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為什麼選擇    
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    

 

� 100%由獨特的由獨特的由獨特的由獨特的
COV-1®雲芝菌絲體雲芝菌絲體雲芝菌絲體雲芝菌絲體    
提煉精製而成提煉精製而成提煉精製而成提煉精製而成 

 

� 由美國由美國由美國由美國 GMP 廠生產廠生產廠生產廠生產        
 

� 符合重金屬符合重金屬符合重金屬符合重金屬、、、、農藥農藥農藥農藥及及及及
微生物含量的安全微生物含量的安全微生物含量的安全微生物含量的安全
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 逾逾逾逾 20202020 年來在香港年來在香港年來在香港年來在香港、、、、
中國及美國著名的中國及美國著名的中國及美國著名的中國及美國著名的
大學進行臨床研究大學進行臨床研究大學進行臨床研究大學進行臨床研究，，，，    
均證明千鼎雲芝安均證明千鼎雲芝安均證明千鼎雲芝安均證明千鼎雲芝安
全全全全、、、、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 採用植物膠囊採用植物膠囊採用植物膠囊採用植物膠囊，，，，純天純天純天純天
然製造然製造然製造然製造  

 

� 無副作無副作無副作無副作用報告用報告用報告用報告    
    

� 純雲芝精華純雲芝精華純雲芝精華純雲芝精華，，，，不合防不合防不合防不合防
腐劑腐劑腐劑腐劑、、、、色素色素色素色素    
    

� 味道天然味道天然味道天然味道天然    

 

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雲芝 (菌絲體)  
根據《中華本草》記載，本品之成分具有以下功效: 

雲芝益精氣，滋補強身, 調節免疫力。 

雲芝味甘淡，性微寒，傳統中醫認為雲芝功效健脾利濕。由於有明顯的免疫提升功能，現
多用作免疫調節劑。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免疫系統對您免疫系統對您免疫系統對您免疫系統對您的愛犬健康那麼重要的愛犬健康那麼重要的愛犬健康那麼重要的愛犬健康那麼重要???? 

犬隻的免疫系統與人類相似，擔當著保衛「體內治安」的角色，除

對付外來的入侵者，如細菌、病毒、真菌及一些毒素外，亦負責監察異

常細胞的產生及活動。免疫力下降，病菌便容易入侵身體，引致健康問

題，嚴重的則不能消滅異常細胞的產生。 

  根據 U.S. National Canine Cancer Foundation: 每三隻犬隻當中，就

有一隻會患上癌症。    

 犬隻服用千鼎雲芝犬隻服用千鼎雲芝犬隻服用千鼎雲芝犬隻服用千鼎雲芝 

雲芝雲芝雲芝雲芝多糖肽多糖肽多糖肽多糖肽- 提取技術上的突破提取技術上的突破提取技術上的突破提取技術上的突破 

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採用優選的菌種，由著名菌物學家楊慶堯教授於 1984 經深入研

究，從 80 多種雲芝菌株中成功篩選出最佳的菌株培植，並以深層培養技

術從獨特的 COV-1® 雲芝菌絲體中提取「「「「雲芝結合蛋白多糖雲芝結合蛋白多糖雲芝結合蛋白多糖雲芝結合蛋白多糖」」」」

(Polysacchropeptide)，又稱「「「「多糖肽多糖肽多糖肽多糖肽」」」」，再利用特殊技術提煉而成。功效

經過臨床驗證。在雲芝多糖肽的結構研究方面，取得了技術上的突破。 

人類服用人類服用人類服用人類服用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歷史悠久歷史悠久歷史悠久歷史悠久    

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    經 20 多年的深入研究及客戶的口碑證明，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支援人體

免疫功能，增強體質及食慾，有助提昇整體健康。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與其他產品

的不同之處是 - 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純百分百雲芝精華，絕無添加成分，並已在

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加拿大註冊為健康產品。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的香港品

牌 - 百草堂百草堂百草堂百草堂雲芝精華雲芝精華雲芝精華雲芝精華已在香港註冊為中成藥並銷售超過 20 年。 

改善你改善你改善你改善你愛愛愛愛犬的生活質素犬的生活質素犬的生活質素犬的生活質素    

由於化療產生的副作用及昂貴的費用，很多犬隻主人在考慮是否為愛犬

進行化療時都感到猶豫。如果你希望增強愛犬的免疫力及提高牠的生活

質素，服用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承接承接承接承接  傳統精萃傳統精萃傳統精萃傳統精萃     ····    推行科學驗證推行科學驗證推行科學驗證推行科學驗證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        每瓶 60 粒膠囊  規格規格規格規格::::        每粒膠囊 400 毫克 建議服用量建議服用量建議服用量建議服用量::::        犬隻每天每公斤體重服用100毫克，建議可把每天份量平分於上午及晚上用膳時服用。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如犬隻曾接受器宮移植或正服用抑制免疫系統藥物, 服用本品前需諮詢獸醫。 

 

 

 

千鼎雲芝是千鼎雲芝是千鼎雲芝是千鼎雲芝是由獨特的由獨特的由獨特的由獨特的有效成分有效成分有效成分有效成分    ––––    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    ((((多糖多糖多糖多糖肽肽肽肽))))    研製及研製及研製及研製及經經經經
科科科科學學學學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的菌菇的菌菇的菌菇的菌菇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 

20年來，本公司集團資助在美國、香港及中國等地的大學機構進行對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獨特有效成分 – 結合
蛋白多糖(PSP)的深入研究，在人類及動物的研究中顯示: 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可支援免疫系統及增強身體免疫
防衛。1,2

 

最近一項在美國著名獸醫研究中心的美國著名獸醫研究中心的美國著名獸醫研究中心的美國著名獸醫研究中心的臨床臨床臨床臨床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更加確定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可有效提高犬隻的生活質素。 

有關的研究資料1,，歡迎瀏覽網頁: http://www.hindawi.com/journals/ecam/2012/384301/ 
 

以下是對以下是對以下是對以下是對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的有效成分的有效成分的有效成分的有效成分    ----    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結合蛋白多糖((((PSP))))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1. Brown Dorothy Cimino, Reetz Jennifer. Single agent polysaccharopeptide delays metastases and improves survival 
in naturally occurring hemangiosarcoma.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eCAM 2012: 
384301, (2012). 

2. Liu JX, et al.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for Yun Zhi polysaccharide (PSP) capsules. Advanced research in PSP (ed. Yang, 
Q.Y.), 295-303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Health Care Ltd., 1999) 

3. Liu Jx, et al.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for PSP capsules. PSP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ed. Yang QY and Kwok CY), 
183-208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Yang JC, et. al Al. The stimulation and inductive effects of Coriolus versicolor polysaccharopeptide (PSP) on 
interferon. Advanced research in PSP (ed. Yang, Q.Y.), 164-167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Health Care Lt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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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21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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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sang KW, et al. Coriolus versicolor polysaccharide peptide 
slows progression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Respiratory Medicine. 2003 Jun; 97(6):618-24. 

 

 

 

 

  
為實現中醫的整體概念，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www.icm.com.hk)通過教育，臨床診
症服務及中草藥保健品研製，為顧客提供全面的中醫藥服務。綜合中醫藥控股有限公司
旗下的神農氏有限公司(www.shen-nong.com)負責推廣中醫的資訊教育。而杏林堂有限公
司(www.hyy.com.hk)則負責銷售中草藥保健品。本公司的聯繫診所分佈在亞洲多處。透
過股東與管理的共同合作，致力為中醫的未來發展及現代化而努力。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加連威老道 98號東海商業中心二樓 209室  電話:  (852)2739-2611   傳真:  (852)2721-2451   電子郵件: info@houseofyiny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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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千鼎雲芝     -      臨床研究臨床研究臨床研究臨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