left in heaps to 
ferment. Once fermented, the leaves and thin stems 
were spread out to dry in the hot African sun, ready 
for use in a thirst-quenching drink. Today, Rooibos is 
still processed in much the same way, but, of course, 
the methods are now mechanised and far more 
refined.

It was not until 1904 that a Russian immigrant, Benjamin 
Ginsberg, realised the marketing potential of 
Rooibos. Descended from generations of tea traders, 
Ginsberg had the background and experience to 
introduce the ‘secret of the Cederberg’ to a world 
far beyond the floral kingdom and majestic peaks of 
this region.

By 1930, Dr P le Fras Nortier, the local medical doctor 
and keen  botanist, had discovered the secret of 
germinating Rooibos seeds. Together with Olof Bergh, 
a commercial farmer, he developed new cultivation 
methods and soon the production of Rooibos began 
on a much larger scale along the slopes of the 
Cederberg mountains. It is still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where Rooibos grows.

In 1954, the Rooibos Tea Control Board was 
established to regulate marketing and improve 
quality control. The Board was privatised in 1993 and 
Rooibos Limited was established. 

Rooibos Limited has established a worldwide 
distribution network to meet the ever-increasing 
demand for this popular product, and it can now 
be found in societies as diverse as Japan, China,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the UK, the USA, the 
Pacific Rim and Africa.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global market, Rooibos 
Limited has identified opportunities to supply a wider 
range of products, unique to this part of Africa, to 
meet specific customer needs – from a selec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extracts for blending, to final 
packaged products, including flavoured Rooibos, 
Honeybush, unfermented (‘green’) Rooibos and 
herbal blends.

PO Box 64, Clanwilliam, 8135, Western Cape, South Africa
Tel: +27 27 482 2155  •  Fax: +27 27 482 1844
Email: info@rooibosltd.co.za

www.rooibosltd.co.za
www.shoprooibos.com

WHAT ROOIBOS CAN DO FOR YOU
 •  Rooibos is completely pure and natural as it contains no 

additives, preservatives or colourants.

•  Rooibos is naturally caffeine free and has a soothing effect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t is therefore highly recommended 
for people suffering from irritability, headaches, disturbed 
sleeping patterns, insomnia, nervous tension, mild depression 
or hypertension.

 •  Stomach and indigestive problems such as nausea, vomiting, 
heartburn, ulcers and constipation can also be relieved by 
drinking caffeine free Rooibos.

 •  Rooibos has anti-spasmodic properties, and can be used to 
relieve stomach cramps, colic and digestive discomfort in 
adults and infants.

 •  Rooibos has anti-allergenic properties that reduce the effects 
of allergies such as hay fever and asthma.

 •  Rooibos contains powerful antioxidants that fight free radicals 
(a by-product of normal cell function), which weaken the 
body’s natural defences and lead to premature ageing, the 
decline of the immune system and the onset of a wide variety 
of diseases.

 •  Rooibos has anti-carcinogenic properties.

 •  Rooibos has a soothing effect on the skin, relieving itching and 
certain skin irritations such as eczema, nappy rash and acne 
when applied directly to the affected area. 

 •  Rooibos contains natural non-nutritive sweeteners, which 
makes it ideal for people on a slimming diet.

 •  Rooibos contains little tannin and therefore does not inhibit 
the absorption of iron in the body. 

 •  Rooibos supplements the daily requirements of several 
minerals (e.g. magnesium, potassium, copper, manganese 
and fluoride),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metabolic fun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 teeth and bones.

 •  Rooibos contains zinc and alpha hydroxy acid, which promote 
a healthy skin.

 •  Since Rooibos contains a very small amount of oxalic acid, it 
can be drunk freely by people suffering from kidney stones.

  For the latest product inform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findings, Rooibos recipes and more, visit our website   
www.rooibosltd.co.za

THE HISTORY OF ROOIB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