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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知識產權署商標註冊處 
Trade Marks Regist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在註冊申請詳情公布後要求修訂貨品／服務說明 

 
商標註冊處處長收到下列根據《商標條例》(第 559 章)第 46 條提出的修訂申請要
求。 
 
根據《商標規則》(第 559 章附屬法例)第 26 條，任何聲稱受擬作出的修訂影響的
人，可在本公告公布的日期後三個月內，採用表格第 T6 號提交異議通知。(例如，
若果公布日期爲 2003 年 4 月 4 日，則該三個月的最後一日爲 2003 年 7 月 4 日。)
異議通知須載有提出異議的理由的陳述，該陳述尤須解釋如作出修訂，異議人會如
何受有關修訂影響，以及異議人為何認為作出該項修訂會違反《商標條例》第 46
條。異議人須在提交異議通知的同時，將該通知的副本送交有關申請人。 
 
根據《商標規則》第 95 條，提交異議通知的限期不得延展。 
 

REQUESTS FOR AMENDMENT OF SPECIFICATION OF GOODS OR SERVICES 
AFTER PARTICULARS OF THE APPLIC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Registrar of Trade Marks has received the following requests for amendment of 
applications under section 46 of the Trade Marks Ordinance (Cap. 559). 
 
Under rule 26 of the Trade Marks Rules (Cap. 559 sub. leg.), any person claiming 
to be affected by the proposed amendment may, within 3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this publication, file a notice of objection on Form T6. (For example, if the 
publication date is 4 April 2003, the last day of the 3-month period is 4 July 
2003.)  The notice of objection shall include a statement of the grounds of 
objection, which statement shall, in particular, explain how the objector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amendment and why in the objector’s opinion the amendment would 
be contrary to section 46 of the Trade Marks Ordinance.  The objector shall, at 
the same time as he files the notice of objection, send a copy of it to the 
applicant of the application in quest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under rule 95 of the Trade Marks Rules, extension of time 
cannot be allowed for filing the notice of objection. 
 
[210] 商標申請編號： 

Application No.: 
301125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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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商標： 
Mark: 

 
[730] 註冊申請人姓名／名稱、 

地址： 
Applicant's Name, Address: 

衍生行有限公司 
香港 新界元朗宏業西街 11 號 元朗科技中心 12 樓 

[740/7
50] 

註冊申請人的送達地址： 
Applicant's Address for 
Service: 

衍生行有限公司 
香港 
新界元朗宏業西街 11 號 
元朗科技中心 12 樓 

[571] 商標描述： 
Mark Description: 

不適用 

[511]   類別編號： 
Class No.:       

4, 5, 10, 16, 17, 18, 20, 21, 22, 24, 25, 29, 30, 32, 
33 

[442] 公布獲接納註冊申請日 
期:  
Date of Publication of 
Acceptance for 
Registration: 

14-11-2008 

 
申請人擬修訂類別 5的貨品／服務說明如下： 
The applicant proposes to amend the specification in Class(es) 5 to read as follows: 
類別 Class 5 
三氯甲烷，三碘甲烷，中國人參製品，中式營養食品(藥用)，中式營養飲品(藥用) ，中式醫藥營養
品，中樞神經系統用藥，中樞神經系統用藥劑，草藥，中草藥膏，中草藥藥油，中草藥製成品，中
藥成藥，中藥成藥口服液，中藥成藥沖劑，中藥成藥膏布，中藥散，中藥材湯包，中藥沐浴露，中
藥油，中藥眼滴劑，中藥藥材，中藥藥膏，中藥藥酒，中藥製劑，中藥製粉，中藥貼，中藥酒製
劑，中藥飲片，乳糖，乳脂 ，乾癬藥劑，乾製藥用菌，人參，人參製品(口服液)，人參製品(片
劑)，人參製品(粉劑)，人參製品(顆粒劑)，人參靈芝孢子粉(藥用食品)，人工受精用精液，人用中
藥製劑，人用和獸用微量元素製劑，人用局部性抗黴菌藥品，人用微量元素製劑，人用殺菌劑，人
用生物製劑，人用疫苗，人用荷爾蒙，人用藥，人用藥品，人用藥油，人用防蚊液，人用驅蚊貼
片，代用血漿，以礦物質為主的健康食品補充劑，以維他命為主的健康食品補充劑，伽瑪血球蛋白
製劑，便秘舒緩劑，保健茶包(中草藥)，假牙用瓷料，假牙粘合劑，假牙粘膠劑，健康營養食品(醫
藥用)，健康補品(中草藥)，健康食品添加劑(醫用)，健神經劑，催生劑，傷風感冒製劑，傷風油，
免疫試驗用藥品，免疫調節藥劑，內服中成藥品，內服保健藥丸(醫用)，內服及外用藥酒，冰箱用
吸味包，冰箱除臭劑(去味劑)，凍傷用藥劑，凍傷用藥膏，凍傷藥膏，凍瘡製劑，出牙劑，分析及
醫學用稀釋藥劑，利尿劑，助消化之胰島激素補充劑，動物用含藥性洗滌劑，動物用殺菌劑，動物
用消毒劑，動物用藥品，動物用衛生製劑，動物用防寄生蟲套圈，動物用防寄生蟲頸圈，動物蹄用
膠合劑，動物蹄用膠粘劑，包紥繃帶，包紮傷口用繃帶，化學原料藥，化學盥洗室用消毒劑，化學
藥物製劑，化學避孕劑，化學驅蟲驅蚊劑，北美黃連堿，卵磷脂粉(藥用)，卵磷脂顆粒(藥用)，去
濕茶，去頭皮屑的藥物製劑，參花消渴茶，參茸，參茸製品，及靈芝孢子粉(醫用)，口服用胎盤素
膠囊(醫用)，口服疫苗(醫用)，口服藥液，口瘡及飛滋治療蜜劑，口腔止痛劑，口腔消炎劑，古拉
爾氏水(稀次醋酸鉛溶液)，可卡因，可調節血脂，各類男女催情醫藥，吊膿膏，含汞藥劑，含礦物
質之營養補充品，含維他命之營養補充品，含蛋白質之營養添加劑(藥用)，含蛋白質之營養粉(藥
用)，含蛋白質乳劑(藥用)，含酵母菌之樟芝營養補充劑(藥用)，含長白山人參成份的醫用營養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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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含鴉片製劑，吸收式失禁用尿布褲，咳嗽糖漿(藥用)，咳嗽藥糖(藥用)，哺乳用墊，唾液刺激
藥品，喘咳膏，嗅鹽，器官治療劑，土壤消毒劑，土壤消毒製劑，坐瘡藥劑，培養細菌用的溶劑，
培養細菌用的肉湯，培養細菌用肉湯，填塞牙孔用料，填塞牙模用料，填牙材料，外傷藥用棉，外
用中藥止痛噴劑，外用擦劑(醫用)，外用藥油，外用藥物，外用藥膏，外科包紮物，外科和矯形用
黏固劑，外科或整型外科用骨頭結合物，外科手術用布(織物)，外科手術用無菌布，外科手術用通
氣膠布，外科敷料，外科用潤滑軟膏(醫用)，外科用紗布，外科用織物，外科用肩繃帶，外科移植
物(活組織)，大蒜油丸(醫用)，大蒜油粉(醫用)，大蒜精膠囊(醫用)，大豆異黃酮，天然卵磷脂，
天然大蒜精(藥用)，天然營養補充劑(藥用)，失禁吸收襯褲，失禁用尿布，失禁用尿褲，女性衛生
巾，女性衛生用品，婦女陰道灌洗藥劑，嬰兒乳粉，嬰兒奶粉，嬰兒用含乳麵粉，嬰兒米粉，嬰兒
豆奶粉，嬰兒食品，嬰兒食品罐頭，嬰兒食物，嬰兒麥粉，安眠藥，安神藥劑，小麥黑穗病化學處
理劑，尼古丁減除劑(醫用)，山藥粉(藥用)，已裝藥急救箱，巴豆莖皮，幼蟲驅除劑，強心劑(醫
用)，微生物用營養物質，心臟血管用藥，心臟顯影劑，心電圖描記器電極用化學導體，急救箱(已
裝藥)，急救箱(備好藥的)，感冒傷風素(膠囊)，感冒液，懷孕診斷用化學劑，懷孕診斷用化學製
劑，成人紙尿褲，成人紙尿片，戒煙助劑，戒煙口嚼藥錠，打蟲藥，抑制黴菌生長藥劑，抑菌護手
膜(藥用)，抗厭氧性藥品，抗嘔劑，抗尿酸劑，抗帕金森症藥劑，抗心律不整劑，抗心律不整藥
品，抗心絞痛劑，抗惡性腫瘤劑，抗憂鬱藥劑，抗氧化營養補充劑，抗氧化藥劑，抗汗藥劑，抗潰
瘍藥劑，抗濾過性病原體藥劑，抗牙周病治療劑，抗生素，抗病毒藥劑，抗痙孿藥，抗痢疾藥劑，
抗瘧疾藥劑，抗癌劑，抗癲癇藥，抗癲癇藥劑，抗組織胺藥劑，抗結核病藥劑，抗菌素，抗血液栓
塞劑，抗過敏藥劑，抗隱花植物製劑，抗風濕病圈環，抗高血壓藥品，抗齲齒藥劑，拇囊炎襯墊，
捕蒼蠅用粘膠，捕蠅粘膠劑，排毒丸(醫用)，排毒生肌膏(膏藥)，排汗藥，控制皮膚色素之生理藥
物，提神藥劑，提高人體免疫力的的保健食品(醫用)，搽劑，支氣管擴張劑(藥用)，支氣管擴張製
劑，放射性藥品，放射線用造影劑(醫用)，散劑(藥用)，整腸劑，敷料紗布，敷藥用材料，斑蝥
粉，月經墊，月經帶，月經栓，月經用墊，月經用止血棉，月經短內褲，月經繃帶，月經衞生用
品，月見草油膠囊(藥用)，杏仁、薄荷糖為主要原料製成的保健食品(醫用)，枇杷汁(藥用)，枇杷
膏(藥用)，枇杷露(藥用)，果寡糖漿(藥用)，栓劑，棉球(醫用)，棉花(醫用)，棉花棒(醫用)，棒
狀硫黃(消毒劑)，植物纖維減肥片(藥用)，樟腦丸，樟腦油(醫用)，樟芝營養滋潤劑(醫用)，樟芝
營養補充品(醫用)，樟芝片(醫用)，樟芝發酵液(醫用)，樟芝粉末(醫用)，樟芝粒(醫用)，樟芝精
(醫用)，樟芝膠囊(醫用)，樟芝茶(醫用)，樟芝錠(醫用)，樟芝降血糖(醫用)，橡皮膏，止咳丸，
止咳劑，止咳露，止汗劑，止瀉劑，止痙攣病，止痛劑，止痛油，止痛膏，止痛藥，止痛製劑，止
癢丸，止癢水，止血劑，止血散，止血栓，止血用藥劑，止血藥，止血藥條，殺寄生蟲劑，殺寄生
蟲藥，殺微生物劑，殺滅有害動物製劑，殺真菌劑，殺精子劑，殺菌劑，殺菌啫喱，殺菌濕紙巾，
殺菌用品，殺蟎劑，殺蟲劑，殺蟲噴霧劑，殺蟲產品，殺蟲藥片，殺蟲藥粒，殺鼠劑，毒藥，毛髮
促生劑，氣喘茶，氧氣浴盆，氨基酸溶液，水劑(藥用化學製劑)，汗足藥，汞軟膏，汙物消毒劑，
汽車芳香劑，油劑(傷風油)，油劑(清涼油)，油劑(風濕油)，治咳嗽藥，治小麥枯萎病(黑穗病)的
化學製劑，治小麥枯萎病(黑穗病)的化學製劑，治氣喘藥，治燙傷油膏，治疣藥筆，治痔劑，治療
中樞神經異常製劑，治療乳癌之藥品，治療人類耳疾用藥品，治療便秘的藥物，治療凝血素元過低
之藥品，治療呼吸器官藥物，治療喉嚨不適之膠囊，治療官能性勃起障礙之藥品，治療心律不整之
藥劑，治療心臟血管疾病之藥劑，治療新陳代謝治劑，治療曬傷軟膏，治療淋浴用海水，治療燒傷
液劑紗布，治療燒傷液製劑，治療燒傷製劑，治療牙齒藥劑，治療皮膚病之藥劑，治療血管疾病用
血漿補強對抗劑，治療身體痿症的中成藥，治療青春痘藥劑，治療頭皮藥劑，治療風濕用環，治糖
尿病藥劑，治花柳劑，治葡蚜用化學製劑，治藤蔓病化學藥劑，治遺尿劑，治頭痛藥品，治頭痛藥
條，治風濕藥劑，治骨軟劑，泥敷劑，注射用胎盤素(醫用)，注射用葡萄糖(醫用)，注射疫苗(醫
用)，洋參沖劑，洋地黃甘，洗腎藥劑，浴用氧氣，浴用泥漿，海洋生物鈣(藥用)，海藻片(藥用)，
浸製藥液，浸泡藥劑，浸藥液的薄紙，浸藥液的衛生紙，浸製藥液，消化劑(藥用)，消毒丸(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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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藥用)，消毒劑，消毒啫喱，消毒棉，消毒水，消毒用品，消毒紙巾，消毒藥水，消滅有害動物
製劑，消滅有害植物製劑，消炎劑，消炎藥水，消炎製劑，消炎鎮痛劑，消炎鎮痛貼布，消痔丸，
消肝丸(藥用)，消腫膏，消除靜脈腫脹劑，淋巴液製劑(藥用)，淋巴球 T細胞單株抗體(藥用)，淨
化劑，淨化製劑(藥用)，深海鮭魚油，清涼油(醫用)，添加劑(醫用)，清除橡皮膏溶劑，減肥用藥
劑，減肥茶(醫用)，減肥藥，減肥降脂丸(藥用)，溫泉水，滅乾朽真菌製劑，滅幹朽真菌製劑，滅
幼蟲劑，滅微生物劑，滅蠅劑，滅鼠劑，滋補品(藥用)，漂白粉(消毒)，口劑(藥用)，漱口水(藥
用)，潤腸通便的口服液(粉劑)(藥用)，潤腸通便的口服液(顆粒劑)(藥用)，濃縮藥粉，濃縮蛋白質
粉(藥用)，濕疹藥劑，瀉劑，瀉藥，灌腸劑，炭纖維移植活體素，烏頭堿，煙熏錠劑，煙精(殺蟲
劑)，無菌試劑(醫療用)，煎好的藥，薰蒸棒，薰蒸用棍，薰蒸香錠，燒傷治療藥劑，燙火藥品，營
養滋補劑(藥用)，營養片(藥用，營養補充劑(藥用)，營養補充品(藥用)，營養補充膠囊(藥用)，營
養補劑(藥用)，營養補助劑(藥用)，營養食品(藥用)，營養食品補充物(藥用)，片劑(藥用化學製
劑)，牙填料，牙填料劑，牙根管治療劑，牙模用料，牙洞填充物，牙用光潔劑，牙用氟化藥物，牙
用研磨粉，牙用粘合劑，牙科光潔劑，牙科用印模材料，牙科用橡膠，牙科用汞化物，牙科用汞合
金，牙科用研磨劑，牙科用粘固粉，牙科用粘膠劑，牙科用藥，牙科用藥劑，牙科用貴重金屬合
金，牙科用金汞合金，牙科用麻醉劑，牙蠟，醫用造型蠟，牙醫製模用蠟，牙齒生長促進劑，牙齒
粘膠劑，牙齒結石用藥劑，牛初乳片(藥用)，牛痘疫苗，牛蠅驅除用油(藥用)，牲畜用洗滌劑，狗
用洗淨藥劑，狗用洗滌劑，狗用洗滌液，狗用藥水，狗用驅蟲劑，狗用驅蟲藥，猴棗散(醫用)，獸
用化學製劑(醫用)，獸用氨基酸，獸用洗滌劑，獸用衛生用品，獸用衛生製劑(醫用)，獸藥，獸醫
用化學製劑，獸醫用油脂，獸醫用洗液，獸醫用生物製劑，獸醫用藥，獸醫用製劑，獸醫用酶，獸
醫用酶製劑，玉屏風散(藥用)，王漿(醫用)，玫瑰花(藥用)，珍珠層粉(藥用)，珍珠粉(藥用)，球
根牽牛製瀉藥，環境衛生用消毒劑，甘汞，甘油磷酸酯，甘草(藥用)，甘香酒(藥物製劑)，生化藥
品，生物藥品，生理用襯墊，礦物質營養補充品，礦物食品添加劑，祛風活絡油(藥油)，神經安定
劑(藥用)，神經強健劑(藥用)，神經性頭痛藥品，穀類加工的副產品(醫用)，空氣淨化劑，空氣淨
化製劑，空氣清新劑，空氣清淨劑，空氣清潔劑，竹醋液(醫用)，節食或醫藥用澱粉，粘蠅紙，粘
蠅膠，糖尿病人食用的麵包，糖尿病人食用麵包，糖尿病患者用之營養物(醫用)，糜爛性毒劑，紅
藥水，紅血球素，納豆膠囊，純中藥空氣殺菌劑，純靈芝破壁孢子粉(醫用)，細菌培養劑，細菌培
養媒介，細菌毒藥，絆創膏(藥用)，經皮輸給之麻醉劑，綜合礦物質製劑，綜合維他命，綠藻片(藥
用)，綠藻粉(藥用)，綠藻粒(藥用)，綠藻錠(藥用)，維他命丸，維他命健康產品，維他命劑，維他
命片，維他命膠囊，維他命補充劑，維他命鈣片，維生素製劑，緊身內褲襯裡(衛生用，緩和便秘的
藥物，縫合皮膚傷口用膠布，縮子宮藥(醫用)，繃帶，繃敷材料(醫用)，繃敷藥品，纖維減肥粉(醫
用)，耳用滴劑(藥用)，肉蓗蓉(藥用)，肉食果蔬罐頭(嬰兒用)，肌肉關節疼痛治痛功效的藥油，肌
肉鬆弛劑(藥用)，肝炎檢驗試劑，肝臟保護藥劑，肝藥，肥皂樟腦搽劑，胃丸，胃乳(醫用)，胃
藥，胎盤素膠囊(醫用)，胎盤誘導藥(醫用)，胡蘿蔔素(醫用)，胰島素製劑(醫用)，胺基酸製劑(醫
用)，能吸附的填塞物，脈管擴大劑(醫用)，脫脂棉，腎氣丹(醫用)，腐蝕性筆，腦保健品(醫用)，
腳戴除雞眼環，腳用止汗劑，腸胃中成藥品，腹膜滲析藥液，膏劑(藥用)，膏布(藥用)，膏藥，膠
囊(藥用)，膠布，膠布石膏，膽汁排泄藥，臟器保存灌流液之人工血液(醫用)，臟器治療劑(醫
用)，臨床用脂質注射液(醫用)，臨床試驗用製劑(醫用)，興奮劑(醫用)，芥子敷劑紙，子泥敷劑，
芥子膏藥，芥子膏藥紙，芥末膏藥，花旗參，花粉類營養品(醫用)，芳香劑，苦茶油丸(醫用)，茶
劑(藥用)，茶包(藥用)，草本製品(藥用)，草藥，草藥茶(藥用)，草藥製品(藥用)，荷爾蒙製劑(醫
用)，菇蕈多醣體膠囊(藥用)，菇蕈菌絲體膠囊(藥用)，菝葜(醫用)，葡萄籽精華素(藥用)，蒽油
(殺寄生蟲用)，薄荷油(醫用)，薄荷精(醫用)，薄荷腦(醫用)，薄荷醇，薫香片(中草藥)，藍藻(螺
旋藻片)(藥用)，藍藻片(藥用)，藍藻粉(藥用)，藍藻粒(藥用)，藍藻精(藥用)，藍藻錠(藥用)，藥
品膠囊，藥散，藥材，藥枕，藥水，藥油，藥浴用海水，藥浸棗，藥片，藥物膠囊，藥物飲料，藥
用乙醚，藥用乙醛，藥用乙醛(中醫藥藥酒)，藥用保健營養產品，藥用兒茶，藥用助消化劑，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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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製劑，藥用口服液，藥用口香糖，藥用喉片，藥用喉糖，藥用噴劑，藥用大黃根，藥用小蘇
打，藥用或醫用水劑，藥用或醫用片劑，藥用或醫用膏劑，藥用或醫用貼劑，藥用或醫用酊劑，藥
用搽劑，藥用木炭，藥用杏仁乳，藥用松節油，藥用栓劑，藥用根塊植物，藥用桉樹，藥用桉樹
腦，藥用棓酸，藥用植物，藥用植物根，藥用植物飲品，藥用樹皮，藥用氧化鎂，藥用氨基酸，藥
用水合氯醛，藥用沉澱泥，藥用消毒劑，藥用溴，藥用營養品，藥用營養食品，藥用片劑，藥用牛
奶酵素，藥用甘草粉，藥用甲醛，藥用的草藥飲料，藥用皮膚膏，藥用真菌提取物，藥用硝酸氧
鉍，藥用硫華，藥用碘，藥用碘化物，藥用竹醋液，藥用糖，藥用糖果，藥用纖維素脂，藥用纖維
素醚，藥用纖體健康食品，藥用膏劑，藥用膠，藥用膠丸，藥用膠囊，藥用膠布，藥用膠棉，藥用
芥末，藥用苛性鹼，藥用茶，藥用茶包，藥用草藥，藥用草藥茶，藥用蛇麻子浸膏，藥用蛇麻腺，
藥用補身食品，藥用護膚劑，藥用軟膏，藥用鄰甲氧基苯酚，藥用酒，藥用酒石乳劑，藥用酯，藥
用酵素，藥用酸，藥用醋酸乳，藥用醋酸鹽，藥用針劑，藥用鈉鹽，藥用鉍製劑，藥用錠劑，藥用
鎮靜油，藥用食品，藥用飲料，藥用香料，藥用魚粉，藥用鷄精，藥用鹼性碘化物，藥用麥角，藥
用麵粉，藥用龍膽，藥粉，藥膏，藥膏藥品，藥膠囊，藥茶，藥草，藥草製品，藥製糖果，藥製糖
果(醫用)，藥貼，藥貼膠布，藥酒，蘆薈(醫用)，蟲草精(醫用)，蚊怕水，蚊香，蛋白牛奶，蛋白
質之營養添加劑(醫用)，蛋白質營養補充品(醫用)，蛋白質片(醫用)，蛋白質粉(醫用)，蜂王精(醫
用)，蜂皇漿(醫用)，蜂膠(醫用)，蜂蜜(醫用)，蟲草精華(醫用)，蟲草膠囊(醫用)，血液製品(醫
用)，血清，血清療法用藥劑，血清醫療藥劑，血漿，血球蛋白注射劑(醫用)，血管收縮劑(醫用)，
血紅蛋白，血紅蛋白元，血色蛋白元，衛生口罩(醫用)，衛生墊，衛生女褲，衛生栓，衛生棉，衛
生棉墊，衛生棉條，衛生止血棉塞，衛生毛巾帶(毛巾)，衛生消毒劑，衛生球，衛生用品及藥品，
衛生短內褲，衛生緊身內褲，衛生繃帶，衛生藥品，衛生襯褲，衛生護墊，衣服和紡織品用除臭
劑，補健藥，補充營養品(藥用)，補充營養飲料(藥用)，補劑(藥用)，補品(藥用)，補牙材料，補
牙材料牙燭，補腎丸，補藥(醫用)，補藥(藥)，補血丸(醫用)，補血劑(醫用)，製微生物用培養
物，複合氨基酸片(醫用)，複合維生素 B片，複合維生素 C片，西洋參製品，西藥，西藥之原料
藥，西藥劑，西藥品，西藥藥丸，西藥藥膏布，解毒丸(醫用)，解毒片(醫用)，解熱劑，解熱藥
劑，解熱退燒劑，調節血壓的茶葉製品(醫用)，調經丸，護墊，護膚藥劑，貼劑(藥用化學製劑)，
貼劑(醫用)，賴氨酸鹽(醫用)，贅瘤預防劑(醫用)，超音波診斷用傳導液，跌打擦劑，跌打膏藥，
跌打藥丸，跌打藥油，跌打酒，跌打酒(藥用)，跌打風濕膏(膏藥)，車用香座，輕便藥箱(已裝藥
的)，輕瀉劑，農藥，退燒藥，通便劑，通氣膠布，造血劑，避孕栓劑，避孕藥，酸痛跌打損傷敷
藥，醫學用試管內診斷劑，醫用 X光造影劑，醫用三碘甲烷，醫用佐藥，醫用健康營養食品，醫用
催乾劑，醫用冷敷貼布，醫用凝膠，醫用凡士林，醫用化學製劑，醫用南美牛奶菜的乾皮，醫用卵
磷脂，醫用去垢劑，醫用及獸醫用細菌學研究製劑，醫用及獸醫用細菌製劑，醫用口服液，醫用口
服藥品，醫用口香糖，醫用同位素，醫用喹啉，醫用填料，醫用奎寧，醫用安果斯都拉樹皮，醫用
微生物培養劑，醫用或獸醫用化學試劑，醫用或獸醫用微生物培養基，醫用或獸醫用微生物培養
體，醫用或獸醫用微生物製劑，醫用手鐲，醫用指環，醫用放射性物質，醫用敷料，醫用栓劑，醫
用棉，醫用棉絨，醫用樟腦，醫用樟腦油，醫用橡皮膏，醫用檢查用水溶性潤膚凍膏，醫用止痛製
劑，醫用氣體，醫用氧，醫用水蛭，醫用油，醫用油脂，醫用浸液，醫用減肥茶，醫用漱口劑，醫
用漱口水，醫用澱粉酶，醫用激素，醫用煙熏草藥，醫用煙藥草，醫用無煙草香煙，醫用無煙葉香
煙，醫用煙燻草藥，醫用煙草藥，醫用薰蒸製劑，醫用營養品，醫用營養添加劑，醫用營養物品，
醫用營養補充品，醫用營養食品，醫用營養食物，醫用營養飲料，醫用牙用光潔劑，醫用甘油，醫
用生物製劑，醫用生物鹼，醫用發酵乳劑，醫用白朊製劑，醫用白朊食品，醫用眼罩，醫用破斧
木，醫用碘酊，醫用礦泉水，醫用糖果，醫用糖漿，醫用繃帶，醫用膠，醫用膠布，醫用膠帶，醫
用芥子油，醫用芥末軟膏，醫用苦木藥，醫用茴香，醫用葡萄糖，醫用蓖麻油，醫用薄荷，醫用藤
黃，醫用藥丸，醫用藥油，醫用藥物，醫用藥膏，醫用藥草，醫用蛋白質，醫用血，醫用衛生製
劑，醫用製藥，醫用角叉萊，醫用診斷劑，醫用診斷製劑，醫用過氧化氫，醫用酒石，醫用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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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用酚(苯)，醫用酵素，醫用酶，醫用酶製劑，醫用金雞納樹皮，醫用針劑，醫用鉀鹽，醫用鐳，
醫用陀螺狀羯布羅香油(香膏)，醫用雜酚油，醫用電解質製劑，醫用頭痛藥品，醫用頭髮增長劑，
醫用食慾抑制劑，醫用食物營養製劑，醫用食用營養製劑，醫用飼料添加劑，醫用香煙，醫用香
膏，醫用骨筋藥丸，醫用鹽，醫用麝香草酚，醫用麥乳精飲料，醫用鼴鼠皮，醫用 X光造影劑，醫
療用凝膠，醫療用口腔洗淨劑，醫療用古柯鹼，醫療用塞藥，醫療用微生物用營養物質，醫療用放
射性物質，醫療用放射線造影劑，醫療用斑蝥酸鹽粉，醫療用杏仁乳劑，醫療用橡皮膏，醫療用氣
體，醫療用氯化銨錠劑，醫療用油，醫療用洗淨劑，醫療用消化劑，醫療用溫泉水，醫療用烏頭
鹼，醫療用煙草，醫療用石灰製劑，醫療用碘，醫療用碘酊，醫療用磷酸甘油，醫療用礦泉水，醫
療用糖，醫療用紗布，醫療用膠，醫療用膠帶，醫療用芥末油，醫療用茴香，醫療用荷爾蒙，醫療
用葡萄糖，醫療用血液，醫療用衛生輔助材料及用品，醫療用製酸劑，醫療用診斷劑，醫療用造影
劑，醫療用酒石，醫療用酒精，醫療用鎮痛軟膏，醫療用雪茄，醫療用顯影劑，醫療用香膠製劑，
醫療用骨頭結合劑，醫療用鹽，醫療用麥芽乳，醫療用黴菌，醫療診斷用造影劑，醫療食品，醫
藥，醫藥中間體，醫藥丸，醫藥原藥，醫藥擦劑，醫藥敷料，醫藥松節油，醫藥營養品，醫藥用乾
製食用菌，醫藥用亞麻仁(粉)，醫藥用亞麻子，醫藥用亞麻子餅粉，醫藥用保健飲品，醫藥用品，
醫藥用日曬傷劑，醫藥用日防曬劑，醫藥用曬傷劑，醫藥用杏仁牛奶，醫藥用松節油，醫藥用松脂
油，醫藥用果膠，醫藥用櫻桃李樹皮，醫藥用沖劑飲品，醫藥用泥漿，醫藥用洗劑，醫藥用洗液，
醫藥用活性碳，醫藥用潔劑，醫藥用澱粉，醫藥用營養品，醫藥用牛奶發酵劑，醫藥用甘草，醫藥
用甘草莖，醫藥用石灰製劑，醫藥用磷酸鹽，醫藥用糖漿，醫藥用紅樹皮，醫藥用胃蛋白酶，醫藥
用腐蝕(桿)劑，醫藥用腖，醫藥用芥末，醫藥用苯酚，醫藥用茴香油，醫藥用草本，醫藥用草本製
成品，醫藥用薄荷，醫藥用蜂花水，醫藥用酒石，醫藥用酚(苯)，醫藥用酵母，醫藥用酵母菌，醫
藥用錠劑，醫藥用顆粒沖劑，醫藥用麥片，醫藥用麥芽，醫藥製劑，野生西洋參製品，金銀花(醫
用)，鈣片，鈣粉，鈣質及維他命 D製劑，鈣質維他命製劑，鉛水，鎮定劑，鎮痛劑，鎮靜劑，鎮靜
藥，鐵鋅鈣葉酸片(醫用)，關節內視鏡手術用玻尿酸(醫用)，關節炎藥(醫用)，防寄生蟲製劑，防
尿製劑，防日曬藥膏，防疫用藥劑，防腐劑，防腐棉，防虻油，防蚊產品(藥用)，防蛀劑，防蛀
油，防蛀牙用藥劑，防蛀紙，防風濕手鐲，防風濕指環，防風濕病圈環(醫用)，降糖沖劑(藥用)，
降膽固醇藥劑，除口臭藥，除尿酸劑(藥用)，除牙斑藥劑，除草劑，除藻劑，除蛞蝓劑，除蟲菊
粉，除銹劑，除雞眼藥物，除黴化學製劑，陰道清洗液，隱形眼鏡保存液，隱形眼鏡清洗液，隱形
眼鏡清潔劑，隱形眼鏡清潔液，隱形眼鏡用洗淨劑，隱形眼鏡用溶液，隱形眼鏡酵素清潔片，雙氧
水(醫用)，雞眼治療藥，雞眼藥膏，雪梨膏(醫用)，靈芝(藥用)，靈芝丸(藥用)，靈芝孢子粉(藥
用)，靈芝提取物(藥用)，靈芝片(藥用)，靈芝精(藥用)，靈芝精丸(藥用)，靈芝精粉(藥用)，靈芝
膠囊(藥用)，靈芝茶(藥用)，靈芝藥品，非個人用除臭劑，面皰治療藥劑，頭痛用藥品，類固醇，
類固醇藥膏，風濕油(藥用)，風濕膠布(藥用)，風濕鎮痛藥，飛滋止痛劑(藥用)，食慾壓抑劑(醫
用)，食用植物纖維(非營養性)，食用營養藥片，食用菌提取物(醫用)，香港腳藥膏，馬錢子，馬錢
子堿，驅昆蟲劑，驅梅毒劑(醫用)，驅腸蟲藥，驅蚊貼，驅蟲劑，驅蟲劑(人或獸用)，驅蟲用香，
驅蟲藥，驅風油(藥用)，驅風跌打酒(藥用)，驗孕製劑，驗孕試劑(醫用)，骨膠原(醫用)，骨骼用
藥，高含量羊胎素(藥用)，高含量魚油，高麗人參，高麗人參製品，魚油，魚油丸，魚油膠囊，魚
粉營養補充品，魚肝油，鮫魚油丸，鮫魚油膠囊，鮭魚油，鮭魚油丸，鮭魚油膠囊，鯊魚軟骨粉，
鯊魚軟骨素膠囊(粉)，鯊魚軟骨素製劑，鯊魚軟骨膠製劑，鰻魚髓油丸，鴉片，鴉片製劑，麻醉
劑，麻醉劑(局麻藥)，麻醉劑(麻醉藥)，麻醉藥，黏鼠板，黨參，鼠藥，鼻敏感丸(藥用)，齒槽潰
膿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