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蜜蜂如何製藥？

•蜜蜂釀蜜：

-采花蜜

-在胃內消化後吐出蜂蜜

•蜜蜂製藥：

-不采花蜜，只吃草藥

-在胃內消化後吐出草藥蜂蜜



蜂蜜功效

•《中國藥典》：【功能與主治】補中，潤燥，止痛，解毒；外用

生肌斂瘡。用於脘腹虛痛，肺燥乾咳，腸燥便

秘，解烏頭類藥毒;外治瘡瘍不斂，水火燙傷。

•《本草綱目》：「入藥之功有五，清熱也，補中也，解毒也，潤

燥也，止痛也」。

•中醫使用蜂蜜治病已有悠長歷史。



OKOBEE草藥蜂蜜

•在以色列生產

•由 Dr. Alexander Goroshit經過幾拾年研究，首位能令蜜蜂不采花
蜜，轉為吃不同組合的草藥

•蜂蜜在蜂巢採收後，再無後期加工 (FlorMel除外)

•已有17種達醫藥級的草藥蜂蜜



一種能減輕化療副作用的草藥蜂蜜

• LifeMel 生命蜜

•化療副作用：

-產生骨髓毒性 (myelotoxicity)

-貧血 (anaemia)

-血小板減少症 (thrombocytopenia)

-中性粒細胞減少症 (neutropenia)

•驗血不過關不能繼續化療



以色列醫院臨床研究
•臨床研究的論文發表在Medical Oncology (醫學腫瘤)
•結果：

-病例:30
-患者均有4級中性粒細胞減少症並接受CSFs治療
-每次化療第一天空腹服用5g LifeMel (生命蜜) ，連續五天
- 12例(40%)中性粒細胞減少症沒有復發
- 18例(60%)中性粒細胞減少症並接受CSFs治療
- 19例(64%)血紅蛋白維持在11g/dL以上
- 3例(10%)出現血小板減少
- 8名(32%)患者報告生活品質有改善

Zidan,J. et al (2006), Prevention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eutropenia by Special Honey Intake, Medical Oncology,vol.23, 
no.4, 549-552.



意大利醫院臨床研究
• 在意大利Maggiore della Carità di Novara Hospital醫院進行

• 目的：評估正在接受化療的病人服用LifeMel(生命蜜)對預防骨髓毒性

(myelotoxicity)的好處

• 招募標準：

-年齡>18

-患實體腫瘤

-化療會引致中度中性粒細胞減少引起發燒的風險

-化療期超過3個月

• 招募排除標準：

-對蜂蜜過敏

-患失代性糖尿病 (decompensated diabetes)/嚴重對脫水甘油過敏

-患有其他疾病或正在接受其他治療會影響中性粒細胞數目

-正接受 G-CSF治療的病人



臨床測試結果
• 已完成第一、二期，即將進行第三期

• 第一期 (11/11/2013 – 26/5/2014)

- 19名病人

- 14人沒有任何血液學的毒性情況

- 5人有毒性情況

• 第二期 (26/11/2014 – 4/4/2016 )

-再招募多20人，共39人

- 16人有毒性情況(包括接受預防性G-CSF治療)，其中3人繼續服用

LifeMel (生命蜜)

-如果只計算2度或以上的中性粒減少症，則只有6人有中性粒細胞減

少症，包括2人接受G-CSF治療，共8人，其中3人繼續服用LifeMel



•共有5例患者終止治療（疾病進展為4/5，血液學不良事件為2/5)。

11例患者推遲了一個或多個化學療法的治療，其中2例患者接受

了G-CSF的預防性治療，另外3例由於血液學毒性以外的原因而停

藥。 25例患者無差異，即64.1％

•在試驗過程中，有64％的患者發生轉移，死亡的比例為12.8％。。

臨床測試結果



在14例患者中觀察到26例治療週期中斷或推遲。
在嗜中性粒細胞的情況下，在7次推遲的情況下觀察到的毒性程度等於或大於2，涉及3位患者。
對中性粒細胞產生不良反應後，一名患者遭受了5次延誤。

臨床測試結果



N of measures N of patients (%)
Neutrophils values
(n=13 patients with at least a 
measure with grade>=1;
n=6 patients with at least a 
measure with grade>=2)
Grade 1 15 10 (25.6)
Grade 2 5 4 (10.2)
Grade 3 4 2 (5.1)
Grade 4 1 1 (2.6)

中性粒細胞數值



•以色列醫院臨床：第四級中性粒細胞: 每日一茶匙，只服用五天

•意大利醫院臨床：化療開始時服用至完成化療，每日二茶匙

•建議用量：化療開始時服用，每日三茶匙

中途服用並已有中性粒細胞減少，每日六茶匙以上

•服用方法：餐前將5g (一茶匙)蜂蜜含在口腔內約十分鐘，溶化

後再吞下

LifeMel的服用量



生命蜜與麥蘆卡蜂蜜的殺菌能力比較



物質成份 由以色列農業部對LifeMel 生命蜜的化驗結果顯示，在生命蜜
內發現比一般蜂蜜所含的活躍成份豐富很多。根據文獻，以
下是部份成份在人體中的作用：

Terpenoids
萜類

殺菌的，消炎，刺激內分泌和消化系統，膽汁活動，利尿作
用

Carene
蒈烯

抗菌，抗病毒，麻醉作用

Sabinene
蒈烯

利尿，袪痰作用，抑菌作用

Terpinene
萜品烯

殺菌的，膽汁活動，解痙作用

Thujene
側柏烯

殺菌的，殺真菌的，抗氧化作用

Terpineol
松脂醇

抗抑鬱作用，鎮痛作用

Linalool
芳樟醇

抗抑鬱作用，防腐作用，殺菌的，刺激的，鎮痛作用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Eicosane
二十烷

對於維持體內穩態非常重要，消炎，鎮痛作用

Fatty acids
脂肪酸

減輕過度炎症反應，中性粒細胞功能的恢復，心臟保護作用

4-methylcinnamic 
acid
4-甲基肉桂酸

刺激免疫系統，抗生素作用，刺激組織再生，鎮痛作用，與萜類有
協同作用

Chlorophylls
葉綠素

加強細胞膜。有助於建立結締組織從而加快傷口癒合。葉綠素可以
通過加速吞噬作用來增強生物體的免疫功能，防止DNA分子發生病
理變化。一些研究人員認為，葉綠素可以阻止健康細胞向癌細胞突
變的第一階段。可以減緩細菌的生長。抗毒素，對多種致癌物具有
淨化作用。促進血細胞合成。可以加速組織再生。可以抵抗輻射傷
害。可以維持健康的腸道菌群。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Carotenoids
類胡蘿蔔素

充當光保護劑和抗氧化劑，防止氧化劑引起的轉化，遺傳毒性物質，
分子和細胞水平的X射線和紫外線輻射。可以維持基因組的穩定性以及
對誘變和癌變的抵抗力。有助於減少抗氧化維生素和酶的使用，具有
減輕壓力的特性。

Flavonoids

類黃酮
有P-維生素作用，可降低毛細血管的脆性，增強抗壞血酸的作用，產
生鎮靜作用。用作消炎藥和抗潰瘍藥。具有止血特性。好的膽汁藥。
最近，有關其抗腫瘤作用的報導已經出現。
因此，類黃酮具有以下特性：心臟保護，抗心律不齊，降壓，抗痙攣，
抗輻射，抗過敏，保肝，抗硬化，利尿。它們還具有抗誘變和抗癌的
特性。

Fe鐵 當鐵這物質存在於重要的含鐵蛋白質中時，尤其是在酶和血紅蛋白中
時，它也是細胞呼吸鏈酶和抗氧化酶（過氧化氫酶，髓過氧化物酶）
細胞色素的成分。因此，該物質不僅在維持向細胞供氧方面很重要，
它還有助於呼吸鏈功能和ATP合成，內源性和外源性物質的代謝和解
毒過程，DNA合成，毒素失活。含鐵化合物在免疫系統的功能中起重
要作用，主要是在細胞成分中。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Mn 錳 錳是中樞神經系統基本神經化學過程的一部分，它活躍於骨骼和結
締組織的構建中，在調節脂質交換，碳水化合物代謝和維生素交換
中起作用。它影響血液形成和免疫保護的過程。

Mo 鉬 鉬有益於肝臟中的鐵代謝，並有助於多種酶的功能。鉬的假定抗癌
活性歸因於其中之一（醛氧化酶）催化體內致癌物質氧化的能力。

Se 硒 硒在人體中的作用首先是因為它是穀胱甘肽過氧化物酶（一種主要
的抗氧化酶）的一部分而決定的。穀胱甘肽過氧化物酶可防止細胞
中過氧化產物的積累，從而保護細胞核和蛋白質合成裝置不受損害。
硒是維生素E的增效劑，可進一步增強其抗氧化能力。硒是控制三
碘甲狀腺素形成的酶的一部分，是肌肉組織蛋白的一部分，最重要
的是心肌蛋白的一部分。硒缺乏會導致抗氧化劑狀態受損，抗癌保
護作用減弱，會導致心肌營養不良，性功能受損和免疫缺陷。硒還
具有抗誘變和抗輻射的作用，可以增強抗毒性，使核酸和蛋白質的
交換正常化，改善生殖功能，並調節甲狀腺和胰腺的活動。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Zn 鋅 鋅以微量物質形式存在於數百種酶中。它對於控制遺傳信息傳遞和蛋
白質生物合成過程（以及因此在人類有機體中的修復過程）的DNA和
RNA聚合酶的功能，以及血紅蛋白和呼吸酶的合成至關重要。鋅是抗
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的一部分，它誘導細胞中保護性蛋白質的
生物合成，使其成為修復性抗氧化劑。鋅對於荷爾蒙功能很重要。它
對胰島素的產生和功能以及胰島素依賴過程的整個範圍都具有直接影
響。在男性中，鋅有助於睾丸激素的合成和性腺的功能，其依賴於體
內鋅水平與性效能之間的關係。鋅調節二氫睾丸激素，過量會引起前
列腺增生。鋅對於女性有機體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是雌激素受體
的一部分，因此對調節所有依賴雌激素的過程起著重要作用。胸腺和
免疫系統很大程度上依賴鋅的功能。它通過增強抗體的合成並發揮抗
病毒作用來防止免疫缺陷的出現。鋅具有傷口癒合特性，對於中樞神
經系統的功能（特別是記憶過程）是必需的。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Cu 銅 銅對於血紅蛋白的合成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缺銅會
導致貧血。銅對於細胞中的能量產生過程是必需的。
它與鋅一起，是組織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血漿
抗氧化蛋白銅藍蛋白的一部分，對生物體的抗氧化保
護有重要作用。銅藍蛋白在體內運輸銅。銅具有抗炎
和防腐性能（可能是由於其抗氧化作用）。該微量元
素有助於膠原和彈性蛋白，結締組織蛋白的結構的建
立，結締組織蛋白是骨骼和軟骨組織，皮膚，肺，血
管壁的結構成分。這解釋了為什麼缺銅會導致主動脈
和腦動脈瘤。出於同樣的原因，銅缺乏會導致骨骼組
織脫礦質和骨質疏鬆。銅有助於建立神經的髓鞘。髓
鞘的變性可導致多發性硬化症和其他嚴重的神經系統
疾病。

LifeMel生命蜜的成份



LifeMel (生命蜜)的飼料

•蜜蜂飼料：刺五加、西洋蒲公英、無花果、歐洲越橘、紅菽草、

白桑、菊苣、甜菜、土木香、黑加侖、蜜蜂花、

金盞花、異株蕁麻、燕麥、紫錐菊、鉤藤



GastoMel (胃舒蜜)
•功能：實驗證明有效消滅幽門螺旋幹菌並能保留乳酸菌。有助

減輕胃炎、胃潰瘍症狀，舒緩胃痛及腸胃不適。

•實驗結果：

每盤抗生素/濃度 幽門螺旋桿菌 植物乳桿菌 

GastoMel 1 (158批) 11 3.5 

GastoMel 2 (170批) 12.3 4.7 

   

氨苄青黴素(Ampicillin) 10Mcg 20 20 

那利敵新錠(Nalidixic) 30Mcg 0 1.3 

土黴素(Oxytetracycline) 30Mcg 25 10 

氯黴素(Chloramphenicol) 30Mcg 14.7 10 

氯黴素(Chloramphenicol) 5Mcg 6.6 5 

鏈黴素(Streptomycine) 10Mcg  10 1 

 



GastoMel (胃舒蜜)的蜜蜂飼料

• 蜜蜂飼料：月桂、鼠尾草、亞倉當歸、喬木繡球、胭脂仙人掌、
紫苜蓿等

• 服用方法：將蜂蜜直接吞下

• 注意: 由於採收胃舒蜜時會與蜂巢內的少量蜂膠一併入瓶，經過一段時

間，蜂膠會浮於蜂蜜上層，建議首次開瓶後將兩者混和才食用。



4 GentsMel (四君子蜜)

•純中草藥喂飼蜜蜂

•以四君子湯的材料作飼料

•黨參、白朮、茯苓、甘草

•功能：益氣健脾

•主治：泄瀉

•四君子湯材料經過蜜蜂消化後，
「蜂蜜」中含有什麼？



LadyMel (美麗蜜)

•一套二瓶，包括日與夜各一瓶

•有助賀爾蒙分泌平衡

•舒緩女性週期不適

•舒解女性更年期煩惱



LaryngoMel宣肺通氣蜜

適合人群：上呼吸道受感染、喉嚨痛人仕

功效：1. 針對上呼吸道問題

2. 舒緩咽喉疼痛

3. 可作天然抗生素，具抗炎與抗病毒特性

實驗室檢測報告：

1. 與多種常用抗生素比較，證明此蜜能殺滅細菌，具天然抗生素功能

2. 比抗生素的殺菌功能更具效率



與抗生素比較殺菌能力



BronchoMel鎮咳蜜

功效：

1. 舒緩呼吸道問題：咳嗽、黏液(Mocous)、呼吸困難

2. 可作為天然抗生素及袪痰藥(expectorant)使用

3. 抗病毒(antiviral)、抗真菌(antifungal)、
抗炎(anti-inflammatory)特性

實驗證明較對比的抗生素更為有效

臨床試驗：

2008年在以色列進行，32名2-16歲兒童每天食用0.25-1茶匙，為期二個月

結果：80%兒童減少了30%的覆診；66%兒童身體狀況獲得改善



與抗生素比較殺菌能力



ClearMel清煙蜜

適合人群：吸煙人仕

功效：

此款清煙蜜是專門針對吸煙人仕而研發，
可緩解並修復吸煙造成的傷害，
以及清理呼吸系統的粘膜，包括肺部粘膜，
使粘膜恢復活力，防止吸煙引起呼吸道的炎症。



MagneMel富鎂蜜

功效：1. 蜂蜜的高活性能令身體容易吸收富鎂蜜中的鎂離子

2. 有助改善神經和肌肉系統的功能

3. 預防失眠和頭痛

4. 舒緩緊張情緒，緩解疲勞和壓力



缺少鎂會有什麼問題？

A. 腦神經問題：行為障礙、煩躁和焦慮、昏睡、記憶力和認知功

能受損、厭食或食欲不振、噁心和嘔吐

B. 肌肉問題：軟弱無力、肌肉痙攣、抽動、過度反射、肌肉協

調受損、震顫、非自願的眼球運動和眩暈、吞咽困難

C. 新陳代謝：細胞內鈣增加、高血糖症、鈣缺乏症、鉀缺乏症

D. 心血管問題：心律不齊或快速跳動、冠狀痙攣

E. 對兒童的影響：生長發育遲緩



明顯的低鎂血症會出現以下症狀

沮喪、慢性疲勞綜合症、過度活躍症、癲癇、巴金森症、睡眠問題、

偏頭痛、叢集性頭痛(Cluster headaches)、骨質疏鬆、經前綜合症、

胸痛(心絞痛)、心律失常、冠狀動脈疾病和粥樣硬化、高血壓、II

型糖尿病、哮喘

基本上低鎂症引起多種長期病患



CalciMel壯骨蜜

功效：

1. 可為身體提供鈣，其化學結構保證並增強了人體對鈣的吸收，
有助改善骨質疏鬆

2. 建議同時服用MagneMel (富鎂蜜)，
有助吸收鈣



VitaMel多維蜜

功效：

1. 能補充身體內重要的維他命，可補充天然B群維他命，包括B12
和葉酸

2. 增強神經系統和體力

3. 能增強病癒後人仕及營養不良兒童的體質



EazyMel輕鬆蜜

適合人群：神經緊張，容易失眠人仕

功效：輕鬆蜜能緩解過度緊張，舒緩憂慮焦躁，
有助於平衡神經系統，並能預防失眠，穩定睡眠模式。

服用此蜜助眠，不會成癮



DefenseMel免疫蜜

功效：

1. 使身體能夠更好的預防及應對有害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和症狀

2. 提升免疫力，尤其適合作為冬季疾病的防禦



VirMel抗菌蜜

功效：

1. 增加免疫力，有助人體產生抗體

2. 幫助人體抵抗有害微生物



Plants/ 植物 Biologically active substances/活性物質 Influence on human body 對人體的影響

Uncaria tomentosa
鉤藤

Alkaloids, triterpens, polyphenols, and 
vegetable proantotsianids styrenes. 
Glycyrrhizin and glitsiretinic acid

Alkaloid - izopteropodin - activates 
the function of T-lymphocytes, 
macrophages, normalizes the level 
of
immunoglobulins. Stimulation of 
interferon production

1. 能激活T-淋巴細胞及巨噬細
胞的功能

2. 使免疫球蛋白水平正常化
3. 刺激干擾素產生

Echinacea
Purpurea
紫錐菊

polysaccharides, flavonoids, oksikorichnye
acids, saponins,
ehinatsin, ehinolon,
phytosterols, essential oils, macro-
(potassium, calcium) and trace elements 
(selenium, cobalt, silver, molybdenum, 
zinc, manganese)

Active substances with pronounced 
antiviral an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stimulate the 
immune system of the human body, 
to increase the quantity of 
hormones that have anti-
inflammatory effect,
suppress the growth of bacteria, 
fungi, viruses.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cleaning the body from 
toxic products

具有抗病毒和抗微生物的活性物
質能
1. 激活人體的免疫系統;
2. 增加具有抗炎作用激素的數
量；

3. 抑制細菌、真菌及病毒的生
長；

4. 加速清除體內有毒物質。

Beta vulgaris
甜菜

Vitamins (B, P, etc.), trace elements, 
amino acids

Normalization of the immune 
system, thyroid, liver support

1. 使免疫系統及甲狀腺正常化
2. 強肝

用以下植物餵飼蜜蜂去釀造VirMel (抗菌蜜):

蜂蜜內的活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



Medicago sativa
苜蓿

Complex is almost all vitamins and 
minerals (B1, B2, B12, A, E, K; Fe, Ca, 
Si, P, Mg), full-length protein, 
oktakozanol, saponins, sterols, 
coumarins, alkaloids

Biological effects of alfalfa: a 
source of vitamin B complex, 
minerals, amino acids, 
detoxification, to raise 
workable-ness, stress 
normalizing; hormonal balance

苜蓿的生物學效應：
1. 維他命B複合物、礦物質
及氨基酸的來源；

2. 提升工作效率；
3. 使壓力正常化；
4. 平衡荷爾蒙分泌

Sambucus nigra
面洋接骨木

glycoside sambunigrin and
others, essential oil Coniine
alkaloids, sanguinarine,
, anthocyanins

diaphoretic, diuretic, anti 
inflammatory, disinfectant

1. 發汗；
2. 利尿；
3. 抗炎；
4. 消毒

Poligonum
Aviculare
萹蓄

Flavonoids anti-inflammatory, 
antispasmodic, antipyretic, 
diuretic, choleretic ,
antiseptics (something to kill 
germs to prevent 
infection)diaphoretic,
purgative, antiviral

1. 抗炎；
2. 解痙；
3. 解熱；
4. 利尿；
5. 利胆劑；
6. 殺菌及病毒；
7. 淨化 (瀉)

蜂蜜內的活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



Eleutherococcus
Sent
西伯利亞人參

Eleuterrozids (B, E, etc.),
polysaccharides, 
triterpensaponins, lignans, etc

Adaptogenic , Antistress, 
enhances mental and 
physical performance, 
normalizing blood pressure. 
Stimulation of interferon 
production

1. 令人適應環境；
2. 減壓；
3. 增強精神及體力的表
現；

4. 令血壓正常；
5. 刺激干擾素產生

Punica 
granatum
石榴

Folacin, vitamins, trace 
elements

cardiostimulatory, 
regulation of watersalt
metabolism

1. 調節水鹽代謝(體液
調節) ；

2. 強心
Mentha piperita
辣薄荷

Essential oils and flavonoids normalizing motility and 
secreti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especially
good for nausea and 
vomiting), which promotes 
clean-Pec-nor 
antiinflammatory,
reduces neuro emotional
stress

1. 使胃腸道的運動和分
泌正常化；

2. 緩解噁心和嘔吐；
3. 促進抗炎能力；
4. 減輕神經情感壓力。

蜂蜜內的活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



Thimus vulgaris
百里香

Essential oils Antibiotic action 
(antiviral and 
antimicrobial)

有抗生素效果 (抗
菌及抗病毒) 

Harpagophyton
Procumbens
魔鬼爪

garpagozid and 
beta-sitosterol

Analgesic, anti-
inflammatory. 
antipyretic, anti-
rheumatic, blood
cleanser, 
cardiotonic

1.止痛；
2.抗炎；
3.解熱；
4.抗風濕；
5.淨化血液；
6.強心

蜂蜜內的活性物質對人體的影響



EnergyMel能量蜜

適合人群：1. 大病初愈人仕
2. 長期病患者
3. 產婦
4. 需要增強體能人仕，如運動員、學生、長時間工作人仕等

功效：1. 為身體增加及恢復能量
2. 預防慢性疲勞
3. 改善及提升身體的應對能力
4. 加速疾病後的恢復過程
5. 有助長期病患者的康復



PotentMel人參瑪卡蜜

專為男仕而釀造

功效：1. 促進男性性機能

2. 增加精子品質

3. 幫助解決男仕性功能障礙的內在原因

4. 促進增加生產睪丸激素及男性賀爾蒙



FlorMel口腔全效蜜

功效：

用於治療口腔常見的問題，可預防和治療牙齦出血、牙齦萎縮、口

腔炎症及口瘡，並有助治療口腔中的細菌或真菌感染，同時防止齲

齒，且減輕牙痛和口痛，中和口臭



草藥蜂蜜吸收方法

•將5g (一茶匙)蜂蜜含在口腔內約十分鐘，溶化後再吞下

•先在口腔內由微絲血管吸收，吞下後在胃部吸收 (此方法的吸收
率是95%, 10 -15分鐘)

•中藥在胃部的吸收率是50%

•口腔吸收→快



謝謝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