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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膠精華
系列

蜂膠這種珍貴材料是彰顯蜜蜂非凡能力的

最佳證據，這種材料是從植物花蕾聚集然後
由老工蜂轉化而成。蜂膠含有植物樹脂，植
物香脂，蠟，精油和花粉，經過獨有的提純
過程後成就了今天產品的價值所在。自1979
以來，Propolia近40年來不斷推出多種蜂膠
產品，我們因此被客戶名為天然蜂膠抗菌配
方專家的美譽。

用途：
它有助於限制牙齦刺激、口腔潰瘍和輕微割傷。本配方具有防腐和抗
菌特性，可防止細菌或其他微生物生長。它結合了令人愉悅的肉桂和
丁香味道

天然，簡單，無添加就是最美

天然蜂膠精華 口腔護理液 

使用說明：
使用前搖勻。使用滴管在牙齦患處塗抹溶液，讓它產生作用。 
針對口腔衞生，在1小杯水中混合1至3滴精華然後漱口，早晚各1
次，可入口

Ref:  SOLPROP
1

100%天然，安心使用！

主要成份：蜂膠（純度83％提取物 ）、蜂蜜、肉桂和丁香

主要功效：抗菌，殺菌，消炎，傷口癒合，舒緩痛楚，抗氧化

包裝：30毫升  玻璃容器（帶滴管）

Ref: TMP30

用途：為喉嚨、口腔和牙肉殺菌消炎和進行修補（包括
除臭 ），並產生抗菌屏障；亦可舒緩因感冒而產生的
鼻塞和耳朵痛楚也有舒緩作用

天然蜂膠嘴嚼片 的 口

Ref:  PM10

「在秋冬季節“每天早上，我都会用吸管直接從百份百天然的蜂膠酊。

該產品品質非常優異，是最棒的精華！」

客戶對本酊劑的意見
「只有好處！ 我大力推薦它。 它的活性效應真的存在，用後會有剌痛 」

用過蜂膠口服液條的客戶反饋

主要功效：  抗菌，殺菌，消炎，傷口癒合，舒緩痛楚 
包裝：紙盒裝10克  (每片預切條約1克)  

注意：本配方含48.3%酒精成份，避免觸及眼睛，產品會令衣服染色，應遠

離陽光、高溫和潮濕。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

人士、孕婦及6歲以下兒童使用。

使用說明：
用於提升免疫系統：把精華液混合開水或滴在方糖或麵包上或與蜂蜜
一起服用。成人每次服用於整支滴管份量，小孩服用份量減半。每天
早晚各1次。對抗喉嚨口腔不適：把整支滴管份量混合在1小杯水中
漱口。用於傷口和皮膚炎症：直接塗抹並在皮膚上輕輕按摩。期間可
能有輕微刺痛但蜂膠具有極佳的消毒和麻醉功效。

注意：本配方含53%酒精成份，避免觸及眼睛。產品會令衣服染色，遠離
陽，光高溫和潮濕。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不要服用過量，不建議對
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孕婦及3歲以下兒童使用。

使用說明：
每天服用1片，先把它放入嘴裡或舌頭下加熱，並慢慢
將它軟化後開始慢慢嘴嚼。這是一款能長時間持續舒緩
喉嚨、口腔和牙肉的產品。若能保持在嘴裡至少15至30
分鐘，效果最佳。期間會產生輕微麻痺的感覺，表示產
品正發揮效用。

注意：產品應遠離陽光、高溫和潮濕。請放在小孩接

觸不到的地方。不要服用過量。不建議對蜜蜂產品 
過敏的人士、孕婦及6歲以下兒童使用。 

蜂

的

主要成份：100％純淨蜂膠

天然蜂膠精華液 (口服保健)

用途：
口服配方，有助提升免疫系統，增強抗炎和抗病毒的能力及減輕流感
症狀    ，也可用作口腔護理。外用可舒緩一般皮膚炎症，我們的專有技
術能確保保存產品的所有天然成份和功效得。

到

本公司產品不是藥品，如問題較嚴重應及早諮詢醫生。本公司產品不是藥品，如問題較嚴重應及早諮詢醫生。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推出年份：2011
100% 天然

 
 

推出年份：1983

100% 天然

主要成份：100％純淨蜂膠提取物100%天然，安心使用！
主要功效： (內服) 提升免疫系統，抗炎，抗病毒能力 

    (外用) 抗菌，殺菌，消炎，傷口癒合
包裝：30毫升  玻璃容器（帶滴管）

推出年份：1988
100% 天然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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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蜂膠 爽粉 (外用) 

Ref: POUSIC

包裝：30毫升 玻璃容器 （帶半透明噴嘴）

天然蜂蜜 蜂膠 精華液  
     

Ref: SOLHUI

「 優秀的產品！完美！效果顯著！是冬季的理想產品！」

 一位用過天然蜂膠口腔噴霧用戶的意見

「 特別對兒童非常有用，可溶於新鮮果汁或自製果泥。」

一位服用過純天然蜂膠精華粉末的用戶意見

天然蜂膠口腔噴霧 

Ref: 

純天然蜂膠精華   粉末  口服 保健
     

Ref: GELUPROP Ref: GELUPROPPO

Ref: POUPROP40

Ref: POUPROP100

「粉末幼細，不會染色，可用於年齡較小的孩子的臂部」
     一位媽媽用過天然蜂膠爽粉的感想

令人愉快的香味。 一種有用的產品，用於很多細小的劃痕，很適合皮膚使用。」

   一位用過天然蜂蜜 蜂膠精華液後感

主要成份：100％微粉化 （獨特的高純度提煉技術)
主要功效： 抗菌，殺菌，消炎，傷口癒合，減少皮膚失去水份
包裝：30克   膠樽裝

使用說明：
隨意灑在患處，輕輕按摩讓粉末滲入皮膚表層，早晚各1次 

成人及嬰兒均可使用 (通過臨床測試)
對於鞋子 - 把粉末灑在鞋墊上，讓它發揮消毒作用

注意：只供外用，應遠離陽光、高溫和潮濕。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
方。  使用時避免觸及眼睛和透過鼻孔吸入粉末。

使用方法：
使用前搖勻，半透明噴嘴可顯示蜂膠精華液是否已均勻混合，用
噴嘴直接將精華液塗抹在患處，然後輕輕按摩至滲入皮膚表層。
對於牙齒和牙齦的痱滋問題：可以先把小量精華液滴在指尖，然
後塗抹在患處。 口腔衞生：用溫水混合，每天漱口兩次。對於牙
齒和牙齦：使用移液器塗抹患處。

滋潤配方
不含酒精

用途：
具抗菌，抗病毒和抗炎作用，噴霧有助深入口腔和喉嚨深處，舒
緩聲帶、喉嚨痛，導致口臭的細菌也會被遏止和減少。

主要成份：蜂膠、天然蜂蜜 (35%)、百里香、桉樹精油
主要功效： 抗菌，殺菌，消炎，傷口癒合，防禦，舒緩搔癢
包裝：20毫升   玻璃樽裝（帶噴頭）

使用方法：
使用前搖勻， 每次在口中噴灑3次，建議每天使用3次或有需要時
使用但每天不要使用超過5次 。噴頭設計有助直接深入喉嚨深處。

注意：可入口，本配方含48.3%酒精成份，避免觸及眼睛。應遠離陽光、

高溫和潮濕。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

士、孕婦及12歲以下兒童使用本產品。

 喉嚨 

 膠囊裝

主要成份：100％純蜂膠提取物
主要功效：提升免疫力，抗炎，抗病毒，抗菌，抗氧化
包裝：粉末裝   分 40克 或 100克 每樽   

 膠囊裝   分 80粒 或 180粒 每樽

使用方法：
利用附带的量匙，每天早上服用4 匙，或每次只服用2匙
份量，分别在中晚用餐前服用亦可。建議每天最多4匙
份量！連續服用一個月為一個療程，抵抗力足以维持一
段日子！可再隔最少1 个月至3個月再服用，停服期长短
视乎个别情况需要。一般而言建议每年最多四個療程
注意：不要服用過量，麼遠離陽光、高溫和潮濕，請
到的地方。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孕婦及3歲以下兒童使用。

本公司產品不是藥品，如問題較嚴重應及早諮詢醫生 本公司產品不是藥品，如問題較嚴重應及早諮詢醫生。

粉末裝

80粒裝 180粒裝

40克裝

100克裝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推出年份：1990

100% 天然

推出年份：1989

100% 天然

推出年份：2010

100% 天然

 

推出年份：2014 
100% 天然

主要成份：蜂膠提取物 (純度80％)、天然蜂蜜、有机橄榄油
主要功效：殺菌消炎，傷口癒合，舒緩痛楚，抗氧化，滋潤保濕

注意：可人口，避免觸及眼睛。衣服接觸產品會染上顏色。應遠離陽、
高溫和潮濕。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
士、孕婦及3歲以下          兒童使用。 

用途：
增强體質和提升免疫力，淨化身體內的毒素，對抗自由基（抗氧
化特性）和刺激免疫系統。由於其抗菌和抗炎特性它也也能對抗
病原微生物感染，有助减低因天氣轉冷引致的疾病。服用粉末能
同時感受到蜂膠真正的天然味道。

用途：
牙齦疼痛、口腔潰瘍、唇瘡、痱滋和微切口的炎症。可用於皮膚
護理，舒緩炎症和部份濕疹皮膚乾燥，有助皮膚癒合； 也可用
於抵抗外耳炎和細菌引發的疾病。其油性成份可滴在指尖，利用
手指塗抹在口腔深入患處。

用途：
對付皮膚真菌〔包括腋窩、頭皮和足部 (香港腳)〕，皮外擦傷流
膿，臨時止血，消毒和癒合，嬰兒尿疹，清除鞋內細菌。

歐洲天然化妝品驗証

放在小孩接觸不

推出年份：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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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立以來， 一直與法國

蜂人密切合作，以獲得優質的蜂膠 

。當然，我們將這種品質歸功於我

們的消費者，他們最重要的是需要

健康的產品，有益於他們的健康和

濃縮活性成份。

因此， 產品一直致力於提

供高度濃縮的蜂膠配方。在保證質

量和效力方面我們不會有任何妥協

的。但是，以這種高濃度的蜂膠

來言，我們的實驗室每年使用量近

10噸。

儘管我們養蜂夥伴的努力和我們

的日常承諾，法國養蜂的情況已經

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近年氣候暖

化，自然災害增加，環境被污染等

問題！亞洲大黃蜂varroa，的家園

正面臨崩潰現象，它們的內分泌也

被干擾，我們的小蜜蜂難於持續生

存的現象也不斷增加。除此之

外，日益嚴格的歐洲法規使得
Propolia 難以僅依靠100％法國蜂

膠供應，特別是有機蜂膠。這個問

題當然是不想見到的。

為了確保相同的質量水平和高濃度的

有效成份構成我們產品的功效，我們

將供應範圍擴大到歐洲新的養蜂夥伴

同時不犧牲蜂膠的感官特性：總是棕
色，總是豐富 ，總是定性的。 這一步

符合我們協調不同蜂膠批次的願望，

這些批次具有多樣化和協同作用

的植物來源。

然而，我們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的法國

養蜂夥伴，因此我們在產品系列中保
留了大部份法國蜂膠。 與 （法

國養蜂協會）密切合作同時我們每天

與他們合作，根據這些新挑戰實現更

可持續的生產流程。

為了迎接更好的日子， 將繼

續發展，同時牢記每天激勵我們的元
素 - 就是客戶的健康幸福！

蜂膠是稀有的資源

Ref. TMP30BIO
3760001820522

有機 天然蜂膠嘴嚼片 (香口糖)
主要成份：有機蜂膠提取物

Ref. PM10BIO
3760001820403

有機 天然蜂膠精華液(口服保健)
主要成份：有機蜂膠提取物

COMING SOON...

有機農産品認證

推出年份：2017

100% 有機

推出年份：2017

100% 有機

我們會定期推出新產品和推廣活動，

請繼續關注我們的網址 或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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