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duct Endorsement 
Booklet2020

產品名冊
21



23,000名登記醫護人員23,000名登記醫護人員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熱線 :
2575 5893 
9515 9439

為醫療服務機構
提供即時醫護人手
百本為香港醫院管理局屬下的醫院、各
大私家醫院、診所、安老院、療養院及
其他醫療機構等，提供全面的人手解決
方案。

Instant Staffing Solu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Bamboos delivers effective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to our clients, 
including hospitals under the Hospital 
Authority,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clinic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百本醫護控股有限公司成員（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編號：2293）
(HKEx Main Board Stock Code: 2293)

香港九龍尖沙咀麼地道62號永安廣場2樓204室

專業護理  貼心服務
百本提供24小時私家看護服務方案，超過
23,000名專業醫護人員於旗下登記，所
有轉介的護士和助產士均在香港護士管理
局註冊，可24小時貼身照顧病者、長者、
初生嬰兒、幼童、孕婦以及產婦。

24-hour Health Care  
Staffing Solutions
Bamboos offers 24-hour private nursing 
solution services to our clients. Over 
23,000 qualified health care personnel 
registered under Bamboos, will provide 
hospitalization and home-care nurs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atients, infants, 
children, pregnant and parturient women. 



會長的話

奚曉珠

奚曉珠小姐
香港醫護學會會長

在過往一年，不只令整個社會的衞生防疫意識提高。同時，亦令普羅大眾對日常用品的

安全性及功能性更加關注。產品能否獲得安全認可、品質認可及質素認可，亦已成為香

港消費者們在決定購買產品時，一個關鍵因素。

香港醫護學會自成立以來，除重視醫護人員的人才培訓及提升醫護人員的服務水平及質

素外，本會亦非常重視不同類型產品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因而推出了「香港醫護學會產

品認可」計劃，希望透過對不同產品進行試用、審核及評分，為市民在選擇產品時提供

一個信心保證及客觀指標。

於今屆的「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嘉許典禮」中，獲得認可的產品除有保健食品外，亦

有保健用品、護膚產品及防疫口罩。產品類型可謂多元化，遍及生活每一個小細節。在

此恭喜獲認證的產品品牌，冀望各機構保持能繼續保持及提升產品質量，為市民帶來更

健康的生活。

展望未來，消費者的醫療健康意識只會有增無減，對產品安全性的追求只會愈來愈高。

本會期望在這一個過程中，「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計劃可在產品質素監管上，發揮

出更大影響力。為推動產品安全，作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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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

申請文件

需時4-6個星期

����� ����� �����

�� �� ��

考慮認可 通過認可初步提名

申請者填妥表格
和提交所有文件
後，本會或會進
一步為產品進行
測試。

完成審核後，產
品將獲香港醫護
學會認可資格，
為期一年。整個
申請程序需時四
至六個星期。

當本會接獲提名
後，會作出初步
評估及甄選，並
於兩星期內發出
通知，提供表格
予申請者。

 已填妥之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申請表格

 商業登記證

 申請之產品樣本

 其他認證，如良好製造規範(GMP)認證、國際標

準(ISO)認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等（如適用）

 相關化驗報告

 醫生或與醫護專業有關的個人、協會或團體的

推薦信

 曾獲得的獎狀／認證副本

 行政年費

計劃簡介及申請

近年社會大眾的保健意識不斷提高，對健康產品的需求也隨之而增加。

為了方便市民於市場上挑選合適的優質產品，本會一直推出產品認可計劃，審核市

面上的健康產品，並頒發認可證書及標籤予合資格者，給消費者一個參考指標。

保健家電
及儀器

營養
補充品 護理用品 食品

及飲品

認可產品種類



香港醫護學會（下稱本會）多年來於

市場上挑選健康產品，通過嚴謹評審

程序後獲頒發認可資格，望為大眾提

供可靠的參考指標。本會於2020年9月

29日舉辦「香港醫護學會認可產品嘉

許典禮2019至2020」，以表揚市場上

優質的健康產品，鼓勵業界繼續保持

質素及推出更多優質產品予消費者。

嘉許典禮回顧



QR code

典禮精彩花絮

認可產品嘉許典禮為香港醫護學會一年一度盛事，

各大健康品牌輪流在台上接受嘉許。



目錄目錄

出版 香港醫護學會 
 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電話 2575 5903 / 2575 5639
編輯 莊家富
設計 陳家欣 YIN  

光觸媒除菌脫臭機
天然奧米加-三文魚油丸
康復速100%乳清蛋白粉
樂道龜苓救膚舒
樂道十全腰腎丸
多功能天然滅菌噴霧
蘆薈燕麥溫和沐浴露
喜療疤除疤凝膠
喜療疤除疤啫喱
瑞一寶關節4D羊奶粉
瑞一寶關節4D牛奶粉
Sensei Inspire 按摩椅
澳綠苗特效萬用膏
澳綠苗奧米加369丸
澳綠苗鴯鶓油 Omega 369 
海葡萄餅乾
SINBII EZBAG 3.0嬰兒揹帶
腦專加
紓密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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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飛舒痛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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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寶抗菌護手霜
健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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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滴雞精
量品度身訂做枕頭
和田保健貼(竹酢及唐辛子)
御世家有機鮮雞滴雞精 
藻康寶
萊特維健 清肝至尊
萊特維健
萊特維健 成人益生菌200億 
優樂凝膠
優樂AE凝膠
優樂加護凝膠

先技精工 (香港) 有限公司
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

華人藥業 (香港) 有限公司

彩豐行有限公司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惠華藥業

ITSU WORLD (HK) Limited
然美國際有限公司

藍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勤國際有限公司
逸創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澳寶化粧品(香港)有限公司

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正宏健康有限公司
王朝滴雞精
量品(香港)有限公司
和田創基有限公司
Wilkinson Catering Limited
互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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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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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Production Systems Ltd.
先技精工(香港)有限公司

APS Japan 在日本是一家專門研發高新技術的公司，並一直致力投資創新，用科技幫助改變世界
，經過三年時間準備及研發出最新光催化技術，通過專利光催化鋁片過濾器達到醫療級的消臭滅
菌技術，帶來革命性的清潔高效能的空間。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專為醫院、護理院、老人中心和幼兒園所研發的高性能徹底消臭、滅菌和分解流感病毒的空氣淨
化器，特別針對保護醫護人員，老人中心長者或幼兒園小朋友，通過全新研發金屬鋁片光催化過
濾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解病毒和氣味，通過分解後產生極少量 [水］和［二氧化碳］的無害化
處理。而它更具有劃時代的小型化，可以作為掛牆裝置，它配備高性能傳感器檢測空氣狀態，有
效去除並自動分解室內的裝修甲醛，家具異味，寵物毛屑，二手煙味，其他空氣懸浮病毒細菌，
提供一個非常潔淨、衛生及消臭的環境。

產品介紹

APS Japan會繼續開發新產品及
技術，希望在將來發掘更多對人
類健康有貢獻的產品及技術。

創辦人分享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及聯絡方法：

產品特點
‧取得國際認可安全CE認證
‧取得對 H1N1 流感病毒測試報告，分解功能
達99.7%

‧實驗證明對消臭，分解病毒及細菌的效能，
是同類規格速度最快 

‧激輕量化每台只有 3.2 kg，可掛牆上或輕便
移動安放枱上

‧金屬鋁片過濾器不用更換，減少消耗品費用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9月17日

先技精工(香港)有限公司 2541 0008
Advanced Production Systems Ltd.

http://apsjapan.com/

customer.services@apslhk. com香港九龍長沙灣青山道538號半島大廈13樓1312室

光觸媒除菌脫臭機
ARC Photocatalytic Air Pur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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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MED HK LIMITED 
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

挪威阿斯麥有限公司於1998年在挪威第二大城市成立，創辦人Mr. Torsten Helsing深信天然草本
精華比藥物更容易被人體吸收和有助提升免疫力，因此我們致力以最先進的技術且配合現代人的生
活方式的需要，針對性地研製高品質、安全、的天然保健膳食補充劑。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2006
年在香港注冊，致力將挪威阿斯麥的產品和理念介紹給我們的消費者。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挪威阿斯麥「天然奧米加-3三文魚油丸」取材於生長在北挪威冰泠無污染海域的三文魚，含天然
奧米加-3（DHA、EPA、DPA）不飽和脂肪酸，對胎兒和幼兒期的大腦發育至關重要。它還有助
改善心臟健康，提升視力和減少炎症反應的功效同時對抑鬱情緒有正面的幫助。

產品簡介

天然奧米加-3 三文魚油丸
Natural Omega-3 Salmon Oil Capsules

產品特點

．100%純正挪威三文魚油、挪威製造
．不經加熱或化學處理、保存了奧米加-3不飽和脂
肪酸的天然原始排列及三文魚獨有的粉紅色抗
氧化成份蝦青素
．天然純淨、容易吸收
．適宜一家大小尤其孕婦、兒童和長者、過度活
躍和情緒不穩人士食用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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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

認可 產品

挪威阿斯麥康復速_100%乳清蛋白粉含人體必需的18種氨基酸、多種維他命及礦物質，容易吸收、
有助肌肉合成、提升免疫力的功用。適宜身體瘦弱、免疫力低下及頑疾患者食用。挪威阿斯麥「康復
速」連續多年榮獲香港醫護學會認可及香港標准及檢定中心優質「正」字。

產品簡介

阿斯麥創辦人Torsten Helsing深信天然草本精華比藥物更容易被人體吸收和有助提升免疫力，因此我們致力
以最先進的技術且配合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的需要，針對性地研製高品質、安全、的天然保健膳食補充劑。

創辦人分享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阿斯麥香港有限公司

售賣點：

產品特點

AXIMED HK LIMITED
 

．100%美國濃縮乳清蛋白粉, 純牛奶製造
．低脂、低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營養價值高
．含谷胱甘肽（GSH）前體、快速強化免疫力
．不滲植物/大豆蛋白、不含嘌呤、不含蔗糖、有痛風
或不耐糖人士可以放心食用
．速溶、容易吸收、香草味、獨立包裝、衛生方便
．適宜長者、瘦弱、免疫力低下、手術前後、療程期
間及康復中人士食用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4月14日

2368 2772

9456 0290AXIMED HK LIMITED

www.aximed.no

hk@aximed.hk 

網上訂購 - axime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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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產品簡介

• 改善濕敏的痕紅乾裂
• 加添專利紫蘇籽成份
• 減少皮膚濕、熱、毒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21日

產品特點

樂道龜苓救膚舒
Derma Immunity Capsule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HK) Co, Ltd
華人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18

《龜苓救膚舒》採用「國家衛生部門」所頒布龜苓膏標準成份為配方基礎，並配伍多種針對皮膚
症狀的草本漢藥改良，以加強清除濕、熱、毒功效，從根本調理，達至深入清除濕敏之效。濃縮
配方含豐富份，並添加專利紫蘇籽萃取，有效對抗濕敏痕、紅等症狀。

華人藥業成立於1988年，秉承中國醫藥學五千多年來的傳統精髓，利用嚴謹的西方醫學標準，
配合現代的科研技術，致力研製品質優良、安全可靠的現代保健產品。



認可 產品

產品簡介

品牌理念

樂道十全腰腎丸
Vital-Qi Perfect Kidney

產品特點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華人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2318 0759

6187 0082Chinese Pharmaceuticals (HK) Co, Ltd

chinesepharm.com.hk  

info@chinesepharm.com.hk

Mannings 萬寧

• 針對男士虧虛問題
• 改善腎精、氣、血
• 保健腰腎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0月31日

Chinese Pharmaceuticals (HK) Co, Ltd
華人藥業(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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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腰腎丸」採用中國十全保腎成份，嚴選包括肉蓯蓉、淫羊藿、人參、鹿茸等十種草本漢方
製而成。幫助補氣，益血，保腎陽，全面滋補臟腑，達調理腰力固本培元的效果，保腎強身，壯
腰強精，解決虧虛所致的機能衰退，腰骨酸軟，體倦乏力，頭昏眼花，健忘失眠，脫髮白髮，耳
聲頭暈及軟弱無力等問題。

我們的願景是在行業中處於領先地位，為我們的客戶帶來更高的品質、更高效能且大眾化的中式保健品，
以預防都市慢性疾病。我們仔細地挑選正宗、優質的材料來源，配合專門的科學知識和充滿熱誠的執行方
針，旨在為我們所有客戶帶來健康。



Choi Fung Hong Company Limited
彩豐行有限公司

彩豐行於1995年成立，在港自設廠房，是全港首間獲GMP認可的香港廠房及榮獲ISO 9001、ISO 
22716:2007認證的香港個人護理及護膚品牌。現時，彩豐行共有27間分店，遍佈港澳地區。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採用日本創新發明天然原料－柿子提取物為主要殺菌消毒成分。從日本澀柿子Persimmon進行發
酵和提煉而成，除了針對惡臭物質有化學反應，使其物成為無臭外，也是天然配方，性質溫和，
不含藥性，有效守護你與家人和寵物的健康。嬰兒，孕婦，家庭均可安心使用。
 專利配方技術  獲得SGS等多間檢測機構重金屬和致癌物質測試合格証明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採用日本創新發明天然原料－柿子提取物為主
要殺菌消毒成分。
．從日本澀柿子Persimmon進行發酵和提煉而成
． 針對惡臭物質有化學反應，使其物成為無臭物
．天然配方，性質溫和，不含藥性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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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蘊含燕麥、蘆薈及多種天然植物精華，溫和潔淨同時滋潤肌膚，有助修復皮膚天然屏障、保持水分、
舒緩肌膚乾燥痕癢，讓你的肌膚一整天都感到柔軟和光滑，營造看得出的健康皮膚。燕麥的好處：
舒緩： 舒緩敏感及痕癢有顯著的功效滋潤：能助乾燥皮膚補充水份防護： 於皮膚表層形成保護膜，
幫助皮膚平衡pH值

產品簡介

彩豐行創辦人及董事總經理楊振源先生在一次偶然機會下，看見外婆煲蔗糖水冲凉，為了避免外婆在煲蔗糖水
過程有危險，於是靈機一觸，研發這種古方的蔗糖沐浴露出售，其滋潤保濕的功效受到不少女士歡迎，而一炮
成名。其後，更誕生了彩豐行的吉祥物─蔗糖仔。目前，彩豐行仍堅持由原料採購、產品研發、品質監控、包
裝運輸到出售都親力親為，一條龍服務，以確保產品的品質優良。

創辦人分享

售賣點：

產品特點

彩豐門店 - 香港 : 北角港運城店, 銅鑼灣金百利, 香港仔利港商場  I  九龍 : 旺角登打士街, 深水埗西九龍中心, 黃大仙中心,
慈雲山中心, 鯉魚門廣場, 觀塘電訊一代廣場, 南昌V Walk, 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I  新界 :  沙田禾輋店, 沙田禾輋店, 馬鞍山新港城店, 
青衣長發廣場, 上水廣場, 元朗廣場, 荃灣南豐中心, 屯門華都店, 屯門蝴蝶店, 天水圍天澤商場, 天水圍T Town店, 大埔富善店, 
太和廣場, 調景嶺彩明商場, 將軍澳TKO Gateway,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

Choi Fung Hong Company Limited
彩豐行有限公司

．蘊含燕麥、蘆薈及多種天然植物精華
．溫和潔淨同時滋潤肌膚
．有助修復皮膚天然屏障、保持水分
．舒緩肌膚乾燥痕癢
．讓你的肌膚一整天都感到柔軟和光滑，營造看得出
的健康皮膚。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30日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彩豐行有限公司
2463 0318

@choifunghong.hkChoi Fung Hong Company Limited

www.choi-fung.com

sales@choi-fu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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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SH Hong Kong Limited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大昌華嘉是一家專注於亞洲地區，在市場拓展服務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集團。我們致力於協助其他公司
尋找有商譽的外判夥伴拓展新興市場或當前市場業務。香港大昌華嘉提供的服務配套全面周到，管理整
個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從採購、研究與分析、市場推廣、銷售、配送與物流到售後服務，我們都會為
夥伴提供最專業的建議、本地化物流服務及因應整個增值流程的深廣程度而制訂的服務方案。我們的業
務單位包括消費品、醫藥保健、特色原料和科技事業。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是經醫學測試的除疤啫喱，研究證實，平疤淡印只需4星期*。其凝膠成份有效保持皮膚濕潤，阻止水
分經表皮流失，能加快撫平疤痕及紓緩疤痕所引起的痕癢。特含維他命E、維他命C及MPS，三效淡印
配方，加速淡印效果。

產品簡介

喜療疤除疤凝膠
Hiruscar Silicone Pro

產品特點

‧手術疤痕專用
‧研究證實4星期醫學平疤淡印*

‧凝膠成份防止皮膚水份流失，加
速撫平疤痕以及減少痕癢

‧特含Vitamin E、Vitamin C 及
MPS^，三效淡印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3月21日

*The Efficacy report for Silicone Pro (Dermscan Asia Co., Ltd. #DA16A024-1) (2016)ipsum
^Percutaneous Treatment with a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phate of Experimentally Induced Subcutaneous
Haematomas in Man. B Larsson, S. Fianu, A Jonasson and B. Forssk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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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採用「3+3醫學配方」，有效去除凹凸疤痕及色印。含「3」隻去疤成分－MPS、尿囊素及洋蔥精華 ; 
「3」隻去印成分－蘆薈、維他命B3及E，全面護理疤痕。產品適用於日常生活，如運動、煮食、動物
抓傷等而引致的疤痕。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喜療疤除疤啫喱
Hiruscar Gel 

‧瑞士藥廠研發
‧速效撫平凹凸疤痕及淡化色印
‧全面護理疤痕
‧滋潤肌膚，助肌膚回復光滑細膩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3月21日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2895 0888

@DKSHDKSH Hong Kong Limited 

dksh.com

hiruscar.hkg@dksh.com

DKSH Hong Kong Limited 
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惠華藥業
Fei Fah Medibalm (HK ) Co.

售賣點：

feifah.hk

info@feifah.corp.com.hk

2185 7660

@feifah.hk

瑞一寶關節4D羊奶粉
Ripple 4D Joint Care Goat’s Milk P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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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9月14日



瑞一寶關節4D牛奶粉
Ripple 4D Joint Care Cow’s Milk Powder

25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9月14日



ITSU WORLD (HK) Limited

在按摩椅行業擁有超過20年的經驗，ITSU立志
要吸取並保留資深按摩大師瀕臨失傳的傳統技巧
與精湛技術。ITSU利用科技重新創造，讓傳統
技巧得以保存並永垂不朽，讓每一位客人都可以
享受到他們多年來精益求精的職人精神以及傳統
精準的按摩技術。ITSU融合了科技與技術，以
創新科技體現出真實的按摩藝術。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產品特點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ITSU World (HK) Limited

3611 2228

itsuworldhongkong

www.itsu.hk

cs@itsu.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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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智能手環管家技術
‧獨家“輕按摩”技術
‧全新APP控制界面
‧4D4R節奏齒輪機芯0.5秒變速(跑車機芯)
‧1.38米S+L型路軌(4D 12段伸縮技術）
‧雙氣囊小腿搓揉+手部滾輪技術
‧22個精準感應器
‧68個全方位安全氣囊
‧96個精選智能程式
‧跑車外形設計概念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20日



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然美國際有限公司

認可 產品

澳綠苗奧米加369丸
Omega 369 Capsules

眾所周知，鴯鶓油有滋潤皮膚
作用，原來內服功效更直接，
內含豐富的奧米加3,6和9，奧
米加3和6是人體必需的不飽和
脂肪酸EFAs，而奧米加9具有
促進奧米加3對人體發揮的功效
，經澳洲大學的研究證實，鴯
鶓油具有消炎，抗菌，加快傷
口癒合的好處。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含活性單元不飽和脂肪令血液中壞膽固
    醇水平下降
‧強化心血管系統，減低患上心臟病風險
‧保護神經和組織
‧保護皮膚和頭髮健康
‧減輕腫脹和炎症
‧幫助大腦和眼睛的正常發育
‧預防骨質疏鬆和關節痛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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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世界各地找尋不同種類的天然有機有功能性的優質產品帶回香港。
希望更多人認識和接觸真正天然而且有效益的健康產品，減低復發次數和機會。所有出售產品均經過
專業機構驗測證實對人體無害，被挑選出售的產品均具效力性。由2012年6款產品增加至現時20款。
產品開發會繼續進行，希望在將來發掘更多有效的健康產品。由樓上微店變成在2017年開設首間專櫃
於太子始創中心2樓，已有20多間港九新界的寵物店售賣本公司代理的寵物皮膚護理用品。在2012年
開設了兩個facebook賬戶，www.facebook.com/jasmineorganic/ 不定時提供優惠給粉絲們。
現時代理品牌包括：澳洲YNot Natural鴯鶓油產品，Genome活髮產品，歡迎批發合作。

然美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澳綠苗特效萬用膏
Omega 369 Cream with Vitamin E

千年之前，澳洲土著已善用鴯鶓油，稱這種油為「生命之油」，「液體黃金」。 鴯鶓油取自當地國寶鴯
鶓鳥脂肪內的油，具有多種功效，既可外用亦可內服。外用有防曬，治療皮膚問題的好處，而內服功效
更佳，因為內含人體必需的奧米加3,6,9及維他命，與人體脂肪酸最接近，有助維持健康。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增加皮膚濕潤及柔軟度
‧活化肌膚，提升自癒力
‧減輕皮膚紅腫痕癢
‧淡化疤痕、色斑
‧軟化粗糙皮膚，回復柔軟
‧撫平皮膚疣
‧預防妊娠紋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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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2619 1889

@jasmineorganic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然美國際有限公司

www.hkynotnatural.com

veralim@jasmineorganic.com

Jasm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然美國際有限公司

認可 產品

產品更達到國際HACCP/GMP食品安全標準及認證，以及澳洲動物產品衛生5008:2007標準，在澳洲
已被評級為醫療級別的人體補充品，安全可靠。
澳洲Emu Oil 能夠保持肌膚的滋潤，改善肌膚乾燥痕癢。Emu Oil 可以簡單地直接滲透入皮膚與其他脂
肪酸混合，增加皮膚彈性和提升自癒力，幫助受損皮膚加快癒合。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粗厚皮膚回復軟滑
    (如：手踭，腳踭，膝蓋，手指關節）
‧面部和身體肌膚保養
‧滲透性高
‧皮膚接觸後即時建立一層天然屏障，
    減低水份流失（鎖水功效）
‧促進肌膚細胞生長，修復損傷皮膚，
    舒緩紅腫爆裂
‧即時舒緩灼傷或曬傷紅腫不適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30日

澳綠苗鴯鶓油 (原味, 玫瑰味)
Omega 369 Oil Australian Emu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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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tene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Technology LTD
藍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藍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於2016年成立，一直專注水產養殖，擁有自家經營的水產養殖場，重點
出產有綠色魚子醬之稱的高級食材——海葡萄及其他水產，並以海葡萄為根本研發各類型的健康食品。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海葡萄餅乾是以海葡萄、燕麥、椰子花糖等高營養價值食
料作為主要材料，並用低溫烘焙方式製成的健康食品，海
葡萄餅乾的低升糖指數、通便、控制血糖、降膽固醇等益
處是健康關注人士的理想健康食品。

產品簡介

售賣及聯絡：

海葡萄餅乾
Sea Grapes Oat Biscuits

產品特點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2717 1733   藍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tene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Technology LTD

Seagrapehk.com

海葡萄 Sea Grapes Hong Kong

• 低溫烘焙(不超過120。c)保營養，易吸
收，無丙烯酰胺(致癌物)。

• 海葡萄 - 富含DHA EPA ARA管控血糖
，維持人體機能平衡。

• 燕麥片是高纖低糖的健康食品，亦為
優質的益生元，能促進益生菌的代謝
和增殖，人體內70％免疫細胞均在腸
道內，對增強免疫力致為顯著，其鈣 
含量更是白米的7.5倍，防骨質疏鬆
。

• 椰子花糖 - 升糖指數僅為蔗糖三分之
一(35:109)但甜度一樣，適合關注血
糖及健康人士。

• 葡萄籽油 - 含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
E，保護血管彈性，阻止膽固醇囤積
在血管壁上。

• 雞蛋，核桃，芝麻 - 混合成營養豐富
且全面，其微量元素，包括維生素B
和E，是理想的天然食品。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1月8日



Man K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敏勤國際有限公司

於2004年成立至現在， 我們已是多個嬰兒
用品及食品品牌之香港澳門總代理公司。

自2008年第一款產品以最高的質量和合理的價格在韓國的公開市場上發布以來，Sinbii一直是髖關節領域的領先品牌，
引入了“toddler type”的概念，該概念可從新生兒到幼兒都可以使用。Sinbii提出的這一新概念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截
然不同的市場，現在大多數父母都在使用這種揹帶。

SINBII EZBAG 3.0嬰兒揹帶「創造無限可能」一切用家出發,
特別加入多功能的素,給予爸媽寶寶更舒適貼心享受.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產品簡介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Aeon, Citistore, Uny, Aptia

產品特點SINBII EZBAG 3.0嬰兒揹帶
SINBII EZBAG 3.0 Infinity Coverme

29972318

@sinbiihk
敏勤國際有限公司
Man K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ww.sinbiihk.com

info@comicalkidsland.com

‧Sinbii 專利設計：唯一收納袋置物設計，媽媽們逛街
必備之選。

‧EZBAG輕鬆收袋，收藏方便容易攜帶，不需一分鐘
立即收藏，變成一個攜帶方便HIPSEAT。

‧口袋置物設計: 超大置物空間隨身物品輕鬆帶。
‧貼心設計: 可伸延背帶長度, 寶寶長高了也可延長使用
。

‧透氣揹帶： 四季皆宜, 透氣布料, 可快速排走熱氣
及濕氣, 使寶寶保持通風透氣清爽。

‧附有擋風罩, 因應天氣溫度可以把罩除下或蓋上。
‧腰凳：有防滑設計, 坐墊下有軟墊。 高斜度腰凳設
計，令寶寶重心倚靠着媽媽，增加安全感。腰凳
濶度大小適中，令寶寶坐得更加舒適。

‧護頭睡帽：用作遮光, 擋風, 讓寶寶安睡不受外界
干擾。防止寶寶睡眠時往後翻。�

‧三重安全扣設計：加強安全性，大家可以用得更
安心。

‧抗水功能: 採用抗水透氣的布料, 即使弄污了也很
容易清潔。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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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yhoo Limited

「精進創新、客戶第一」是我們一直秉持的經營理念，以顧客健康和切身需求為己任，積極投放資源
研發更多優質產品和提供更周全服務，務求將最好的送到您手中。我們承諾，在未來會繼續為您帶來
更多卓越產品、精彩會員優惠和貼心客戶服務，由內到外照顧您的不同需要。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腦專加」支持健康腦部組織發展，有助增加大腦的血流量，紓緩偶爾腦部額葉皮質下迴路所引起的
突發功能異常、敏感及衝動。「腦專加」日本製造，成分天然，不含中/西藥成分，適合3歲或以上兒
童、青少年及成人每天服用，為大腦提供營養需要。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產品特點

萬寧 Mannings (全線香港萬寧有售)

‧提升專注力，縮短做功課時間
‧促進記憶、學習及認知能力
‧增強組織及表達能力
‧6大天然成分，不含西藥，適合兒童、
   成人每天食用
‧日本製造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6日

腦專加
Brain FocuSmart

3100 0055
Ballyhoo Limited

5401 5801

www.brainfocusmart.com

enquiries@bally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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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yhoo Limited

Ballyhoo個人化生活購物網站擁有一系列優質養生、美胸及體重管理產品，切合顧客不同需要。憑藉
多年來對完美品質的堅持和領先創新的視野，Ballyhoo不斷研發切合市場的頂級產品，嚴選優質天然
原材料結合尖端技術，產品由擁有cGMP和ISO資格認證廠房生產，並通過香港公證行品質檢驗，確
保安全、可靠、 無污染。

品牌理念

認可 產品

「Uticare 紓密丹」與「香港醫護學會」合辦了保健產品與私密症狀研究，「香港醫護學會」追蹤了
本港備受私密症狀困擾的醫護會員，高達97%#試用者在服食「Uticare 紓密丹」後，有效改善不同
程度的私密「痕癢」、「異味」、「分泌量」、「分泌顏色」及「親密關係」。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產品特點

萬寧 Mannings  (全線香港萬寧有售)

‧日本香港雙驗證殺菌
‧99％殺滅私密惡菌
‧增強組織及表達能力
‧安全無副作用
‧保留好菌，專殺惡菌
‧改善私密細菌叢生態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6日

紓密丹
Uticare

3100 0055
Ballyhoo Limited

5401 5801

www.uticare.com.hk

enquiries@ballyhoo.com.hk



雀巢健康科學至力研發不同的醫療食品，當中包括很多不同品牌，其中快凝寶®向來關注吞嚥能
力下降人士的需要。於食物或飲品添加快凝寶®食物凝固粉調配合適稠度，增加吞嚥的安全性。
凝固粉以外，我們亦有不同的產品照顧吞嚥困難患者的需要，令患者重拾進食的樂趣。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快凝寶® 營養布丁是安全吞嚥的小食選擇。其口感軟滑適中，不黏喉，讓進食過程更安全順利。
獨立包裝的輕便小杯設計，方便隨身攜帶且安全衞生。每一杯 (66克) 提供 150千卡的熱量(約 
2.3千卡/ 克)，3克的蛋白質(約半隻雞蛋的蛋白質)。適合三歲或以上人士食用。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售賣點：

產品特點

雀巢香港網上商店、萬寧、HKTV mall、護士協會及各大醫院復

．安全吞嚥的小食
．適合吞嚥及咀嚼困難人士
．需要在餐與餐之間補充能量和蛋白質
   人士

認證有效期至2022年1月6日

2211 3789 www.nestlehealthscience.com.hk
www.thickenup.com.hk
ceci.lung@hk.nestle.com  

Nestl� Hong Kong Ltd.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NestleHKeShopNestl   Hong Kong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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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分享

eefitTM 依飛利用獨創微觀物理科技，賦能萬物，點石成金，以全新的方法改變人類的生活品質。
專利技術啟航，eefitTM 效能場導入技術 (efficiency enhancement field induction technology) 
的獨特和領先之處，在於直接傳導特定屬性且對人體有益的 eefitTM 能量於幾乎任何材質，安全
可靠，長久發揮作用。

eefitTM 能量
eefitTM 能量穩定且安全，作用於人體，可使
微血管擴張，促進微循環功能，增強細胞的
新陳代謝能力，增強免疫系統的能力。
eefitTM 專利技術已獲得日本、德國、美國、
台灣、香港的專利(中國及歐盟專利審批中)

生命是一種運動。所有有生命的東西都藉由流動以維持
生機。從城市交通、到河流、身體對外界的反應，皆是
如此。身體從痛苦變輕鬆，這種令人愉悅的改變，是因
為促進了實體的運行，這裡的實體即生命。

eefitTM 堅持研究利用物理能量驅動，去化解生命流動
的危機。eefitTM 的迷人之處就是讓所有人都看到流動
的脈象; eefitTM 的動力源自於每一個追求健康的人。

公司簡介

New Ag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2677 7898

@eefitNew Ag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https://www.eefit.com

info@eefit.com

eefitTM 依飛科技創始人 王南 (Nic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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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Ag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認可 產品

eefit™ 舒痛貼創新零藥性、零氣味、日本製造。
厚度僅0.2mm，透氣、親膚。
eefit™ 舒痛貼以eefit™ 專利科技，加速血液微循環，增強新陳代謝，迅速舒緩各種痛症，
助你恢復健康活力。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 93% 受訪者試用產品後感到滿意 
   *根據尼爾森公司 2020 年在香港進行

的調查訪問報告
• 強效消腫散瘀
• 舒緩各種痛症，例如: 頸梗膊痛、腰背
痛、關節痛、肌肉酸痛、女士生理期
及腸胃不適引致之痛症等

• 促進血液循環
• 加強新陳代謝
• 無藥性、零氣味
• 防水輕薄透氣 (厚度僅0.2mm）
• 親膚防敏，幼童適用
• 女士生理期及腸胃不適引致之痛症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13日

售賣點：萬寧、屈臣氏, 莎莎、各大藥房、eefitTM 官網 售賣點：莎莎、eefitTM 官網

認可 產品

將對人體有益的eefitTM能量長久存在於日常紡織產品，與人體產生頻率共振，改善血液循環，排走
代謝物，迅速舒緩肌肉酸脹痛疲勞等症狀，恢復健康活力。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 舒緩肌肉疲勞
‧ 改善關節筋膜炎症
‧ 舒緩手肘/膝部痛楚不適
‧ 減輕手肘/膝部酸脹繃緊、足部腫脹
‧ 提升自癒復原能力
‧ 改善手腳冰冷症狀 
‧ 物料舒適吸汗，有助抑制細菌滋長及
異味能量護袖

‧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第二級器材
認證 (FDA Class II device)

‧ UV Protective 50+ 防曬功能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31日

依飛舒痛貼
Pain Relief Patch

能量護袖 / 健襪 / 護膝
eefit™ Energy Sleeve / 
Socks / Knee B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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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依飛神筆直接傳導特定屬性且對健康有益的 eefit™ 能量於身體各部位，可配合人體穴位使用。
促進淋巴血液雙微循環，舒緩身體各種不適，活化細胞排毒，具美容功效。非入侵、無刺激，
照射 5 分鐘即見效，是現代都市人必備的創新養生佳品。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New Ag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 eefit™專利技術；無刺激、非入侵
• 針對身體各部位進行照射，使用方便 
• 促進淋巴血液雙微循環
• 促進新陳代謝 
• 快速舒緩各種疼痛和不適症狀 
• 增強皮膚對外用藥膏或護膚品的吸收力
• 日本製造
•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第二級器材認證 

(FDA Class II device）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6月4日

售賣點： LOG-ON、豐澤、百老匯、莎莎、eefitTM 官網

依飛神筆
eefitTM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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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依飛能量活絡儀，定點對準淋巴區域持續而穩定 地傳導對健康有益的 eefit™ 能量，促進淋巴血液
雙微循環，提昇新陳代謝及排毒，有助達至消 除疲勞、去水腫、調整氣血、改善面色等美容功效。
時尚磁片設計，方便固定於衣物，隨時隨地輕鬆無痛通淋巴。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New Age Technology (Asia) Limited
新元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售賣點： LOG-ON、豐澤、百老匯、eefitTM 官網

‧無刺激、非入侵
‧疏通淋巴、排毒
‧改善身體/面部浮腫
‧舒緩痛症不適
‧減輕關節炎症
‧減退雙眼浮腫、淡化黑眼圈
‧促進微循環、改善肌膚暗啞
‧舒緩疲勞
‧促進新陳代謝，增強免疫力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31日

依飛能量活絡儀
eefitTM Chi Vital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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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l Cosmetics (Hong Kong) Limited
澳寶化粧品(香港)有限公司

澳寶化粧品集團有限公司是中國聲譽卓著的個
人護理及美容產品製造商及銷售商，擁有超過
20年的營運歷史，自有品牌製造業務以專有
旗艦澳寶品牌為基礎，主要專注於自行設計、
開發及製造的身體護理及護髮產品。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Everything will be OK! 澳寶銀離子抗菌沐浴露 極致抗菌必備】
近半年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人抗菌產品不離手，在受壓的日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抗菌料理方程式。
快樂是一種選擇，創意改變未來，澳寶Opal首推銀離子抗菌沐浴露，由澳寶科研團隊精心研發，
擺脫傳統，從各種抗菌元素中，選用有極佳抗菌能力，且對人體無害的銀離子(Ag+)創新抗菌技術
，殺菌率達99.9%，最強長效抑菌18小時，在炎炎夏日銀離子亦可止汗淨味，解決體臭煩惱，將
抗菌沐浴露推向更高層次。

產品簡介

澳寶銀離子抗菌沐浴露
Opal Ag Plus Anti-Bacterial Shower Gel

‧著名測試行驗證通過殺菌率達99.9%
‧最強長效抑菌18小時
‧經認可皮膚科醫生測試
‧選用最貼近肌膚pH值5.5
‧選用氨基酸表活，連對膚質更有要求的
名牌潔面乳都會採用
‧無添加矽和Paraben防腐劑
‧加入保濕因子滋潤嫩膚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0日

產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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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澳寶抗菌護手霜選用對人體無害的銀離子(Ag+)，殺菌率達99.9%，最強長效抑菌12小時，配方獨特，
香氣清新，滋潤不黐手，抗菌護手兩兼顧。 

產品簡介

對事物追求極致的理念，精益思想、精益管理、精益生產；以確保生產出符合標準、質量穩定的產品。不斷超
越過去，不斷進取，做出新特色，跳出原有思維框框。在原有成功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新的方法和工作思路，不
斷進步。

創辦人分享

七大極致抗菌必備元素
‧著名測試行驗證通過殺菌率達99.9%
‧最強長效抑菌18小時
‧經認可皮膚科醫生測試
‧選用最貼近肌膚pH值5.5
‧選用氨基酸表活，連對膚質更有要求的名牌潔面乳都會採用
‧無添加矽和Paraben防腐劑
‧加入保濕因子滋潤嫩膚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0日

產品特點

澳寶抗菌護手霜
Opal Anti-Bacterial Hand Cream

Opal Cosmetics (Hong Kong) Limited
澳寶化粧品(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澳寶化粧品(香港)有限公司
2410 2970

@opalhkOpal Cosmetics (Hong Kong) Limited

www.opalhk.com

cosmetics@opalhk.com

Supermarkets & pharm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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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Health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於2009年創立，旗下產品來源及品質
都經過嚴格監測，由國際認可、嚴格的「GMP」標準製作生產
，並通過香港政府認可的檢測機構安全檢測。品質安全可靠，屬
顧客信心之選。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給顧客，紅健坊於大型連鎖
店內設立健康顧問團隊，提供專業健康資訊及保健意見。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紅健坊』健骨寶含修補關節的天然活性成分每日為您關節補給
所需營養，有效提供體內所需，使骨骼及骨節間得到保護，修補
軟骨組織，保持骨骼強健；『紅健坊』健骨寶的獨特配方，特別
有效針對活動關節問題人仕，快速見效。

產品簡介 

「紅健坊」致力實踐品牌「健康‧生活」理念，以先進科技研製出高效能及高安全性的保健產品，
務求照顧男女老幼的健康需要，為大眾締造真正的「健康‧生活」。

「紅健坊」將繼續關注大眾健康需要，開拓更多優質、高效能及高安全性的保健產品，讓大眾提升
自身的「健康‧生活」質素。

品牌理念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產品特點

‧改善關節活動能力
‧減少關節摩擦聲音
‧強健筋骨
‧舒緩關節因退化而不適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9月24日

健骨寶
Joint Health

2499 0680
紅健坊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Red Health Products Company Limited @redhealthhk

redhealthworld.com

daniel.leung@redhealthworld.com

金馬及金像獎雙影后惠英紅小姐親身試用產品八年



正宏健康有限公司為了改善都市人「年輕衰老」的健康問題，秉持「對抗衰老保持年輕享受生活」
的宗旨，特意搜羅了高品質及高效的抗衰老產品，打造了優質的抗衰逆齡產品品牌NewGeno，
讓大家及早為身體啟動長壽基因，避免於年老時花費大部分金錢在醫療上，才發現抗衰老補充品
的重要性。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抗衰活齡素是由香港一班科研專家，經過精心研發並配合
在香港嚴格生產控制的完美抗衰老產品。抗衰活齡素結合
了珍貴的人類生長因子(hbFGF)及高純度NMN(>99%)， 
加上多種有效成份-藜蘆醇，洋蔥素和兒茶素研製屴抗衰
逆齡黃金配方。再配合突破性的分子微囊釋出技術，將
黃金配方帶到腸內完美釋放，使人體全面吸收，大大提
升原有效用。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正宏健康有限公司

售賣點：

產品特點

正宏健康網上商店、HKTV mall、mbeauté及HK Livefeed

．改善睡眠質素加强記憶力
．修復DNA提升免疫力
．啟動腦細胞改善腦弱態
．逆齡美肌
．護心血管
．修復眼功能
．骨質再生修補關節
．改善血脂控制體重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9月22日

Right Grand Healthy Limited 
正宏健康有限公司

Righ Grand Healthy Limited

9346 5431 www.newgeno.com

9346 5431 info@newgeno.com

NewGeno 抗衰活齡素
NewGeno NMN Revival Bo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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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Luen Food Products Co. Ltd.
新聯食品有限公司

新聯食品有限公司於2016年引入王朝滴雞精到香港，旨在為市民提供價錢合理且老少皆宜之保健產
品。於香港市場打穩基礎後，再向海外發展業務，業務觸及澳門，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地區。致力將保
健文化推廣及普及化。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王朝滴雞精嚴選台灣適齡母雞，以10小時100度古法恆溫滴釀，不加一滴水萃取雞隻精華，能提供豐
富膠原蛋白及9種人體必需的胺基酸，可大補元氣；復原體力；加快創傷癒合；改善大腦機能；促進
消化，加強脂肪分解。特別適合氣虛，乏力疲勞人士滋補，對經期或產後血虛女士亦有補血作用。

產品簡介 

王朝滴雞精(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俊傑先生，在一次台灣參展期間遇見滴雞精。試飲後發覺味道
比傳統雞精更香濃更易入口，認為滴雞精在香港應有發展潛力，於是把王朝滴雞精引入香港，再配合
一連串市場推廣策略，向市民傳揚滴雞精的好處。

創辦人分享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產品特點

王朝滴雞精(香港)網店, 盞記, 綠盈坊, 源生坊, HKTV Mall, K Mall, 
萬寧, Mothercare, 上海么鳳, 彩豐行, 點點綠, Wecare唯家

‧ 100%無添加
‧ 製作過程不加一滴水
‧ 高蛋白
‧ 零油零脂肪
‧ 低納量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6日

王朝原味滴雞精 (急凍版及常溫版)
Wang Chao Chicken Essence - 
Original Flavor（Frozen & Ambient Version)

2217 9278
新聯食品有限公司
Sun Luen Food Products Co. Ltd. 6222 7142

www.wangchao.com.hk

info@wangcha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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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or Made (Hong Kong) Limited 
量品(香港)有限公司

量品(香港)有限公司始創於2016年，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量品枕頭，產品已獲多項獎項和証書，除與各大
百貨公司合作銷售外，亦會參加各項展銷會推廣產品，更不斷研發不同健康產品，改善生活質素。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量品TAILOR MADE – 專門度身訂做的健康枕，為頸椎提供貼身承托，保護頭頸及脊椎健康。獨有7個不
同承托區域，可自由增減棉芯和成份比例，調校不同高度和軟硬，為您調校最舒適的睡枕,達至無重睡眠。

產品簡介

我們從事零售多年，在眾多產品中，最令我們頭痛的產品就是枕頭，傳統的枕頭都已固定型狀與軟硬，
由於每個人的頭型和軟硬喜好都不同，很難滿足所有人，經多年探索和測試，終於研究出用度身訂做方
法，又可調節軟硬和可清洗的量品枕頭。

創辦人分享

售賣點：崇光百貨, 一田百貨, 千色店, 先施百貨, 北角新都城百貨
                  

量品度身訂做枕頭
Tailor Made Pillow

‧ 為每個人不同的頭型度身訂做最合適高度、
孤度及軟硬度的健康枕頭

‧ 採用韓國製造的彈性炭管及彈性珍珠棉做填
充材料

‧ 量品枕頭能調節高度及軟硬，更有效承托頸
椎

‧ 整個枕頭可以清洗,避免滋生細菌及塵蟎
‧ 10年保證調校服務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2日

產品特點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量品(香港)有限公司
3705 2658

hongkongtailormadeTailor Made (Hong Kong) Limited

www.hktailormade.com

enquiry@hktailorma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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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on International Ltd. 
和田創基有限公司

和田保健貼是嚴格採用成長期4年之日本最優質孟宗竹製造，自
行生產及提煉成最強效竹酢原液，所提煉竹酢液必須經過長達
15年之儲藏及熟成過程，期間再經三次沉澱及蒸餾過濾，最終
煉製成的強效竹酢液，其純度極高，絕不含有害雜質，而且蘊含
多種對人體有效之有機微量元素，最後再以獨特之低溫濃縮噴霧
法製成粉末，確保竹樹的精華得以保存，並能發揮最強效果。

和田保健貼去濕排毒功效顯著，能於短時間內將身體濕氣及多餘
水份抽出體外，促進新陳代謝、加速血液循環、改善手腳冰冷、
減少疲勞感及提高優質睡眠等。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wrightlifehk

產品特點

‧促進血液循環，加強新陳代謝
‧淨化血液，活化細胞功能
‧舒緩壓力，提高睡眠質量
‧改善四肢冰冷、腰酸背痛及
    肌肉勞損等症狀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8月26日

和田保健貼（竹酢及唐辛子）
Waton Sole Patch (Chiku-saku & Chili)

2889 3806
和田創基有限公司
Waton International Ltd. 

www.healthy.com.hk

info@healthy.com.hk



養生，也不過是在乎飲食和休息。聽上起來「知易」，但
都市人生活忙碌，飲食不節，作息失調，要兩者都兼顧，
或許是「行難」的事。御世家把您的健康扛在肩上，為您
的飲食貼心加添極上乘營養食補，以提供現代簡單方案，
用心守護家家戶戶的健康。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御世家有機鮮雞滴雞精採用天然有機餵飼馬來西亞有機認
證鮮雞，8 小時高溫慢燉，不添加水分，萃取出金黃清澈、
原汁原味的精華，不含抗生素、色素、香料和防腐劑。並
徹底去除油脂及雜質，零脂肪及零膽固 醇，補身不長肉。

產品簡介 

御世家嚴謹堅守食品安全，從原材料檢驗至成品包裝，層層嚴格監控，把關健康美味的品質。我們所
採用的供應商和生產商，都是經過仔細審查，確保質量水平穩定，並符合相關國際標準規格，讓您品
嘗的每一口，既新鮮又安心。

品牌理念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售賣點：

產品特點

御世家官方網站、HKTV MALL、代理網站及門市

．100%無添加
．製作過程不加一滴水
．高蛋白
．零油零脂肪
．低納量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月6日

28082816
Wilkinson Catering Limited

yusaika.com.hk

shipping@yusaika.com.hk

Wilkinson Catering Limited

御世家有機鮮雞滴雞精
Yusaika Organic Drip Chicke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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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1989年10月成立，從事食品自動化機械生產31年歷史，客戶包括各大飲食
集團和食品製造商。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研究表明海藻多糖有明顯降血脂作用，降低膽固醇，對抗中風、心臟病；提升人體免疲力，活化NK
細胞與巨噬細胞，抗氧化，有效清除自由基，提升細胞活性，抗菌，抗HIV ; 提升肝功能，緩解肝損
傷，改善疲勞，保持精神；逆齡抗衰老，生髮，肌膚保濕，抑制體重增加，改善腸道環境。

產品簡介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互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售賣點：

產品特點

HKTV mall、各大藥房、 big big shop

．免疫調節作用
．抗病毒
．抗氧化
．抗腫瘤
．抗炎
．護膚潤膚
．減肥消脂 

認證有效期至2022年1月6日

Woo-Sh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互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

Woo-Sh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357 5316 www.healthylife.hk

info@healthylife.hk

創辦人分享
研究卡帕藻飲品，其實是為我自己家人，我爸爸16歲開始爛腳，70幾年看了很多醫生，試過民間療
法都沒好轉，還導致營養不良、便秘、脫肛等問題。偶然嘗試卡帕藻後，情況明顯改善，所以便投
入很多時間、精力、金錢去研發這個產品。 

藻康寶
Algal 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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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Life Pharmaceutical Limited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為增進現代人的健康，創立了萊特維健 Wright Life® 品牌，秉持「香港天然
健康品牌」的使命，打造優質的全球化高品質營養保健產品及中成藥。萊特維健 Wright Life® 利用
最嚴謹的現今科技及規格，配合尖端技術人員，研製出品質優良、安全可靠的現代中藥，讓現代城市
人從基本改善健康，堅守品牌承諾。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萊特維健，清肝至尊。95%高純度，醫療級水飛薊賓，高效謢肝及解毒，此外加入NMN能令肝臟
年輕化，加速肝臟細胞修復，四種有效護肝成份全面保肝。

產品簡介 

認可 產品

產品特點

萊特維健 成人益生菌200億
Wright Life 20billion probiotics

• 成份有17种益生菌及低聚果糖
• 可調理腸胃
• 改善便秘
• 改善消化功能
• 保護腸道健康
• 強化免疫系統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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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 產品

萊特維健 NMN 10000
Wright Life NMN 10000

萊特維健最熱賣產品—NMN 
10000能夠修復 DNA、越活
越年輕! 可有效抗衰老、基因
修復、令身體機能年輕化、提
升心血管機能、美肌、改善膚
質、抵抗輻射。也可令內贓器
官功能提升、更能修補肌肉提
高記憶力。

產品簡介 

產品特點

Wright Life Pharmaceutical Limited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 每盒有60粒NMN補充劑
• 每粒NMN補充劑含167毫克高純度 
• NMN份量相當於食用數十公斤西 蘭牛油

果或數百公斤鮮牛肉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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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理念

萊特維健成人益生菌200億當中成份有17种益生菌及低聚果糖，可調理腸胃，改善便秘，改善消化
功能，保護腸道健康，強化免疫系統。

萊特維健 Wright Life我們認為與顧客的關係，不止於銷售產品，而是真正從客人出發。我們亦會不斷
推陳出新，積極鑽研更多高療效高品質的產品，滿足更多人的需要，真正達到治標治本效果及重啟健康
美滿的生活。

產品簡介 

Wright Life Pharmaceutical Limited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售賣點：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萊特維健藥廠有限公司
2114 2333

@wrightlifehkWright Life Pharmaceutical Limited

www.wrightlifeshop.com

info@wrightlife.com.hk

萬寧,屈臣氏,線上線下專門店

認可 產品

萊特維健 清肝至尊
Wright Life Thistle Extreme

產品特點

• 保護肝臟
• 提升肝功能
• 減輕皮膚紅腫痕癢
• 修復受損肝細胞
• 減少肝臟脂肪積聚
• 解酒排毒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5月12日



Your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創立於2014年，成立時已經過多方面的市場觀察，瞭解到華人地區女性從婦科衛生
常識到預防保健都不夠普及，意識也都比較保守，發病率亦較歐美國家高。所以在這多年來，優樂生活也一
直致力於婦科預防及保養的工作，幫助人們解決婦科問題的同時，亦希望藉此推動更多人能關注女性健康。

在慈善事務方面，優樂生活亦不遺餘力，曾支持香港華商慈善基金會、香港公益金、東華三院、香港癌症基
金會、博愛醫院、聯合醫院、精彩電視台等各方慈善機構和合作公司，於2017年更為中國貧窮地區發起助
學籌款活動，最終幫助校園增添教學物資及教學大樓之重建，大樓更命名為《優樂生活國際教學大樓》，幫
助學童有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亦為社會培育更多未來棟樑。另外在疫情期間，同事們亦多次自發於社區派
發防疫物資，希望幫助更多社會不同階層有需要的人。

優樂生活在各方面努力達致創辦的理念：「希望能為華人社會出一分力」。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簡介

認可 產品

產品特點
‧2分鐘抑制各類有害微生物，止痕癢，效用長達一天 
‧保持最佳酸鹼度，有效提升自我免疫力
‧有效抑制精子活動（行房前2分鐘使用）
‧有效收緊黏膜組織，排出生殖系統內的毒素
‧黏膜長期濕潤傷口難癒，凝膠能快速有效修補 
‧滋潤生殖系統延緩早衰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2月24日

優樂凝膠
Your Life Feminine Hygiene Gel

強效

去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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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認可 產品

認可 產品

優樂AE凝膠
Your Life AE Feminine Hygiene Gel 

產品特點

產品特點優樂加護凝膠
Your Life Care Feminine Hygiene Gel

‧2分鐘抑制各類有害微生物，止痕癢，效用長達一天 
‧保持最佳酸鹼度，有效提升自我免疫力
‧有效抑制精子活動（行房前2分鐘使用）
‧有效收緊黏膜組織，排出生殖系統內的毒素
‧黏膜長期濕潤傷口難癒，凝膠能快速有效修補 
‧滋潤生殖系統延緩早衰

認證有效期至2021年2月24日

強化蘆薈成分

加強滋潤及修復

加添鞣花酸

蘆薈

苦參

‧2分鐘抑制各類有害微生物，止痕癢，效用長達一天 
‧保持最佳酸鹼度，有效提升自我免疫力
‧有效抑制精子活動（行房前2分鐘使用）
‧有效收緊黏膜組織，排出生殖系統內的毒素
‧黏膜長期濕潤傷口難癒，凝膠能快速有效修補 
‧滋潤生殖系統延緩早衰

認證有效期至202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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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Your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賴永鈾博士創立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主力在華人地
區推廣女性清潔護理用品。所推廣的產品主要針對女性
生殖系統健康及保養而設，作用是幫助保持女性私密部
位清潔及維持理想的酸鹼度，從而提升自我免疫力、收
緊黏膜、修復傷口、滋潤生殖器系統，達致清潔、護理
、保養的作用，並協助提升私密部位的健康。而旗下所
推出的產品，也不斷因應市場需求作出進一步研發和提
升，與時並進。

優樂生活在各方面都
   努力達致創辦的理念：

                         
「希望能為華人社會出一分力」。

- 賴永鈾博士 - 

創辦人分享

3955 1359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Your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優樂生活國際有限公司

www.yourlife.com.hk

info@yourlif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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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Product Trial 
香港醫護學會產品測試計劃

本學會為不同的健康產品進行產品試用，產品試用內容會因應健康
產品性質而度身訂造。招募使用者時，亦會因應需要設立特定條件，
如年齡、性別及特定健康問題或憂慮等等。完成產品試用後，本學
會收集數據及進行分析並發出報告，讓大家能更進一步了解產品的
成效。



香港醫護學會的宗旨是透過培訓和教
育，提升醫護人員服務水平，為社區提
供優質的醫護專才，以解決醫護行業
人手不足的問題，同時積極與其他社
區組織合作，提供免費健康講座和展
覽會，以本學會的專業知識向市民宣
揚健康護理的重要性，回饋社會。

公益活動：探訪獨居長者及安老院舍。
Charity activities: elderly homes and nursery visits.

優質長者服務
Quality Elderly
Services Scheme

健康講座 
Health Talk

學會每月均會舉辦免費健康講座，
並邀請醫護界的專家向參加人士提
供醫護健康資訊，如不同疾病的成
因及治療方法、防疫、個人保健、
醫療事務管理等，講座更會頒發持
續護理教育學分(CNE Points)予出
席護士。

學會多年來於市面上挑選健康產品，
通過嚴謹評審程序，並頒發認可
資格，為大家提供一個可靠的參考指標。

香港醫護學會
認可產品 
Product 
Endorsement

為本港長者優質服務認可，成立計劃的目的如下：

嘉許提供優質長者服務的營運機構，並
讓營運機構透過獨立評核，持續改善服
務質素；

協助消費者識別及選擇優質的長者服務
營運機構；

提升長者服務行業的整體水平，令長者
得到裨益；及

宣揚關注長者服務的訊息。

香港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2575 5891              2778 1810
9601 6833 / 9515 4893 / 9515 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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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觀塘駿業街64號南益商業中心9樓全層
9/F, South Asia Commercial Centre, 64 Tsun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香 港 醫 護 學 會

THE HONG KONG HEALTH CARE FEDERATION 

電話Tel       :

傳真Fax      ：

電郵Email      ：
Facebook     ：
網址Website ：
定價(港幣)   Pr ice(HKD):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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