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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足和肌肉
護理

在辛勞的一天，我們的腿足作為主要站立
和支撐。 Propolia®了解這一點，並提供針
對各種情況的護理和預防產品。

Shake a leg !

用途：
舒緩腳跟和腳部的乾燥皮膚脫皮問題，發揮滋潤和修復功效，
同時可用於手踭或膝蓋部位。非常適合夏天多汗季節時使用和
需要長期站立人士合用。

主要成份：蘆薈、乳木果油、蜂膠、薰衣草

包裝：膠瓶裝     每瓶75毫升

FOOT CREAM FOR 
DRY SKIN

Ref: CRPIEBIO 

「 我很少看到其他軟膏有這種高效的表現！而且不油膩！ 」
一位用過天然足部護理乾性皮膚軟膏的後感 

GEL FOR

SENSITIVE FEET

 
 

續每天使用軟膏

1 00 %1 00 %
黏 1 00 %

 

紓緩

9/1 0

用途：
適合用於足部除臭殺菌，舒緩因長期站立引致充血現象和減輕
酸痛及疲勞。

SENSITIVE FEET GEL 

止汗除臭 消除足腿部疲勞

「 我從未見過這樣好的軟膏！ 它是獨一無二的！ 它聞起來很好，滲透得非常好！ 它
的應用令人愉快！ 使用後我的雙腳紓緩和放鬆。 經過一整天的行走後，他們感覺更
好。 它不會黏住或產生任何冷熱感，坦率地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驚喜！ 」

一位用過天然消除疲勞足部護理軟膏的後感 

有機天然足部護理軟膏 

主要功效：滋潤，軟化皮膚組織，淡化乾裂，消炎

注意：只供外用，不建議對蜜蜂產品有過敏的人士及3歲以下小孩
使用。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請保存在陰涼乾燥處及避免高
溫。

使用說明：每天1至2次，將軟膏塗抹在腳跟和腳趾上直至它被完全
吸收。根據情況需要，可再和配合另一款止汗除臭兼消除腿部疲勞
腳部護理軟膏一起使用。

有機天然消除疲勞足部護理軟膏

主要成份：蜂膠、鼠尾草、薄荷、金縷梅、山金車花   

主要功效：止汗，殺菌，除臭，去腫

包裝： 膠瓶裝  每瓶75毫升

注意：只供外用，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及3歲以下兒
童使用。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 請保存在陰涼乾燥處及
避免高溫。

使用說明：每天1至2次，在乾淨的腳上塗抹適量軟
膏在腳趾之間徹底按摩直至它被完全吸收。 

推出年份：2012
98%天然
當中51%有機

法國有機產
品認證

推出年份：1994
有機版本：2015
99%天然
當中60%有機

法國有機產
品認證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敏感性皮膚

乾性皮膚

本公司產品不是藥品，如問題較嚴重應及早諮詢醫生。3534 Ref: GELPIEBIO
376000182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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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 FOR LIGHTER FEELING LEGS 

Ref: GELJAMBIO

主要成份：蜂膠、魔鬼爪、馬尾草、軟骨素、葡萄糖胺、  
   石珊瑚藻

包裝：膠瓶裝  每瓶90粒

JOINT FIT CAPSULES

強化關節, 提升靈活, 消炎

Ref: GELUARTICUL

「這很棒！它聞起來很好的薄荷和帶有紓緩感受，它具有讓腿輕盈的感覺，它不會

黏！」      一位用過消除疲勞腿部軟膏女士的後感 

用途：
有助腿部保持良好的血液循環，可以減輕腳部疲倦或沉重的感
覺，舒緩因長期站立導致雙腳腫脹和麻卑的感覺。這配方具有
非常濃縮有效成份，內含葡萄藤多酚、黑加侖子多酚、葡萄中
的低聚原花色素。含豐富維生素C支持正常膠原蛋白形成，確
保血管正常功能。

Ref: COMPCIRC

COMING SOON...
 

「使用15天后，我覺得在一天結束時不再感到我的那對重腿再疼痛」
一位用服過蜂膠促進血液循環膠囊女士的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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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輕腿部和關節痛 

有機天然消除疲勞腿部軟膏

使用說明：每天1至2次，在乾淨的腳上塗抹適量軟膏在腳趾
之間徹底按摩直至它被完全吸收。在腿上塗上軟膏後從底部到
頂部同時輕輕按摩直至它被完全吸收。根據有需要時使用或每
天2-3次。

注意：只供外用和成人使用，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孕婦和
正在母乳喂養的女士使用。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請保存在陰涼
乾燥處及避免高溫。

用途：

長時間站立會導致腿部腫脹、疲勞和發熱，本軟膏可用於放鬆腿部，緩
解疲憊不堪的雙腿並刺激血液循環，令雙腿可重獲輕盈。本配方結合了
銀杏和紅葡萄的蔬菜提取物。這款不黏膩的軟膏除了協助消除疲勞還為
您的雙腿添上薰衣草和薄荷的清爽氣味。
榮獲2017年法國最佳有機產品大獎。

主要成份：蜂膠、銀杏、紅葡萄酒、薄荷、絲柏、金雀花、桉樹

包裝：膠瓶裝 每瓶100毫升  
主要功效：止汗，殺菌，除臭，去腫

薰衣草
薄荷味

天然蜂膠促進血液循環膠囊

主要成份：葡萄藤、蜂膠、黑加侖

主要功效：促進腳部血液循環，減輕疲勞，抗炎，抗氧化

包裝： 膠瓶裝  每瓶80粒

注意：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孕婦及3歲以下小孩服用。
不要服用過量。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 請保存在陰涼乾燥處
及避免高溫。

使用說明：每天3粒，用餐時同時服用。

天然蜂膠強化關節保健膠囊 

用途：

除風去濕、舒緩關節痛，抗炎修復作用。配方含軟骨素，
氨基葡萄糖，透明質酸和膠原蛋白有助維護柔韌的肌腱
和關節讓增加靈活

主要功效：強化關節，提升靈活，消炎

注意：只供成人服用。不建議對蜜蜂產品過敏的人士、孕婦及
小孩服用。不要服用過量。請放在小孩接觸不到的地方。請保
存在陰涼乾燥處及避免高溫。

使用說明：每天3粒，用餐時同時服用。

推出年份：1994
有機版本：2016
99%天然
當中60%有機

法國有機產
品認證

CIRCULATION BOOSTING
COMPLEX

 

推出年份：2002

推出年份：2015

100%天然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法國南部
產地認證

37

I

舒緩雙腿腫脹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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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天然   不油膩

 

主要成份：蔬菜大豆油、巴巴蘇棕櫚果油、 蜂蠟、 椰子油、
  杏桃核仁油、向日葵種子油

包裝： 毫升每瓶   膠瓶裝

Ref: BAUMASORI

Ref: BAUMASFRU

按摩護理
系列

用途：
用於按摩疼痛肌肉時發揮潤滑作用。本配方為亞熱帶水果氣
味，內含豐富滋潤功能的成份。而杏桃核仁油保濕效果特強，
有幫助紓緩緊繃和軟化皮膚的功能，能使疲勞的肌膚恢復生
機。適合熟齡肌膚 ，乾燥脫皮肌膚及過敏膚質使用。蜂蠟除了
軟化功能外，也在皮膚上形成抗氧化保護膜。

結合源自印度聞名的(Ayurvedic Aromatherapy) 阿育吠
陀芳按摩療法和我們在蜂膠配方中的多年技術，Propolia
創造了三個不同芬芳撲鼻的按摩油，並富含對皮膚有益
的營養要素，務求能讓閣下疲倦不堪的肌肉和筋絡獲得
放鬆。柔軟的膠蠟配合多種天然精華將令您留下難忘的
回憶。產品已獲有機認證，安心使用！

3760001820287

3760001820300

、 、

有機按摩油

主要功效：保濕，潤膚，抗皺，抗自由基，抗氧化

使用說明：把適當份量放在手心，輕輕磨擦加熱，然後利用精
油在患處進行按摩，精油會被皮膚吸收。特別在經常受壓易累的
區域上使用：如頸部，肩部背部和腰部。本配方可以每天使用。

注意：僅限成人使用，室內存放遠離熱源及避免陽光照射。

 

 
SWEET MASSAGE BALM

推出年份：2017
100%天然
當中98%有機

 

FRUITY MASSAGE BALM

推出年份：2017
100%天然
當中98%有機 

 
ORIENTAL MASSAGE BALM

推出年份：2017
100%天然
當中98%有機

 

山茶花油、 、

用途：
用於按摩疼痛肌肉時發揮潤滑作用。本配方含有 具有

，
份。

另蜂蠟除了軟化功能外，也在皮膚
上形成抗氧化保護膜。

有機按摩油

主要成份：山茶花油、巴巴蘇棕櫚果油、蜂蠟、椰子油

主要功效：保濕，潤膚，抗皺，抗自由基，抗氧化

包裝： 毫升每瓶   膠瓶裝

注意：僅限成人使用，室內存放遠離熱源及避免陽光照射

使用說明：把適當份量放在手心，輕輕磨擦加熱，然後利用精
油在患處進行按摩，精油會被皮膚吸收。特別在經常受壓易累的
區域上使用：如頸部，肩部背部和腰部。本配方可以每天使用。

果 、 和
用途：
用於按摩疼痛肌肉時發揮潤滑作用，本配方含有榛果油具有軟
化滋潤作用，有助肌膚的再生及防止老化。擁有持久的保濕力
外，也具有刺激循環系統的功效。而且質地清爽，能夠迅速滲
入皮膚。還有淨化肌膚的功效，對於青春痘和粉刺都有改善效
果。榛果油擁有過濾紫外線的功效，而蜂蠟除了軟化功能外，
也在皮膚上形成抗氧化保護膜。

榛果有機按摩油

主要成份：榛果油、巴巴蘇棕櫚果油、 蜂蠟、 椰子油

主要功效：保濕，潤膚，抗皺，抗自由基，抗氧化

包裝：膠瓶裝  每瓶145毫升

注意：僅限成人使用，室內存放遠離熱源，避免陽光照射

使用說明：把適當份量放在手心，輕輕磨擦加熱，然後利用精
油在患處進行按摩，精油會被皮膚吸收。特別在經常受壓易累的
區域上使用：如頸部，肩部背部和腰部。本配方可以每天使用。

Ref: BAUMASGOU
3760001620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