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介紹

不但可以消毒殺菌，保護健康；也不會對身體
皮膚造成傷害，解決了市面上許多消毒液傷害
皮膚，特別是對兒童造成皮膚乾裂的問題。在
全方位消毒殺菌的同時，高效潤膚。

為何選擇MEVIIC消毒殺菌噴霧？

現在北美正處於新冠病毒爆發的非常時期，
我們仿佛經歷了一場之前難以想像的浩劫。如
何最大程度的做到自我安全防護，也成爲了人
們最關心的話題。

細菌和病毒藏匿於很多不起眼的角落，細菌
和病毒就像是隱形的殺手，在我們周圍藏匿
潛伏，防不勝防。不管是已經返回辦公室工作

，還是繼續呆在家裡，只需偶爾下樓取快遞、
買菜，出門都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我們就需要一款：強有力，可便攜
的消毒殺菌噴霧。不僅方便隨身攜帶，還能隨
時隨地殺菌消毒，將電梯按鈕，扶梯把手、門
把手，車座位等公共場合的細菌病毒殺滅。

美國最新研究顯示，每個人地雙手平均攜帶
1000萬個細菌。細菌外部塗層被脂肪和蛋白
質包圍，很容易附著在手上，也會蔓延在空氣
周圍。

傳統的免洗殺菌啫喱，可以去除手上細菌，但
是細菌可以在物體表面存活長達一週。如果不
為傢俱或雜物等其他可以觸碰到的物體表面
消毒殺菌，那麼就算洗乾淨手，還是存在很大

風險。而含有高濃度酒精的消毒噴霧，因爲其
中的高濃度酒精可以分解細菌脂肪層，稀釋並
降低其活性，從而帶走手上的細菌，噴霧形式
可以噴灑在物體表面消滅毒菌。

所以，MEVIIC消毒殺菌噴霧是你保衛健康的
最好選擇，帶給你高生活品質，因爲我們不是
化學合成的殺菌噴霧。MEVIIC消毒殺菌噴霧
不但可以有效殺菌，而且不刺激皮膚。

產品成分

75％濃度酒精
「酒精殺毒濃度最佳為75%，濃度高，反而無
效果」。高濃度酒精會使細菌表面的蛋白質凝
結形成一層硬膜，變相對細菌起到保護作用，
防止酒精進一步滲透。此時，該細胞將變爲非
活動狀態，但不會死亡。因此，75％究竟濃度
是更理想的選擇。安全有效是MEVIIC產品理
念，我們講究科學比例，75％是既有效全面殺
毒，同時不會傷害皮膚。

富含維他命C＆E（天然抗氧化劑）
酒精在殺毒揮發的過程中，會帶走皮膚上的水
分，雖然75％是黃金比例，但是還是需要雙重
滋潤保護，所以我們添加了天然抗氧化成分維
他命C和維他命E來滋潤和保護皮膚，使皮膚
水潤保濕。

USP等級甘油
USP為U.S.Pharmacopeia的縮寫，是美國最
權威的關於藥物原材料的NGO之一。我們使
用的甘油達到了USP高等級，安全天然。

醫藥級HPMC纖維素
MEVIIC消毒殺菌噴霧中的纖維素(hydrox y-
propyl methylcellulose)達到醫藥級別，對人
體無害。

天然香橙味
清新自然，舒適淡雅。

外觀設計

噴霧型噴嘴設計+超輕玻璃瓶身，小巧玲瓏。
既方便使用和攜帶，又高端大氣上檔次；不使
用時，噴嘴處密閉性強，安全性高。

用途範圍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產品，我們的使用方法非常
簡單，只需噴一噴，10秒就能消滅絕大部分病
毒和細菌。

不只可以噴手哦，無論是居家，辦公，旅遊，上
學，購物等等，噴食物，噴水果，噴桌椅，噴電
梯，公共交通，居家防護，個人防護等都可以
使用。

安全放心

• 不含動物成份
• 不含防腐劑
• 不含水銀等有害物質
• 加拿大用心製造  
• 原材料來自北美   

產品問答

Q：如果噴上後忘記洗手去做飯，碰熱會容易
著火嗎？
A：酒精含量75％是容易著火，請遠離明火儲存
。噴上後立刻殺死病菌30秒就揮發了，所以噴
完只需30秒就可以直接去煮飯了，非常方便。

Q：為什麽噴在物品上會有黏黏的感覺呢？
A：富含維他命C和E，主要是滋潤皮膚和防止
水份流失。如果用來噴手機和電腦，螢幕表面
會有維他命和甘油，所以可能會感覺有點黏，
只需用濕紙巾輕輕擦拭即可。

使用方法

噴在手部直至完全覆蓋肌膚，後揉搓雙手至
少30秒鐘，使其乾燥。也可以噴在需要消毒殺
菌的物體表面。

注意事項

•本品僅限於外用。

•請將本品放在兒童無法接觸到的地方。如果
出現誤服情況，請致電毒性控制中心或立即
尋求醫療幫助。

•如出現發炎狀況，請停止使用並諮詢醫生或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使用本品時，請避免接觸眼部。一旦發生接
觸，需立即用水徹底沖洗。

•使用時請遠離火源。

保存方式

本品屬易燃性，需遠離明火和熱源存放。

使用禁忌
請勿將本品用於2歲以下的嬰兒。（除非在醫
生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指導下使用）

成分

非藥用成分
異丙醇，蒸餾水，甘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維
生素C，維生素E，天然香橙成分。
本產品不含汞。

藥用成分
乙醇 - 70 %

酒精 - 75% (乙醇 70% + 異丙醇 5%)

其他

NPN NUMBER ： 80098056
注釋：Natural Product Number(NPN)是加拿
大全天然保健品通過驗證的證明號碼。產品
在銷售前是要先通過加拿大衛生部的檢測，如
果一切符合加拿大健康產品標準，便會給予
許可證及一個八位元數天然產品號NPN，它
必須出現在全天然保健品標籤上才可以販賣
。而這個數位讓消費者知道該產品已經通過
加拿大衛生部的批准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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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可以消毒殺菌，保護健康；也不會對身體
皮膚造成傷害，解決了市面上許多消毒液傷害
皮膚，特別是對兒童造成皮膚乾裂的問題。在
全方位消毒殺菌的同時，高效潤膚。

為何選擇MEVIIC消毒殺菌噴霧？

現在北美正處於新冠病毒爆發的非常時期，
我們仿佛經歷了一場之前難以想像的浩劫。如
何最大程度的做到自我安全防護，也成爲了人
們最關心的話題。

細菌和病毒藏匿於很多不起眼的角落，細菌
和病毒就像是隱形的殺手，在我們周圍藏匿
潛伏，防不勝防。不管是已經返回辦公室工作

，還是繼續呆在家裡，只需偶爾下樓取快遞、
買菜，出門都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我們就需要一款：強有力，可便攜
的消毒殺菌噴霧。不僅方便隨身攜帶，還能隨
時隨地殺菌消毒，將電梯按鈕，扶梯把手、門
把手，車座位等公共場合的細菌病毒殺滅。

美國最新研究顯示，每個人地雙手平均攜帶
1000萬個細菌。細菌外部塗層被脂肪和蛋白
質包圍，很容易附著在手上，也會蔓延在空氣
周圍。

傳統的免洗殺菌啫喱，可以去除手上細菌，但
是細菌可以在物體表面存活長達一週。如果不
為傢俱或雜物等其他可以觸碰到的物體表面
消毒殺菌，那麼就算洗乾淨手，還是存在很大

風險。而含有高濃度酒精的消毒噴霧，因爲其
中的高濃度酒精可以分解細菌脂肪層，稀釋並
降低其活性，從而帶走手上的細菌，噴霧形式
可以噴灑在物體表面消滅毒菌。

所以，MEVIIC消毒殺菌噴霧是你保衛健康的
最好選擇，帶給你高生活品質，因爲我們不是
化學合成的殺菌噴霧。MEVIIC消毒殺菌噴霧
不但可以有效殺菌，而且不刺激皮膚。

產品成分

75％濃度酒精
「酒精殺毒濃度最佳為75%，濃度高，反而無
效果」。高濃度酒精會使細菌表面的蛋白質凝
結形成一層硬膜，變相對細菌起到保護作用，
防止酒精進一步滲透。此時，該細胞將變爲非
活動狀態，但不會死亡。因此，75％究竟濃度
是更理想的選擇。安全有效是MEVIIC產品理
念，我們講究科學比例，75％是既有效全面殺
毒，同時不會傷害皮膚。

富含維他命C＆E（天然抗氧化劑）
酒精在殺毒揮發的過程中，會帶走皮膚上的水
分，雖然75％是黃金比例，但是還是需要雙重
滋潤保護，所以我們添加了天然抗氧化成分維
他命C和維他命E來滋潤和保護皮膚，使皮膚
水潤保濕。

USP等級甘油
USP為U.S.Pharmacopeia的縮寫，是美國最
權威的關於藥物原材料的NGO之一。我們使
用的甘油達到了USP高等級，安全天然。

醫藥級HPMC纖維素
MEVIIC消毒殺菌噴霧中的纖維素(hydrox y-
propyl methylcellulose)達到醫藥級別，對人
體無害。

天然香橙味
清新自然，舒適淡雅。

外觀設計

噴霧型噴嘴設計+超輕玻璃瓶身，小巧玲瓏。
既方便使用和攜帶，又高端大氣上檔次；不使
用時，噴嘴處密閉性強，安全性高。

用途範圍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產品，我們的使用方法非常
簡單，只需噴一噴，10秒就能消滅絕大部分病
毒和細菌。

不只可以噴手哦，無論是居家，辦公，旅遊，上
學，購物等等，噴食物，噴水果，噴桌椅，噴電
梯，公共交通，居家防護，個人防護等都可以
使用。

安全放心

• 不含動物成份
• 不含防腐劑
• 不含水銀等有害物質
• 加拿大用心製造  
• 原材料來自北美   

產品問答

Q：如果噴上後忘記洗手去做飯，碰熱會容易
著火嗎？
A：酒精含量75％是容易著火，請遠離明火儲存
。噴上後立刻殺死病菌30秒就揮發了，所以噴
完只需30秒就可以直接去煮飯了，非常方便。

Q：為什麽噴在物品上會有黏黏的感覺呢？
A：富含維他命C和E，主要是滋潤皮膚和防止
水份流失。如果用來噴手機和電腦，螢幕表面
會有維他命和甘油，所以可能會感覺有點黏，
只需用濕紙巾輕輕擦拭即可。

使用方法

噴在手部直至完全覆蓋肌膚，後揉搓雙手至
少30秒鐘，使其乾燥。也可以噴在需要消毒殺
菌的物體表面。

注意事項

•本品僅限於外用。

•請將本品放在兒童無法接觸到的地方。如果
出現誤服情況，請致電毒性控制中心或立即
尋求醫療幫助。

•如出現發炎狀況，請停止使用並諮詢醫生或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使用本品時，請避免接觸眼部。一旦發生接
觸，需立即用水徹底沖洗。

•使用時請遠離火源。

保存方式

本品屬易燃性，需遠離明火和熱源存放。

使用禁忌
請勿將本品用於2歲以下的嬰兒。（除非在醫
生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指導下使用）

成分

非藥用成分
異丙醇，蒸餾水，甘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維
生素C，維生素E，天然香橙成分。
本產品不含汞。

藥用成分
乙醇 - 70 %

酒精 - 75% (乙醇 70% + 異丙醇 5%)

其他

NPN NUMBER ： 80098056
注釋：Natural Product Number(NPN)是加拿
大全天然保健品通過驗證的證明號碼。產品
在銷售前是要先通過加拿大衛生部的檢測，如
果一切符合加拿大健康產品標準，便會給予
許可證及一個八位元數天然產品號NPN，它
必須出現在全天然保健品標籤上才可以販賣
。而這個數位讓消費者知道該產品已經通過
加拿大衛生部的批准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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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自然，舒適淡雅。

外觀設計

噴霧型噴嘴設計+超輕玻璃瓶身，小巧玲瓏。
既方便使用和攜帶，又高端大氣上檔次；不使
用時，噴嘴處密閉性強，安全性高。

用途範圍

不同於市面上其他產品，我們的使用方法非常
簡單，只需噴一噴，10秒就能消滅絕大部分病
毒和細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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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水銀等有害物質
• 加拿大用心製造  
• 原材料來自北美   

產品問答

Q：如果噴上後忘記洗手去做飯，碰熱會容易
著火嗎？
A：酒精含量75％是容易著火，請遠離明火儲存
。噴上後立刻殺死病菌30秒就揮發了，所以噴
完只需30秒就可以直接去煮飯了，非常方便。

Q：為什麽噴在物品上會有黏黏的感覺呢？
A：富含維他命C和E，主要是滋潤皮膚和防止
水份流失。如果用來噴手機和電腦，螢幕表面
會有維他命和甘油，所以可能會感覺有點黏，
只需用濕紙巾輕輕擦拭即可。

使用方法

噴在手部直至完全覆蓋肌膚，後揉搓雙手至
少30秒鐘，使其乾燥。也可以噴在需要消毒殺
菌的物體表面。

注意事項

•本品僅限於外用。

•請將本品放在兒童無法接觸到的地方。如果
出現誤服情況，請致電毒性控制中心或立即
尋求醫療幫助。

•如出現發炎狀況，請停止使用並諮詢醫生或
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使用本品時，請避免接觸眼部。一旦發生接
觸，需立即用水徹底沖洗。

•使用時請遠離火源。

保存方式

本品屬易燃性，需遠離明火和熱源存放。

使用禁忌
請勿將本品用於2歲以下的嬰兒。（除非在醫
生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指導下使用）

成分

非藥用成分
異丙醇，蒸餾水，甘油，羥丙基甲基纖維素，維
生素C，維生素E，天然香橙成分。
本產品不含汞。

藥用成分
乙醇 - 70 %

酒精 - 75% (乙醇 70% + 異丙醇 5%)

其他

NPN NUMBER ： 80098056
注釋：Natural Product Number(NPN)是加拿
大全天然保健品通過驗證的證明號碼。產品
在銷售前是要先通過加拿大衛生部的檢測，如
果一切符合加拿大健康產品標準，便會給予
許可證及一個八位元數天然產品號NPN，它
必須出現在全天然保健品標籤上才可以販賣
。而這個數位讓消費者知道該產品已經通過
加拿大衛生部的批准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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