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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喉糖產品資料（歸類為藥物）
西藥樣本

樣本 
編號

牌子、型號、產品描述 
[1]

註冊編號 
[2]

每盒
粒數 
[3]

大約 
零售價 

[4]

聲稱 
來源地 

[5]

健康聲稱 
[5]

成分 
[6] 糖或甜味劑含量 

[5]
建議服用劑量 

[5]
消毒殺菌 止痛 化痰 抗敏感 其他

1 得果定喉片檸檬
Dequadin Lozenges Lemon HK-25439 18  $15.5 

馬來
西亞

有效治療喉嚨痛及口腔發炎。 地喹氯銨 0.25毫克 － － － 蔗糖 每粒含1.02克糖
服法（成人及兒童）：每次慢慢地含服1
片，需要時可重覆。

2
得果適特效喉糖檸檬蜜糖味
Dequasin Extra 
Lozenges Lemon & Honey

HK-58044 8  $19.9 英國

強效配方止痛，紓緩喉嚨發炎。 
……含有獨特強效止痛抗菌配方，更有
效止痛、紓緩喉嚨發炎及消除口腔細菌，
真正紓緩喉嚨發炎所致的痛楚，而且更
潤喉及味道可口。 
雙重抗菌功效。

苯扎氯銨  
(50% w/v) 1.2毫克

－

－ － 左薄荷腦 每粒含2.5克葡萄糖及蔗糖

成人及12歲或以上兒童：需要時每隔3小
時含服1粒，24小時內最多可服用8粒。7
至12歲以下兒童：需要時每隔3小時含服
1粒，24小時內最多可服用4粒。7歲以下
兒童：不建議服用。己雷瑣辛 2.5毫克

3

特快靈消炎殺菌喉糖
不含糖份(潤喉檬蜜)
Difflam Anti-Inflammatory 
Anti-Bacterial Lozenges 
Honey Lemon Sugar Free

HK-53392 16  $73.1 印度
……含特效消炎殺菌成份能迅速減輕口
腔發炎及喉嚨痛、口瘡(痱滋)及牙科手術
後引起的痛楚。

西吡氯銨 1.33毫克
鹽酸苄達明 
3.00毫克

－ － －
每粒含糖精鈉0.65毫克及
異麥芽酮糖醇2583毫克

需要時含服1粒。每粒有效至3小時。如
情況嚴重，可每1至2小時含服1粒。每日
最多可含服12粒。不建議持續使用超過7
天。6 歲以下兒童不宜使用。

4 Scassh Trouch Lozenge HK-40324 18  $38.0 日本

喉炎用 
效能：口腔消毒、口臭、聲音沙啞、喉嚨
枯乾感、喉嚨不適，因喉嚨發炎而引起之
腫痛

地喹氯銨 0.125毫克 － －
馬來酸氯
苯那敏 

1.00毫克

Platycodon powder 25.00 mg, 
Dipotassium glycyrrhizinate 2.50 mg

氫化麥芽澱粉糖漿 585.3毫克 
蜜糖 35.5毫克 
果糖 10.6毫克

成人每次1粒，每日6次，放於口腔內慢慢
溶解，無須咬碎，每次應隔兩小時。

5
使立消化痰止咳配方
Strepsils Chesty Cough 
Lozenges

HK-52503 24  $41.9 泰國

化痰順氣 
紓緩咳嗽 
含有特別化痰成份，有效暢通氣管及紓緩
因頑固積痰引起的咳嗽。

－
鹽酸氨溴索 

15毫克
－

sucrose, liquid glucose, tartaric acid, 
anise oil, orange oil, menthol, sodium 
saccharin, sorbitol, quinoline yellow, 
sunset yellow, ponceau 4R

每粒含2.56克糖及甜味劑，
包括山梨糖醇、糖精鈉、
精製糖及液體葡萄糖

成人：每次2粒，含服第1粒後，再含服第
2粒；每日3次。 
6至12歲兒童：每次含服1粒。每日3次。

6
使立消橙味維他命 C
Strepsils Orange with 
Vitamin C Lozenges 

HK-60561 24  $31.0 泰國
能幫助消除喉嚨痛。
兒童及成人均宜服用。

2,4-二氯苄醇 1.2毫克 
戊間甲酚 0.6毫克

－ － － 維他命C 100.0毫克
每粒含2.59克糖，包括蔗糖及
液體葡萄糖

每隔2至3小時含服1粒。

7
使立消冰涼薄荷味喉糖
Strepsils Cool Antiseptic 
Lozenges

HK-57346 16  $31.0 泰國
特有冰涼口感能消除喉痛。每粒喉糖含
有兩種抗菌成份能紓解喉嚨疼痛。

2,4-二氯苄醇 1.2毫克 
戊間甲酚 0.6毫克

－ － － 薄荷腦 7.0毫克
每粒含2.77克糖，包括蔗糖及
液體葡萄糖

成人及6歲以上兒童均宜服用。每隔2至
3小時含服1粒。

8
使立消特強舒爽
Strepsils Extra Strong 
Antiseptic Lozenges

HK-51189 24  $31.0 泰國
能有效消除喉嚨痛。兒童及成人均宜
服用。

2,4-二氯苄醇 1.2毫克 
戊間甲酚 0.6毫克

－ － － －
每粒含2.77克糖，包括蔗糖及
液體葡萄糖

每隔2至3小時含服1粒。

9
使立消MAX
Strepsils Max Antiseptic 
Lozenges

HK-59062 16  $41.9 泰國
特強．鎮痛殺菌 
特備鎮痛殺菌功效，迅速舒緩喉嚨疼痛。

己雷瑣辛 2.4毫克 － －
sucrose, liquid glucose, 
blackcurrant flavour, levomenthol, 
and approved colourings

每粒含2.54克糖，包括蔗糖及
液體葡萄糖

6歲以上兒童、成人及老年人均宜服用。
需要時或每隔3小時含服1粒，讓它慢慢
溶化。24小時內不可服12粒。

10
使立消無糖檸檬味
Strepsils Sugar Free 
Lemon Antiseptic Lozenges

HK-54676 16  $31.0 泰國
能幫助消除喉嚨痛。兒童及成人均宜
服用。 
不損牙齒。糖尿病者適用。

2,4-二氯苄醇 1.2毫克 
戊間甲酚 0.6毫克

－ － － －
每粒含2.48克甜味劑，包括
糖精鈉、異麥芽酮糖醇及
液體麥芽糖醇

每隔2至3小時含服1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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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都樂金嗓子喉片
Golden Throat Lozenge HKP-00157 12  $19.5 

中國
柳州

疏風清熱、解毒利咽、芳香闢穢。適用
於改善急性咽炎所致的咽喉腫痛，乾燥
灼熱，聲音嘶啞。

西青果1.25%、羅漢果0.085%、桉油0.15%、
薄荷腦0.30%、金銀花0.80%、橘紅0.085%、
八角茴香油0.009%、水份2.8%

蔗糖94.521% 含服，一次1片，一日6次

[1]	 各分類內的樣本按牌子英文名稱排列。

[2]	 #1至#10所列的為香港藥劑製品註冊編號，#11的為中成藥過渡性註冊編號。

[3]	每盒粒數來自樣本的標籤說明或由本會職員數算。

註 [4]	售價乃本會於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購買樣本時收集到的資料，
實際售價會因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5]	來源地、健康聲稱、成分、糖或甜味劑含量及建議服用劑量來自樣本

的標籤說明或由代理商提供。
	 －		沒標示含有相關成分

[6] #1至#10內的含量指每粒含有該成分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