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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香港葯行商會

潘寶森理事長

翻開歷史篇章，大家不難發現被視為國粹的"中醫葯"已有五千年歷史的

記載。在近代史中，卻少有篇章去描寫香港中醫葯的「品牌」，上世紀

三、四十年代，中國處于內憂外患，香港便成為大部份源于嶺南的百年

品牌作暫避之所，彼此低調作業，經營只憑口碑載道，直至五十年代

初，香港更變成其立根之地，為香港添寫了一頁中醫葯傳承之史章，這

也許是源于近百年來的時代演變而成吧！香港中醫葯能夠傳承至今，有

賴一班"葯業有心人"默默耕耘，努力構建「品牌」誠信的根基，以大

眾健康為信念，把質量放在第一位，確保用葯安全，做大做強其「品

牌」。

自祖國開放以來，國內需求與香港市場有很大的差距，特別是隨著國內

經濟增長和社會文明不斷進步，「香港制造」迅速成為著名品牌，深受

國內同胞的歡迎。根據國內同胞的自由行統計資料，香港葯品和保健食
品都是被搶購的產品之一。而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決策的順利實

施，加上中央倡導的「粵港澳大灣區」之拓展，將為香港葯業和保健食
品業帶來更大的機遇和新的挑戰。

香港葯行商會自1938年成立以來，匯聚眾多業界同仁，會員涵蓋中、西

葯銷售，蘊含貿易、制造、批發及零售等操作鏈，也包括原料、設備、

儀器工具等全套產業鏈，是具有悠久歷史的葯行專業商會。在2014年本

會首次獲得工業貿易署BUD基金撥款，主辦了「提升及促進本地葯業及

保健食品業防偽技術及發展內地市場」項目，並取得可喜的成果。為協

助業界實現長遠發展，深化及擴大拓展內地市場。今年本會再次獲得工

業貿易署BUD基金資助項目、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為執行機構，其中一個

項目是制作了這本電子版《香港葯品及保健食品行業目錄》，內容十分

豐富、有效展示及推廣行業在香港制造的高品質產品，幫助內地經銷商

和代理商更了解香港葯品及保健食品的信息，此目錄將會成為中港兩地

交流的桥梁及促進彼此合作的商機。香港葯行商會很榮幸再次為香港葯

業及保健食品業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推動，更給兩地

廣大消費者帶來更大的裨益。在此、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

署、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各友會的鼎力支持，更重要是香港葯業及保健

食品業的企業 與，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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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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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藥行商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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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博士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健康博士有限公司】自2002年創立以來，專心研發優質保健產品，全面照顧都巿人的不同
階段需要。近年主打熱銷產品包括「高效藍莓睛靈素」、「終極赤靈孢子」、「阿拉斯加深海魚
油皇」、「美國高效卵磷脂」、「高效复方蜂膠」和「原味雞精」及「花旗參蟲草雞精」等。多
年來產品信譽超卓，穩居本港主要各大連鎖店熱銷產品之列，深受歡迎。為都巿人亞健康問題提
供精明的優質之選。
 

產品名稱
【健康博士】腎之寶
【健康博士】腎之寶采用高科技超濃縮配方，從澳洲袋鼠中萃取有效成
分，配上韓國人參萃取精華、淫羊藿提取物、蟲草提取物，利用現代科
學方法，經澳洲GMP葯廠嚴格品質管制，精心配制而成。有助滋陰補腎，
益氣強精，固本培元。對生活不規律者，可加速恢復元氣。並有助病后
體虛、臉色蒼白、頭昏及腰膝酸軟、乏力、精力不足者。

【健康博士】補肝素
【健康博士】補肝素有助促進肝的整體功能、鞏固肝脏健康、促進肝脏
活力、保護肝脏細胞免受自由基傷害、促進排毒、促進膽汁分泌，增加
膽汁流量，以分解脂肪、幫助有煙酒習慣人士，加速肝脏解毒，防止肝

脏及其他器官因毒素累積而引起的疾病。除口臭，健胃、幫助消化。排
除體內多余的水分和鹽分。

【健康博士】行血寧痛膏
【健康博士】行血寧痛膏為中成葯注冊產品，主治跌打損傷、風濕疼
痛、筋骨酸痛、關節疼痛。主要功能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祛風除濕、
舒筋活絡。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24 3001　　 　傳真：(852) 2418 1836　　 　電郵：enquiry@drhealth-hk.com
地址：香港葵涌業成街19-21號業成工業中心22樓B座
網址：http://www.drhealth-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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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國際保健品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東方國際保健品有限公司于一九九五年成立，主要經營中成葯、保健品、西葯的進出口貿易、批
發及生產制造等業務。經銷產品逾600個，代理及銷售的產品分別來自中國、美國、澳洲、德國、
日本、台灣、韓國、星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銷售網路以本港各大葯房為主，近年客戶已逐步拓
展至各大連鎖集團，建立了社區葯房和連鎖店系統相結合的銷售網路。業務由銷售已拓展至代
工、代進、代出等多元化經營。 
 

產品名稱
【帝皇牌】花旗参蟲草雞精
【帝皇牌】花旗參蟲草雞精王，由馬來西亞ＧＭＰ廠，以最先進科學技
術制成並榮獲優良葯品廠及澳洲核發HACCP-9000及ISO 9001:2000認證，
采用最高品質的新鮮嫩雞、上等花旗參和蟲草經長時間提煉濃縮而成。
高度真空密封每瓶並經高溫殺菌，確保產品安全、衛生。無需冷藏，攜
帶方便，即開即飲。不含膽固醇、興奮劑、防腐劑及香料。能于短時間
內提高人體新陳代謝。有助強心健肺、提神補腦、益氣補血、生津止喝
等。適用于疲勞失眠、肺虛咳嗽、頭暈耳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
眠不足及煙酒過多等。適合男女老幼，能增強腦部活力，服后令您精力
充沛，精神奕奕，疲勞盡消。

【正德堂】燕窩珍珠琥珀保嬰丹
【正德堂】燕窩珍珠琥珀保嬰丹，由香港制造，為經驗兒科要葯，選用
上等正葯配制，故驅風清熱除痰定驚之功效特強。本葯遵古法虔制不寒
不噪，預防及免除諸病，乃家庭必備良葯。
主治用途：小兒驚風、痰多咳嗽、夜啼不寧
功能：鎮驚化痰、清熱驅風。
適應：祛風清熱、定驚安神、夜啼驚跳。

【濕痛靈】消腫透骨膏
【濕痛靈】消腫透骨膏，由台灣ＧＭＰ廠按優良制葯規範生產。本產品
能消腫止痛、活血化瘀、舒筋活絡、祛風除濕。並適用於肌肉酸痛、腰
肌勞損、運動過勞、跌打損傷。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24 7676　　　傳真：(852) 2418 1836　　　電郵：oihpcl@biznetvigator.com
地址：香港葵涌業成街19-21號業成工業中心22樓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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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洞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太和洞葯廠，創辦于1909年，為廣州打銅街太平南路的一間民間葯行「太和洞」，由創辦人靳太
和中醫師主理，並以其名「太和」命名，而「洞」意作仙人煉葯之山洞，亦即「鋪」，這就是太
和洞的由來。

太和洞葯廠在香港經營已超過半個世紀，沿用祖傳制葯方法，以純正中葯材獨門泡制，其中之
「久咳丸」及「腎虧丸」甚為出色。於2016年改名為「太和洞葯廠有限公司」，跟隨中葯現代
化，在產品品質控制方面，都以科學性鑒控，通過各項安全及品質測試，確保用家安全服用中成
葯。 

產品名稱
【太和洞】久咳丸
葯性平和，不寒不燥，男女老幼皆可服用，對於寒熱風痰，諸般
咳喘均適用，服後痰化氣平，咳嗽自止，太和洞久咳丸乃久咳治
本之良劑。

【太和洞】止咳丸
可化痰順氣，咳嗽頑痰呼吸艱難均可服用，太和洞止咳丸比久咳
丸較為細小，容易吞服，適合不擅于吞咽葯丸人士服用。

【太和洞】腎虧丸
純中葯制造，專治因氣血兩虧演變而成的腎虧，以致百病叢生，
服用此葯，可治愈標病，倍強體魄。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8967575　傳真：(852) 35291488　電郵：cs@taiwotung.com       
地址：香港新界荃灣沙咀道37-43號文迪工業大廈地下至二樓
網址：www.taiwotung.com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taiwotung

微信：太和洞葯廠
 

微博：太和洞葯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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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保心安葯廠始創于1907年，由香港注冊及制造，至今已有110年歷史。"一油傍身，可保全家安心" 
是始創人郭柱南先生研制保心安之原意。一直以來，保心安堅持 "品質至上" 的理念，確保用家
體健心安。

產品名稱

　保心安油　　薄荷護表油　　　　　　保心安膏　　　　　　保心安追風活絡油
　　　　　  (中國通用名稱)

產品介紹
保心安油(國內通用名稱薄荷護表油)和膏為祖傳配方，經由十多種名貴中葯長時間甑練而成，葯
性溫和，療效廣泛而刺激性小。對舒緩風寒肚痛，頭暈頭痛，咳嗽及蚊叮痕癢，肌肉扭傷等不適
更為顯著。

保心安追風活絡油特以現代化最新設備配以古方精制，使葯材精華能徹底溶滲于油。令追風活絡
油有活血化瘀﹑舒筋活絡和消腫止痛之功效。

聯絡我們
電話：（852）2545 1403　　　傳真：（852）2544 9218　　　電郵：posumon@posumon.com.hk
地址：香港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2-13樓
網址：http://www.posumon.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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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眾勝堂(集團) 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李眾勝堂始創于1896年光緒年間，迄今已逾百年。創始人李兆基先生以「保眾濟世」精神創制
的「保濟丸」，早已成為居家旅行必備的家庭葯。集團注重生產及品質管制，擁有香港最大的
「GMP」丸劑廠房及符合「ISO/IEC17025」標準的實驗室。「保濟丸」行銷點遍布香港，更遠銷至
美加、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中國 (又名普濟丸) 等地，故坊間稱許「有華人的地方就有保
濟丸」。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功效顯著  用法簡單
保濟丸乃百分百香港制造，對痾嘔肚痛、酒醉食滯、四時感冒症狀、水土不服等均奏實效；小丸
劑型吸收見效快，獨立小瓶裝，除了方便攜帶及服用外，亦保持葯丸衛生，免除了大瓶裝開蓋后
易受微生物污染的機會。

純中葯成份  葯效穩定
保濟丸由十多種中葯制成，嚴守分明合理的君臣佐使配伍，安全可靠，具有表里雙解，升清降
濁，理氣和中、辟穢、除瘴之力，有效紓緩痾嘔肚痛及各種腸胃不適。

解酒消滯  退熱解表
從中醫角度，保濟丸內含葛根，葛根能退熱解表、解酒毒。保濟丸同時亦能解除身熱頭痛、嘔
吐、肚痛、噯酸食滯等酒醉不適反應。飲酒前先服用，可減低醉酒的情況。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166 2778　　　傳真：(852) 2565 0914　　　電郵：enquiry@pochaipills.com                              
地址：香港大埔大埔工業村大富街5號1座2樓，3樓，4樓C，D室
網址：www.pochaipills.com 　　　facebook：www.facebook.com/pochaipills
微博：weibo.com/pochaip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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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Longreen 公司位于香港，從事生產健康產品和保健品的事業。Longreen專注于配合客戶的要求，
提供合約生產服。產品包括膠囊，糖果，咖啡，茶等等。Longreen 專業團隊嚴選的原材料必定
是100%天然，而產品均為美國制造或香港制造。Longreen美國洛杉磯廠房占地7000平方米，獲得
cGMP，HACCP及HALAL認證。而在香港的獨立食品廠以獲得香港食環處頒發的食品廠證。品質百分
百安全、健康。

產品介紹
Pure & Broken Ganoderma Spores
靈芝破壁孢子
選自無污染環境種植的優質靈芝。經科學配比，最大化提升免疫功能。
- 優質靈芝來源，純正無污染
- 高含量，每粒含300 mg靈芝破壁孢子
- 高科技提取，革新科技，破壁可達99.9%

X Power Coffee For Men
男性保健咖啡
為男性專屬草本配方，選自優質原料，有助提升男性生殖功能，強身健體，活出自信真男人。
- 美國專利的淫羊藿提取物及天然性保健的瑪卡為原料
- 高濃度黃金配比，高質有效

ThroatEase Candy
潤喉糖
選用天然優質金銀花、甘草及羅漢果，舒緩咽部不適，清新口腔環境。
- 純正草本提取物
- 天然口味及口感
- 獨立包裝，衛生方便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211 2470　　　　傳真：(852) 2675 9328　　　　電郵：bd@lgreenhealth.com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元朗工業村宏利街38號

Pure & Broken Ganoderma Spores

靈芝破壁孢子

X Power Coffee For Men 
男性保健咖啡

ThroatEase Candy
潤喉糖

更多產品資訊 歡迎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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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念慈菴總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京都念慈菴自1946年成立以來，一直秉承「正統、正方、正葯」的品牌理念，融合優質的中
草葯材和現代化的生產設備，精心煉制各種暢銷全球的天然中草葯產品，中成葯產品包括享譽國
際的川貝枇杷膏及科學中葯顆粒沖劑系列等，致力推陳出新，務求照顧各個年齡層需要，延續念
慈心。
 

產品名稱
京都念慈菴枇杷膏系列、京都念慈菴科學中葯系列
  

產品介紹
京都念慈菴枇杷膏系列
京都念慈菴蜜煉川貝枇杷膏為嚴選十多種珍貴中葯材而成的百年古方，深層滋潤肺部，對痰多咳
嗽、喉痛聲沙及因為睡眠不足、煙酒過多所引致的喉嚨干涸或虛火上升，均有顯著的功效。平日
以溫水送服，不但可以保護喉嚨，而且能夠潤肺養顏、清熱降火。

設有蜜煉川貝枇杷膏(便利裝)，獨立錫紙包裝，方便衛生。另有川貝枇杷膏(無糖配方)專為注意
糖份攝取之人士而設。

京都念慈菴科學中藥系列
葛根湯：作感冒配方。在感冒初起時，出入冷氣間或被雨淋濕後會感到忽冷忽熱，尽快服用葛根
湯，可以減輕傷風、感冒癥狀，防止感冒惡化。葛根湯是聞名的感冒葯，適合沒有自然發汗，從
脖子到背部感覺寒冷，伴隨著發燒，頭痛等上半身的疾病。

銀翹散：感冒喉痛配方。此方出自「溫病條辨」，能治濕熱、頭痛、溫喉嚨、防止咳嗽咽痛。有
發汗、解熱、消炎、抗菌、增強免疫力等作用。

川貝止嗽散：感冒咳配方。適用于歸咳嗽痰多、痰白黏或色黃。能止咳化痰、清肺寧嗽。

小柴胡湯：清感冒配方。小柴胡湯以柴胡為主葯，主治由于上部胸脅的實熱所引起的胸脅苦滿。
能舒緩感冒帶來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食慾不振，惡心，口苦，疲勞厭倦等症狀。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38 9988     傳真：(852) 2407 6269     電郵：ninjiom@ninjiom.com                  
地址：香港荃灣德士古道256-264號德士古道工業中心A座16樓
網址：www.ninjiom.com            Facebook：Facebook.com/ninji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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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和堂制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本公司傳承百年古方漢葯，根據優良標準來生產，不斷精益求精，推陳出新，精制出一系列品質
優良，療效卓著，信譽良好的優良產品。本公司一直以「良葯扶正，濟世行民」為宗旨，造福社
會各界，因此深受廣大消費者信賴及推崇。

產品介紹
寶和堂海狗丸
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0429
補氣補血，滋陰補腎
每日1次，每次4丸
每瓶180粒

 

寶和堂暗瘡丸
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2030
消炎解毒，清熱袪濕
十五歲以上，每日3次，每次3丸
八歲至十五歲，每日3次，每次2丸
每瓶100粒

 

寶和堂精制猴棗散
香港中成葯正式注冊編號：HKC-17468
除痰定驚，袪風清熱
四歲以上，每日1-2次，每次0.3g
一歲至四歲，每日1-2次，每次0.15g
每瓶0.15g

香港制造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05 7376　　　　　傳真：(852) 2505 7330
電郵：powotong@biznetvigator.com
地址：香港柴灣豐業街12號啟力工業大廈11樓B14及B9室，及7樓B3室
網址：www.powotong.iyp.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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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高壽藥廠
公司簡介
「潘高壽」始創于歸1890年清光緒年間，1950年代初開始在香港經營，潘高壽是本港歷史悠久的
中 成葯制造廠之一。暢銷東南亞及歐美。

香港制造，純中葯煉制。治咳化痰順氣，百年品牌，信心的保證。

 

產品名稱

川貝枇杷露
主治：諸般咳嗽、除痰咳、
　　　黃痰、過敏咳（溫差）。
包裝規格：150ml, 100ml, 50ml

 

聯絡我們
電話 :（852）2544 0160　　　　傳真：（852）2544 0162　　　電郵：enquiry.pgs@gmail.com                           
地址：香港德輔道中249東寧大廈18/F 1804室
網址：pgs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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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醫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幸福醫葯于1954年成立，有超過50年制葯經驗，符合GMP及PIC/S 國際認證。我們不斷求進，守護
大眾身心健康，成為市民最值得信賴的伙伴。同時，我們累積多年的經驗及知識，以優秀及多元
化的產品，切合不同市場所需，凡事都會多走一步，成為大眾心目中的卓越品牌。

產品名稱

好幸福開奶茶　　　　　　　　　　　好幸福七星茶
  

產品介紹
好幸福開奶茶
有助改善嬰幼兒積滯熱氣、不思飲食、煩躁易驚、夜寢不安，便便不暢等問題。

好幸福七星茶
幼兒保健涼茶，對于幼童夜睡不寧、濕滯熱氣最有顯著改善。

好幸福開奶茶及好幸福七星茶均是依據古典經驗專方，挑選上等材料，性質溫和，純天然萃取，
並且通過嚴格的專業測試，安全可靠。此外，包裝盒以環保物料制造，以減低資源負荷。

 

聯絡我們
電話：（852）2880 0990　　傳真：（852）2565 8752　　電郵：enquiry@fortunepharm.com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41號東成大廈12樓
網址：http://www.fortune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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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行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海山行葯業有限公司扎根香港超過30多年，公司業務主要為本地及海外市場，批發銷售各大中成
葯產品，與海外及香港制造商，供應及零售商建立緊密的關系，同時也致力于生產 <海山牌> 等
自家品牌作擴展產品系列。
 

產品名稱
海山華陀活絡油 ＆ 海山華陀跌打止痛膏

 

產品介紹
海山華陀活絡油
主治：跌打腫痛，腰酸背痛，筋絡抽縮，頭暈眼花，胸腹肚痛，舒筋活絡，統治痛症，快速見
效。

海山華陀跌打止痛膏
主治：促進血液循環，葯效深層滲透，迅速消炎鎮痛對舒緩跌打扭傷，肌肉骨痛，腰酸背痛酸
痛，痛症特別有效。
 

聯絡我們
電話：（852）8203 3638 　　傳真：（852）2805 1505　　電郵：hysan@hysan.imsbiz.com.hk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西街22號地下
網址：www.hysan-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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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群制藥廠
公司簡介
「均衡健療此中尋，六寶靈芝添福壽」愛群制葯廠以現代化方式，生產出優良品質之高級中華保
健食品，借以推動大眾關注健康之根本理念。
香港愛群制葯廠于1985年在香港注冊成立的中葯保健企業，以現代化科研及經嚴謹驗證制造方
法，深得各界信賴。產品主要銷往東南亞、美國、加拿大、澳洲等世界各地，均獲極高評價。
 

產品名稱
　　　　　靈芝　　　　　　　　 　雲芝　　　　　　　　 　補腎
　　　60/100/500粒/每盒　　　　　60/100/500粒/每盒　　　　　36粒/36x12樽/每盒
 

       

產品介紹
靈芝
60/100/500粒：六寶靈芝含有高成份有機鍺，經科學實驗證實，有效暢通血管，促進血液循環，
大大提升免疫力；而靈芝多醣有活化人體免疫系統，弧立及抗病變細胞作用，當中的靈芝酸有助
抗過敏及抗炎之效，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雲芝
60/100/500粒: 雲芝含有多種多醣成份，雲芝多醣鏈上結合著小分子蛋白質，組成蛋白多糖，具
有調節、免疫功效，作為病人進行化/放療後，緩解口腔潰爛及嘔吐，提高免疫力，同時改善病者
食欲及精神狀態的保健食品。

補腎
「五脏之傷，腎為最重」根據中醫學研究，腎脏功能影響內分泌、骨質發展、生發及神經有關，
腎虛更會加速身體機能退化，補腎使其免受有害物損害，改善體質。補腎以山葯等名貴中葯成
份，提升腎功能，益肝血以生腎精，令身體回復血氣活力。
 
產品眾多，不能盡錄。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45 2145　　　　　傳真：(852) 2370 2651
地址: 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36-138號建華工業大廈8樓

網址：www.okpharmhk.com      　　　愛家誌香港      　　　愛家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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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立光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黃立光品牌由黃立光中醫師在50年代創立于香港，他以其中醫葯的知識及臨床經驗及治療方法，
制造多款的跌打、驅風、去濕、散瘀、止痛及止血等中成葯。

如欲查詢或索取有關資料。請致聯絡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93A 地下。
電話：（852）2777 4083 傳真：（852）2407 3058 電郵：wlk24073058@yahoo.com.hk

 

聯絡我們
電話：（852）2777 4083　　傳真：（852）2407 3058　　電郵：wlk24073058@yahoo.com.hk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福華街 93A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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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昌隆燕窩参茸行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恒昌隆燕窩參茸行有限公司是香港一家參茸燕窩零售及批發之老字號，一貫奉行貨真價實，信譽
第一的宗旨，經營參茸燕窩、冬蟲夏草、珍珠八寶、鮑參翅肚、高級海味，並于香港設立符合資
格及政府要求之廠房，以虔制《恒昌隆保健系列產品》而馳名海內外。恒昌隆一直得到各界的認
同, 並獲得: 1.香港旅遊發展局認可優質商戶 2.香港知識產權署認可正版正貨承諾商戶 3.優質
中葯企業弘揚中葯獎2015及2016  4.CMC匯聚推介海味零售大獎2014  5.TVB週刊2010-2013至愛優
質保健中葯品牌大獎　等殊榮。

產品介紹 

　恒昌隆燕窩蟲草養陰寶　　恒昌隆追風活絡丸　　恒昌隆仙方御龍丸　　恒昌隆千金養顏丸

恒昌隆燕窩蟲草養陰寶 滋陰排毒虛火無　補腎益肺睡得好 
恒昌隆燕窩蟲草養陰寶適合經常晚睡、體內積毒及抵抗力差的人士，具滋陰降火、強肺補腎、改
善睡眠、抑制白發、提高抵抗力等功效，是男女老少的保健良方。

恒昌隆追風活絡丸 除濕止痛特效之選
恒昌隆追風活絡丸能溫陽益氣、透骨搜風、散結解痙、活血通絡, 對各種酸、麻、痛、痹等，功
效顯著，具袪風利濕散寒，活血化瘀通絡，補腎養肝益氣，消腫止麻定痛等功效，是都市人保健
的不二之選。

恒昌隆仙方御龍丸 補腎益精強勁配方
恒昌隆仙方御龍丸能溫陽補火、溫陽益腎、滋養腎陰，適合對自己健康有要求的男士們。本產品
具補腎益精、溫陽滋腎、強健機能、固本培元等功效，是男士保健的不二之選。

恒昌隆千金養顏丸 由內到外調理身體　令你時刻散發動人真我魅力
恒昌隆千金養顏丸能調補氣血，對面色無華，月經不調，量少，或閉經不行，臍腹作痛效果尤
佳；另外，它可以健脾補腎，令氣盛血充，月經如期；更可以疏肝理氣，化瘀止痛，改善血液循
環及新陳代謝，除了解決經痛問題，更可以調理身體，令肌膚變得白里透紅，同時有助改善更年
期的症狀，令女士們重拾健美風采。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423039　　　　　電郵：info@hkhcl.com  
地址：香港上環永樂街62號地鋪 
網址：www.hkhcl.com　　　　　　微信公眾平台：hk_h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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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油公司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本公司出品之獅子油，歷史悠久，信譽昭著。主治：跌打瘀腫、燙傷扭傷、輕微外傷出血。 
BANJEMIN JAMINTON HEALING OIL 其名稱丶裝璜圖丶，包括中文「獅子油」及「便治文獅子油」商
標，俱經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注冊登記，給予專用權保護。
 

聯絡我們
電話：（852）2605 8339　　　　　電郵：karheilam@gmail.com
地址：香港火炭拗背灣街14-24號金豪工業大廈一期16樓L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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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化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歐化葯業有限公司創建于1986年，現時擁有一所獲香港衛生署頒發"中成葯生產品質管制規範
"(GMP) 認證的制葯廠房及符合國際標準的「HOKLAS」實驗室，其檢測報告被全球50多個國家承
認。集團管理團隊均具備豐富經驗及深厚行業知識，由原材料采購至產品包裝均受嚴格監控，而
旗下「飛鷹活絡油」更獲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及中國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認可注冊中葯，暢
銷中外。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非一般的風濕及運動配方
飛鷹活絡油是一款抗風濕活絡油，配方蘊含三七、紅花、薰衣草油等天然草本精華，有效舒緩風
濕關節及運動相關的肌肉酸痛、疼痛、疲勞、跌打損傷及腫痛。產品通過21項安全測試，品質及
安全性有保證。

嚴選成分 中西配合
飛鷹活絡油配方中的水楊酸甲酯有止痛、治療肌肉痛、關節痛、神經痛等療效，薄荷腦成分有局
部刺激作用，並有反射作用而使疼痛減輕，而結合天然草本精華如三七、紅花、生川烏等能加強
溫經散寒、祛風逐濕、活血止痛，從根本上達至「通則不痛」的止痛效果。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61 3655　　　　傳真：(852) 2661 4869　　　　電郵：info@europharm.com     
地址：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村大富街5號1座G樓，1樓，4樓A，B室
網址：www.eaglemedicatedoi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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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順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敝司有40年做中成葯之歷史，產品優良，正貨可靠，品牌良葯。

產品名稱

產品介紹
中國通血丸 (HKP-02396)
滋陰保腎，活血祛瘀，舒筋活絡，寧心安神，強壯筋骨。適用于肝腎虧損，腰酸背痛，筋骨疼
痛，痹痛，失眠多夢，記憶力減退，促進血脈暢通，加強新陳代謝。

複方辛夷花丸 (HKP-01386)
用于過敏性鼻，風寒頭痛，鼻塞不通，感冒流涕等

生田七片 (HKP-01308)
近年來國內臨床證實田七具有促進血脈循環，更有止血、跌打內外傷，散瘀血，大補元氣，助長
兒童發育，保持青春健美之功，更宜長期服用，增強體質。特別適合關注三高人士服用。

紅景天 (HKC-16528)　　
益氣活血，通脈止痛。用于氣虛血瘀所致胸悶，刺痛或隱痛，心悸氣短，神疲乏力，頭暈目眩。

精制銀杏葉片 (HKP-01310)　　
銀杏葉葯性平和，宜心斂肺，治腦悶，心悸。本品特選銀杏葉用最新科學方法提取其精華精制
而成片劑。服用方便，純天然保健品。銀杏葉中含有多種營養成分氨基酸，維生素，生理活性
物——黃酮體類。黃酮體具有維生素P樣作用。促進血液循環暢通及新陳代謝，增強老年、青少年
記憶及健康作用，為保持中老年健康，常服有益之天然保健品。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71 0775/2566 9960　　　　　傳真：(852) 2806 2092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清風街6-8號凱豐商業大廈9樓A-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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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泰藥業集團
公司簡介
啟泰葯業集團成立于1991年，主要經營西藏冬蟲草，美國花旗參，韓國高麗參，優質燕窩，地道
中葯及名貴海味等滋補品。現時，我們的連鎖店遍布香港，中國、澳門、台灣，零售點己超過100
家。『啟泰』品牌建立的二十多年，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經營理念主導下，店面裝潢以優
雅為主、陳列鮮明、為客人提供舒適的購物環境，專業的服務。 

產品名稱
啟泰回春丹鹿尾丸

 

[香港制造‧信心保證]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2536)

啟泰回春丹鹿尾丸是百分百以名貴中葯，以古方煉制

壯腰補腎、益氣血、安心神、男女址宜服用

改善：心神不寧、眩暈健忘、氣血虧損、手腳冰冷、腰膝酸痛

聯絡我們
電話：（852）2580 1560  傳真：（852）2554 8598  
地址：香港黃竹坑道29號維他大廈A座15樓
網址: www.kaitai-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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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加坡魚尾獅(國際)藥油廠
公司簡介
本公司星加坡魚尾獅(國際)葯油廠之葯油是祖傳秘方，一直本著用心制造葯為宗旨，采用上等中
葯，天然之植物精華，煉制而成。

本公司全部葯油經政府注冊有中成葯編號（ＨＫＰ）

產品名稱
魚尾獅、龍王標、白虎標、追風虎標、虎王標、星標、千里虎標、雙虎標、誠濟
堂、江師父等等。

產品介紹
每個品牌有活絡油、紅花油、千里追風油、黑鬼油、骨痛靈油等等。

主治功能
扭傷勞損、骨痛刺骨、腰酸背痛、腰頸刺痛、袪風除濕、跌打舊患、驅風腫痛、手腳麻痹、舒筋
活絡、提神醒腦、驅風救急、腰骨勞損、遠年風痛、散瘀鎮痛、通關通脈、追風透骨、頸緊肩膊
痛、筋骨酸軟痛、關節屈伸痛、傷風頭暈痛、坐立起步痛、手腳痲痹痛、跌打扭傷痛、運動過度
痛、腰骨勞損痛、腰挫傷刺痛、筋絡抽搐痛、酸軟痲痹痛等等。

本公司之葯油產品重視品質、信譽、重視品牌、百件老牌深受客戶推崇香港九龍新界中英街（淘
寶網）均有代售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88 8878 / 2388 8808     傳真：(852) 2328 2300
電郵：singapore_merlion@yahoo.com.hk
地址：香港荃灣龍德街11號宏龍工業大廈5樓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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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百源堂（靈藥德興堂）
聯合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關東百源堂（靈葯德興堂）聯合葯廠有限公司成立于1961年，產品以中成葯，保健品及健康食品
為主。近年來為配合世界各地對葯品及保健品品質的要求日漸提高，本廠已確立一套對生產及銷
售的概念，產品根據古方配合傳統制葯及科學方法，以取長補短而成。本廠憑嚴謹的生產及品質
控制，於2000年成功取得馬來西亞ＧＭＰ認證，令本廠產品分銷海外及東南亞各地，現正以取得
香港ＧＭＰ認證為目標，努力提升公司的設備及管理，以達到所需標準。本廠已獲香港衛生署發
出中成葯制造商牌照，所有產品均已獲確認中成葯過渡性注冊，合法在香港銷售。
 

產品介紹
"百源堂" 金牌追風活絡油
產品介紹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12126，專治流血疼痛、跌打損傷、燙火灼傷、運動
扭傷、腰背酸痛、筋骨腫痛，萬寧、華潤堂及各大葯行有售。

"百源堂" 靈芝參茸白鳳丸
產品介紹
香港衛生署中成葯注冊編號：HKP-12153，功能：調補身體、活血補氣、滋
養顏容、增強食欲。各大葯行有售。

林利源保嬰丹
產品介紹
香港衛生署中成葯注冊編號：HKP-12149，功能：清熱定驚、驅風除痰。主
治：咳嗽痰多、夜啼驚跳。屈臣氏、啟泰葯業及各大葯行有售。

第一標肚痛袪濕丸
產品介紹
香港衛生署中成葯注冊編號：HKP-12129，功能：化濕、止嘔、行氣消積。
主治：濕熱肚痛、食積不化。各大葯行有售。

聯絡我們
電話：（852）2870 0996　　　　　傳真：（852）2871 0827　　　　
電郵：pakyuentong@yahoo.com.hk
地址：香港鴨脷洲利興街十號港灣工貿中心19樓1909室
網址：www.pakyuent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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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壽堂藥行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天壽堂葯行創建于清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創始人吳子芹先生，香港天壽堂葯行自創建至
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歷史。吳氏先祖將秘方視為傳家之寶，代代相遺。其后于公元1945年歷經日
軍侵華後，香港天壽堂葯行雖然飽受創傷，但在第二代承繼人吳秋權先生及其母親李鸞英女士的
努力之下得保迄立不倒。直到公元1960年香港天壽堂葯行之產品已風行各地，當其時已在中國、
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及加拿大等多個地方已取得葯物注冊、中成葯注冊、合格
入口商等證書。

公元1998年香港天壽堂第三代承繼人吳國柱先生，現為當代美國著名華人藝術家，因深受美國工
業文化改革及先祖存心濟世的影響，對于祖業香港天壽堂葯行之舊有制葯技術及管理文化有著必
須改革的決心，因此其于公元2005年開始統籌一連串之改革，並于公元2006年投放一千萬元港
幣，分別引入香港第三家擁有的丸劑制造生產線(滅菌式)及建設一所依據優良生產規範(GMP)模式
之制葯廠房，並于公元2008年落成。

產品名稱
　　　 天壽堂姑嫂牌調經姑嫂丸              天壽堂姑嫂牌健腎丸(男/女)

產品介紹
天壽堂姑嫂牌調經姑嫂丸 
功效：和血調經，溫經散寒。補血氣，血氣足，則百病不侵，婦女常服，精神充沛，健美青春。
規格：每盒十二小瓶，每瓶十粒

天壽堂姑嫂牌健腎丸(男/女)
功效：腰背酸軟, 元陽不固, 能養胃健脾, 健體助元。
規格：每盒十二小瓶，每瓶三十粒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69 8561　　　　傳真：(852) 2569 2719　　　　電郵：service@tstmc.com.hk
地址：香港柴灣吉勝街四十五號勝景工業大廈九字樓C室
網址：www.tstm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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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三王牌研究制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本公司本著"良心制葯"為宗旨，三十多年來一直致力生產外用骨傷科中成葯及
保健產品，由制葯至包裝全程香港生產，絕不含西葯止痛成份，三款中成葯產
品專門針對不同痛症，效果顯著。

產品名稱
舊患骨刺王、新傷跌打王、筋骨傷痛王
   

產品介紹
(1) 舊患骨刺王 (中成藥注冊編號:HKP-04699)

主治：陳舊損傷和慢性勞損，及骨質出現骨刺等所引起的關節痛。伸屈不利，肌肉、筋、骨
或四肢拘攣，腰膝疼痛。陳年關節酸軟，麻痺腫痛等症。

(2) 新傷跌打王 (中成藥注冊編號:HKP-04701)
主治：一切跌打損傷，或骨傷的初期(受傷后二星期內敷用)。局部瘀腫不消，疼痛劇烈等症
狀，均可敷用。如痛患超過兩星期，請選用舊患骨刺王。

(3) 筋骨傷痛王 (中成藥注冊編號:HKP-04700)
主治：使用本膏的最大功能，不論新傷或陳舊性嚴重骨傷均能在二十四小時內促進骨傷愈合
或局部骨痂形成愈合。另外本膏更適合于多發性骨傷，兩端有距離等症。

聯絡我們
電話: (852)2706 6036　　　　　傳真:(852) 3585 3655
地址: 九龍觀塘觀塘道328號溫黛工業大廈5樓509室
網頁: www.triplekings.com.hk　　　　　微信: 骨科三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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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絡通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創辦人「黃天賜」為香港注冊中醫師，自幼隨父「黃道益」習醫，秉承中華醫葯的「綠色醫療」
文化，結合現代科研的生產技術，延續前人「治未病」的智慧，十多年來透過以人為本、互動、
分享、教育等行動回饋社會，為「都市疼痛」患者，提供一個「無痛生活」，Live No Pain的自
助護理平台！

產品介紹：
    

健絡通草本活絡油 (HKNT-11053)
采用傳統造葯油工藝精制而成，可快速滲透皮膚，對紓緩肌肉和關節酸痛非常有效。獨有的天磁
按摩頭，是針對人體部位不同需要而設計，輕輕於患處按壓，可同時能發揮磁療和理療功效，有
助深入按摩繃緊肌腱，達致深層舒緩及護理效果，是目前極具權威的活絡油護療法。生產過程嚴
格監控，並100%香港制造，品質安全有保證！若配合本公司愛足按摩系列產品使用，效果更佳。

壹點寧清涼 (HKC-11055) 
具有強力迅速鎮痛及止痒作用。產品清新芳香，醒腦提神。現代化包裝設計，配合獨有的天磁磁
珠，同時能發揮磁療和理療功效，方便運動人士隨身攜帶，不會弄污雙手。特制的天磁按摩走珠
能針對人體部位不同需要，有效深入按摩繃緊肌腱，達致運動后深層舒緩及護理效果。若配合本
公司愛足按摩系列產品使用，效果更顯著。

健絡通藥貼草本 (HKC-11054)
擁有草本強力鎮痛成分，能快速被皮膚吸收，刺激血液循環，舒緩肩背痛楚，葯力持久，更能針
對新傷修復。本產品富有彈性，柔軟舒適。葯貼大小可配合患處需要隨意剪裁，簡易敷貼。

聯絡我們：
電話：（852）2380 9555　 　　　傳真：（852）2380 0439　　 　　　電郵：cs@herbalgy.com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26-32號金發工業大廈一期13樓C室
香港總部網店網址：www.herbalgy.com
香港官方微信服務號：herbalgy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Herbal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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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館
公司簡介
中國醫館創辦人「黃天賜」為香港注冊中醫師，自幼隨父「黃道益」習醫，秉承中華醫葯的「綠
色醫療」文化，結合現代科研的生產技術，延續前人「治未病」的智慧、互動、分享、教育等行
動回饋社會，為「都市疼痛」患者，提供一個「無痛生活」，Live No Pain的自助護理平台！

產品介紹  

   

藏紅寧外用鎮痛劑 (HKC-10785)
「藏紅寧外用鎮痛劑」采用珍貴葯材，能針對舊患活血化瘀，快速滲透至患處組織，促進人體血
液循環，通經活絡，迅速恢復健康，功效顯著。360度走珠式設計，更方便使用。
功能主治：活血散瘀、舒筋活絡、祛風除濕、跌打扭傷、關節疼痛、頸項肩痛、舊患酸痛及腰椎
勞損。

藏紅寧藥貼 (HKNT-10602)
「藏紅寧葯貼」含有紅花等強力鎮痛草本成分，能快速被皮膚吸收，溫感刺激血液循環，能舒緩
身體痛楚，葯力持久。本產品富有彈性，緊貼肌膚，柔軟舒適。葯貼大小可按患處需要隨意剪
裁，簡易敷貼。
功能主治：活血散瘀、袪風除濕、舊患酸痛、筋骨勞損、關節疼痛、落枕、肩周痛、腰背痛、足
膝痛、舒緩繃緊肌腱。

聯絡我們
電話：（852）2380 9555　 　　　傳真：（852）2380 0439　　 　　　電郵：cs@herbalgy.com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喜街26-32號金發工業大廈一期13樓C室
香港總部網店網址：www.herbalgy.com　　　　　
香港官方微信服務號：herbalgy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Herbal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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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中醫、中葯、跌打、創傷、療理、內外全科

產品介紹 

南山堂三寶，家居旅行必備，香港制造，注冊中成葯

江志雄防炎解毒茶：(注冊編號HKP-07954)　
流感來襲，自救必備，減輕各類風寒風熱感冒症狀, 寧神安睡, 舒暢腸胃。

南山堂仙翁油：(注冊編號HKP-07953)
跌打扭傷，新舊瘀患，舒筋活絡，燙火刀傷。

仙翁牌藥浸靈：(注冊編號HKP-07955)
面部暗瘡，皮膚敏感痕癢，消腫止痛生肌，行氣活血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84 9675　　　傳真：(852) 2384 6742　　　電郵：namshantong@yahoo.com.hk
地址：香港九龍弥敦道525號寶寧大廈A座404室
網站：www.namshantong.com.hk



35

兩儀軒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兩儀軒有150年歷史，是中成葯制造廠。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17 3191　　　　　傳真：(852) 2717 3048
地址：香港九龍油塘高輝道17號油塘工業城B1座10樓1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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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藥堂

公司簡介
《御葯堂》成立于2002年，從事中成葯、保健產品、中醫診所等業務。《御葯堂》以專業、嚴謹
為品牌定位，透過為傳統中葯注入新元素、以嶄新的科研技術不斷改良中醫葯產品，以建立中成
葯及保健產品的專業形象。一直以來，《御葯堂》都堅持以專業、用心制葯外，更擁有強大的後
盾支持及專家鑒定，以秉承品牌宗旨 – 為你健康把關。

產品介紹
培植蟲草菌絲體Cs-4 (連續9年全港銷售No.1＊)
有助補肺強肝、養精益氣、有助提升免疫力、滋陰補腎、改善失眠、促進上呼吸
道健康、強化肺部健康等。

破壁靈芝孢子 (連續4年全港銷售No.1＃)
采用頂級優質赤靈芝破壁精制而成，再結合有"菌中至尊"之稱的姬松茸，它能發
揮強效的作用，能推動優質赤靈芝孢子精華最佳吸收及發揮保健效能，有助阻擋
有害生物入侵，而且補而不燥，適合有需要人士的『天然保健及助療食品』。

風痛靈 
特選成份－希薟草，有助袪風除濕、利關節，用於痹痛、筋骨無力、腰膝酸軟等
功效尤其明顯，舒緩風痛濕痛寒痛。

養宮丹
有效減少及避免水性細胞，有助維持女性宮房健康，調養好身子，早日如願以
償。此外，《養宮丹》亦有助改善異細胞問題。部分受異細胞問題困擾的女士會
有腰痛、宿便、月經過多、血色深黯等。

骨質保膠囊
有助強筋健骨特性，配合可阻截鈣質流失的女貞子和使關節強韌靈活的補骨脂一
同服用，可大大改善骨骼健康和關節的靈活性，對強化脊骨和髖骨尤其明顯。所
采用的草本成分均易于被腸胃吸收，從健康的根本調理身體，固本培元，提升生
活質量。

濕敏清膠囊
有助舒緩濕敏問題不適，改善皮膚紅熱，針對身體調理，減少類固醇依賴，改善
敏感體質，提升生活質量。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297 0000　傳真：(852) 2297 3333　電郵：info@wisdomcome.com.hk
地址：香港葵涌青山公路313號天際中心27樓
*根據Nielsen尼爾森2008年7月至2017年6月全港冬蟲夏草產品零售調查報告(©2017尼爾森公司版權所有)

#根據Nielsen尼爾森2013年4月至2017年3月全港靈芝孢子產品零售調查報告(©2017尼爾森公司版權所有)
請登入網頁

，了解更多

微信：香港御葯堂

微博：香港御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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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利藥業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天利葯業國際有限公司1996年于香港注冊成立。至今，我們一直致力服務大眾及研制純中醫成效
安全產品，及各種天然中葯。我們憑借超過40多年臨床經驗，在長期臨床中細察病者整體與醫葯
葯效的改變。結合祖傳醫葯方，推出多元化的純中葯產品，以發揮葯用成效，安全宗旨以經驗為
用，配合各種病症，向難處著手，有責任心的改進，有效而又安全，品質可控性的中葯。天利葯
業會繼續精研制作，以100%純中葯治病。

產品介紹
舒肝配方
主治：頭暈目弦　往來寒熱　
      胸胁苦滿　心煩喜嘔
功能：扶正祛邪　和胃降逆
適合：關注怕冷怕熱、胃脤欲嘔、
      易怒怕嘈人士

舒頸配方
主治：肝鬱氣滯　濕熱停蓄
      項強疼痛　勞損僵硬
功能：活血祛瘀　通絡鎮痛
適合：頸痛、頸椎僵硬不適

舒筋鎮痛配方
主治：跌打損傷　瘀血不散
      傷筋疼痛
功能：舒筋活血　益氣鎮痛
      健筋強骨
適合：傷筋疼痛　瘀血不散

清咳化痰配方
主治：紓緩嗽痰
功能：清肺祛濕
適合：肺胃濕熱、引起咳嗽痰盛、　
      呼吸氣促、咶咽干

天利跌打油
適合：肩關節炎、膝痛、手腕手肘
      痛、四肢麻痺、網球肘、周
      身骨痛、筋骨拉傷、跌傷、
      扭傷、撞傷等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98-8973/(852) 2151-1806     傳真：(852) 3153-4100  
電郵：info@tinleemedicine.com.hk
地址：香港荃灣灰窑角街50-56號昌泰工業大廈6字樓 B室
網址：www.tinleemedicine.com.hk

平胃配方
主治：脾胃虛弱　胸膈痞滿
      減輕胃酸　減少氣脹
功能：制酸斂血　綬急止痛
適合：關注胃酸過多、疼痛等胃痛
      症胃及十二指腸潰瘍人士

清脂活絡配方
主治：肝腎不足　血脈瘀滯
功能：活血祛瘀　行血活絡
適合：關注紓緩減輕高血脂、膽固
      醇、高血壓人士

排毒清便配方
主治：實熱便秘　積滯腹痛
功能：瀉熱清便　涼血解毒
適合：濕熱黃疸、血熱吐衄、目赤
      咽腫、腸熱腹痛

通脈舒壓配方
主治：通脈止痛
功能：活血祛瘀
適合：關注高血脂、膽固醇、
      高血壓人士

天利止痛油
肩痛、頸梗、肌肉疲勞疼痛、風濕
痛、關節痛、腰痛、骨痛、坐骨
痛、腰酸背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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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輝貿易公司
公司簡介
本公司創立于1985年，經營各類工商業黏貼膠紙，不干膠商標及包裝機械， 一如既往，以誠信、
創新、注重品質為宗旨，務求使客戶得到稱心滿意的服務及高品質的保證，行銷多個國家地區，
真誠與大家共同合作代理＜當紅傷痛靈＞，生產中成葯及保健食品。

產品介紹
華賽士<當紅傷痛靈>

本葯選用數十種療效顯著天然名貴葯材提煉制成，並經多年來實驗证實，適應症廣，施葯簡單，
見效快速，本品具有強力療效標本兼治之功，誠居家旅行外科傷痛之良葯也。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2554 1025 內地(86) 138 0227 2918（楊先生）     傳真：(852) 2873 1879
電郵：waifai888@yahoo.com.hk         
地址：香港香港仔大道234號富嘉工業大廈21樓3室
內地地址：深圳市布吉鎮格塘村7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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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眼科中心藥廠
公司簡介
本公司具有52年中西眼科臨床經驗，所研創的系列中葯滴眼液和眼科中成葯是李賀誠眼科教授臨
床經驗總結，全獲HKP中成葯注冊，並在臨床應用20年, 歡迎訂購。

產品介紹
HKP-01137
李賀誠潤目靈滴眼液
主要用于眼干、眼澀
、眼部紅、腫、熱、
痛等症。  

HKP-01139
李賀誠翳障靈滴眼液
主要用于老花眼、早
期白內障等…

HKP-01142
李賀誠視脈通丸
主要用于黃斑退化、
糖尿上眼、玻璃體混
濁、視網膜術后等…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93 8181　　　傳真：(852) 3580 7089　　　電郵：lee_ho_cheng@hotmail.com
網站：http://www.leehocheng.ecomm.hk
地址：香港九龍太子弥敦道751–753A號龍盛樓4字樓751室（弥敦道旺角警署對面）
廠址：新界葵涌華星街8-10號華達工業中心B座 

HKP-01138
李賀誠斑清靈滴眼液
主要用于飛蚊症、黃斑退
化、糖尿上眼等…

HKP-01141
李賀誠喜近靈滴眼液
主要用于青少年近視，減
慢近視加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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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康制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永康制葯有限公司是香港40多年老字號，集中成葯、食品、化妝品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
的綜合實體。擁有自主品牌"港品一家""Uniworks""當然"等系列產品，暢銷香港、澳門及東南亞
地區各大國貨店和葯店。同時遴選世界知名高端連鎖品牌開展OEM、ODM合作。

產品介紹
港品一家七星茶
香港民間驗方，真正香港制造。用于小兒積滯化熱，消化不良，不思
飲食，煩躁易驚，夜寐不安，大便不暢等。特別添加荷蘭益生元，獨
立包裝即沖即飲，有鐵罐和紙盒兩款包裝可供選擇。鐵罐裝是目前進
口大陸首家香港制造七星茶。
 

東革阿里膠囊
東革阿里與燕窩、錫器一起並稱為馬來西亞三大國寶。研究證明富含
男性生殖器官發育和睾丸酮分泌所需有效成分。永康制造的東革阿里
長膠囊為博士复方，選用東革阿里萃取物，濃度遠超普通切片，植物
膠囊緩釋技術，小分子式更利于人體吸收，功效顯著。

港品一家驅蚊水
港品一家驅蚊水采用純天然植物精油研制而成，天然無毒，驅蚊驅蟲
是居家旅行的必備良品。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3523 1952
地址：香港屯門青楊街10號鴻昌工業中心第二期10樓B單位
電話：內地(0755) 86569926
地址：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前海路麗灣塔樓A座1401, 1411, 1412 (大陸辦事處)
網址：http://www.wh85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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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道健康產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 • 瑞士綠寶大葯廠是一家具歷史專注研發天然中葯眼科葯物的葯廠，一直以來投下以億計
巨資于眼科醫葯的發展。經歷近三十年的發展，擁有"原創核心獨家技術"的專有工藝。傳承制造
獨家產品使用純天然中葯，不含類固醇的綠寶【目經眼葯水】，經過前所未有的標準化處理，通
過一系列嚴謹，近乎苛刻的無菌標準制造和鑒定，正式成為香港注冊中成葯產品（中成葯注冊編
號：HKP-12333），可能是唯一能通過香港衛生署中成葯注冊的中葯眼葯水，也是世界上罕有的以
天然中葯對眼底病（例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病、白內障、青光眼）起著有效改善作用的
葯物產品。

產品名稱
目經眼藥水

EYE MERIDIAN CLEAR DROP
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HKP-12333（市場公開發售）

產品介紹
香港政府批准注冊：唯一天然中葯眼葯水，具治療功效
目經眼葯水－傳承于清代中醫眼科經典巨著《目經大成》之精萃。"貫通經絡"是養護及治療眼疾
的指導法則。中醫的活血化瘀、以通為用與治療眼底病的病因病機相互吻合。

預防與治療（政府批准）
1. 有明顯改善眼部血液循環及解除視疲勞作用，長期使用有護眼防疾之功效。
2. 亦適用于近視眼、老花眼、青光眼及用眼過度者，對長時間接觸熒屏人員常用尤佳。
3. 適用于各種結膜炎、角膜炎、沙眼、電光性眼炎，有明顯的抗病毒及殺菌作用，
   對治療紅眼病和消除眼紅筋有顯著效果。
4. 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黃斑病、青光眼所引致的眼底病變，及白內障有改善的功效。

天然葯物成份：人參、牛黃、紅花、天然冰片
規格：每瓶12ml
零售價：480元

歡迎中國及世界各地代理、批發、洽商業務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2565 5999 / 內地(86) 135 7005 2023　　　　　傳真：(852) 2543 1999
電郵：info@samlo.hk　　　　　網址：www.samlo.hk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20號柴灣中心大廈17樓B室

香港制造
百年傳承丶專科眼藥
（真正有效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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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可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Hovid開業于1970年，是馬來西Hovid BHD在香港的附屬公司。Hovid BHD創業于1941年，時至今天
已是一間合符cGMP及PIC/S國際準則認證的馬來西亞上市葯品制造商。Hovid擁有三座先進及現代
化的廠房，研發及生產超過400多種產品，包括西葯丶OTC產品丶保健營養產品及何人可涼茶產品，
分銷到全球50多個國家及地區。

何人可®茶始創于1941年，一個擁有七十年多年歷史的老字號品牌，它
以對抗感冒而遠近馳名，更是每個馬來西亞家庭深信不疑的自然療愈
良方。何人可®由一個街頭涼茶小檔演變為行銷海外歐美等地的涼茶品
牌。何人可®一直堅守天然草制造，不含糖份、不含人造色素、不含防
腐劑及不含添加劑的承諾。至今已是家傳戶曉、居家旅行必備良茶。

產品介紹

何人可®金裝涼茶
是一道老少皆宜的降燥去濕
茶飲。日常飲用幫助清熱降
燥、利咽潤喉；健脾祛濕。
其茶味甘香可口、茶性溫和
，適合天天飲用。  
22種天然中草本
適合日間飲用

產品介紹
何人可涼茶采用世界衛生組織cGMP(現行優良葯品制造規範)生產模式制造而成，並通過一系列嚴
格檢定，包括重金屬、殘余農葯及微生物等測試合格，確保無農葯等污染，絕對可以安心飲用。

產地：馬來西亞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43 0396　　　　傳真：(852) 2343 0395　　　　電郵：info@hoyanhor.com.hk  
地址：香港德輔道西410號太平洋廣場1807室
網址：www.hoyanhor.com.hk　　　　　微信公眾號：何人可健康資訊站

何人可®晚安涼茶
喝一杯輕松入睡。其茶可松
弛心情丶舒緩緊張及清肝明
目，最終達致寧神安睡。不
含咖啡因，茶性溫和，適合
不同體質人士飲用。
18種天然中草本
適合早晚飲用

何人可®涼茶
擁有七十多年歷史的經典良
方。在感冒時節是理想飲品，
可舒緩感冒症狀如喉嚨腫痛。
吃飽喝一杯可消飽滯解油膩、
清熱解毒及消暑降燥。 
20種天然中草本
適合日間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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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呈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新呈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是集于台灣ISO22000、HACCP工廠生產，香港批發、進出口一條龍貿易公
司；本公司保健產品NewSOKA 品牌是傳承前人智慧秘方，結合現代專業團隊研制出防治及養生的
健康產品，采用100%天然本草，不添加任何化學劑，國際認證SGS 檢測合格，台灣醫葯大學產學
合作證實效果顯著，品質保證，安全可靠，養生保健、預防和治療首選產品。

產品名稱
御醣方茶
不寒涼
消眼朦
除疲倦
生津止渴
穩定血糖 

御糖素
消渴
防夜尿
護眼補腎
減低并發症

產品介紹
御醣方茶　產品成分：台灣野生蕃石榴，靈芝，銀杏葉，台灣包種茶。

產品特色：降血糖，生津止口渴，減少夜尿，解困乏，令視力清晰，預防三
高，每天沖泡３茶包，可當日常飲品，預防和治療均可。
產品定位人群：血糖偏高、有糖尿家族史、肥胖、嗜食甜食、男女老少。

御醣素　產品成分：台灣野生蕃石榴精華，蟲草CS4，靈芝，沙棘黃酮。
產品特色：維護胰脏功能，降血糖，補腎固精，優化血管，減少夜尿，解困乏，
預防并發症。
產品定位人群：高血糖或有傾向血糖偏高者、有糖尿家族史、肥胖、嗜食甜食、
男女老少。

御顏素　產品成分：大豆異黃酮(非基因改造)，巴西卡姆果，美國蔓越莓，膠原蛋白。
產品特色：美白緊致皮膚，豐胸；抗菌消炎，消除尿道不舒適感；防骨質疏松, 
改善更年期症狀。
產品定位人群：適合不同年齡層女性(青春期、成熟期、更年期)，長期食用。

御酯方茶　產品成分：台灣烏龍茶，決明子，荷葉，台灣包種茶。
產品特色：降血脂暢通血管，令血管年青, 預防三高，解油膩消滯，減肥排
毒。
產品定位人群：血脂血壓偏高、有高血壓家族史、肥胖大肚腩、嗜食、男女老
少，每天沖泡茶飲，可以當日常飲料。

台灣姜母黑糖　產品成分：台灣老姜，台灣甘蔗制黑糖。
產品特色：補血，袪虛寒，暖胃，女性經期小腹冰冷疼痛，可做健康甜味
劑(煮、煎、炸、蒸及沖飲)。
產品定位人群：適合男女老幼長期食用。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75 2503　　　　傳真：(852) 3488 1923
地址：香港九龍灣宏冠道6號鴻力工業中心A座5樓9室
電郵：info@newsoka.com.hk　　 網站：www.newsoka.com.hk

御顏素
美 白 凍 齡
調內靚外
豐胸塑身
強健關節
改善更年期症狀

台灣姜母黑糖
補血益氣    驅寒暖胃
舒緩經期小腹冰冷疼痛

個案見證

余生
經常應酬，令
血糖血壓出現
問題，所以每
天堅持喝御醣
方茶3包，現血
糖平穩，口不
喝眼不蒙，沒
夜尿。

譚太
每次飲茶或打
牌，都會沖飲
御醣方茶，令
她眼晴明亮，
頭腦清醒，次
次贏錢。同時
能保持身材苗
條 ； 面 色 紅
潤。

御酯方茶
降血酯
減肚腩
預防三高
維護血管彈性

台灣制造 原裝進口

源于天然 無添加 
無副作用

台灣醫藥大學科研證實

國際品質管理認証　品質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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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輝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美輝醫療器材有限公司為其中一間傳統中醫中葯及醫療保健產品的主要供應商。我們專門提供止
痛膏葯，針灸器材，艾制品，物理治療及保健產品，醫療相關工具及多種一次性使用醫療用品。
本公司的產品主要提供給香港，澳門，中國及世界各地的中醫，西醫，診所，醫院。我們提供
國際品質標準的優質產品，符合ISO9001:2008,ISO 13485:2003品質體系。大部分產品已獲 FDA 
510K 及歐盟MDD- CE 標志。本公司業務範圍包括中港澳三地，美國，加拿大，歐州，澳州，以及
東南亞各國。

產品名稱
長壽牌行血止痛膏藥膠布／華廈牌行血止痛膏藥膠布／太極牌行血止痛膏藥膠布

[劑型] 橡膠膏劑
[有效成分] 威靈仙、木鱉子、蓖麻子、沒葯、乳香、薄荷腦等。
[功能] 活血化瘀、袪風、舒筋、止痛
[主治] 跌撲損傷、手足肩背及寒濕疼痛。
[用法用量] 患部清洗干淨，每日貼一片。只供外用。
[規格] 每包 5 片　　每片尺寸：10 x 15 cm　　每片膏重：3.6 克
[制造商] 台灣生春堂制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商] 美輝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兒童使用本品前，應咨詢中醫師或醫生意見及用時避免觸及眼睛及黏膜。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21 0291 (8條線)　　　　　傳真：(852) 2721 2851 (2條線)
電郵：info@mayfairmed.com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道910號安泰大廈15樓
網址：http://www.mayfair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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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宗制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本團隊擁有豐富葯學和醫療知識，自2004 年開始，企業內的科研小組，包括中葯師、中醫師及有
關醫療專才，致力研究並開拓中、西草葯制劑及保健產品。

產品介紹
1. 盈發植物膠囊

功效：有生發、黑發及防脫發作用。改善體質、促進頭發再生及烏丶。
適合：關注頭發健康人士

2. 金菊草本茶
功效：含菊花幽香，入口清涼。【菊花特性】含有黃酮類、綠原酸、揮發油、三萜類、
多糖、甾醇、豐富胺基酸和微量元素。研究證明菊花具有抗病原性微生物、抗衰老、抗
氧化等效果。
【金銀花特性】含有黃酮類、揮發油類、三萜皂苷類、有機酸類、多種微量元素如 
Fe、Cu、Ti、Ca、Mn、Zn等。研究顯示金銀花具有抗炎、保肝利膽、抗氧化等效果。
適用：清爽提神，解熱降火，舒緩喉嚨沙啞及干涸不適，減輕感冒引起的喉嚨痛及頭痛
有一定效果。本產品特別適合需要長時間講話的人士。

3. 靈芝草本茶
功效：靈芝含靈芝多糖、核丶類、甾醇類、生物鹼、三萜類、油脂類、含多種胺基酸、
蛋白質類、酶類、有機鍺及多種微量元素如Ge、P、Fe、Ca、 Mn、Zn等；而靈芝的苦
味與所含三萜類 (有抑制癌細胞功能)有關。靈芝多糖具有調節免疫力、降血糖、降血
脂、抗氧化、抗衰老及抗腫瘤作用; 三萜類化合物能淨化血液，保護肝功能及抑制癌細
胞生長。
適用：美顏美容，對肝脏和胃部有滋補功能，能增強活力，強化中樞神經，適合一般腦
力及勞動者飲用。

4. 苦瓜草本茶
功效：含瓜果青香，入口甘涼。苦瓜特性含苦瓜丶、多種營養素、蛋白質、多類物質、
脂肪、醣類、礦物質如鈣、磷、鐵，維他命A、B1、B2、C等，其中以維他命C 的含量最
多，對皮膚很有益。科學檢測證實，苦瓜多肽類物質可降低血糖、調節血脂、提高免疫
力，對血脂、血糖以及肥胖症有良好的調節效果。
適用：清熱降火，適用于一切實及虛熱的患者，對捱夜后出現眼赤口苦及咽干舌燥的人
士尤其適合。

5. 決明子草本茶
功效：含草本清香，口感獨特，決明子含有多種維生素和豐富的氨基酸、脂肪、碳水化
合物等。淨化腸胃，清除體內毒素，改善便秘、能減輕熊貓眼出現，使眼睛回復明亮。
長期服用具減肥瘦身效果。
適用：研究顯示決明子具有清肝火、益腎明目，對現代電視族、電腦族等易引起眼睛疲
勞的人群有益；決明子具排便順暢而無腹痛不適之效。

6. 肝寶植物膠囊 
功效：強化肝脏機能
　　　去除體內毒素。
適合：關注肝脏健康人士。

7. 腎寶植物膠囊 
功效：提升人體的精、氣、神。
適合：關注腎脏健康人士。
適合：關注膝部健康人士。

8. 阿膠植物膠囊 
功效：補血，止血，提高身體免疫力。
適合：關注貧血、養血及美顏人士。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87 8926　　　　　傳真：(852) 2387 8901　　　　　電郵：info@ptrl.com.hk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成業街27 號日升中心12 樓1211 及1215 室
網址：www.ptrl.com.hk, www.happyncare.com 

9.  腰痛寶膠囊
功效：益肝腎、補氣血、袪風濕，止腰部因風、寒濕引起的痹痛及
勞損；例如風濕性關節炎、類風濕性關節炎、坐骨神經痛、腰肌勞
損、椎間盤突出、神經痛有顯效。適合：關注腰部健康人士。

10. 膝痛寶膠囊
功效：修復因肝腎不足而出現膝部筋骨及關節損傷。本膠囊標本同
治，既能消炎止痛，更能補肝腎，益骨健筋，減少症狀出現；較長
服用后，部份人不適症狀更能完全消失。

11. 金菊膠囊
功效：本膠囊有強力解毒功能，在短時間內解除咽喉疼痛；更能改
善多種咽喉疾病引起的咽喉沙啞、腫脹、吞咽問題及不適。平時服
用能保持口腔及咽喉健康。適合：關注咽喉不舒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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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豐醫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本司擁有多年葯業界經營及銷售經驗，產品銷售地點遍及歐亞，專營各類中成葯及保健食品，產
品功效有口皆碑。

產品介紹
瑞豐德國滅酸痛
適合關注尿酸偏高、痛風症人士服用。滅酸痛有效維護、靈活及支援關節並
平衡血中尿酸及有助穩定健康尿酸水平，為上佳草本健康補充品。

日本塔牌坐骨腿痛丸
坐骨腰痛丸有助舒緩現代都市人因工作勞碌繁忙而引致的腰酸背痛、骨刺麻
痺、腰椎勞損、肩頸背痛、坐骨神經痛、骨刺增生及關節痛。本品制以純名
貴中葯配方，為日本醫學界研究精粹，絕不含西葯及副作用。

德國高達非類固醇消炎膠囊
本品制以德國特選天然草本配方，速效清熱解毒、抗感消炎。針對咽喉、牙
齦發炎有顯著舒緩效果。本品不含類固醇，故無同類消炎產品造成之依賴問
題或副作用，使服者安心。

療濕痛透骨鎮痛膏布
本品敷料天然，有效滲透患處並舒緩痛楚或痺痛，布料材質拉伸容易，方便
貼于不同部位。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18 1892, (852) 2618 6822
地址：香港葵涌梨木道79號亞洲貿易中心2303A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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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論博士制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李論博士制葯有限公司（原名香港李論博士國際醫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主要從事
中成葯開發、生產及銷售。

十幾年來，公司一直秉承「為健康制好葯」的理念，堅持良心制葯，致力于營造品牌信譽。現
時，公司已有六款產品獲發中成葯注冊證明書（簡稱HKC）。

產品介紹

活舒靈搽劑
HKC-15827
【功能主治】活血祛瘀，
疏通經絡，消腫止痛。

康樂福星膏
HKC-15828
【功能主治】祛風散寒、
活血止痛。

賜龍緣丸
HKC-15824
【功能主治】溫腎健脾，
活血調經。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24975303, 內地(86)13502821876 
傳真：(852) 24979279　　　　　電郵：drlldrug@gmail.com 
地址：新界屯門業旺路8號聯昌中心14樓02室
網址：http://www.doctorlilun.com.hk

好夫妻丸
HKC-15826
【功能主治】補腎益精。

欲望丸
HKC-15821
【功能主治】補腎壯陽，益
氣血，壯筋骨。

嬌嫩丸
HKC-15820
【功能主治】補氣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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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健康公司
公司簡介
一生健康公司主要代理及經銷健康產品，為人客提供貼身的咨詢服務，務求客人百分百滿意。本
公司主要代理中文大學附屬研發公司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研發的「生科保健產品」。

產品介紹
生科活靈芝
適用人士
男女老幼，腎虛體弱，精神緊張，工作繁忙，睡眠欠佳，記憶衰退，
白發早現，新陳代謝緩慢，肌膚乾燥，敏感氣喘，周期不適，更年期
前后，血氣不適，關注血壓，血脂，膽固醇及血糖人仕。

功效
調節免疫系統功能，增強體質，安神鎮靜，舒緩壓力，改善睡眠質
量，止咳，平喘，強心，保肝解毒，或有助于穩定血壓，血糖，血脂
及膽固醇。
成份：純赤靈芝提取精華
含量：每粒膠囊含300毫克 (相等于約3克天然赤靈芝)
包裝：每瓶60粒膠囊
用量：每日1次，每次2粒
用法：建議溫水飲用，早上或餐前食用更佳
貯存：置于陰涼干燥處
注意：孕婦及嬰孩服用前宜咨詢醫生意見  
 

奧斯康
科學 • 驗證  
多項由中文大學進行的葯理及臨床研究中顯示配方中草本成份能有效
預防骨質流失，維持骨骼健康
理論 • 實踐
-多樣性標靶預防，鞏固骨骼健康：
-雙軌調節：抑制破骨細胞的生成和提升造骨細胞的活性增長速率，有
效促進骨代謝，維持骨質密度水準。
-使鈣質更有效地轉化為骨質，提高骨內礦物密度，鞏固微結構組織，
減低骨折危機。
成　　分：女貞子、淫羊藿、補骨脂、骨膠原、明膠
建議食法：每次2-3 粒，早晨服用更佳
規　　格：每瓶90粒膠囊，每粒膠囊含提取物淨重400毫克
貯　　存：避免日光直射，並置于陰涼干燥處
注　　意：孕婦及嬰孩服用前宜咨詢醫生意見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716677　　 　　傳真：(852) 26902590　　 　　電郵：info@cshealth.com.hk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49-51號協力工業大廈912室
網址：www.cshealth.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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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輪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和輪葯業有限公司，1990年創立于香港。公司自創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純天然名貴動植
物、生物保健品及葯品的研制、開發、生產和推廣。本公司研究機構依托于歷代中醫傳承，取之
精華，通過近三十多年的實踐經驗和臨床驗證，以現代化的生產工藝和科學的管理將古方正葯發
揚光大，力求在醫療領域如心腦血管類、肝病類、婦科類等疾病治療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產品名稱
【藥品名稱】心血順寧膠囊
【產品介紹】益氣養血活血，祛風通絡化瘀。抗凝血，防治血栓形成和
栓塞,用于中風等心腦血管病。抗血栓及血小板聚集，有效預防中風，直
接溶解血栓；調理血液品質，改善供血狀態，有效穩定心率，減輕心脏
負荷，預防心脏疾病；本品可使粘附在血管內壁上的粘性物質脫落，增
加血管彈性，韌性，恢復血管柔軟度，清除血脂，降低血管阻力，改善
血液循環。本品對腦中風，半身不遂患者之复健調理期，能有效幫助恢
復，更能預防二度中風。

 

【藥品名稱】腎能膠囊
【產品介紹】益氣養血、清熱滲濕，滋補肝腎。適用于肝腎不足，氣血
兩虧，精神疲憊、心悸健忘，頭暈目眩，四肢酸軟。具有滋腎填精、益
氣養血、清熱滲濕、滋補肝腎、補虛和中、輕身延年之功效。可以通過
顯著提高肌體活力，緩解疲勞和心理壓力，快速持久地從本質上改善和
提高生活品質。

 

【藥品名稱】御肝能膠囊
【功能主治】清熱解毒、活血祛瘀、利濕舒肝。主治病毒性肝炎、脂肪
肝和早期肝硬化等症。

 

【藥品名稱】婦潤膠囊
【功能主治】養血益氣，補腎助陽，活血調經。主要用于經期疼痛，子
宮內膜異位元症，附件炎等婦科疾病及更年期婦女調理。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2110 1898　　　　　 傳真：香港(852) 2110 9168
地址：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1108室
電話：內地(86) 21 68670602　　　　　傳真：內地(86) 21 50810985
地址：上海浦東新區外高橋保稅區355號高翔大樓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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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能環保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成立于2011年，致力與不丹生命科技公司（不丹生物技術企業）聯合開發和發掘不丹有機，天然
食物，對付百病，推介有益的營養補給，純天然有機的營養療護健康生活。本公司是所有不丹有
機天然食品全球永久總代理，經營所有不丹有機天然食品。本公司已領有：香港中成葯批發商牌
照號碼：PW-2014-00017，香港中葯材批發商牌照號碼：CW-2016-00067。

產品名稱        
不丹有機姜黃素　Curcuma Longa T+

（此乃豁免營養標簽產品 豁免編號：15-000540）

產品介紹
不丹有機姜黃素 Curcuma Longa T +介紹：
每粒500mg素食膠囊含有100％不丹有機姜黃素，錫箔紙封口安全膠瓶包裝，每瓶150粒，不含重金
屬，沒有任何添加物，不丹制造。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5389 3855 內地(86) 13045800500　　電郵：bhutanbiotechnology@gmail.com
地址：香港上環德輔道西29號西區商業大廈14字樓
網址：http://www.bbenatural.com　　　　　微信ID：785321941



51

健康制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公司位于香港屯門工業中心，擁有符合GMP標準的廠房和設備，是獲得葯廠牌照的中成葯制造商。
公司擁有各類中成葯及健康產品生產線、中成葯研究及葯品檢測實驗室。

公司依托于數千年中醫葯傳統文化，選用天然優質中草葯材，結合現代制葯核心技術，研制一系
列純天然的健康養生護理產品。另外，公司團隊擁有30多年豐富的中葯產品研制經驗，熟悉葯品
GMP認證工作及流程，可提供相關技術咨詢服務，如GMP廠房改造、生產設備配置、制劑工藝技術
改進、GMP管理檔編寫等。

產品介紹
                 速減壓沉香精油—聞香可減壓，香熏可安眠
                     - 承傳道家養生第一人東晉葛洪的秘方精制；
                     - 首創外用減壓產品，快速起效，穩定血壓；
                     - 外用調內，快速緩解胸悶、心慌、頭痛、頭暈；
                     - 有效舒緩壓力，預防腦中風、心髒病；
                     - 純中葯，無添加，蘊含名貴沉香成份，不含西葯，不傷肝腎；
                     - 滴入香熏機使用，保濕同時清新空氣，舒緩神經，幫助睡眠。

                 速通鼻精油 —百試不如一聞，鼻炎也能聞好
                     - 100%植物提取，不含激素、麻黃素、樟腦成份，安全可靠；
                     - 百試不如一聞：鼻炎也能“聞”好，輕松解決“鼻敏感”問題；
                     - 適合鼻塞、打噴嚏、流鼻水、頭暈人士；
                     - 過敏性鼻炎、花粉敏感症狀困擾人士；
                     - 感冒、吸煙、鼻竇炎人士；
                     - 身處空氣污染或受污染工作環境下之人士。

                 清痘膚精油—祛痘除印、止癢消腫
                     - 純天然草本精華，不含水楊酸、硫磺等化學成份；
                     - 有效止癢消腫，緩解痘痘紅腫痕癢問題；
                     - 溫和不刺激，快速修復滋潤肌膚，避免皮膚干脫；
                     - 安全低敏，抑制紅腫，緩解面部泛紅問題；
                     - 有效祛除痘印，平衡油脂。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68 4088     傳真：(852) 2468 4618     電郵：info@24hhealthy.hk 
地址：香港新界屯門新安街1號憶兆工業大廈
網址：www.24hhealth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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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陽坊醫藥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綠陽坊醫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主營中成葯保健品批發及零售，
是一家實力強，資質好，講求誠信，追求完美服務的專業經營中成葯品保健
品批發配送的綜合企業。

公司由葯企葯商資深從業人員創建，深切知悉葯品品質，廣泛了解消費者需
求，從葯廠到葯櫃，擁有全領域優質資源，享受最底平優惠價格，在同行業
中先天性占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

產品介紹

綠陽堂七厘散
綠陽堂七厘散主要成分蟬蛻、茯苓、甘草、珍珠、琥珀、僵蠶等名貴中
葯材，主治小兒驚癇、慢性支氣管炎、痰熱咳嗽、咽喉腫痛、驚風抽
搐，可定心安神、清熱解毒、袪痰止咳。

綠陽堂八寶驚風散
綠陽堂八寶驚風散采用川貝母、珍珠、膽南星、鉤藤等名貴中葯材，具
有潤肺止咳、消痰鎮驚、清肝明目，清熱解毒，豁痰定喘的功效，適用
于小兒夜啼、小兒驚風、食積不化、四肢抽搐、外感咳嗽、痰多氣急、
溫病高熱、急性支氣管炎、口渴煩躁。

綠陽堂保嬰丹
綠陽堂保嬰丹主要成分青礞石、九節菖蒲、燕窩、天竺黃、膽南星、珍
珠、琥珀、鉤藤等名貴中葯材。主治小兒夜啼、小兒驚風驚痰、痰逆喘
急、熱病神昏、食欲不振、頑痰膠結，有補肺養陰、開竅化痰的功效。

綠陽堂猴棗散
綠陽堂猴棗散主要成分珍珠、僵蠶、猴棗、薄荷、甘草、鉤藤、青礞
石、枳殼、川貝母、琥珀、膽南星、黃連。主治小兒疳氣、夜睡不寧、
溫病高熱、外感咳嗽、痰多氣急、胸悶氣滯，有豁痰定喘、消痰鎮驚的
功效。

綠陽堂八寶鹽蛇散
綠陽堂八寶鹽蛇散主要成分鹽蛇、川貝母、琥珀、枳殼、冰片、珍珠等
名貴中葯材。主治小兒疳積、小兒急驚、小兒痘陷、外感咳嗽、食積不
化。具有安神定驚、清肝明目、通諸竅、散鬱火的功效。

聯絡我們  
電話：(852) 3525 1248　　　傳真：(852) 3525 1247　　　
電郵：info@lifeshine-hk.com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8-40號華衛工貿中心702室 
網址：www.lifeshine-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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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捷成有限公司創立于1991年，業務以生產優質葯油、軟膏、煎膏劑及其他口服中成葯產品為主，
擁有200多款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產品及多個自家品牌如唐太宗、黃夫子等，百分百香港制造，產
品遵守嚴謹的「標準操作規程」(SOP) 制造及確保達到香港衛生署對中成葯產品的安全及衛生標
準，令消費者更具信心。

產品名稱
           唐太宗活絡油　　　　　唐太宗膏　　　　　黃夫子活絡油

  飛燕商標蜜煉三蛇膽燕窩羅漢果川貝枇杷膏　　　美年萬應萬用超級止痛膏

產品介紹
「唐太宗活絡油」配方正宗，瞬間滲透皮膚發揮鎮痛功效，快速紓緩8大痛傷 － 頭痛、背痛、酸
痛、痹痛、瘀傷、撞傷、扭傷、叮傷。鐵罐包裝，自用饋贈皆宜。

「唐太宗膏」 有效解除蚊叮蟲咬、舟車暈浪等不適，其薄荷腦成分能舒緩感冒鼻塞，加入熏衣草
油，芳香提神。軟膏清爽不油膩，輕巧小盒設計，隨身易攜帶。

「黃夫子活絡油」 含水楊酸甲酯可促進血液循環，具解除肌肉或關節疼痛之功效；只需涂抹患處
並輕力按摩，對舒緩腰酸背痛、撞瘀碰傷、跌打扭傷等非常見效。

「飛燕商標蜜煉三蛇膽燕窩羅漢果川貝枇杷膏」含珍貴中葯成分，配方能有滋潤、養顏、治咳、
除痰、清熱解渴、止咳潤喉的功效，男女老少皆宜服用。

「美年萬應萬用超級止痛膏」能舒緩各種日常痛症如筋絡淵痛、落枕頸痛、肌肉痛等。其止痛消
腫配方，能迅速滲透發揮散瘀、消腫、止痛三重功效，加速傷患復原。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25 5199　　　傳真：(852) 2481 0525　　電郵：enquiry@tongtaichung.com.hk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25-31號華業工業大廈A座15樓C室,16樓 E,F,M 室
網址：www.tongtaichun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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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馬南洋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星馬南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在香港自設廠房，專門制造高品質的外用搽劑，每一個生產程
序都跟從傳統工藝精制而成，產品擁有香港中成葯注冊編號及符合香港衛生署安全規格。公司現
時擁有5個自家商標注冊品牌包括鎮痛霸、八王爺、鴨都拿、美德堂及拿督牌，而旗下活絡油鐵罐
裝系列更在香港葯房熱賣多年，深受用家喜愛，密封鐵罐包裝，不易滲漏，令產品品質得以保存
更佳。

產品名稱
  鎮痛霸活絡油　　 　八王爺活絡油　 　　鴨都拿活絡油　 　　美德堂活絡油
       

產品介紹 
鎮痛霸活絡油（HKP-01706）
「鎮痛霸活絡油」配方中的三大鎮痛成分－ 水楊酸甲酯，薄荷腦、桉葉油，用于舒筋活絡，止
痛，袪風散寒，消腫除痹，活血化瘀，舒緩舊患。

八王爺活絡油（HKP-01704）
「八王爺活絡油」的均衡配方組合對於筋絡疼痛，四肢麻痹，腰酸背痛，跌打扭傷，關節僵硬等
問題均奏實效，鐵罐密封包裝，送禮自用皆宜。

鴨都拿活絡油（HKP-01705）
「鴨都拿活絡油」含水楊酸甲酯具消炎鎮痛，解除關節或肌肉疼痛、酸痛之功效；每天用活絡油
在患處慢慢按揉，有助舒緩痛楚，舒筋活絡及預防痛症之功用。

美德堂活絡油（HKP-01707）
「美德堂活絡油」中的薄荷腦具疏風散熱、袪風通絡止痛之效；而桂葉油能活血袪瘀，舒緩不同
程度的關節肌肉疼痛等問題。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425 5199　　傳真：(852) 2481 0525　　電郵：enquiry@tongtaichung.com.hk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25-31號華業工業大廈A座16樓K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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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吳錫奎日本整脊醫藥學會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發明人吳錫奎為祖傳中醫，留學日本專門研究脊椎病變。創制羓雞丸及頸適安，解決脊椎病變，
軟組織損傷，頸腰問題。脊椎病用手法矯正之后，配合中成葯，可縮短療程，且能長期穩定，復
發機會減少。

產品介紹

頸適安 
(三瓶為一療程) HKP-02369 養肝保腎‧舒筋活絡‧活血止痛‧
利水祛濕
成份：女貞子、黃精、僵蠶、丹參、藿香、雞血藤、鹿含草、葛
根。
適應：頸、肩、腕酸麻、頸梗、轉動牽扯、無力、發響。
頸為何不適: 科技進步，電腦、電視、手機、看書，現代生活取
代原始。但是，自人類直立行動至今，頸椎承擔18-20磅重量頭
顱。影響頭痛、頭暈、失眠。頸適安以補腎養肝為主，有動物劑
與植物劑配合。兩者結合，效果益彰。

羓雞丸
(三瓶為一療程) HKP-01201 壯腰保腎‧舒筋活絡‧活血止痛‧
驅風逐濕
成份：女貞子、鹿尾羓、雞血藤、鹿含草、金狗脊、杜仲、海
馬、沙魚骨、木瓜。
適應：長期腰酸、腿痹、無力起身、轉身難、酸軟、頸酸痛、肩
痹痛、跌打、久患、骨響 。 
腎為先天，生命之本。腎主骨、肝主筋，乙癸同源，肝腎同根。
腎氣足，生命力強，因此精神充沛，烏發，頭暈眼花少，腦力有
余，精神佳。補腎同時可以減少骨膠丟失，以補令通原理，補腎
之餘，通絡活絡。羓雞丸療補兼施，久服無妨。羓雞丸有動、植
物補腎配合，對血肉有情，容易吸收，較單純植物，或單純動物
補腎更加，羓雞丸采用名貴中葯，香港制造，男女皆宜。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454955     傳真：(852) 25439217 電郵：hkngshekkwaijcmal@yahoo.com.hk
地址：香港中環 皇后大道中368號 偉利商業大廈4樓7-8室
網址：http://www.ngshekkwai.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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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蘭制藥（香港）有限公司
產品名稱 

威斯蘭救肝靈（原名：威斯蘭乙肝靈）

本葯品于2002年至2005年間交予"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葯研究所"在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作臨
床測試。從臨床上得知本品除對乙型肝炎大小三陽轉陰有強效外，對肝脏其余功能及指標數值有
頗大功效。

適用：肝脏大小三陽（兩對半）、長期工作過勞、睡眠不足、精神不振、體力透支、煙酒過多者
皆可服用。

功能：肝脏大小三陽（兩對半）轉陰、提高人體免疫能力、增強肝、脾、腎功能、固本培元。
安全檢驗（包括毒性、重金屬、殘余農葯及微生物）全部及格

* 有關研究結果已刊登于08年9月出版之《中華中西醫臨床雜誌》第八卷P. 680；相關研究報導亦
于08年11月6日在大公報P.A19、文匯報P.A13、明報P.A30、太陽報P.A16、東方日報P. A12、
都巿日報P. 25、蘋果日報P. A2、AM 730 P. 22刊登。（多份報刊刊登標題：中大研究發現中
葯可抑乙肝毒）

* 發表研究結果學者：
1. 陳力元教授　腸胃肝脏科專科醫生內科及
   葯物治療學系教授肝脏護理中心主任
   <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葯物治療學系>

2. 梁秉中教授　新亞書院院長醫學院矯形外科及
   創傷學講座教授中醫中葯研究所管理委員會
   主席
   <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葯研究所>

聯絡我們
制造商：威斯蘭制葯（香港）有限公司
電　話：(852) 2455 1398
新界屯門新安街2號富益商業大廈5樓502室
總代理：匯懋發展有限公司
電　話：(852) 2541 9099
網址：www.viceroypharm.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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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倫制藥（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嘉倫制葯（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總部設于香港。敝司主要生產世界領先的婦科抗腫
瘤葯品——婦寶百靈丹（原名：消瘤丸），主要治療各種腫瘤、婦科腫瘤、各種異位、子宮內膜
異位、各種癌症等。

如：卵巢囊腫、多囊症、子宮肌瘤、子宮腺肌症、各種異位、乳房腫塊、乳腺肌瘤、增生、宮頸
囊腫、息肉等。婦寶百靈丹的誕生，是治療婦科腫瘤領域里的一場革命性的進步和飛躍，從此改
變了婦科腫瘤無葯可治，開刀還要再復發的束手無策的局面。給婦科腫瘤患者特別是子宮內膜異
位、腺肌症患者帶來救命性的福音。由無葯可吃、無醫可治，變為輕松服用婦寶百靈丹即可治
愈！如今，各種污染造成了巨量的婦科腫瘤患者，80%的成年女性患有各種婦科腫瘤，在國內、
在世界上都是無葯無醫可治，開刀不僅不能治愈，還會帶來生命危險和開刀的痛苦不堪，造成長
時間的難以恢復。有了香港產的世界領先的"婦寶百靈丹"就可以造福世界、造福人類！同時也歡
迎國內有實力的大型基金、風投與敝司合作。該產品具有以下特點：競爭少、產品先進、世界領
先、獨家生產、社會急需、市場無限、可持續發展。應該是當今最好的投資優質項目。這是一個
無限巨大的市場，願與您共同創造未來！

產品名稱
婦寶百靈丹（原名：消瘤丸）。

   

產品介紹
香港嘉倫制葯（香港）有限公司產的世界首創產品——婦寶百靈丹（原名：消瘤丸），主要治
療：各種腫瘤、婦科腫瘤、各種異位、子宮內膜異位、卵巢囊腫、多囊、子宮肌瘤、子宮腺肌
症、乳房腫塊、乳腺增生、乳腺肌瘤、小葉增生、宮頸息肉、宮頸囊腫、輸卵管粘連、不通引起
的不孕、並對各種癌症有較好的療效。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6858 1390　　　　　內地(86) 138 0267 7121
電郵：dwhk88@126.com　　　　　     微信：dwhk545334644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偉業街128號香港企業大廈12/F B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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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春堂中藥廠

公司簡介
始源于1995年，扎根香港的本土品牌。多年來致力于中醫葯及保健的發展為基礎。本公司產品
100%香港制造。

以"人生有限，青春無限"的理念和宗旨，本著良心制葯，出產優質安全的中成葯產品，帶給每個
家庭豐盛、健康及美滿的人生。

當中多款葯品已獲發中成葯注冊編號 ，通過嚴格的品質審查，包括三安測試(農葯、微生物及重
金屬)、穩定性報告和多種認證等等，給予消費者的信心保證。
業務發展于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地區

產品介紹
HKP-05723 柏齡腦活素 (60 粒及 150 粒裝 ) 
本品成份為純漢方中葯，經多年研制測試，對人體有補氣養
陰，滋腎健腦，益智安神之功效 , 適合心肝不足 , 氣腸兩虛之
患者。
 

HKP-10710 回春堂健腎王 (100 粒及 300 粒裝 ) 
本品以多種名貴葯材，提取過濾，濃縮成稠膏，干燥，加入鹿
鞭粉碎成細粉，過篩，與人參乳混均勻，加煉蜜及適量水混為
小丸，干燥，包衣，打包，包裝。 

HKP-05702 回春堂古方保嬰丹 (10 支裝 ) 
保嬰丹為兒科要葯，本丹乃古方配制。本品選用名貴珍珠，燕
窩，琥珀及上等之天然正葯提煉而成，不寒不燥。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95 8587　　　　傳真：(852) 2609 2589　　　　
電郵：kenny@cerayc.com 
WeChat公眾號 / Facebook　　　　專頁 : 香港回春堂中葯廠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黃竹洋街15-21號華聯工業中心B座17樓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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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濟眾堂中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
市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并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
行業里創立湛新的營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
南地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
層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
更以”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
法。

產品名稱
濟眾堂珠珀保嬰丹、濟眾堂珠珀猴棗散、濟眾堂珠珀七厘散、濟眾堂珍珠八寶驚風
散、濟眾堂燕窩疳積散

   

產品介紹
濟眾堂珠珀保嬰丹--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感冒發熱、痰涎壅盛、食滯不消、脘腹脹痛、煩噪不寧、吮乳啼哭。

濟眾堂珠珀猴棗散--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疏風解表，燥濕化痰，息風鎮驚。主治外感發熱，痰涎壅盛，咳嗽氣促，清暑泄熱，驅除
急慢驚風，解表化濕除滯。

濟眾堂珠珀七厘散--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急慢驚風、丶嘔吐乳、解熱除痰、外感發熱、煩燥不寧、積滯難舒。

濟眾堂珍珠八寶驚風散--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小兒急慢驚風散、外感風寒、身熱面赤、痰涎壅滯、咳嗽氣促、嘔吐洩瀉、夜啼驚跳、風
熱煩噪。

濟眾堂燕窩疳積散--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疳積蟲積、大便閉結、肛門痕癢、小兒驚悸、夜睡不寧、肢倦神疲、進食不思、面黃肌
瘦、易哭易怒。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93 0123　  　　　傳真：(852) 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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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濟眾堂中藥廠
公司簡介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
市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并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
行業里創立湛新的營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
南地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
層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
更以”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
法。

產品名稱
濟眾堂百步追風活絡油、濟眾堂蜜煉燕窩川貝枇杷膏、濟眾堂速效鼻敏感丸、濟眾
堂極品金裝海狗丸、濟眾堂前列康丸

        

產品介紹
濟眾堂百步追風活絡油--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四肢痳痹，肌肉酸痛，去瘀消腫，無名腫毒，頸肩酸痛，驅風袪濕，蚊蟲咬傷，腰酸背
痛，舒筋活絡，跌打舊患等。

濟眾堂蜜煉燕窩川貝枇杷膏--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新久咳嗽、皮膚干燥、燥熱咳嗽、傷風咳嗽、咽喉作癢、老人久咳、喉炎喉痛、感冒咳
嗽、眼熱唇焦、氣促喉乾、胸隔翳悶、痰嗚氣促、小兒雞咳、肺燥肝熱。

濟眾堂速效鼻敏感丸-- 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宣通鼻竅，散風消炎，利膽瀉火，化濁化痛。能減輕鼻敏感及鼻炎症狀，包括減輕鼻塞，
流鼻水、枯草熱等。

濟眾堂極品金裝海狗丸--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補腎壯腰、強健機能、固本回春、精力暢旺。

濟眾堂前列康丸--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 

簡介﹕扶正固本、滋陰益腎、舒通利尿。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93 0123　  　　　傳真：(852) 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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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加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香港美利加葯廠有限公司創始人羅星如先生于1954年在香港成立以中成葯為主的美利加葯廠，以
「以客為尊、專業為本、品質唯先、創新至上」為企業理念。 經多年發展，于1981年由在任董事
局主席羅祿斌先生設立香港美利加葯廠有限公司，保持中葯傳承的基礎，借助現代科技創新，揉
合中西醫葯的有效融合，配合標準化管理理念以及員工的專業知識和多年的制葯經驗，開發出各
式各樣的葯物制品。並以保健產品業務為輔，不斷推進健康產業持續快速發展，成就如今六十年
的品牌。而美利加董事局主席羅祿斌先生于2013年8月成為玉龍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此公司
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股票號碼:DGJI)，其主要業務為現代化的中成葯。此舉突顯美利加正逐步開
拓發展空間，以香港為基地邁向國際。

產品名稱
1. 骨樂靈止痛軟膏   2.骨樂靈除痹止痛露   3. 舒喉樂柑橘潤喉露　  4. 美然康幼兒魚油滴劑　 

5. 靈芝堂四季平安保心膏   6. [笑佛牌]通關活絡油   7. 笑佛牌田七正骨水50毫升

           

產品介紹
1. 骨樂靈止痛軟膏　60克 (中成葯注冊編號 HKP-14690)

紓緩肌肉疼痛、僵硬及痙攣症狀。例如運動創傷、腰酸背痛等。涂搽葯膏，輕輕摩擦患處，增加血液循環，消除
疲勞。成份：水楊酸甲酯、薄荷腦、樟腦　　　香港制造

2. 骨樂靈除痹止痛露　65克 (中成葯注冊編號 HKP-02509)
走珠按摩除痹痛＊純中葯提煉而成之啫喱露＊特設滾動按摩珠，可配合穴位按摩＊止痛、除痹、活血、化瘀、舒
筋、活絡葯物迅速直達患處，加強止痛、除痹、活血、化瘀、舒筋、活絡之功效。而且清潔衛生，免除用手觸及
患處，旅行家居必備。 成份：薄荷腦、樟腦、田七、骨碎補、獨活及防風　　　香港制造

3. 舒喉樂柑橘潤喉露　25包，每包5毫升
舒喉樂柑橘潤喉露有順氣及潤喉的功效。產品特性：1. 草本提取物成份。2. 可口的柑橘味。3. 方便服用。
4. 沒有副作用。5. 對兒童及老年人因喉部引起不適的情況更為有效，成份：彩葉草油、姜油配合柑橘汁　　　　
越南制造

4. 美然康幼兒魚油滴劑 50毫升
1. 液體DHA，水混溶性，可易于吞服和吸收。2. 幫助寶寶大腦發育，防治視力，提高記憶力，增強免疫。3. 獨
有山楂成分，可健脾開胃。4. 含有維生素A、D、E，可防治貧血和感冒、促進鈣吸收、抗氧化。成份：魚油、山
楂果實提取物濃度4:1、牛奶鈣　　　澳洲制造

5. 靈芝堂四季平安保心膏　每盒12瓶，每瓶8克 (中成葯注冊編號 HKC-16217)
在戶外活動遇上蚊蟲或撞傷時，可紓緩蚊叮蟲咬之不適及肌膚外傷。跌打腫痛、肌肉酸痛、湯火灼傷、抽
筋痹痛、舟車暈浪、頭痛肚痛、消腫止痛等。成份：薄荷腦、樟腦、薄荷油、水楊酸甲酯、桉油、檀香油　　　　　
香港制造

6. [笑佛牌]通關活絡油　(中成葯注冊編號 HKC-16457)
百年老字型大小，有跌打扭傷、消腫止痛、通關活絡之功效。成份：水楊酸甲酯、薄荷腦、桉油、樟腦、松節油　　　
香港制造

7. 笑佛牌田七正骨水　50毫升(中成葯注冊編號 HKP-02219)
本產品配方蘊含傳統中葯萃取精華。百年老字型大小，有活血、袪瘀、止痛之功效。主治：跌打扭傷、止
痛消腫、運動過度引起的肌肉關節痛症。成份：獨活、桂枝、骨碎補、血余炭、黃柏、川斷、澤蘭、田七　　　　　
香港制造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6991410　　　　傳真：(852) 26057628　　　　電郵：medicine@merika.com.hk
地址：香港新界火炭黃竹洋街華聯工業中心3樓19室            
網址：www.merika.com.hk　　　　　Facebook：www.facebook.com/Merika.Medicine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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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泰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公司概況：設立于香港,專營各類葯品銷售 
  
發展狀況：公司以葯品為主，為各葯店及企業客戶貼牌生產各類葯品及保健品，更為客戶提供葯
品注冊及商標注冊服務。公司以專業態度配合各產品安全需要，更和國際化驗所合作，驗證產品
品質，為各客戶提供專業保障

產品介紹
山東阿膠，活絡油，風濕膏貼，心丹和醫護膚系列等供應萬寧屈臣氏及各大葯店，更遠銷國外 

 
福正牌山東阿膠

聯絡我們
電話：香港(852) 2614 2060, 內地(86)18823388035　　　　電郵：dongtai818@yahoo.com.hk
地址：香港新界葵芳葵喜街38號都會坊20樓20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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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發貿易公司
公司簡介
從事代理經銷世界各地優質中西成葯為主要業務，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公司宗旨不斷發
掘及挑選真材實料，並且品質有保證之葯品作為代理。由于市場充斥不少假冒及差劣中西成葯，
直接影響市民的健康及對服用中西成葯有所顧忌，作為葯業界經營者，本公司致力推廣屬下代理
之優質葯品，建立信心標志。

產品介紹

五塔標行軍散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0125
功效：止肚瀉、胸膈悶塞、胃酸過多、舟車暈浪

五蜈蚣標丸
中成葯注冊編號：HKC-16328

功效：生津潤喉、滋陰潤肺、固肺利咽、止咳化痰

上標油系列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0126(油) / HKP-00136(紅) 
/ HKP-00164(白)
功效：蚊叮蟲咬、感冒鼻塞、肌肉酸痛、頭暈眼眩

稻穗標青草藥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0169

功效：牙齒疼痛、止血止痛、輕微燙傷、輕微割傷

泰拳油 & 泰拳膏
中成葯注冊編號：HKNT-16527(膏) / HKC-16595(油)
功效：肌肉酸痛、跌打扭傷、碰傷袪瘀

印尼蜂標萬應莪術油
中成葯注冊編號：HKP-00165

功效：舒緩腰背痛、關節扭傷、筋骨酸痛、燙火灼傷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44 4735　　傳真：(852) 2544 9174　　電郵：chiufatc@biznetvigator.com
地 址：香港上環永樂街116-118號昌生商業大廈15樓
網址: http://www.chiufa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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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偉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市
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并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行業
里創立湛新的營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南地
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層
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更以
"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法。

產品名稱
公牛牌風痛靈、公牛牌坐骨腰痛、公牛牌骨痛靈、公牛牌骨刺丹、地球牌舒絡寶

        

 

產品介紹
公牛牌風痛靈--鴻偉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刺骨痳痺、手震腳軟、頭痛，背痛、坐骨腰痛、風痛性關節、四肢
麻木、筋骨酸痛等均有顯著療效。

公牛牌坐骨腰痛--鴻偉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手軟腳震、四肢麻木、頭痛，背痛骨痛、剌骨痳痺等均有顯著療
效。

公牛牌骨痛靈--鴻偉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手軟腳震、四肢麻木、頭痛，背痛骨痛、剌骨痳痺等均有顯著療
效。

公牛牌骨刺丹--鴻偉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肌肉腫痛、四肢脾痛、關節風痛、腰肌勞損、手足麻痺、腰酸背痛等症。

地球牌舒絡寶--鴻偉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刺骨痳痺、手震腳軟、頭痛，背痛、坐骨腰痛、風痛性關節、四肢
麻木、筋骨酸痛等均有顯著療效。

聯絡我們
電話：（852）2793 0123　　　　傳真：（852）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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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太和堂
吳振武中醫藥研究所暨診療中心

公司簡介
本號成立至今已20年，匯中醫葯研究、診療及中成葯研制于一爐，產品除參研古方外，並根據中
醫葯理論及臨床經驗、研究資料研制，選料上乘，香港制造，獲香港衛生署認證中成葯制造商及
產品批號。

產品名稱
健體消脂紅景天膠囊丶HKP12529丶

產品介紹
本品參照中醫葯理論，以調節人體氣血陰陽、促進脏腑機能為前題，達至預防治療效果。功能活
血化瘀、益氣生津、清肺安神、優化體質。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379 0707　　　　　傳真：(852) 2443 3006
電郵：harmonyhall@netvigator.com
地址：香港九龍大角咀合桃街一號福昌工廠大廈 B 座 6/F 8室
網址：吳振武 http://www.Ng CHUN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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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市
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並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行業
里創立湛新的行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南地
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層
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更以
"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法。

產品名稱 
濟眾堂特效胃氣痛膠囊、公牛牌腦活素、安宮牛黃丸、濟眾堂盈康極品蟲草CS-4膠
囊、濟眾堂盈康靈芝孢子元素膠囊

產品介紹
濟眾堂特效胃氣痛膠囊--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能舒肝和胃、祛除胃脘疼痛、嘔惡冷酸、胃灼熱及各種胃病所引起的胃痛、胃酸過多、胃氣脹痛、
痙攣性胃痛、消化不良等都具有良好的療效。功能：行氣活血，緩急止痛。主治：胃痛、胃酸過多、胃灼
熱、胃氣脹及腸胃痙攣等。

公牛牌腦活素--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本品乃最新研制出對腦部神經有極大舒緩作用。腦部乃人體內最重要的組織，又是最易受創之部
位。故此，對于腦部的保護是急切而又不可忽視的。本品選取一級珍貴中葯材，配以先進的高科技制葯程
式，產品質量絕對附合標準，加上本品乃以純漢方葯材，于身體方面沒有副作用刺激，用家可安心服用。

安宮牛黃丸--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清熱解毒、鎮驚開竅、安神醒腦、僻穢除痰。適應症：用于熱邪內陷、邪入心包、高熱驚厥、痰熱
壅閉心竅所引致的高熱煩躁、神昏譫語。

濟眾堂盈康極品蟲草CS-4膠囊--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適合關注以下問題人氏：呼吸道氣管問題、鼻敏感症狀、需要清肝保肝、精神壓力及失眠、心脏血
管問題、脫發美容及腎脏健康人士。

濟眾堂盈康靈芝孢子元素膠囊--鴻運貿易(國際)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增進人體的免疫功能，促進新陳代謝，改善血液循環、呼吸及消化功能，有推遲衰老和增強抵抗力
等功能。主治：適用于免疫功能低下，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心悸怔忡，健忘失眠，以及咳痰喘息，久咳
不止等 。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93 0123　　　　  傳真：(852) 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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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運貿易(藥業)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市
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并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行業
里創立湛新的營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南地
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層
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更以
"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法。

產品名稱 
公牛牌鼻炎靈、鴻運牌極品五鞭海狗丸、特效胃必治、公牛牌秘制通血丸、寶生堂
烏雞白鳳丸

產品介紹
公牛牌鼻炎靈--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宣通鼻竅，散風消炎，利膽瀉火，化濁化痛。能減輕鼻敏感及鼻炎症狀，包括減輕鼻塞，
流鼻水、枯草熱等。

鴻運牌極品五鞭海狗丸--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補腎壯腰、強健機能、固本回春、精力暢旺。

特效胃必治--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出品總代理

簡介﹕行氣活血，緩急止痛。主治：胃痛、胃酸過多、胃灼熱、胃氣脹及腸胃痙攣等。

公牛牌秘制通血丸--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行氣通血、強筋壯骨、舒筋通絡、袪風止痛、手腳麻痺、四肢冷痺、筋痛骨痛、活血化
瘀。

寶生堂烏雞白鳳丸--鴻運貿易(葯業)有限公司總代理

簡介﹕活血增力、滋潤肌膚、體冷氣弱、健體美顏、容顏嬌艷、四肢疲勞、保產安胎、不復整
痛、產后保養。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93 0123　　　  　傳真：(852) 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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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經營各國治療及保健產品，當時承接上世紀50年代在港扎根的品牌，不斷研發，深入了解市
場需求，更接觸批發、零售等層面。批發代理中西葯，並經營各類進出口貿易，在醫療保健行業
里創立湛新的行銷手法而備受同業支持。本集團旗下的品牌產品已成功進駐香港、澳門及東南地
區，超過1000間以上葯房葯行，亦與多間知名連鎖店合作，將企業產品，帶到市場上的各個層
面，惠及更多用家。 中西成葯及保健產品多元化令企業的知名度不斷提高，企業將旗下產品更以
"系列"形式歸納為家喻戶曉的產品；務求用家能對症下葯，選擇到合適自身的治療保健方法。

產品名稱
濟眾堂特效頑菌妥、南聯骨節靈、超速效風痛剋星、公牛牌鼻炎靈、美國旗牌骨刺丹

產品介紹
濟眾堂特效頑菌妥--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清熱解毒，消腫散結。主治：咽喉干燥哽痛、結腸胃炎痛、支氣管炎、唇瘡飛滋、皮疹熱
毒、牙齦炎腫、瘡毒瘡腫、小便短赤、尿路感染、舌紅苔白等。

南聯骨節靈--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刺骨麻痹、手震腳軟、頭痛，背痛、坐骨腰痛、風痛性關節、四肢
麻木、筋骨酸痛等均有顯著療效。

超速效風痛剋星--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刺骨麻痹、手震腳軟、頭痛，背痛、坐骨腰痛、風痛性關節、四肢
麻木、筋骨酸痛等均有顯著療效。

公牛牌鼻炎靈--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簡介﹕適合關注鼻炎，鼻敏感症狀人氏，能減輕鼻敏感及鼻炎症狀，包括減輕鼻塞，流鼻水、枯
草熱等。

美國旗牌骨刺丹--美國康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簡介﹕風痛剌骨、腰酸背痛、刺骨麻痹、手震腳軟、頭痛，背痛、坐骨腰痛、風痛性關節、四肢
麻木、筋骨酸痛等均有顯著療效。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793 0123　　  　　傳真：(852) 2793 0022　　　  　電郵：info@hungwin.net
地址：九龍觀塘道342-344號泉源工業大廈10樓
綱址：www.hungwin.net/; www.hungwin.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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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本廠創辦于1955年，產品行銷東南亞及港澳各地，部份產品遠銷英國及歐洲各地。 

產品名稱  

1. 王牌萬能精

2. 獅球金裝活絡油

3. 觀音消痛追風活絡油

4. 王牌驅風祛濕消痛油

5. 興隆驅風油

6. 祥隆驅風油

7. 王牌紅花油

 

聯絡我們
電話：(852) 2547 4628  　　傳真：(852) 2858 5691  　　電郵：bernardyiu1220@gmail.com
地址：香港西區山道7-9號長發工業大廈10樓A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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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性堂制藥廠
 

公司簡介
何明性堂創于清初順治八年（1651）前后，至今已有300多年歷史。始創人是廣東省南海縣何宗
玉，何君泰叔侄兩人。初營熟葯飲片，后改為專業制造中成葯制劑，產品有大蜜丸、小丸、散
劑、涼茶劑等。

何明性堂旗下最出名的非雙料紅丸這款產品莫屬。其功能包括但不僅限于滑大腸，解熱毒，去積
滯，清胃熱，除百毒，治撞紅等。婦女妊娠，產后忌用。

產品介紹

何明性堂（雙料紅丸）
功能主治

滑大腸　解熱毒　去積滯

清胃熱　除百毒　治撞紅

 

聯絡我們
HO MING SING TONG
FLAT G1311, 13/F, PH2 KWAI SHING IND BLDG
42-46 TAI LIN PAI RD,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聯絡人：何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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