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過認證普力-600 快速錠是最佳防疫產品 

     近年來，SARS、腸病毒、禽流感、新型流感等疫情相繼爆發，患者人數不斷增

加，市面上訴求抗菌、殺病毒等防疫功能的產品越來越多，讓民眾眼花繚亂。為保障民

眾健康安全、提升我國防疫能力與水平，並協助民眾正確選購優質防疫產品，台灣行政

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委託生策會辦理「防疫產品審查機制」，邀集環境衛生、環境醫

學、臨床病毒、物理學家、化學家等相關領域專家組成審查小組，透過『防疫技術』、

『防疫效能』、『安全性』、『質量管理』等四大面向進行審查，經初審、複審與決選

後，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普力-600快速錠」成為第一家被台灣行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推薦的唯一防疫產品。 

  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致力於創造人類無菌、無毒生活環境為使命，研發出

普力-600快速錠，成為唯一一家獲得防疫產品推薦的產品，讓消費者在選購防疫產品時

更有保障。 

  活化速度快普力-600快速錠應用範圍廣 

  普力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普力-600快速錠，活化時不受酸度、濃度影響，轉

化過程比國際上一般傳統以強酸或檸檬酸活化的轉化率更能提高其純度，反應可在非酸

條件下進行(也可在鹼性條件下活化)，提高對細菌、病毒、有毒有害物質的超強分解能

力，有效分解化學毒劑及殘留農藥，普力-600快速錠的應用範圍經 SGS檢驗報告可以

100％去除室內空氣中的甲醛、尼古丁等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共計 22種。 

  普力-600快速錠的有效成份，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殺滅環境中的細菌。消毒劑的霧

化、氣化方法簡單，使用方式是將產品按一定比例加入水中，溶解後攪拌均勻即可，可

搭配噴瓶或噴霧機使用。普力-600快速錠的有效成份可快速逸散於空氣中，對空氣進行



快速有效的消毒、表面消毒及不耐腐蝕金屬容器及器械的消毒，可用於醫院、流動的公

共交通工具及人群密集的公共場所進行空氣消毒與接觸地方的消毒，也可隨身攜帶，隨

時對個人周圍空氣進行消毒。消毒方法多樣化，適應性強，消毒範圍可大可小，是值得

推廣的較理想空氣消毒劑。而且，正確使用下不影響人體健康。

                                             保存期達三年普力-600快速錠經濟又安全 

  普力-600快速錠採用 Chlorine Dioxide前驅物複合式配方為主要成份，保存期限

長達三年，錠劑投入水中活化時間僅需約 3分鐘。二氧化氯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和美國環境保護局 （EPA）確認是醫療衛生、環境保護、自來水、工業循環用

水及污水處理等方面，殺菌、消毒、除臭及降解 BD、COD的理想氧化劑，它具備藥效

長、無毒性、不破壞環境的優點。它屬於氧系列的殺菌劑，比現有氯系殺菌消毒劑（如

漂精、漂水、氯氣等）有更高的殺菌能力，效果是它們的 2.6-10倍，普力-600快速錠

能強效殺死幾乎所有致病微生物，包括：細菌、病毒、芽孢、隱孢子蟲等。且在處理過

程中絕對安全，被世界衛生組織（WHO）確認為 A1級，更推薦二氧化氯為「第四代」

消毒劑。 

  由國內外大量研究結果顯示，二氧化氯不會產生三致效應（致癌、致畸、致突

變），同時在消毒過程中也不會與有機物發生氯代反應生成有機氯化物。二氧化氯濃度

低於 500ppm時，對人體健康不會有任何不利影響，對皮膚也無致敏作用，因此，被認

為是最安全、無毒的消毒劑之一，可以安心使用。可以使用在：地板與磁磚縫隙、清潔

用具、刀具砧板、流理台、室內空氣、浴室廁所、鞋櫃、洗衣機內槽、冰箱內壁、辦公

室、兒童玩具、口罩外側、中古屋、賓館與旅館、蔬菜水果、衣物床單、空調濾網、餐

具碗盤、牙刷殺菌、手部消毒、野外飲水補充、漱口水、飲水機、鍵盤與鼠標等。 



  普力-600快速錠具備簡單、速效、經濟、安全無毒的特色，讓消毒滅菌工作不再困

難，全民都能成為抗流感病毒專家。普力-600快速錠獲得 2010、2011、2012年台灣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推薦為各式傳染病防疫產品、2007年度台灣質量金像獎，也

獲得多項專利。近年來獲得國內外知名企業或機構採用。            

  普力-600快速錠經台美檢驗公司檢驗，對於多重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

桿菌、多重抗藥性綠膿桿菌、嗜熱脂肪芽孢桿菌（俗稱超級細菌）的滅菌率達 100 ％。

另外，經 SGS公司檢驗，普力-600快速錠對於尼古丁、甲醛、甲乙基苯等空氣中有害

物質的去除率達 100％，適合個人清潔、家庭衛生與環境淨化，可以除臭、消毒、殺菌

一次完成，泡好的溶液，只要在期限內使用完畢，即可擁有最佳的消毒殺菌效果。 

  普力-600快速錠也通過中華人 民共和國衛生部進口消毒劑與消毒器械許可，及中

國疾病控制中心、中國軍事醫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優良檢驗。 

 





















 檢驗單位 檢驗項目 試驗成果 

物理特性 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

院 消毒檢測中心 

片重測試 平均重量為 1.0285g/錠 而重量範圍為 0.9141~1.1894g/錠。 

溶解時間測試 平均溶解時間為 379 秒 ( 6.31 分鐘 ) 時間範圍為 304~479 秒。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氯與重金屬鉛

砷汞濃度測試 

二氧化氯濃度值為 113 ppm。砷與鉛和汞濃度皆小於 0.01 ppm 偵測極限

結果為 N.D. 無檢出。 

可塑劑/塑化劑成分檢

測 

 本測試以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檢測 鄰苯二甲酸丁酯苯甲酯(BBP) / 鄰苯

二甲酸二丁酯(DBP) /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 鄰苯二甲酸二

正辛酯(DnOP) / 鄰苯二甲酸二正戊酯(Dnpp) / 鄰苯二甲酸二(2-甲氧基乙基)

酯(DMEP) / 鄰苯二甲酸二異戊酯(DIDP) /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 / 鄰苯

二甲酸二甲酯 (DMP) 濃度。上述物質皆小於 5/30ppm 偵測極限結果為 

N.D. 無檢出。 

消毒性能 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

院 消毒檢測中心 

金黃色葡萄球菌消毒

測試 

檢測結果為 5分鐘內 殺菌對數值 2.59~2.70 10分鐘後 殺菌對數值皆大於

3.00 

大腸桿菌消毒測試 檢測結果為 5分鐘內 殺菌對數值 2.61~2.85 10分鐘後 殺菌對數值皆大於

3.00。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

菌 / 抗藥性綠膿桿菌 

/ 流感嗜血桿菌 / 嗜

熱脂肪芽孢桿菌 殺菌

能力試驗 

結果表明 經消毒處理殘留之菌數皆為 0 CFU/ml 計算其殺菌能力為 

100%。 

SGS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枯草桿菌 / 仙人掌桿

菌 / 變異鏈球菌 / 嗜

酸乳酸菌 抑菌功效測

試 (假牙錠 / 漱口

錠 ) 

本試驗枯草桿菌, 仙人掌桿菌, 變異鏈球菌, 嗜酸乳酸菌之 3 分鐘抑菌能

力均為 99.9％。試驗物質之 5 分鐘抑菌能力分別為 99.99％,99.99

％,100％及 100％。結論，抑菌率達（99~100％）試驗物質能有效抑制

四種測試菌種之生長。 

消毒應用 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

院 消毒檢測中心 

蔬果表面消毒模擬現

場測試 

結果顯示 蔬果表面大腸桿菌平均殺菌對數值皆大於 3.30。 

  

物體表面消毒現場測

試 

結果表明平均有大於 2.09 之殺菌對數值效果。 

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

司 

評估普力 600 消毒劑 

對手掌棲息菌之抗菌

能力 

本試驗取 100ppm 普力 600 快速錠溶液 對手掌消毒 5分鐘 比較消毒

前後差異 能有減少總細菌 87~90% 之效果。 

台灣生物製劑有限公

司 

二氧化氯對無塵衣殺

菌效果試驗 ( 腸道沙

門氏菌 / 大腸桿菌 / 

金黃色葡萄球菌 / 枯

草芽胞桿菌 / 梭狀芽

胞桿菌 / 念珠菌 / 豬

霍亂沙氏桿菌 ) 

結果顯示實驗組全數無檢出 有近 100% 之消毒效果。 

 二氧化氯對病毒及黴

菌殺滅效果試驗報告 

結果顯示病毒之實驗組接種之胚胎皆全數正常發育且存活無病變 載有黑霉

菌之紗布亦無任何菌落生長 顯示二氧化氯煙燻消毒法對上述物種有 近



 

( 鴨肝炎病毒 / 鴨小

病毒 / 雞產蛋下降症

候群病毒 / 新城病病

毒 / 黑黴菌 ) 

100% 之消毒效果。 

SGS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水霧含氧機效能測試

（空氣中細菌濃度） 

經運轉 5分鐘與 30分鐘處理後 檢測值皆小於偵測極限 無檢出 有 99% 

以上之去除率  

空氣中抗菌功能測試 

(慢速錠) 

經處理一小時後 檢測值小於偵測極限 無檢出 有近 100% 之去除率 。 

廢氣處理 SGS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空氣中有害物質 

VOCs去除率分析 (香

菸) 

結果得出 尼古丁等表列 22項之化合物無檢出 去除率皆達 100%。 

空氣中甲醛去除率分

析 

結果得出 甲醛去除率達 96.47%。 

廢水處理 國立宜蘭大學 工業廢水氰化物去除

試驗 

本試驗顯示一錠快速錠在 1000ml 工業廢水中對氰化物有 94.7% 之去除

率 而化學需氧量可減少 34.4% 

現場驗證 明志科技大學 第二學生餐廳室內空

氣品質改善報告 

對空調箱內部表面殺菌率可達 84.62% 而空調風管出風口表面殺菌率可

達 70.25% 而用餐區空氣中總細菌濃度可減少 68.55% 甲醛減少 

41.24%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減少 50.20 % 異味改善 79.90%。 

生理毒性 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

事醫學科學院 消毒

檢測中心 

一次完整皮膚刺激試

驗 

結果顯示普力 600消毒劑與未作用之空白對照組比較 未見異常 對皮膚刺

激強度為無刺激性 。 

小鼠急性經口毒性試

驗(500 mg/L) 

LD50>5000mg/kg 毒性分級屬無毒性。 

小鼠骨髓嗜多染紅細

胞微核試驗 

各劑量組與毒化物對照組相比 細胞微核率無顯著性差異 普力 600 消毒

劑 對小鼠骨髓嗜多染紅細胞無致微核作用。 

體外哺乳動物動物細

胞染色體畸形試驗 

結果得知對體外培養的中國倉鼠肺細胞 無致染色體畸形作用。 

中國人民解放軍 軍

事醫學科學院 微生

物流行病研究所 

細胞毒性測試 結果顯示 細胞生長未見異常 所以 10ppm 及以下濃度溶液對細胞無毒

性。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 環境與健康相關

產品安全所 

小鼠精子畸形試驗 試驗於 35日後剖腹取出睪丸 並分析每隻動物 計數 1000 個精子中的畸

形精子數 該受測物對小鼠無製精子畸形作用。 

SGS 台灣檢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大白兔眼睛刺激性試

驗 (假牙錠 / 漱口

錠 ) 

本試驗結果顯示試驗組及對照組並無可觀察之眼睛病變及症狀產生，兩者

之間無差異，亦不引起兔子死亡。所以本試驗物質(10ppm)在 0.1 ml 之

使用量時對兔子眼睛進行單次刺激試驗並未產生刺激性。 

倉鼠口腔刺激性試驗 

(假牙錠 / 漱口錠 ) 

本試驗結果顯示在肉眼觀察下並無可觀察之口腔病變及症狀產生，兩者之

間無差異，亦不引起倉鼠死亡。所以本試驗物質對倉鼠進行單次刺激試驗

在肉眼觀察下並未產生刺激性。 

急毒性大鼠口服投予

極限試驗 (假牙錠 / 

漱口錠 ) 

根據本試驗結果顯示，試驗物質在劑量 10 ppm 時，對大鼠並未產生相關

之毒性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