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公告調整管制藥品品項及分級修正之內容摘要
公告日期、文號及內容摘要
【1】

行政院 88 年 12 月 8 日台 88 衛字第 44501 號公告
公告「第一級至第四級管制藥品範圍及種類」
第一級管制藥品計 9 項，第二級管制藥品 166 項，第三級管制藥品 18 項，第
四級管制藥品 70 項，合計 263 項。

【2】

行政院 90 年 3 月 23 日台 90 衛字第 016828 號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67 項為「伽瑪羥基丁酸」
（Gammahydroxybutyrate、GHB）。
[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4 項為「美服培酮」 (Mifepristone)。

【3】

行政院 90 年 7 月 3 日台 90 衛字第 039083 號公告
含古柯鹼(Cocaine)等 72 項成分，含量每毫升 1.0 毫克以下，包裝 1.0 毫克以
下，且經放射物質、抗體標幟，或非直接使用於人體者，並以有機溶劑配製
之檢驗試劑，非以管制藥品列管。

【4】

行政院 91 年 2 月 8 日院臺衛字第 0910005385 號公告
【1】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5 項為「佐沛眠」(Zolpidem)。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19 項為「愷他命」(ketamine)。

【5】

行政院 92 年 6 月 19 日院臺衛字第 0920033059 號公告
【1】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46 項-二氫可待因(Dihydrocodeine)及其製劑含量
每 100 毫升(或 100 公克)5.0 公克以上。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0 項-二氫可待因(Dihydrocodeine)製劑含量每
100 毫升(或 100 公克)1.0 公克以上，未滿 5.0 公克
【3】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6 項-二氫可待因(Dihydrocodeine)內服液(含糖
漿劑)含量每 100 毫升未滿 1.0 公克之醫師處方用藥
【4】修正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10 項「氯二氮平」（Chlordiazepoxide）
：含有
Chlordiazepoxide 成分之複方錠劑或膠囊劑，其每粒含 Chlordiazepoxide 5 毫
克以下並與 anticholinergic agent 混合之複方製劑，且非以安眠、鎮靜為適應
症者，不適用「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列管。
【5】修正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52 項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
：含有 Phenobarbital
成分之複方錠劑或膠囊劑，其每粒含 Phenobarbital60 毫克以下並與
anticholinergic agent 及\或 phenytoin、ergotamine、dyphylline、aminophylline、
theophylline、propoxyphylline 混合之複方製劑，且非以安眠、鎮靜為適應症
者，不適用「管制藥品管理條例」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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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行政院 93 年 3 月 8 日院臺衛字第 0930010412 號公告
【1】除特別規定外，各品項皆包括其異構物 Isomers、酯類 Esters、醚類 Ethers、
及鹽類 Salts。
【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7 項「莫待芬寧」(Modafinil)。
【3】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計 72 項、第三級管制藥品計 3 項、第四級管制藥
品計 16 項管制藥品之中英文名稱。

【7】

行政院 93 年 5 月 10 日院臺衛字第 0930020509 號公告
【1】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06 項 N-乙基安非他命(N-Ethylamphetamine
Etilamfetamine) 含量每毫升 1.0 毫克以下，包裝 1.0 毫克以下，且經放射物質、
抗體標幟，或非直接使用於人體者，並以有機溶劑配製之檢驗試劑，非以管
制藥品列管。
【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8 項「美妥芬諾」(Butorphanol)
【3】重複，刪除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24 項「乙非他命(乙基安非他命)」。

【8】

行政院 94 年 1 月 31 日院臺衛字第 0940002265 號公告
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68 項「阿米庚酸」（Amineptine）。
＊行政院 94 年 6 月 18 日院臺法字第 0940026958 號公告列為第 2 級毒品。

【9】

行政院 94 年 8 月 4 日臺衛字第 0940032867 號公告
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1 項「4-溴-2,5-二甲氧基苯乙基胺」（2C-B、
4-Bromo-2,5- dimethoxyphenethylamine）。
＊94.12.9 列為第三級毒品管制。

【10】 行政院 95 年 8 月 8 日院臺衛字第 0950035450 號公告
【1】不包括其管制藥品成分含量（或依產品標示規定稀釋後之含量）每公撮
1 毫克以下，單位包裝規格所含每一管制藥品成分總量 2 毫克以下，以有機
溶劑、尿液、血液或水配製，經放射物質、抗原、抗體標幟或添加一種以上
之摻加物，使不具濫用潛在性，非用於人體之檢驗製劑。
（低含量管制藥品之
體外檢驗試劑，不適用管制藥品管理條例之品項及範圍。）
【2】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69 項「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ara-methoxymethamphetamine、PMMA)
【3】原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44 項「硝甲西泮（硝甲氮平）」
（Nimetazepam）刪
除，改列為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2 項
【4】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69 項「氯苄雷司」（Clobenzorex）。
【11】 行政院 96 年 2 月 16 日院臺衛字第 0960004264 號公告修正
【1】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9 項「納布芬」(Nalbuphine)減列為非管制藥品。
【2】原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14 項「特拉嗎竇」(Tramadol)改列為第四級管制藥
品第 70 項。
【12】 行政院 98 年 4 月 9 日院臺衛字第 0980014883 號公告修正
修正「管制藥品分級及品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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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3 項「對-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Para-methoxyethyl- amphetamine,PMEA）。
【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1 項「札來普隆」（Zaleplon）。
＊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98 年 2 月 18 日署授管字第 0980410031 號(草案預告)
【13】 行政院 99 年 4 月 2 日臺衛字第 0990015872 號公告修正
第三級管制藥品「伯替唑他（Brotizolam）」改列為第四級管制藥品。行政院
◎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0 次會議決議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99 年 2 月 12 日署授食字第 0991800041 號 (草案預告)
＃行政院 99 年 07 月 27 日院臺法字第 0990039230 號公告改列為第四級毒品
【14】 行政院 99 年 7 月 29 日臺衛字第 0990040996 號公告增列 4-甲基甲基卡西酮
（Mephedrone,4-methylmethcathinone；俗稱喵喵）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
＊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99 年 6 月 18 日署授食字第 0991800578 號(草案預告)
＃行政院 99 年 07 月 27 日院臺法字第 0990039230 號公告增列為第三級毒品
【15】 行政院 100 年 1 月 14 日院臺衛字第 1000090729 號公告
【1】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3 項「5-甲氧基-N,N-二異丙基色胺」
（5-MeO-DIPT，5-methoxy-N,N-diisopropyltryptamine）。
【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4 項「硫美妥」（Thiamylal，
5-allyl-5-(1-methylbutyl)-2-thiobarbiturate）。
◎「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2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行政院衛生署 99 年 11 月 18 日署授食字第 0991800818 號公告
【16】 行政院 100 年 10 月 20 日院臺衛字第 1000053934 號公告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5 項「1-戊基-3-（1-萘甲醯）吲哚」
（JWH-018、
Naphthalen-1-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6 項「1-丁基-3-（1-萘甲醯）吲哚」
（JWH-073、
Naphthalen-1-yl-（1-butylindol-3-yl）methanone）。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7 項「2-（2-甲氧基苯基）-1-（1-戊基-吲哚-3基）乙酮」
（JWH-250、2-（2-methoxyphenyl）-1-（1-pentylindol-3-yl）ethanone）
。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8 項「1,1-雙甲基庚基-11-羥基-四氫大麻酚」
（HU-210、1,1-Dimethylheptyl- 11-hydroxy-tetrahydrocannabinol）。
【5】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9 項「2-[（1R,3S）-3-羥基環己基]-5-（2-甲基
辛基-2-基）苯酚」（CP47,497、2-[（1R,3S）-3-hydroxycyclohexyl]-5（2-methyloctan-2-yl）phenol）。
【6】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0 項「對-氯安非他命」
（Para-Chloroamphetamine、PCA、4CA）。
◎100 年 7 月 20 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3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8 月 31 日署授食字第 1001800575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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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6 日院臺衛字第 1010015893 號 公告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1 項「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
（3,4-methylenedioxymethcathinone、Methylone、bk-MDMA）。
【2】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0 項「瑞吩坦尼」（Remifentanil）。
◎100 年 12 月 9 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2 月 14 日署授食字第 1001800889 號公告
【18】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院臺衛字第 1010058085 號 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1 項「4-氟甲基安非他命
（4-Fluoromethamphetamine、4-FMA）」。
【2】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2 項「3,4-亞甲基雙氧焦二異丁基酮（3,4-亞
甲基雙氧焦洛戊酮）（3,4-methylenedioxypyrovalerone、MDPV）」。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2 項「三氟甲苯哌嗪
【1-（3-trifluoromethylphenyl）piperazine、TFMPP】」。
【4】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0 項「瑞吩坦尼（Remifentanil）」為麻醉藥品。
◎101 年 6 月 20 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行政院衛生署 101 年 8 月 2 日署授食字第 1011800413 號公告
【19】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8 日院臺衛字第 1020020634 號 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3 項「他噴他竇（Tapentadol）」及麻醉藥品。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3 項「1-戊基-3-(4-甲基-1-萘甲醯)吲哚
【(4-methyl-1-naphth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JWH-122】」。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4 項「1-(5-氟戊基)-3-(1-萘甲醯)吲哚
【1-[(5-fluoropentyl)-1H-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AM-2201】」
。
◎101 年 12 月 21 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6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行政院衛生署 102 年 1 月 30 日署授食字第 1021800025 號公告
【20】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1 日院臺衛字第 1020061685 號 公告
【1】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1 項 4-氟甲基安非他命
（4-Fluoromethamphetamine、4-FMA），品項名稱變更為氟甲基安非他命
（Fluoromethamphetamine、1-Fluorophenyl-N-methylpropan-2-amine、
1-Fluorophenyl-2-methylaminopropane、FMA）
，其包括 2-FMA、3-FMA、4-FMA
等結構異構物。
【2】修正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0 項對-氯安非他命（Para-Chloroamphetamine、
PCA、4CA），品項名稱變更為氯安非他命（Chloroamphetamine、
1-Chlorophenylpropan-2-amine、1-Chlorophenyl-2-aminopropane、CA），其包
括 2-CA、3-CA、4-CA 等結構異構物。
【3】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4 項氯甲基安非他命
（Chloromethamphetamine、1-Chlorophenyl-N-methylpropan-2-amine、
1-Chlorophenyl-2-methylaminopropane、CMA），其包括 2-CMA、3-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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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MA 等結構異構物。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5 項 4-甲基乙基卡西酮（4-Methylethcathinone、
4-MEC）。
【5】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6 項芬納西泮（Phenazepam）。
◎102 年 7 月 15 日「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7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行政院衛生署 102 年 8 月 22 日部授食字第 1021850030 號公告
【21】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4 日院臺衛字第 1030017990 號 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5 項東罌粟 （Oripavine）（麻醉藥品）。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7 項氟甲基卡西酮（Fluoromethcathinone；
1-Fluorophenyl-2-methylaminopropan-1-one；FMC）
，其包括 2-FMC、3-FMC、
4-FMC 等結構異構物。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8 項去甲羥嗎啡酮（Noroxymorphone）（麻醉
藥品）。
◎102 年 12 月 17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8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1 月 21 日部授食字第 1031800002 號公告
【22】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院臺衛字第 1030056398 號 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6 項苄基哌嗪（Benzylpiperazine、BZP）
。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39 項 1-(5-氟戊基)-3-(1-四甲基環丙基甲醯)吲哚
【(1-(5-fluoropent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methanone
、XLR-11】。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0 項 2-(4-溴-2,5-二甲氧基苯基)-N-(2-甲氧基苯
甲基)乙胺【2-(4-bromo-2,5-dimethoxyphenyl)-N-[(2-methoxyphenyl)methyl]
ethanamine、25B-NBOMe】。
◎103 年 6 月 23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8 月 1 日部授食字第 1031800478 號公告
【23】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6 日院臺衛字第 1040014011 號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7 項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Methoxymethcathinone）。
【2】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8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戊酮（Pentylone）
。
【3】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5 項丙泊酚（Propofol）。
◎103 年 12 月 16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4 年 1 月 16 日部授食字第 1031800875 號公告
【24】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7 日院臺衛字第 1040052649 號公告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79 項離胺右旋安非他命（Lisdexamphetamine）
。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1 項 N-（1-氨基-3-甲基-1-羰基丁烷-2-基）-1（環己基甲基）-1H-吲唑-3-羧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cyclohexylmethyl)-1H-indazole-3-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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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amide、AB-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4 年 6 月 26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1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4 年 8 月 5 日部授食字第 1041800429 號公告
【25】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5 日院臺衛字第 1050012466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2 項 3,4-亞甲基雙氧-N-乙基卡西酮
（3,4-methylenedioxy-N-ethylcathinone、 Ethylone）。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3 項 2-（3-甲氧基苯基）-2-乙胺環己酮
[2-(3-methoxyphenyl)-2-(ethylamino)cyclohexanone、Methoxetamine、
MXE]。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4 項氯甲基卡西酮(Chloromethcathinone、
CMC）。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5 項溴甲基卡西酮（Bromomethcathinone、BMC）
。
◎104 年 12 月 10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5 年 2 月 1 日部授食字第 1051800011 號公告
【26】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5 日院臺衛字第 1050050576 號公告修正
【1】修正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69 項對-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Para-methoxymethamphetamine、PMMA）
，品項名稱變更為甲氧基甲基安非
他命(Methoxymethamphetamine、MMA)，包括 2-MMA、3-MMA 及 4-MMA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2】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80 項 2-甲基胺丙基苯并呋喃
[（2-Methylaminopropyl）Benzofuran、MAPB]。
【3】修正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23 項對-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Para-methoxyethylamphetamine、4-Methoxy-N-ethylamphetamine、PMEA），
品項名稱變更為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Methoxyethylamphetamine、
methoxy-N-ethylamphetamine、MEA）
，包括 2-MEA、3-MEA 及 4-MEA 等三
種位置異構物。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6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丁酮（Butylone、
bk-MBDB）。
【5】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7 項氟安非他命（Fluoroamphetamine、FA）。
【6】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8 項 5-甲氧基-N-甲基-N-異丙基色胺
（5-Methoxy-N-methyl-N-isopropyltryptamine、5-MeO-MIPT）。
◎105 年 8 月 16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3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5 年 11 月 1 日部授食字第 1051800704 號公告
【27】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3 日院臺衛字第 1060019501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81 項 1-苯基-2-(1-吡咯烷基)-1-戊酮
[1-phenyl-2-(1-pyrrolidinyl)-1-pentanone、Alpha-PVP]。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49 項甲苯基乙基胺戊酮(Methyl-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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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ylaminopentiophenone、MEAPP）
，包括 2-MEAPP、3-MEAPP 及 4-MEAPP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0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甲胺丁酮
[2-(Dimethylamino)-1-(3,4-methylenedioxyphenyl)-1-butanone、Dibutylone、
Methylbutylone、bk-DMBDB]。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1 項 N-(1-(5-氟戊基)-1H-吲唑-3-基)羰基纈胺酸
甲酯[Methyl N-((1-(5-Fluoropentyl)-1H-indazol-3-yl)carbonyl)valinate、
5-Fluoro-AMB]。
◎105 年 12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4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6 年 4 月 13 日衛授食字第 1061800169 號公告
【28】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3 日院臺衛字第 10600040467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82 項甲基-α-吡咯啶苯己酮(Methyl-α
-pyrrolidinohexiophenone、MPHP) ，包括 2- MPHP、3- MPHP 及 4- MPHP 等
三種位置異構物。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2 項甲苯基甲胺戊酮
(Methyl-α-methylamino-valerophenone、Methylpentedrone、MPD) ，包括 2MPD、3- MPD 及 4- MPD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3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戊酮
[1-(1,3-benzodioxol-5-yl)-2-(ethylamino)-1-pentanone、N-ethylpentylone、
Ephylone]。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4 項氯乙基卡西酮(Chloroethcathinone、CEC、
Chloro-N-ethylcathinone)，包括 2- CEC、3- CEC 及 4- CEC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106 年 6 月 21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5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6 年 9 月 13 日衛授食字第 1061800621 號公告
【29】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1 日院臺衛字第 1070015527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5 項 1-(噻吩-2-基)-2-甲基胺丙烷
[1-(Thiophen-2-yl)-2-methylaminopropane、Methiopropamine、MPA]。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6 項甲基苄基卡西酮
(Methyl-N-benzylcathinone、Benzedrone、MBC），包括 2- MBC、3- MBC 及
4- MBC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106 年 12 月 19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6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3 月 16 日衛授食字第 1071800170 號公告
【30】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 日院臺衛字第 1070045081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7 項 1-(4-氟苯基)-1H-吲唑-3-羰基纈胺酸甲酯
[Methyl(1-(4-Fluorobenzyl)-1H-indazol-3-carbonyl)valinate、
AMB-FUBINACA、FUB-AMB、MMB-FUBINACA]。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8 項 1-氯苯基-2-(1-吡咯烷基)-1-戊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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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lorophenyl)-2-(1-pyrrolidinyl)-1-pentanone、Cl-Alpha-PVP、Cl-PVP、
C-PVP]，包括 2-Cl-Alpha-PVP、3-Cl-Alpha-PVP 及 4-Cl-Alpha-PVP 等三種位
置異構物。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59 項卡痛(帽柱木桐、美麗帽柱木)(Kratom、
Ketum、Mitragyna speciosa)。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0 項苯基乙基胺己酮(N-Ethylhexedrone、
N-Ethylnorhexedrone、α-Ethylaminocaprophenone、Hexen、NEH)。
【5】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6 項氯二甲基卡西酮(Chlorodimethylcathinone、
CDMC)，包括 2- CDMC、3- CDMC 及 4- CDMC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107 年 7 月 9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7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7 年 10 月 4 日衛授食字第 1071800688 號公告
【31】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 日院臺衛字第 1080009668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83 項恰特草(Khat、Qat、Kat、Chat、Abyssinian
Tea、Arabian Tea、Catha Edulis Forsk)。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1 項 4-乙基-2,5-二甲氧基苯基乙基胺
[4-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5-dimethoxy-4-ethylphenethylamine、
2-(4-ethyl-2,5-dimethoxyphenyl)ethanamine、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
2C-E]。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2 項 N-[(2S)-1-氨基-3-甲基-1-羰基丁烷-2-基]-1戊基吲唑-3-羧醯胺(N-[(2S)-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pentylindazole-3-carboxamide、AB-PINACA)。
【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3 項乙基甲基卡西酮(Ethylmethcathinone、
EMC)，包括 2-EMC、3-EMC 及 4-EMC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5】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4 項帽柱木鹼(Mitragynine、
9-Methoxycorynantheidine)。
◎107 年 12 月 10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8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2 月 1 日衛授食字第 1081800048 號公告
【32】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5 院臺衛字第 1080038834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5 項 1-氯苯基-2-(1-吡咯烷基)-1-丙酮
[1-(Chlorophenyl)-2-(1-pyrrolidinyl)-1-propanone、Chloro-α
-pyrrolidinopropiophenone、Chloro-α-PPP]，包括 2-Chloro-α-PPP、3-Chloroα-PPP 及 4-Chloro-α-PPP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6 項去氯-N-乙基愷他命
[Deschloro-N-ethyl-Ketamine、2-(ethylamino)-2-phenylcyclohexan-1-one、
2-DCNEK]
【3】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7 項乙基乙基卡西酮(Ethylethcathinone、EEC)，
包括 2-EEC、3-EEC 及 4-EEC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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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8 項氟-α-吡咯啶苯己酮[Fluoro-α
-pyrrolidinohexanophenone、1-(Chlorophenyl)-2-(1-pyrrolidinyl)-1-pentanone、
Fluoro-α-PHP]，包括 2-Fluoro-α-PHP、3-Fluoro-α-PHP 及 4-Fluoro-α-PHP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5】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69 項 2-氟-去氯愷他命
[2-Fluorodeschloroketamine、
2-(2-Fluorophenyl)-2-methylamino-cyclohexanone、Fluoroketamine、2-FDCK]。
【6】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0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己酮
(3,4-Methylenedioxy-α- pyrrolidinohexiophenone、MDPHP)。
【7】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1 項 1-戊基-3-(1-四甲基環丙基甲醯)吲哚
[(1-Pent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methanone、UR-144]。
【8】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2 項依替唑侖(Etizolam)。
【9】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3 項甲基-N,N-二甲基卡西酮
(Methyl-N,N-Dimethylcathinone、Methyl-N,N-DMC)，包括
2-Methyl-N,N-DMC、3-Methyl-N,N-DMC 及 4-Methyl-N,N-DMC 等三種位置
異構物。
【10】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第 77 項氯地西泮(Chlorodiazepam)，包括
[2-Chlorodiazepam (又名地克西泮、Diclazepam)、3-Chlorodiazepam 及
4-Chlorodiazepam]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11】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8 項鹽酸羥亞胺(Hydroxylimine HCl)。
【12】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9 項鄰-氯苯基環戊基酮(o-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2-Chlorophenylcyclopentylketone、
o-Chlorobenzoylcyclopentane)。
【13】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0 項 2-苯基乙醯基乙腈
(alpha-Acetylphenylacetonitrile、APAAN)。
【14】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1 項苯基丙酮(Phenyl-2-propanone、
P2P)。
【15】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2 項氯麻黃 (Chloroephedrine)。
【16】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3 項氯假麻黃
(Chloropseudoephedrine)。
【17】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4 項 2-溴-4-甲基苯丙酮
(2-Bromo-4-methylpropiophenone)。
【18】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5 項三級丁氧羰基去甲基愷他命
(N-Boc-Norketamine)。
【19】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6 項 4-苯胺-N-苯乙基-4-哌啶
(4-anilino-N-phenethylpiperidine、ANPP)。
【20】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7 項 N-苯乙基-4-哌啶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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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henethyl-4-piperidone、NPP)。
◎108 年 6 月 17 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39 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8 年 10 月 1 衛授食字第 1081800610 號公告
【33】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院臺衛字第 1090015919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4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丁酮
(Eutylone、bk-EBDB、N-Ethylbutylone、Euthylone)。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5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己酮
[N-Ethylhexylone、1-(1,3-benzodioxol-5-yl)-2-(ethylamino)-1-hexanone]。
【3】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8 項三級丁氧羰基愷他命
(N-Boc-Ketamine、N-t-Butoxycarbonyl-Ketamine)。
◎108 年 12 月 10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0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2 月 27 日衛授食字第 1091800030 號公告
【34】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16 日院臺衛字第 1090035513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6 項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丁基胺戊酮
[N-Butylpentylone、1-(1,3-benzodioxol-5-yl)-2-(butylamino)-1-pentanone]。
【2】增列第三級管制藥品第 77 項苯基丁基胺己酮[N-Butylhexedrone、
2-(butylamino)-1-phenyl-hexan-1-one]。
【3】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19 項 3-氧-2-苯基丁酸甲酯
（Methyl-3-oxo-2-phenylbutyrate、Methyl alpha-phenylacetoacetate、MAPA）。
【4】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20 項氟苯基丙酮（Fluorophenylacetone）
，
包括 2-Fluorophenylacetone、3-Fluorophenylacetone 及 4-Fluorophenylacetone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5】增列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第 21 項甲氧基苯丙酮
（Methoxyphenylacetone），包括 2-Methoxyphenylacetone、
3-Methoxyphenylacetone 及 4-Methoxyphenylacetone 等三種位置異構物。
◎109 年 6 月 29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1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8 月 21 日衛授食字第 1091800442 號公告
【35】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院臺衛字第 1100016460 號公告修正
【1】修正第三級第 61 項 4-乙基-2,5-二甲氧基苯基乙基胺之英文名稱為
4-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5-dimethoxy-4-ethylphenethylamine、
2-(4-ethyl-2,5-dimethoxyphenyl)ethanamine、2C-E。
【2】修正第三級第 68 項氟-α-吡咯啶苯己酮之英文名稱為
Fluoro-α-pyrrolidinohexanophenone、Fluoro-α-PHP。
【3】增列 4-苯胺基哌啶（4-Anilinopiperidine、4-AP）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
料藥。
◎109 年 12 月 23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2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10 年 4 月 7 日衛授食字第 1101800138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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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8 日院臺衛字第 1100031413 號公告修正
【1】增列 2-胺基-5-硝基二苯酮（2-Amino-5-nitrobenzophenone）為第四級管
制藥品原料藥。
【2】增列苄基吩坦尼（Benzylfentanyl）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3】增列 2-碘-4-甲基苯丙酮（2-Iodo-4-methylpropiophenone）為第四級管制
藥品原料藥。
◎110 年 7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3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10 年 8 月 13 日衛授食字第 1101800355 號公告
【37】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院臺衛字第 1110005238 號公告修正
【1】增列異丁醯吩坦尼(Isobutyr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增列異丁醯-N-苄基氟吩坦尼(Isobutyryl-N-benzyl-fluoro-fentanyl)為第二
級管制藥品。
【3】增列甲氧基呋喃吩坦尼(Methoxyfuranyl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Methoxyfuranylfentanyl、2-Methoxy、3-Methoxy]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4】增列甲基乙醯吩坦尼(Methylacetyl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acetylfentanyl、2-Methyl、3-Meth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5】增列甲基呋喃吩坦尼(Methylfuranyl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furanylfentanyl、2-Methyl、3-Meth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6】增列氯異丁醯吩坦尼(Chloroisobutyr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Chloroisobutyrfentanyl、2-Chloro、3-Chloro]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7】增列氟丁醯吩坦尼(Fluorobutyr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butyrfentanyl、2-Fluoro、3-Fluoro]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8】增列氟異丁醯吩坦尼(Fluoroisobutyr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isobutyrfentanyl、2-Fluoro、3-Fluoro]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9】增列甲氧基丁醯吩坦尼(Methoxybutyr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4-Methoxybutyrfentanyl、2-Methoxy、3-Methoxy]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0】增列乙醯吩坦尼(Acetylfentanyl、Desmeth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1】增列丙烯醯吩坦尼(Acrylfentanyl、Acrylo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2】增列 3,4-二氯-N-{［1-(二甲基胺基)環己基］甲基}苯甲醯胺
(3,4-Dichloro-N-{[1-(dimethylamino)cyclohexyl]methyl}benzamide、AH-7921)
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3】增列 1-乙醯麥角二乙胺(1-Acetyl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1-Acetyl-LSD、ALD-52)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4】增列 N-丙烯去甲麥角二乙胺(N-Allylnorlysergic acid N,N-diethylamide、
AL-LAD)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5】增列苯甲醯吩坦尼(Benzoylfentanyl、Phen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6】增列貝他-羥基噻吩基吩坦尼(beta-Hydroxythio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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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17】增列丁醯吩坦尼(Butyrfentanyl、Butyr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8】增列環戊吩坦尼(Cyclopent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19】增列環丙吩坦尼(Cycloprop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0】增列 N-乙基去甲麥角二乙胺(N-Ethylnorlysergic acid
N,N-diethylamide、ETH-LAD)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1】增列呋喃吩坦尼(Furanylfentanyl)[包含其異構物 2-Furanylfentanyl、
3-Furan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2】增列甲氧基乙醯吩坦尼(Methoxyacetyl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3】增列 N-（氟苯基）-2-甲氧基-N-［1-（2-苯基乙基）哌啶-4-基］乙醯
胺(N-(Fluorophenyl)-2-methoxy-N-[1-(2-phenylethyl)piperidin-4-yl]acetamide)
[包含其異構物 Ocfentanil(奧吩坦尼)、3-Fluoro、4-Fluoro]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4】增列噻吩基吩坦尼(Thienylfentanyl、Thiofentan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5】增列 3,4-二氯-N-［2-(二甲胺基)環己基］-N-甲基苯甲醯胺
(3,4-Dichloro-N-[2-(dimethylamino)cyclohexyl]-N-methylbenzamide、U-47700)
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6】增列 2-氯-4,5-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
(2-Chloro-4,5-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6-Chloro-MDMA)為第二級管
制藥品。
【27】增列 2-乙胺丙基苯并呋喃((2-Ethylaminopropyl) benzofuran、EAPB)[包
含其異構物 4-EAPB、5-EAPB、6-EAPB、7-EAPB]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8】增列 2,5-二甲氧-4-氯安非他命(2,5-Dimethoxy-4-chloroamphetamine、
DOC)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29】增列 2-（4-氯-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胺
(2-(4-Chloro-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異構物 25C-NB4OMe(2C-C-NB4OMe)、25C-NBOMe(2C-C-NBOMe)、
25C-NB3OMe(2C-C-NB3OMe)]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0】增列 2-（4-碘-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苄基）乙胺
(2-(4-Iodo-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benzyl)ethanamine)[包含其異構物
25I-NB4OMe(2C-I-NB4OMe)、25I-NBOMe(2C-I-NBOMe)、25I-NB3OMe
(2C-I-NB3OMe)]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1】增列甲基-安非他命(Methyl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2-Methylamphetamine、3-Methyl、4-Meth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2】增列二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Dimethoxymethamphetamine、DMMA)[包
含其異構物 3,4-DMMA、2,3-Dimethoxy、2,4-Dimethoxy、2,5-Dimethoxy、
2,6-Dimethoxy、3,5-Dimethoxy]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3】增列 3,4-亞乙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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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thylenedioxy-N-methylamphetamine、3,4-EDMA)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4】增列甲基甲基安非他命(Methylmeth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methamphetamine、2-Methyl、3-Methyl]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5】增列甲硫基安非他命(Methylthio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thioamphetamine、2-Methylthio、3-Methylthio)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6】增列 2-溴-4,5-亞甲基雙氧甲基安非他命
(2-Bromo-4,5-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6-Bromo-MDMA)為第二級管
制藥品。
【37】增列 1-環己基-4-（1,2-二苯基乙基）哌嗪
(1-Cyclohexyl-4-(1,2-diphenylethyl)piperazine、MT-45)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8】增列依波加(Tabernanthe iboga、Iboga)為第二級管制藥品。
【39】增列 2-胺基茚烷(2-Aminoindane、2-A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0】增列 5,6-亞甲基雙氧-2-胺基茚烷(5,6-Methylenedioxy-2-aminoindane、
MDA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1】增列 5,6-亞甲基雙氧-N-甲基-2-胺基茚烷
(5,6-Methylenedioxy-N-methyl-2-aminoindane、MDMA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2】增列碘-2-胺基茚烷(Iodo-2-aminoindane、IAI)[包含其異構物 4-IAI、
5-IA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3】增列 N-甲基-2-胺基茚烷(N-Methyl-2-aminoindane、NM-2AI)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44】增列（1-氟苄基-1H-吲哚-3-基）（2,2,3,3-四甲基環丙基）甲酮
(1-Fluorobenz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methanone[包含
其異構物 FUB-144、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5】增列 1-（5-氟戊基）-N-（喹啉-8-基）-1H-吲唑-3-甲醯胺
(1-(5-Fluoropentyl)-N-(quinolin-8-yl)-1H-indazole-3-carboxamide、5F-THJ)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46】增列 1-萘基（1-戊基-1H-吲唑-3-基）甲酮
(1-Naphthalenyl(1-pentyl-1H-indazol-3-yl)methanone、THJ-018)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47】增列［1-（2-𠰌啉-4-基乙基）-1H-吲哚-3-基］-（2,2,3,3-四甲基環丙基）
甲酮
([1-(2-Morpholin-4-yleth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meth
anone、A-796,260)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48】增列［1-（四氫哌喃-4-基甲基）-1H-吲哚-3-基］-（2,2,3,3-四甲基環丙
基）甲酮
([1-(Tetrahydropyran-4-ylmeth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
)methanone、A-834,735)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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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增列 N-金剛烷基-1-(四氫哌喃-4-基甲基)-1H-吲唑-3-甲醯胺
(N-Adamantyl-1-(tetrahydropyran-4-ylmethyl)-1H-indazole-3-carboxamide)[包含
其異構物 AD-THPINACA、Adamantan-2-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0】增列 N-（1-甲基-1-苯乙基）-1-戊基-1H-吲哚-3-甲醯胺
(N-(1-Methyl-1-phenylethyl)-1-pentyl-1H-indole-3-carboxamide、
CUMYL-P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1】增列喹啉-8-基 3-［（4,4-二氟哌啶-1-基）磺醯基］-4-甲基苯甲酸酯
(Quinolin-8-yl 3-[(4,4-difluoropiperidin-1-yl)sulfonyl]-4-methylbenzoate、
2F-QMPSB)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2】增列 4-羥基-3,3,4-三甲基-1-（1-戊基-1H-吲哚-3-基）戊-1-酮
(4-Hydroxy-3,3,4-trimethyl-1-(1-pentyl-1H-indol-3-yl)pentan-1-one、
4-HTMPIP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3】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5-氯戊基）-1H-吲唑-3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5-chl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
xamide、5Cl-A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4】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5-氟戊基）-5-氟苯基-1H吡唑-3-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5-fluoropentyl)-5-fluorophenyl-1H-p
yraz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5F-AB-FUPPYCA、2-Fluorophenyl、
3-Fluorophen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5】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5-氟戊基）-1H-吲唑-3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
xamide、5F-A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6】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5-氟戊基）-1H-吲哚
-3-甲醯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5-fluoropentyl)-1H-indole-3-carb
oxamide、5F-ADBICA)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7】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5-氟戊基）-1H-吲唑
-3-甲醯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
rboxamide、5F-AD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58】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5-氟戊基）-1H-吲哚-3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5-fluoropentyl)-1H-indole-3-carboxa
mide、5F-AMB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

公告日期、文號及內容摘要
【59】增列 N-（金剛烷-1-基）-1-（5-氟戊基）-1H-吲唑-3-甲醯胺
(N-(Adamantan-1-yl)-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e、
5F-A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0】增列 N-（1-胺基-1-側氧-3-苯丙-2-基）-1-（5-氟戊基）-1H-吲唑-3-甲
醯胺
( N-(1-Amino-1-oxo-3-phenylpropan-2-yl)-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
oxamide、5F-APP-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1】增列 2-［1-（5-氟戊基）-1H-吲唑-3-甲醯胺基］-3,3-二甲基丁酸乙酯(Ethyl
2-[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o]-3,3-dimethylbutanoate、
5F-EDM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2】增列 2-［1-（5-氟戊基）-1H-吲唑-3-甲醯胺基］-3-甲基丁酸乙酯(Ethyl
2-[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o]-3-methylbutanoate、
5F-EM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3】增列喹啉-8-基 1-（5-氟戊基）-1H-吲唑-3-羧酸酯(Quinolin-8-yl
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ylate、5F-NPB-22)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4】增列 2-［1-（5-氟戊基）-1H-吲哚-3-甲醯胺基］-3,3-二甲基丁酸甲酯
(Methyl
2-(1-(5-fluoropentyl)-1H-indole-3-carboxamido)-3,3-dimethylbutanoate、
5F-MDMB-P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5】增列 2-［1-（5-氟戊基）-1H-吲唑-3-甲醯胺基］-3,3-二甲基丁酸甲酯
(Methyl
2-[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o]-3,3-dimethylbutanoate、
5F-MDM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6】增列 2-［1-（5-氟戊基）-1H-吲哚-3-基］甲醯胺基-3-甲基丁酸甲酯(Methyl
2-[1-(5-fluoropentyl)-1H-indol-3-yl]carboxamido-3-methylbutanoate、
5F-MMB-P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7】增列 1-（5-氟戊基）-N-（萘-1-基）-1H-吲哚-3-甲醯胺
(1-(5-Fluoropentyl)-N-(naphthalen-1-yl)-1H-indole-3-carboxamide、5F-MN-24)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8】增列喹啉-8-基 1-（5-氟戊基）-1H-吲哚-3-羧酸酯(Quinolin-8-yl
1-(5-fluoropentyl)-1H-indole-3-carboxylate、5F-PB-22)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69】增列 1-（5-氟戊基）-N-（萘-1-基）-1H-吡咯［3,2-c］吡啶-3-甲醯胺
(1-(5-Fluoropentyl)-N-(naphthalen-1-yl)-1H-pyrrolo[3,2-c]pyridine-3-carboxamid
e、5F-PCN)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0】增列萘-1-基 1-（5-氟戊基）-1H-吲唑-3-羧酸酯(Naphthalen-1-yl
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carboxylate、5F-SDB-005)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1】增列 N-苄基-1-（5-氟戊基）-1H-吲哚-3-甲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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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enzyl-1-(5-fluoropentyl)-1H-indole-3-carboxamide、5F-SDB-006)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72】增列［1-（5-氟戊基）-1H-吲唑-3-基］（ 2,2,3,3-四甲基環丙基）甲酮
([1-(5-Fluoropentyl)-1H-indazole-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methanon
e、FAB-144)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3】增列 N-［3-（2-甲氧基乙基）-4,5-二甲基-1,3-噻唑-2-亞基］-2,2,3,3四甲基環丙基-1-甲醯胺
(N-[3-(2-Methoxyethyl)-4,5-dimethyl-1,3-thiazol-2-ylidene]-2,2,3,3-tetramethylc
yclopropane-1-carboxamide、A-836,339)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4】增列｛1-［（1-甲基哌啶-2-基）甲基］-1H-吲哚-3-基｝（2,2,3,3-四甲基
環丙基）甲酮
({1-[(1-Methylpiperidin-2-yl)methyl]-1H-indol-3-yl}(2,2,3,3-tetramethylcyclopro
pyl)methanone、AB-005)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5】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環己基甲基）-3-氟苯基
-1H-吡唑-5-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cyclohexylmethyl)-3-fluorophenyl-1
H-pyrazole-5-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AB-CHMFUPPYCA、2-Fluoro、
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6】增列 N-（1-胺基-3-甲基-1-側氧丁-2-基）-1-氟苄基-1H-吲唑-3-甲醯胺
(N-(1-Amino-3-methyl-1-oxobutan-2-yl)-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xa
mide)[包含其異構物 AB-FUBINACA、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7】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環己基甲基-1H-吲唑-3甲醯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cyclohexylmethyl)-1H-indazole3-carboxamide、ADB-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78】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氟苄基-1H-吲唑-3-甲
醯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
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ADB-FUBINACA、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79】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戊基-1H-吲哚-3-甲醯
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pentyl-1H-indole-3-carboxamide
、ADB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0】增列 N-（1-胺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戊基-1H-吲唑-3-甲醯
胺
(N-(1-Amino-3,3-dimethyl-1-oxobutan-2-yl)-1-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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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DB-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1】增列 7-氯-N-｛1-［2-（環丙基磺醯胺基）乙胺基］- 3,3-二甲基-1-側氧
丁-2-基｝-1-氟苄基-1H-吲唑-3-甲醯胺
(7-Chloro-N-{1-[2-(cyclopropylsulfonylamino)ethylamino]-3,3-dimethyl-1-oxobu
tan-2-yl}-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ADSB-FUB-187、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2】增列｛1-［（1-甲基哌啶-2-基）甲基］-1H-吲哚-3-基｝（萘-1-基）甲酮
({1-[(1-Methylpiperidin-2-yl)methyl]-1H-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
、AM-1220)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3】增列碘硝基苯基｛1-［（1-甲基哌啶-2-基）甲基］-1H-吲哚-3-基｝甲酮
(Iodonitrophenyl{1-[(1-methylpiperidin-2-yl)methyl]-1H-indol-3-yl}methanone)[
包含其異構物 AM-1241、2-Iodo-3-nitro、4-Iodo-3-nitro、3-iodo-5-nitro]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84】增列金剛烷-1-基｛1-［（1-甲基哌啶-2-基）甲基］-1H-吲哚-3-基｝甲酮
(Adamantan-1-yl{1-[(1-methylpiperidin-2-yl)methyl]-1H-indol-3-yl}methanone
、AM-1248)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5】增列 5-［3-（1-萘甲醯基）-1H-吲哚-1-基］戊腈
(5-[3-(1-naphthoyl)-1H-indol-1-yl]pentanenitrile、AM-2232)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6】增列碘苯基｛1-［（1-甲基哌啶-2-基）甲基］-1H-吲哚-3-基｝甲酮
(Iodophenyl{1-[(1-methylpiperidin-2-yl)methyl]-1H-indol-3-yl}methanone)[包含
其異構物 AM-2233、3-Iodo、4-Iod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7】增列碘苯基（1-戊基-1H-吲哚-3-基）甲酮
(Iodophenyl(1-pentyl-1H-indol-3-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AM-679、
3-Iodo、4-Iod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8】增列碘苯基［1-（5-氟戊基）-1H-吲哚-3-基］甲酮
([1-(5-Fluoropentyl)-1H-indol-3-yl]iodophen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AM-694、3-Iodo、4-Iodo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89】增列（1-戊基-1H-吲唑-3-羰基）纈胺酸甲酯
(Methyl(1-pentyl-1H-indazole-3-carbonyl)valinate、AMB)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90】增列［1-（環己基甲基）-1H-吲唑-3-羰基］纈胺酸甲酯
(Methyl[1-(cyclohexylmethyl)-1H-indazole-3-carbonyl]valinate、
AMB-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91】增列 N-（金剛烷-1-基）-1-戊基-1H-吲哚-3-甲醯胺
(N-(Adamantan-1-yl)-1-pentyl-1H-indole-3-carboxamide、APICA)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92】增列 N-（金剛烷-1-基）-1-戊基-1H-吲唑-3-甲醯胺
(N-(Adamantan-1-yl)-1-pentyl-1H-indazole-3-carboxamide、APINACA)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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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管制藥品。
【93】增列 N-（1-胺-1-側氧-3-苯丙-2-基）-1-（環己基甲基）-1H-吲唑-3-甲
醯胺
(N-(1-Amino-1-oxo-3-phenylpropan-2-yl)-1-(cyclohexylmethyl)-1H-indazole-3-c
arboxamide、APP-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94】增列 N-（1-胺-1-側氧-3-苯丙-2-基）-1-氟苄基-1H-吲唑-3-甲醯胺
(N-(1-Amino-1-oxo-3-phenylpropan-2-yl)-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xa
mide)[包含其異構物 APP-FUBINACA、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95】增列 2-（2-甲氧基苯基）-1-［1-［（1-甲基-2-哌啶基）甲基］-1H-吲哚
-3-基］乙酮
(2-(2-Methoxyphenyl)-1-[1-[(1-methyl-2-piperidinyl)methyl]-1H-indol-3-yl]ethan
one、Cannabipiperidiethan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96】增列 2-（3-羥基環己基）-5-（2-甲基辛-2-基）酚
(2-(3-Hydroxycyclohexyl)-5-(2-methyloctan-2-yl)phenol、CP-47,497)為第三級管
制藥品。
【97】增列 2-（3-羥基環己基）-5-（2-甲基庚-2-基）酚
(2-(3-Hydroxycyclohexyl)-5-(2-methylheptan-2-yl)phenol、CP-47,497-C6)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98】增列 2-（3-羥基環己基）-5-（2-甲基壬-2-基）酚
(2-(3-Hydroxycyclohexyl)-5-(2-methylnonan-2-yl)phenol、CP-47,497-C8)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99】增列 2-（3-羥基環己基）-5-（2-甲基癸-2-基）酚
(2-(3-Hydroxycyclohexyl)-5-(2-methyldecan-2-yl)phenol、CP-47,497-C9)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100】增列 2-［5-羥基-2-（3-羥基丙基）環己基］-5-（2-甲基辛-2-基）酚
(2-[5-Hydroxy-2-(3-hydroxypropyl)cyclohexyl]-5-(2-methyloctan-2-yl)phenol、
CP-55,940)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1】增列萘-1-基［4-（戊氧基）萘-1-基］甲酮
(Naphthalen-1-yl[4-(pentyloxy)naphthalen-1-yl]methanone、CRA-13)為第三級管
制藥品。
【102】增列 1-（4-氰基丁基）-N-（1-甲基-1-苯基乙基）吲唑-3-甲醯胺
(1-(4-Cyanobutyl)-N-(1-methyl-1-phenylethyl)indazole-3-carboxamide、
CUMYL-4CNB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3】增列 1-（5-氟戊基）-N-（2-苯丙-2-基）-7-吖吲哚-3-甲醯胺
(1-(5-Fluoropentyl)-N-(2-phenylpropan-2-yl)-7-azaindole-3-carboxamide、
CUMYL-5F-P7A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4】增列 1-（5-氟戊基）-N-（2-苯丙-2-基）-1H-吲哚-3-甲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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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Fluoropentyl)-N-(2-phenylpropan-2-yl)-1H-indole-3-carboxamide、
CUMYL-5F-P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5】增列 1-（5-氟戊基）-N-（2-苯丙-2-基）-1H-吲唑-3-甲醯胺
(1-(5-Fluoropentyl)-N-(2-phenylpropan-2-yl)-1H-indazole-3-carboxamide、
CUMYL-5F-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6】增列 5-戊基-2-（2-苯丙-2-基）-2,5-二氫-1H-吡啶［4,3-b］吲哚-1-酮
(5-pentyl-2-(2-phenylpropan-2-yl)-2,5-dihydro-1H-pyrido[4,3-b]indol-1-one、
CUMYL-PeGACL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7】增列 1-戊基-N-（2-苯丙-2-基）-1H-吲唑-3-甲醯胺
(1-Pentyl-N-(2-phenylpropan-2-yl)-1H-indazole-3-carboxamide、
CUMYL-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8】增列二甲基庚基哌喃(Dimethylheptylpyran)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09】增列（4-乙基萘-1-基）［1-（5-氟戊基）-1H-吲哚-3-基］甲酮
((4-Ethylnaphthalen-1-yl)[1-(5-fluoropentyl)-1H-indol-3-yl]methanone)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10】增列 1-氟苄基-N-（萘-1-基）-1H-吲哚-3-甲醯胺
(1-Fluorobenzyl-N-(naphthalen-1-yl)-1H-ind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FDU-NNE1、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1】增列萘-1-基 1-氟苄基-1H-吲哚-3-羧酸酯(Naphthalen-1-yl
1-fluorobenzyl-1H-indole-3-carboxylate)[包含其異構物 FDU-PB-22、2-Fluoro、
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2】增列 N-（金剛烷-1-基）-1-氟苄基-1H-吲唑-3-甲醯胺
(N-(Adamantan-1-yl)-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
物 FUB-AKB48、2-Fluoro、3-Fluoro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3】增列［1-（5-氟戊基）-1H-苯并［d］咪唑-2-基］（萘-1-基）甲酮
([1-(5-Fluoropentyl)-1H-benzo[d]imidazol-2-yl](naphthalen-1-yl)methanone、
FUBIMIN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4】增列（1-氟苄基-1H-吲哚-3-基）（萘-1-基）甲酮
((1-Fluorobenzyl-1H-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FUB-JWH-018、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5】增列喹啉-8-基 1-氟苄基-1H-吲唑-3-羧酸酯(Quinolin-8-yl
1-fluorobenzyl-1H-indazole-3-carboxylate)[包含其異構物 FUB-NPB-22、
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6】增列喹啉-8-基 1-氟苄基-1H-吲哚-3-羧酸酯(Quinolin-8-yl
1-fluorobenzyl-1H-indole-3-carboxylate)[包含其異構物 FUB-PB-22、2-Fluoro、
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7】增列地塞比諾(Dexanabinol、HU-211)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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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增列 4-［4-（1,1-二甲基庚基）-2,6-二甲氧基苯基］-6,6-二甲基-雙環
［3.1.1］庚-2-烯-2-甲醇
(4-[4-(1,1-Dimethylheptyl)-2,6-dimethoxyphenyl]-6,6-dimethyl-bicyclo[3.1.1]hep
t-2-ene-2-methanol、HU-308)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19】增列 3-羥基-2-（6-異丙烯-3-甲基環己-2-烯-1-基）-5-戊基-1,4-苯醌
(3-Hydroxy-2-(6-isopropenyl-3-methylcyclohex-2-en-1-yl)-5-pentyl-1,4-benzoqui
none、HU-331)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0】增列 N-（1,3-苯并二噁茂-5-基甲基）-1,2-二氫-7-甲氧基-2-側氧-8-戊
氧基-3-喹啉甲醯胺
(N-(1,3-Benzodioxol-5-ylmethyl)-1,2-dihydro-7-methoxy-2-oxo-8-pentyloxy-3-q
uinolinecarboxamide、JTE-907)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1】增列（2-甲基-1-戊基-1H-吲哚-3-基）（萘-1-基）甲酮
((2-Methyl-1-pentyl-1H-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JWH-007)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122】增列（2-甲基-1-丙基吲哚-3-基）-萘-1-基甲酮
((2-Methyl-1-propyl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JWH-015)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23】增列（1-己基吲哚-3-基）-萘-1- 基甲酮
((1-Hexylind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JWH-019)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4】增列萘-1-基-（1-戊基吡咯-基）甲酮
(Naphthalen-1-yl-(1-pentylpyrrol-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030、
Pyrrol-2-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5】增列萘-1-基-（1-戊基-苯基吡咯-3-基）-甲酮
(Naphthalen-1-yl-(1-pentyl-phenylpyrrol-3-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145、2-Phenylpyrro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6】增列 3-（萘-1-基-甲基）-1-戊基吲哚
(3-(Naphthalen-1-yl-methyl)-1-pentylindole、JWH-175)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7】增列［1-（2-𠰌啉-4-基乙基）吲哚-3-基］-萘-基-甲酮
([1-(2-Morpholin-4-ylethyl)indol-3-yl]-naphthalen-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200、Naphthalen-2-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8】增列 2-（氯苯基）-1-（1-戊基吲哚-3-基）乙酮
(2-(Chlorophenyl)-1-(1-pentylindol-3-yl)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203、
3-Chloro、4-Chl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29】增列（乙基萘-1-基）-（1-戊基吲哚-3-基）-甲酮
( (Ethylnaphthalen-1-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210、2-Ethyl、3-Ethyl、5-Ethyl、6-Ethyl、7-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0】增列 2-（甲苯基）-1-（1-戊基吲哚-3-基）-乙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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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ethylphenyl)-1-(1-pentylindol-3-yl)-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251、
JWH-208、3-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1】增列 2-（甲氧基苯基）-1-（1-戊基吲哚-3-基）-乙酮
(2-(Methoxyphenyl)-1-(1-pentylindol-3-yl)-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302、
JWH-201]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2】增列［5-（氟苯基）-1-戊基吡咯-3-基］-萘-1-基-甲酮
([5-(Fluorophenyl)-1-pentylpyrr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
物 JWH-307、JWH-307-3'、JWH-307-5'、JWH-308、JWH-368]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133】增列［5-（甲苯基）-1-戊基吡咯-3-基］-萘-1-基-甲酮
( [5-(Methylphenyl)-1-pentylpyrr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包含其異
構物 JWH-370、JWH-346、JWH-244]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4】增列（氯萘-1-基）-（1-戊基吲哚-3-基）-甲酮
((Chloronaphthalen-1-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JWH-398、2-Chloro、5-Chloro、6-Chloro、7-Chloro、8-Chloro]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135】增列［1-（5-氟戊基）吲哚-3-基］-（甲基萘-1-基）甲酮
([1-(5-Fluoropentyl)indol-3-yl]-(methylnaphthalen-1-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
物 MAM-2201、MAM-2201 N-(2-Fluoropentyl)、MAM-2201
N-(4-Fluoropentyl)、2-Methyl、5-Methyl、7-Methyl、8-Methyl]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136】增列 N-（1-己基-2-羥基吲哚-3-基）-亞胺基苯甲醯胺
(N-(1-Hexyl-2-hydroxyindol-3-yl)-iminobenzamide、MDA-19)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137】增列（S）-3,3-二甲基-2-（1-（戊-4-烯-1-基）-1H-吲唑-3-甲醯胺基）
丁酸甲酯
(Methyl(S)-3,3-dimethyl-2-(1-(pent-4-en-1-yl)-1H-indazole-3-carboxamido)butan
oate、MDMB-4en-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8】增列 2-｛［1-（環己基甲基）吲哚-3-羰基］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
酯(Methyl
2-{[1-(cyclohexylmethyl)indole-3-carbonyl]amino}-3,3-dimethylbutanoate、
MDMB-CHM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39】增列 2-｛［1-（環己基甲基）吲唑-3-羰基］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
酯(Methyl
2-{[1-(cyclohexylmethyl)indazole-3-carbonyl]amino}-3,3-dimethylbutanoate、
MDMB-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0】增列 2-｛｛1-［（4-氟苯基）甲基］吲哚-3-羰基｝胺基｝-3,3-二甲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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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甲酯(Methyl
2-{{1-[(4-fluorophenyl)methyl]indole-3-carbonyl}amino}-3,3-dimethylbutanoate
、MDMB-FUB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1】增列 2-｛｛1-［（4-氟苯基）甲基］吲唑-3-羰基}胺基}-3,3-二甲基丁酸
甲酯(Methyl
2-{{1-[(4-fluorophenyl)methyl]indazole-3-carbonyl}amino}-3,3-dimethylbutanoa
te、MDMB-FUB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2】增列（4-甲基哌嗪-1-基）-（1-戊基吲哚-3-基）-甲酮
((4-Methylpiperazin-1-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Mepirapim)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43】增列 2-｛［1-（環己基甲基）吲哚-3-羰基］胺基｝-3-甲基丁酸甲酯(Methyl
2-{[1-(cyclohexylmethyl)indole-3-carbonyl]amino}-3-methylbutanoate、
MMB-CHMI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4】增列 N-萘-基-1-戊基吲哚-3-甲醯胺
(N-Naphthalen-yl-1-pentylind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MN-24、
Naphthalen-2-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5】增列（1-甲氧基-3,3-二甲基-1-側氧丁-2-基）-1-（環己基甲基）吲唑
-3-羧酸酯
((1-Methoxy-3,3-dimethyl-1-oxobutan-2-yl)-1-(cyclohexylmethyl)indazole-3-carb
oxylate、MO-CHM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6】增列 1-（氧雜-4-基甲基）-N-（2-苯丙-2-基）-吲唑-3-甲醯胺
(1-(Oxan-4-ylmethyl)-N-(2-phenylpropan-2-yl)-indazole-3-carboxamide、
CUMYL-THPINAC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7】增列 N-萘-1-基-戊基吲唑-3-甲醯胺
(N-Naphthalen-1-yl-pentylindazole-3-carboxamide)[包含其異構物 MN-18、
MN-18 2'-indazol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48】增列 N-（1-金剛烷基）-1-（5-氟戊基）吲哚-3-甲醯胺
(N-(1-Adamantyl)-1-(5-fluoropentyl)indole-3-carboxamide、STS-135)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49】增列萘-1-基 1-（5-氟戊基）吲哚-3-羧酸酯(Naphthalen-1-yl
1-(5-fluoropentyl)indole-3-carboxylate、NM-2201)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0】增列喹啉-基 1-戊基吲哚-3-羧酸酯(Quinolin-yl
1-pentylindole-3-carboxylate)[包含其異構物 PB-22、Quinolin-6-yl、
Quinolin-7-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1】增列喹啉-基 1-（環己基甲基）-吲哚-3-羧酸酯(Quinolin-yl
1-(cyclohexylmethyl)-indole-3-carboxylate)[包含其異構物 BB-22、
Quinolin-6-yl、Quinolin-7-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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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增列（甲氧基苯基）-（1-戊基吲哚-3-基）甲酮
((Methoxyphenyl)-(1-pentylindol-3-yl)m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RCS-4、
RCS-2、RCS-3]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3】增列 1-［1-（2-環己基乙基）吲哚-3-基］-2-（甲氧基苯基）乙酮
( 1-[1-(2-Cyclohexylethyl)indol-3-yl]-2-(methoxyphenyl)ethanone)[包含其異構
物 RCS-8、3-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4】增列萘-1-基 1-戊基吲唑-3-羧酸酯(Naphthalen-1-yl
1-pentylindazole-3-carboxylate、SDB-005(naph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5】增列 N-苄基-1-戊基吲哚-3-甲醯胺
(N-Benzyl-1-pentylindole-3-carboxamide、SDB-006)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6】增列［1-（5-氟戊基）吲唑-3-基］-萘-1-基甲酮
([1-(5-Fluoropentyl)indazol-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THJ-2201)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157】增列［2-甲基-11-（𠰌啉-4-基-甲基）-9-氧雜-1-氮雜三環［6.3.1.04,12］
十二碳-2,4（12）,5,7-四烯-3-基］-萘-1-基甲酮
([2-Methyl-11-(morpholin-4-yl-methyl)-9-oxa-1-azatricyclo[6.3.1.04,12]dodeca-2
,4(12),5,7-tetraen-3-yl]-naphthalen-1-ylmethanone、WIN-55,212-2)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158】增列（2,2,3,3-四甲基環丙基）［1-（4,4,4-三氟丁基）-1H-吲哚-3-基］
-甲酮
((2,2,3,3-Tetramethylcyclopropyl)[1-(4,4,4-trifluorobutyl)-1H-indol-3-yl]-methan
one、XLR-12)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59】增列萘菲酮(Naphyr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0】增列氟-α-吡咯烷辛苯酮(Fluoro-α-pyrrolidinooctanophenone、
F-α-POP)[包含其異構物 4F-α-POP、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1】增列 2-胺基-1-（4-溴-二甲氧基苯基）乙酮
(2-Amino-1-(4-bromo-dimethoxyphenyl)ethanone)[包含其異構物 bk-2C-B、
3,5-Di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2】增列二甲基甲基卡西酮(Dimethylmethcathinone)[包含其異構物
3,4-Dimethylmethcathinone、2,3-Dimethyl、2,4-Dimethyl、2,5-Dimethyl]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163】增列亞甲基雙氧二甲基卡西酮(Dimethylone、bk-MDDMA)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64】增列氟乙基卡西酮(Fluoroethcathinone)[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ethcathinone、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5】增列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丙酮
(Methoxy-α-pyrrolidinopropiophenone)[包含其異構物 MOPPP、2-Meth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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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6】增列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戊酮
(Methoxy-alpha-pyrrolidinovalerophenone、MeO-α-PVP)[包含其異構物
4-MeO-α-PVP、2-Methoxy、3-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7】增列甲苯基甲基胺丁酮(Methylbuphedrone)[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buphedrone、2-Methyl、3-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8】增列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丁酮(Methyl-α-pyrrolidinobutiophenone)[包含
其異構物 MPBP、2-Methyl、3-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69】增列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丙酮(Methyl-α-pyrrolidinopropiophenone)[包含
其異構物 MPPP、2-Methyl、3-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0】增列苯基甲基胺丁酮(Buphedr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1】增列α-吡咯烷基苯丁酮(α-Pyrrolidinobutiophenone、α-PBP)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172】增列α-吡咯烷基苯庚酮(α-Pyrrolidinoheptaphenone、PV8)為第三級管
制藥品。
【173】增列α-吡咯烷基苯己酮(α-Pyrrolidinohexiophenone、PV7)為第三級管
制藥品。
【174】增列α-吡咯烷基苯丙酮(α-Pyrrolidinopropiophenone、α-PPP)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175】增列 N,N-二甲基卡西酮(N,N-Dimethylcathin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6】增列乙基卡西酮(Ethcathin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7】增列萘代派醋乙酯(Ethylnaphthidate、HDEP-28)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8】增列苯基胺己酮(Hexedr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79】增列甲基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3-Methoxy-2-(methylamino)-1-(methylphenyl)propan-one)[包含其異構物
Mexedrone、2-Methyl、3-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0】增列苯基乙基胺丁酮(N-Ethylbuphedr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1】增列甲基-卡西酮(Methylcathinone)[包含其異構物 4-Methylcathinone、
2-Methyl、3-Methyl；註：此項非第二級管制藥品第 166 項甲基卡西酮]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182】增列戊烯酮(Pentedro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3】增列羥基-苯環利定(Hydroxy-phencyclidine、HO-PCP)[包含其異構物
3-HO-PCP、2-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4】增列甲氧基西環汀(Methoxyeticyclidine、MeO-PCE)[包含其異構物
3-MeO-PCE、2-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5】增列甲氧基苯環利定(Methoxyphencyclidine、MeO-PCP)[包含其異構
物 3-MeO-PCP、2-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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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增列 4-［1-（甲氧基苯基）環己基］𠰌啉
(4-[1-(Methoxyphenyl)cyclohexyl]morpholine、MeO-PCMo)[包含其異構物
3-MeO-PCMo、2-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7】增列去氯愷他命(Deschloroketam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8】增列 2-（甲氧基苯基）-2-甲胺環己酮
(2-(Methoxyphenyl)-2-(methylamino)cyclohexanone)[包含其異構物
Methoxmetamine(MMXE)、2-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89】增列 4-氯-N-（1-（4-硝基苯乙基）哌啶-2-亞基）-苯磺醯胺
(4-Chloro-N-(1-(4-nitrophenethyl)piperidin-2-ylidene)benzenesulfonamide、
W-18)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0】增列（1,3-二苯基丙-2-基）吡咯啶((1,3-Diphenylpropan-2-yl)pyrrolidine)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1】增列 2-二苯基甲基吡咯啶(2-Diphenylmethylpyrrolidine、Desoxy-D2PM)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2】增列α-吡咯烷基噻吩戊酮(α-Pyrrolidinovalerothiophenone、α-PVT)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3】增列 2-二苯基甲基哌啶(2-Diphenylmethylpiperidine、2-DPMP)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194】增列 3,4-二氯派醋甲酯(3,4-Dichloromethylphenidate)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195】增列 3-羥基芬納西泮(3-Hydroxyphenazep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6】增列氟派醋乙酯(Fluoroethylphenidate)[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ethylphenidate、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7】增列氟派醋甲酯(Fluoromethylphenidate)[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methylphenidate、2-Fluoro、3-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8】增列溴唑侖(Broma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199】增列氯氮唑侖(Clona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0】增列去氯依替唑侖(Deschloroeti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1】增列二苯基脯胺醇(Diphenylprolinol、D2P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2】增列派醋乙酯(Ethylphenidat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3】增列氟溴西泮(Flubromazep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4】增列氟溴唑侖(Flubroma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5】增列派醋異丙酯(Isopropylphenidat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6】增列甲氯硝西泮(Meclonazep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7】增列萘代派醋甲酯(Methylnaphthidate、HDMP-28)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8】增列硝氟西泮(Nifoxip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09】增列硝唑侖(Nitra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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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增列甲基-4-甲基阿米雷司(Methyl-4-methylaminorex)[包含其異構物
para-Methyl-4-methylaminorex、meta-Methyl、ortho-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11】增列派醋丙酯(Propylphenidat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12】增列吡唑侖(Pyrazola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13】增列 2-（3,5-二甲氧基-4-丙氧基苯基）乙胺
(2-(3,5-Dimethoxy-4-propoxyphenyl)ethanamine、Proscaline)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214】增列 2,5-二甲氧基-4-甲基硫安非他命
(2,5-Dimethoxy-4-methylthioamphetamine、DOT)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15】增列 2-（4-溴-2,5-二甲氧基苯基）-N,N-雙［（2-甲氧基苯基）甲基］
乙胺
(2-(4-Bromo-2,5-dimethoxyphenyl)-N,N-bis[(2-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
ne、25B-N(BOMe)2、25B-NNBOM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16】增列 2-（4-溴-2,5-二甲氧基苯基）-N-［（氟苯基）甲基］乙胺
(2-(4-Bromo-2,5-dimethoxyphenyl)-N-[(fluorophenyl)methyl]ethanamine、
25B-NBF)[包含其異構物 25B-NBF(2C-B-NBF)、3-Fluoro、4-Fluoro]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217】增列 2-(4-溴-2,5-二甲氧基苯基）-N-［（羥基苯基）甲基］乙胺
(2-(4-Bromo-2,5-dimethoxyphenyl)-N-[(hydr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異構物 25B-NBOH (2C-B-NBOH)、3-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218】增列 2-（4-氯-2,5-二甲氧基苯基）-N-［（氟苯基）甲基］乙胺
(2-(4-Chloro-2,5-dimethoxyphenyl)-N-[(fluorophenyl)methyl]ethanamine、
25C-NBF)[包含其異構物 25C-NBF(2C-C-NBF)、3-Fluoro、4-Fluoro]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219】增列 2-（4-氯-2,5-二甲氧基苯基）-N-［（羥基苯基）甲基］乙胺
(2-(4-Chloro-2,5-dimethoxyphenyl)-N-[(hydr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異構物 25C-NBOH(2C-C-NBOH)、3-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220】增列 2-(2,5-二甲氧基-4-甲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胺
(2-(2,5-Dimethoxy-4-methyl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異構物 25D-NBOMe(2C-D-NBOMe)、3-Methoxyphenyl、4-Methoxyphenyl]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1】增列 2-(4-乙基-2,5-二甲氧基苯基)-N-［（羥基苯基）甲基］乙胺
(2-(4-Ethyl-2,5-dimethoxyphenyl)-N-[(hydr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
其異構物 25E-NBOH (2C-E-NBOH)、3-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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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增列 2-（4-乙基-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胺
(2-(4-Ethyl-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
其異構物 25E-NBOMe(2C-E-NBOMe)、25E-NB3OMe、25E-NB4OMe]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223】增列 2-（2,5-二甲氧基-3,4-二甲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
胺
(2-(2,5-Dimethoxy-3,4-dimethyl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異構物 25G-NBOMe(2C-G-NBOMe)、3-Methoxyphenyl、
4-Methoxyphen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4】增列 2-(2,5-二甲氧基苯基)-N-［（羥基苯基）甲基］乙胺
(2-(2,5-Dimethoxyphenyl)-N-[(hydr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其異構
物 25H-NBOH(2C-H-NBOH)、3-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5】增列 2-（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胺
(2-(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其異構
物 25H-NBOMe(2C-H-NBOMe)、25H-NB3OMe、25H-NB4OMe]為第三級管
制藥品。
【226】增列 2-(4-碘-2,5-二甲氧基苯基）-N-［（氟苯基）甲基］乙胺
(2-(4-Iodo-2,5-dimethoxyphenyl)-N-[(fluoro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其
異構物 25I-NBF(2C-I-NBF)、3-Fluoro、4-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7】增列 2-(4-碘-2,5-二甲氧基苯基)-N-［（羥基苯基）甲基］乙胺
(2-(4-Iodo-2,5-dimethoxyphenyl)-N-[(hydr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
其異構物 25I-NBOH(2C-I-NBOH)、3-Hydroxy、4-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8】增列 2-（4-異丙基-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
胺
( 2-(4-Isopropyl-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異構物 25iP-NBOMe(2C-iP-NBOMe)、3-Methoxyphenyl、
4-Methoxyphen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29】增列 2-（4-硝基-2,5-二甲氧基苯基）-N-［（甲氧基苯基）甲基］乙胺
(2-(4-Nitro-2,5-dimethoxyphenyl)-N-[(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ne)[包含
其異構物 25N-NBOMe(2C-N-NBOMe)、25N-NB3OMe、25N-NB4OMe]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230】增列 2-（2,5-二甲氧基-4-丙苯基）-N-（甲氧基苄基）乙胺
(2-(2,5-Dimethoxy-4-propylphenyl)-N-(methoxybenzyl)ethanamine)[包含其異構
物 25P-NBOMe(2C-P-NBOMe)、25P-NB3OMe、25P-NB4OMe]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231】增列 2-（4-溴-2,3,6,7-四氫呋喃［2,3-f］［1］苯并呋喃-8-基）乙胺
(2-(4-Bromo-2,3,6,7-tetrahydrofuro[2,3-f][1]benzofuran-8-yl)ethan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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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B-FL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2】 增列 4-氯-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Chlor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C)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3】增列 4-甲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M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D)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4】增列 3,4-二甲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3,4-Dim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G)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5】增列 2,5-二甲氧基苯乙胺(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H)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236】增列 4-碘-2,5-二甲氧基苯乙胺(4-Iod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
2C-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7】增列 4-硝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Nitr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N)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8】增列 4-丙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Prop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P)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39】增列 4-甲硫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Methylthi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T)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0】增列 4-乙硫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Ethylthi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T-2)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1】增列 4-異丙硫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Isopropylthi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T-4)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2】增列 4-丙硫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Propylthio-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T-7)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3】增列 4-三氟甲基-2,5-二甲氧基苯乙胺
(4-Trifluoromethyl-2,5-dimethoxyphenethylamine、2C-TFM)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4】增列氟乙基安非他命(Fluoroethamphetamine、FEA)[包含其異構物
2-FEA、3-Fluoro、4-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5】增列β-甲基苯乙胺(β-Methylphenethylamine、β-Me-PEA)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246】增列 2-噻吩-2-基-乙胺(2-Thiophen-2-yl-ethylam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7】增列二甲氧基苯乙胺(Dimethoxyphenethylamine、DMPEA)[包含其異
構物 3,4-DMPEA、2,3-Dimethoxy、2,4-Dimethoxy、2,6-Dimethoxy、
3,5-Di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48】增列 N-(甲氧基苄基)-3,4-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N-(Methoxybenzyl)-3,4-dimethoxy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3,4-DMA-NBOMe、meta-Methoxybenzyl、para-Methoxybenzyl]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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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增列 4-丙氧基-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4-Propoxy-dimethoxy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3C-P、2,5-Dimethoxy]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
【250】增列（2-胺丙基）苯并呋喃((2-Aminopropyl)benzofuran、APB)[包含
其異構物 4-APB、5-APB、6-APB、7-APB]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1】增列溴安非他命(Bromoamphetamine)[包含其異構物
4-Bromoamphetamine、2-Bromo、3-Brom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2】增列 N-（甲氧基苄基）-4-乙基安非他命
(N-(Methoxybenzyl)-4-ethylamphetamine、EA-NBOMe)[包含其異構物
4-EA-NBOMe、3-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3】增列 N-（甲氧基苄基）-4-甲基甲基安非他命
(N-(Methoxybenzyl)-4-methylmethamphetamine、MMA-NBOMe)[包含其異構
物 4-MMA-NBOMe、3-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4】增列（2-胺丙基）-2,3-二氫苯并呋喃
((2-Aminopropyl)-2,3-dihydrobenzofuran、APDB)[包含其異構物 5-APDB、
4-APDB、6-APDB、7-APDB]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5】增列（2-胺丙基）吲哚((2-Aminopropyl)indole、API)[包含其異構物
5-API、4-API、6-API、7-AP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6】增列 1-（2,3-二氫苯并呋喃-基）-N-甲基丙-2-胺
(1-(2,3-Dihydrobenzofuran-yl)-N-methylpropan-2-amine、MAPDB)[包含其異構
物 5-MAPDB、4-MAPDB、6-MAPDB、7-MAPDB]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7】增列 4-丙烯氧基-3,5-二甲氧基苯乙胺
(4-Allyloxy-3,5-dimethoxyphenethylamine、Allylescal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8】增列 1-（8-溴苯并[1,2-b;4,5-b]二呋喃-4-基）-2-胺基丙烷
(1-(8-Bromobenzo[1,2-b;4,5-b]difuran-4-yl)-2-aminopropane、Bromo-dragonfl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59】增列 2-（4-氯-2,5-二甲氧基苯基）-N-[（3,4,5-三甲氧基苯基)甲基]乙
胺
(2-(4-Chloro-2,5-dimethoxyphenyl)-N-[(3,4,5-trimethoxyphenyl)methyl]ethanami
ne、30C-NBOM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60】增列 2-（4-乙氧基-二甲氧基苯基）乙胺
(2-(4-Ethoxy-dimethoxyphenyl)ethanamine)[包含其異構物 Escaline、
2,5-Di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61】增列茚胺基丙烷(Indanylaminopropane、5-APDI)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62】增列 N-甲基-1-（1,3-苯并二噁茂-5-基）-丁胺
(N-Methyl-1-(1,3-Benzodioxol-5-yl)-Butanamine)[包含其異構物 MBDB、
3-Butanamine(HMDMA)]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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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增列 N-甲基-1-（萘-2-基）丙-2-胺
(N-Methyl-1-(naphthalen-2-yl)propan-2-amine、Methamnetamine)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264】增列 3,4-亞甲基雙氧-N, N-二甲基安非他命
(3,4-Methylenedioxy-N,N-dimethylamphetamine、N,N-Dimethyl-MDA)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265】增列 N,N-二甲基苯乙胺(N,N-Dimethylphenethylamine)為第三級管制
藥品。
【266】增列 N-乙基-1-苯基丁-2-胺(N-Ethyl-1-phenylbutan-2-amine)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267】增列丙基安非他命(Propylamphetam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68】增列 3,4-亞甲基雙氧丙基安非他命
(3,4-Methylenedioxyproplyamphetamine、3,4-MDPA、MDPR)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269】增列 1-（氟苯基）哌嗪(1-(Fluorophenyl)piperazine、FPP)[包含其異構
物 2-FPP、3-Fluoro、4-Flu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0】增列 1-（氯苯基）哌嗪(1-(Chlorophenyl)piperazine、CPP)[包含其異構
物 3-CPP、2-Chloro、4-Chloro]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1】增列 1-（甲氧基苯基）哌嗪(1-(Methoxyphenyl)piperazine、MeOPP)[包
含其異構物 3-MeOPP、2-Methoxy、4-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2】增列 1-（甲基苄基）哌嗪(1-(Methylbenzyl)piperazine)[包含其異構物
(1-(3-Methylbenzyl)piperazine)、2-Methyl、4-Methyl]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3】增列 1,4-二苄基哌嗪(1,4-Dibenzylpiperazine、DBZP)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274】增列 1-苄基-4-甲基哌嗪(1-Benzyl-4-methylpiperazine、MBZP)為第三
級管制藥品。
【275】增列乙醯氧基-N,N-二異丙基色胺
(Acetoxy-N,N-diisopropyltryptamine、AcO-DIPT)[包含其異構物 4-AcO-DIPT、
5-Acetoxy、6-Acetoxy、7-Acet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6】增列乙醯氧基-N,N-二甲基色胺(Acetoxy-N,N-dimethyltryptamine、
AcO-DMT)[包含其異構物 4-AcO-DMT、5-Acetoxy、6-Acetoxy、7-Acet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7】增列乙醯氧基-N-甲基-N-乙基色胺
(Acetoxy-N-methyl-N-ethyltryptamine、AcO-MET)[包含其異構物
4-AcO-MET、5-Acetoxy、6-Acetoxy、7-Acet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78】增列羥基-N,N-二乙基色胺(Hydroxy-N,N-diethyltryptamine、
HO-DET)[包含其異構物 4-HO-DET、5-Hydroxy、6-Hydroxy、7-Hydroxy]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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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管制藥品。
【279】增列羥基-N,N-二異丙基色胺(Hydroxy-N,N-diisopropyltryptamine、
HO-DIPT)[包含其異構物 4-HO-DIPT、5-Hydroxy、6-Hydroxy、7-Hydr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0】增列羥基-N-甲基-N-乙基色胺(Hydroxy-N-methyl-N-ethyltryptamine、
HO-MET)[包含其異構物 4-HO-MET、5-Hydroxy、6-Hydroxy、7-Hydroxy]為
第三級管制藥品。
【281】增列甲氧基-N,N-二甲基色胺(Methoxy-N,N-dimethyltryptamine、
MeO-DMT)[包含其異構物 4-MeO-DMT、5-Methoxy、6-Methoxy、7-Meth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2】增列羥基-N,N-二甲基色胺(Hydroxy-N,N-dimethyltryptamine、
Bufotenine、HO-DMT)[包含其異構物 5-HO-DMT、4-Hydroxy、6-Hydroxy、
7-Hydr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3】增列甲氧基-α-甲基色胺(Methoxy-alpha-methyltryptamine、
MeO-AMT)[包含其異構物 5-MeO-AMT、4-Methoxy、6-Methoxy、7-Meth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4】增列甲氧基-N,N-二乙基色胺(Methoxy-N,N-diethyltryptamine、
MeO-DET)[包含其異構物 5-MeO-DET、4-Methoxy、6-Methoxy、7-Meth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5】增列甲氧基-N,N-二丙烯基色胺(Methoxy-N,N-diallyltryptamine、
MeO-DALT)[包含其異構物 5-MeO-DALT、4-Methoxy、6-Methoxy、7-Meth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6】增列甲氧基-N,N-二丙基色胺(Methoxy-N,N-dipropyltryptamine、
MeO-DPT)[包含其異構物 5-MeO-DPT、4-Methoxy、6-Methoxy、7-Methoxy]
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7】增列甲氧基-N-乙基-N-異丙基色胺
(Methoxy-N-ethyl-N-isopropyltryptamine、MeO-EiPT)[包含其異構物
5-MeO-EiPT、4-Methoxy、6-Methoxy、7-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8】增列甲氧基-1-甲基-4,9-二氫-3H-吡啶并[3,4-b]吲哚
(Methoxy-1-methyl-4,9-dihydro-3H-pyrido[3,4-b]indole)[包含其異構物
Harmaline(駱駝蓬鹼)、6-Methoxy]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89】增列α-甲基色胺(alpha-Methyltryptam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90】增列 N,N-二異丙基色胺(N,N-Diisopropyltryptamine、DIPT)為第三級
管制藥品。
【291】增列 N,N-二丙基色胺(N,N-Dipropyltryptamine、DPT)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
【292】增列 N-甲基-N-異丙基色胺(N-Methyl-N-isopropyltryptamine)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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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藥品。
【293】增列 N-甲基色胺(N-Methyltryptamine)為第三級管制藥品。
【294】增列西布曲明(Sibutramine)為第四級管制藥品。
【295】增列 2-［雙（4-氟苯基）甲基亞磺醯基］-N-甲基乙醯胺
(2-[Bis(4-fluorophenyl)methylsulfinyl]-N-methylacetamide、
N-Methylbisfluoromodafinil)為第四級管制藥品。
【296】增列氟麻黃鹼(Fluoroephedrine)[包含其異構物 4-Fluoroephedrine、
2-Fluoro、3-Fluoro]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297】增列 3-(1,3-苯并二噁茂-5-基)-2-甲基氧環丙烷-2-羧酸甲酯(MDP2P
methyl glycidate、PMK methyl glycidate)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298】增列 2-氯-甲基苯丙酮(2-Chloro-methylpropiophenone)[包含其異構物
2-Chloro-4-methylpropiophenone、2-Chloro-3-methylpropiophenone、
2-Chloro-2-methylpropiophenone]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299】增列 2-氟-甲基苯丙酮(2-Fluoro-methylpropiophenone)[包含其異構物
2-Fluoro-4-methylpropiophenone、2-Fluoro-3-methylpropiophenone、
2-Fluoro-2-methylpropiophenone]為第四級管制藥品原料藥。
◎110 年 10 月 27 日「衛生福利部管制藥品審議委員會」第 44 次會議決議
＊[草案預告] 衛生福利部 110 年 12 月 24 日衛授食字第 1101800592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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