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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OralPeace
ORALPEACE(口樂平)の選購原因

● 大學合作研發產品

採用多間日本大學合作研發的專利抗菌成份
Neonisin-e®,配以純天然食物原料製作,產品
安全有效。 天然

有效

專利

● 產品獲得多項公開獎項

·日本投資創業獎2015 最高獎· 經濟產業大臣獎
·橫濱商務最優秀獎2014 最優秀獎
·Soclal Products Award 2015 生活者審查會獎
·川崎市川崎標準福祉產品認證·最佳設計獎2017
·JAPAN venture awards 2015, GOOD DESIGN 
  AWARD 2017年度受賞
·2019 JSBBA Award 技術研究成就獎

• NHK 綜合快報《老齡化時代的救世主
     可以吞服的牙膏》 
• NHK 國際放送局《Revolutionary Oral 
     Care Products Health 》
•日經頻道夢想匠人《保護疾病下的弱者,
     Oral的挑戰》
•朝日新聞“經濟+" 連載文章《福祉與商務上,中,下》 
•每日新聞可以安全服用的口腔護理劑九州大學,鹿兒島大學的研究

● 日本多間新聞報紙等媒體爭相報導

● 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日本產品

ORALPEACE(口樂平)通過日本全國的醫院、牙科
醫院、超市、機構設施進行銷售和使用。不僅受到
了日本各界人士歡迎,也為世界友人所認可。產品
遠銷海外,在亞洲、歐洲、中南美洲等地為廣大消費
者使用。

ORALPEACE(口樂平)項目,是集結了超過
100人的研究學者、醫療專家、創新人員等
各領域專業人士,力求事業創新實現全國
殘障人士收入水平提升的社會性項目。

購買ORALPEACE(口樂平)產品,即可為殘
障人士的工作機會與收入提升做出貢獻。
希望廣大用戶與支持者為之貢獻一份力量。

● 事業創新解決社會問題

Pet Use
ORALPEACE(口樂平)の寵物產品

淨含量:75g 淨含量:30ml

口腔啫喱牙膏(寵物配方)
Clean & Moisture(Pet) Clean & Moisture Spray(Pet)

口腔噴劑(寵物配方)

● 日本製造的100％天然口腔護理產品
● 可安心吞嚥。如果吞嚥,有助於消化
● 非常適合口腔清潔,有效對抗各種有害細菌
● 不含任何石油衍生成分、人造消毒劑、氟化物等有害成分

使用方法(噴劑)

1. 直接噴入口中
2. 使用後，無需用水沖洗
3. 可以通過噴灑飲用水並通過
     飲用使其分佈整個口腔來進
     行簡單清潔

口樂平

使用方法(啫喱牙膏)

1. 直接塗抹嘴唇/上下牙齒表面
2. 使用後，無需用水沖洗
3. 當患有口腔炎或傷口等問題
     時，將啫喱塗於口腔

facebook.com/oralpeacehk/

*可用約2個月

網址：www.silroc.com.hk



接觸後細菌的生存率

吸入性肺炎起因菌 牙周炎菌齲齒菌

效果測定【CFU測定】 (10分鐘) 未處理
 接觸Neonisin後

效果測定·數據提供: 
鹿兒島大學牙醫學博士 小松澤均教授

細菌大幅度減少

口腔護理製劑比較

抗菌成分 革蘭氏陽性菌 
齲齒菌•吸入性肺炎

革蘭氏陰性菌
牙周炎

真菌 
念珠菌

天然物質

酒精
氯己定(CHX)
乳酸菌
植物精華
肽A
Neonisin-e   (新配方)®

作用於細菌上

作用於念珠菌上

在齲齒菌等細胞膜上開孔。

口腔護理製劑特徵
天然原料

無效 有效
殺菌

化學原料

乳酸菌
植物精華

植物性抗菌物質

發泡劑
研磨劑

合成防腐劑
合成殺菌劑

對齲齒菌、牙周炎菌、念珠菌 快速起效

“Neonisin-e®*”是由九州大學、鹿兒島大學及日本國立長壽醫療中心共同研
發的植物性乳酸菌提煉抗菌肽製劑。這對人體無害的物質即使服下也能被人
體消化分解。該製劑能夠滿足日常口腔護理所需,既有效,又安全。

Neonisin-e
ORALPEACE(口樂平)の獨有專利成分

Neonisin-e 有效:

Clean & Moisture
ORALPEACE(口樂平)の產品介紹

含“Neonisin-e® ”成分
低刺激性口腔啫喱牙膏

含"Neonisin-e®"成分
低刺激性口腔噴劑 專利成分“Neonisin-e  ”與一般化學抗菌劑有何不同?

化學抗菌劑雖然能有效殺除口腔內的害菌,但同時把益菌殺滅,破壞口腔
菌群平衡。而且不能吞服。＂Neonisin-e  ＂是從益生菌提煉,是植物成分製
成的天然抗菌劑,即使口服也能被人體消化分解,並無副作用。

®

®

ORALPEACE(口樂平)的產品中是否包含研磨劑？

本產品不含破壞琺瑯質的研磨劑,以達至最佳保濕效果。電動牙刷的使用
者更應選用不含研磨劑的啫喱牙膏,以免過度磨蝕琺瑯質。

使用ORALPEACE(口樂平)刷牙後，要漱口嗎？

為了減少口腔中的細菌並保持清潔,我們建議刷牙後應以清水漱口。但對
於漱口和吐出有困難的人,我們建議刷牙後,以潔淨的布擦拭。由於產品
使用食用原料製成,即使吞嚥也是安全的。

ORALPEACE(口樂平)的產品味道有點甜，會不會引起齲齒(蛀牙)？ 

甜味是來自甘油成分,有保濕作用。甘油是像木糖醇般的甜味劑,不會造
成齲齒菌繁殖。

口腔中有超過七百種細菌。正常健康菌群幫助防止外部細菌和病毒入侵
,並保持身體健康。然而,當口腔細菌失去平衡,害菌大量繁殖時,有機會引
致口臭、蛀牙、牙周病甚至吸入性肺炎等問題。菌群失衡的原因包括：不良
飲食、衛生習慣、吸煙、口腔疾病、藥物影響及精神壓力等因素。

口腔內有細菌嗎？

×酒精(乙醇)      ×化學合成物      ×石油提取物      ×合成殺菌劑    
×十二烷基硫酸鈉等合成表面活性劑      ×肥皂材料(發泡劑)    
×苯甲酸鈉·丙二醇·山梨酸K ·對羥基苯甲酸酯等合成防腐劑    
×碳酸鈣·矽等研磨劑      ×合成香料      ×合成色素

不含以下成份

請查閱包裝上的成份

Q & A
ORALPEACE(口樂平)の常見問題

改善口臭和口氣問題

殺滅口腔細菌

吞嚥安心
防止蛀牙，增強牙齒抗菌力

對益菌無害
四合一

全效防護

潔齒

口腔
護理 護齒

保濕

當做
牙膏使用

塗抹口腔
傷口部位

使用方法

適用痱滋、口瘡、真
菌等問題。

使用方法

口腔
除臭清潔

當做
嗽口水

按3次於20ml水中
稀釋後,口中含約30秒
後吐出。

每次按1-2次

口腔啫喱牙膏(梅味)
Clean & Moisture(Green)

淨含量:80g 淨含量:30ml

Clean & Moisture Spray(Green)
口腔噴劑(梅味)

口腔啫喱牙膏(橙味)
Clean & Moisture(Orange)

淨含量:80g 淨含量:30ml

Clean & Moisture Spray(Orange)
口腔噴劑(橙味)

口腔啫喱牙膏(薄荷)
Clean & Moisture(Blue)

淨含量:80g 淨含量:30ml

Clean & Moisture Spray(Blue)
口腔噴劑(薄荷)

什麼人適合使用ORALPEACE(口樂平)？

我們不使用酒精,起泡劑,研磨劑等化學成分。採用全天然可食用植物原
料,因此,寶寶、小孩、孕婦、授乳期、長者和家庭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安心使
用,非常安全,特別適合小孩和不便漱口的長者,保持口腔及牙齒的健康。

（1）早晚或餐後刷牙以防止牙菌斑形成（2）減少糖份攝取量（3）使用有效
口腔護理產品,加強牙齒防護,殺滅致病細菌

如何預防一般齲齒(蛀牙)？

研究顯示,口腔健康對於整體健康非常重要,也對日常社交有影響。慢性
病症如心臟病、糖尿病和癌症等與口腔疾病是互相關聯的。因此我們必
需正確及有效地清潔牙齒和口腔。以確保身心健康。

口腔的清潔對身體重要嗎？

®

®

三重
功能

噴口
除臭

稀釋
漱口 清潔

牙刷無法
清潔部位

了解更多關於Neonisin-e  研究成果和論文請搜索®

*可用約2個月天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