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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許可證字號 中文名稱

1 衛署藥製第043616號 “福祿壽三仙”加味消遙散濃縮細粒

2 衛署藥製第043643號 “福祿壽三仙”小柴胡湯濃縮細粒

3 衛署藥製第044154號 “福祿壽三仙”六味地黃丸濃縮細粒

4 衛署藥製第044155號 “福祿壽三仙”福祿壽感冒熱飲濃縮細粒（葛根湯）

5 衛署藥製第044177號 “福祿壽三仙”小青龍湯濃縮細粒

6 衛署藥製第044224號 “福祿壽三仙”輕鬆來元氣四物濃縮膠囊

7 衛署藥製第044225號 “福祿壽三仙”麻杏甘石湯濃縮細粒

8 衛署藥製第044226號 “福祿壽三仙”桂枝湯濃縮細粒

9 衛署藥製第044301號 “福祿壽三仙”川芎茶調散濃縮細粒

10 衛署藥製第044302號 “福祿壽三仙”獨活寄生湯濃縮細粒

11 衛署藥製第044303號 “福祿壽三仙”甘露飲濃縮細粒

12 衛署藥製第044346號 “福祿壽三仙”血府逐瘀湯濃縮細粒

13 衛署藥製第044412號 “福祿壽三仙”麥門冬湯濃縮細粒

14 衛署藥製第044580號 “福祿壽三仙”酸棗仁湯濃縮細粒

15 衛署藥製第044581號 “福祿壽三仙”杞菊地黃丸濃縮細粒

16 衛署藥製第044582號 “福祿壽三仙”辛夷清肺湯濃縮細粒

17 衛署藥製第044642號 “福祿壽三仙”止嗽散濃縮細粒

18 衛署藥製第044666號 “福祿壽三仙”疏經活血湯濃縮細粒

19 衛署藥製第044667號 “福祿壽三仙”藿香正氣散濃縮細粒

20 衛署藥製第044668號 “福祿壽三仙”桑菊飲濃縮細粒

21 衛署藥製第044706號 “福祿壽三仙”參苓白朮散濃縮細粒

22 衛署藥製第044707號 “福祿壽三仙”銀翹散濃縮細粒

23 衛署藥製第044721號 “福祿壽三仙”辛夷散濃縮細粒

24 衛署藥製第044722號 “福祿壽三仙”龍膽瀉肝湯濃縮細粒

25 衛署藥製第044776號 “福祿壽三仙”柴葛解肌湯濃縮細粒

26 衛署藥製第044871號 “福祿壽三仙”炙甘草湯濃縮細粒

27 衛署藥製第044953號 “福祿壽三仙”定喘湯濃縮細粒

28 衛署藥製第045008號 “福祿壽三仙”香砂六君子湯濃縮細粒

29 衛署藥製第045121號 “福祿壽三仙”濟生腎氣丸濃縮細粒

30 衛署藥製第045402號 “福祿壽三仙”四逆散濃縮細粒

31 衛署藥製第045403號 “福祿壽三仙”知柏地黃丸濃縮細粒

32 衛署藥製第045558號 “福祿壽三仙”清心蓮子飲濃縮細粒

33 衛署藥製第045559號 “福祿壽三仙”消風散濃縮細粒

34 衛署藥製第045631號 “福祿壽三仙”小活絡丹濃縮細粒

35 衛署藥製第045632號 “福祿壽三仙”蒼耳散濃縮細粒

36 衛署藥製第045678號 “福祿壽三仙”荊防敗毒散濃縮細粒

37 衛署藥製第045679號 “福祿壽三仙”歸脾湯濃縮細粒

38 衛署藥製第045742號 “福祿壽三仙”五苓散濃縮細粒

39 衛署藥製第045743號 “福祿壽三仙”半夏瀉心湯濃縮細粒

40 衛署藥製第045871號 “福祿壽三仙”芍藥甘草湯濃縮細粒

41 衛署藥製第045872號 “福祿壽三仙”當歸芍藥散濃縮細粒

42 衛署藥製第045873號 “福祿壽三仙”安中散濃縮細粒

43 衛署藥製第046000號 “福祿壽三仙”人參養榮湯濃縮丸

44 衛署藥製第046056號 “福祿壽三仙”桂枝茯苓丸濃縮丸

45 衛署藥製第046057號 “福祿壽三仙”十全大補湯濃縮丸

46 衛署藥製第046062號 “福祿壽三仙”風熱感消毒飲濃縮細粒（普濟消毒飲）

47 衛署藥製第046196號 “福祿壽三仙”平胃散濃縮細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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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衛署藥製第046197號 “福祿壽三仙”芎歸膠艾湯濃縮細粒

49 衛署藥製第046239號 “福祿壽三仙”調經丸濃縮丸

50 衛署藥製第046341號 “福祿壽三仙”七寶美髯丹濃縮細粒

51 衛署藥製第046342號 “福祿壽三仙”五味消毒飲濃縮細粒

52 衛署藥製第046526號 “福祿壽三仙”玉泉丸濃縮細粒

53 衛署藥製第046527號 “福祿壽三仙”清上防風湯濃縮細粒

54 衛署藥製第046554號 “福祿壽三仙”益氣聰明湯濃縮細粒

55 衛署藥製第046555號 “福祿壽三仙”七寶美髯丹濃縮丸

56 衛署藥製第047107號 “福祿壽三仙”清暑益氣湯濃縮細粒

57 衛署藥製第047121號 “福祿壽三仙”還少丹濃縮丸

58 衛署藥製第047137號 “福祿壽三仙”天王補心丹濃縮細粒

59 衛署藥製第047138號 “福祿壽三仙”防風通聖散濃縮細粒

60 衛署成製第000427號 “福祿壽三仙”川貝嗽精散

61 衛署成製第006069號 “福祿壽三仙”壽仙牌滋補丸（茸桂百補丸）

62 衛署成製第006316號 “福祿壽三仙”午時散（獨活寄生湯加味）

63 衛署成製第006349號 “福祿壽三仙”養肝丸

64 衛署成製第006412號 “福祿壽三仙”猛龍源丸（參茸固本丸）

65 衛署成製第006414號 “福祿壽三仙”滋爾肝丸（龍膽瀉肝湯）

66 衛署成製第006899號 “福祿壽三仙”五積散

67 衛署成製第006970號 “福祿壽三仙”四物散

68 衛署成製第006972號 “福祿壽三仙”小柴胡散

69 衛署成製第007139號 “福祿壽三仙”消風散

70 衛署成製第007466號 “福祿壽三仙”操勞源丸（生脈飲）

71 衛署成製第007467號 “福祿壽三仙”女科通血源丸（桂枝茯苓丸）

72 衛署成製第007469號 “福祿壽三仙”追風養筋丸（龍虎丹）

73 衛署成製第007471號 “福祿壽三仙”肥兒源丸（肥兒丸）

74 衛署成製第007527號 “福祿壽三仙”睛眼源丸（明目四神丸）

75 衛署成製第007595號 “福祿壽三仙”良心滋麗丸（衛真湯加味）

76 衛署成製第007663號 “福祿壽三仙”腳底爽散（密陀僧散加減味）

77 衛署成製第007680號 “福祿壽三仙”鐵拳行血散（復元活血湯加味去穿山甲）

78 衛署成製第007755號 “福祿壽三仙”樂腋香散（去麝香）

79 衛署成製第007820號 “福祿壽三仙”身圍源丸（防己黃耆湯加減味）

80 衛署成製第007903號 “福祿壽三仙”壽仙牌好瑤飼散（參芩白朮散）

81 衛署成製第007980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通脈丸（養血壯筋健步丸去虎骨）

82 衛署成製第008003號 “福祿壽三仙”菩提丸（歸脾丸）

83 衛署成製第008006號 “福祿壽三仙”保眼源丸（大丸）（明目地黃丸）

84 衛署成製第008084號 “福祿壽三仙”健兒寶散（肥兒丸）

85 衛署成製第008135號 “福祿壽三仙”月月安丸（大丸）（加味逍遙散）

86 衛署成製第008166號 “福祿壽三仙”養肝丸（大丸）

87 衛署成製第008273號 “福祿壽三仙”金星眼清散（滋腎明目湯）

88 衛署成製第008274號 “福祿壽三仙”清血丸（大丸）（大柴胡湯加味）

89 衛署成製第008278號 “福祿壽三仙”五苓散

90 衛署成製第008380號 “福祿壽三仙”導赤散

91 衛署成製第008433號 “福祿壽三仙”八正散

92 衛署成製第008472號 “福祿壽三仙”八味地黃丸

93 衛署成製第008528號 “福祿壽三仙”清上防風散

94 衛署成製第008644號 “福祿壽三仙”二陳湯散

95 衛署成製第008836號 “福祿壽三仙”乖乖兒散（五疳消積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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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衛署成製第008909號 “福祿壽三仙”加味知柏地黃丸

97 衛署成製第008910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天地嗽散（寧嗽化痰湯）

98 衛署成製第008911號 “福祿壽三仙”龍膽瀉肝散

99 衛署成製第008912號 “福祿壽三仙”定身風丸（三痺湯）

100 衛署成製第008913號 “福祿壽三仙”福祿壽八寶驚風散（去麝香）

101 衛署成製第008936號 “福祿壽三仙”調經丸（定經湯）

102 衛署成製第008950號 “福祿壽三仙”加味通竅丸

103 衛署成製第008990號 “福祿壽三仙”加味可腦丸（孔聖枕中丹加味）

104 衛署成製第009074號 “福祿壽三仙”金星愛您免痛丸（上中下通用痛風丸）

105 衛署成製第009080號 “福祿壽三仙”壽仙牌好運氣丸（人參平肺散）

106 衛署成製第009149號 “福祿壽三仙”愛爾樂散（肥兒八珍糕加減味）

107 衛署成製第009268號 “福祿壽三仙”茵陳五苓散

108 衛署成製第010036號 “福祿壽三仙”保眼光明丸（明目地黃丸）

109 衛署成製第010037號 “福祿壽三仙”聰明智慧丸（柏子養心丸）

110 衛署成製第010151號 “福祿壽三仙”良心大力命丸

111 衛署成製第010476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清淨丸（治濁固本丸）

112 衛署成製第010664號 “福祿壽三仙”六味地黃丸

113 衛署成製第010767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善寶丸（人參養榮丸）

114 衛署成製第010909號 “福祿壽三仙”善力散（肥兒八珍糕加減味）

115 衛署成製第010951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眼睛金丸（還睛丸）

116 衛署成製第011162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健保散（肥兒八珍糕加減味）

117 衛署成製第011606號 “福祿壽三仙”觀音百胃單丸（藿香正氣散）

118 衛署成製第011686號 “福祿壽三仙”良心牌壽星丸（補中益氣湯）

119 衛署成製第012162號 “福祿壽三仙”寧嗽化痰散

120 衛署成製第012249號 “福祿壽三仙”佳味降火解毒丸（梔子金花丸）

121 衛署成製第012271號 “福祿壽三仙”補血養肝丸（養肝丸）

122 衛署成製第012466號 “福祿壽三仙”免失眠補腦丸（天王補心丹去硃砂）

123 衛署成製第014231號 “福祿壽三仙”仁生鹿茸藥酒（中藥酒劑基準方六）

124 衛署成製第014232號 “福祿壽三仙”仁生桃花紅藥酒（中藥酒劑基準方二）

125 衛署成製第014256號 “福祿壽三仙”狀元紅藥酒（十全大補藥酒）

126 衛署成製第014272號 “福祿壽三仙”漢龍藥酒（史國公藥酒去虎脛骨）

127 衛署成製第014874號 “正光”勁霜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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