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堅持提供高品質的精油，透過科學儀器檢驗分析，只為追求每一滴精油的純正；農場遍佈世界

各地，只為尊重植物的生長屬性；簽訂公平交易，以合理的價格取得植物，只為善待每一位農民；

通過歐盟的有機認證，只為給每一位使用者安心的保證，GM精油，就只有精油 。

ABOUT GMAX BIOTECH



有機精油 ORGANIC ESSENTIAL OIL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 ECOCERT有機認證 ● FAIR FOR LIFE 公平交易 ● ECOGRUPPO 有機認證

產品名稱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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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黑雲杉
ORGANIC BLACK SPRUCE

Picea mariana (Mill.)

Britton, Sterns & Poggenb.
加拿大 蒸餾 枝與針葉

有機白千層
ORGANIC CAJUPUT

Melaleuca cajuputi Powell 越南 蒸餾 葉子

有機檸檬尤加利
ORGANIC EUCALYPTUS CITRIO

Corymbia citriodora

(Hook.) K.D.Hill & L.A.S.Johnson
馬達加斯加 蒸餾 葉子

有機澳洲尤加利
ORGANIC EUCALYPTUS RADIATA

Eucalyptus radiata A.Cunn. Ex DC. 南非 蒸餾 枝與葉

有機乳香
ORGANIC FRANKINCENSE

Boswellia carterii. 索馬利亞 蒸餾 樹脂

有機波旁天竺葵
ORGANIC GERANIUM BOURBON

Pelargonium Graveolens. 馬達加斯加 蒸餾 花朵枝葉

有機生薑
ORGANIC GINGER FRESH

Zingiber officinale 象牙海岸 蒸餾 根部

有機葡萄柚
Citrus paradisi Macfadyen 巴拉圭 冷壓 果皮

有機丁香
ORGANIC CLOVE STEM

Syzygium aromaticum

(L.) Merr. & L.M.Perry
馬達加斯加 蒸餾 枝與葉

有機芫荽籽
ORGANIC CORIANDER SEED

Coriandrum sativum L. 保加利亞 蒸餾 種子

Cedrus atlantica
有機大西洋雪松
ORGANIC CEDARWOOD

摩洛哥 蒸餾 木頭

有機香茅
Cymbopogon winterianus Jowitt 印尼 蒸餾 開花頂部

ORGANIC GRAPEFRUIT WHITE

有機蠟菊（永久花）
ORGANIC IMMORTELLE

Helichrysum italicum G. 義大利 蒸餾 花朵頂部

有機月桂
ORGANIC LAUREL

Laurus nobilis L.
波士尼亞與
赫塞哥維納

蒸餾 葉子

有機葛羅索醒目薰衣草
ORGANIC LAVANDIN GROSSO

Lavandula angustifolia

P. Miller x Lavandula latifolia Medicus (L.) f.
法國 蒸餾 花朵頂部

有機美拉真正薰衣草
ORGANIC LAVENDER MAILLETTE

Lavandula angustifolia Miller 法國 蒸餾 花朵頂部

有機羅勒
ORGANIC BASIL

Ocimum basilicum L. 印度 蒸餾 花朵頂部

有機安息香
ORGANIC BENZOIN

Styrax tonkinensis Craib ex Hartwich 寮國 酒精萃取 樹脂

有機佛手柑
ORGANIC BERGAMOT

Citrus bergamia Risso et Poiteau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ORGANIC CITRONELLA

有機檸檬
ORGANIC LEMON

Citrus limon, (L) BURM. f.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有機綠花白千層
ORGANIC NIAOULI

Melaleuca quinquenervia (Cav.)

S.T.Blake
馬達加斯加 蒸餾 枝與葉

有機薄荷
ORGANIC PEPPERMINT

Mentha piperita L. var. piperita 印度 蒸餾 植株



有機精油 ORGANIC ESSENTIAL OIL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 ECOCERT有機認證  ● ECOGRUPPO 有機認證 ● CAERM 有機認證 

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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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苦橙葉
ORGANIC PETITGRAIN

Citrus aurantium L. var. Paraguay 巴拉圭 蒸餾 枝與葉

有機迷迭香
ORGANIC ROSEMARY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Lamiaceae 西班牙 蒸餾 莖葉與花

有機綠薄荷
ORGANIC SPEARMINT

Mentha spicata L. 印度 蒸餾 葉子

有機甜茴香
ORGANIC FENNEL SWEET

Foeniculum vulgare var. dulce (Mill.)

Batt. & Trab.
匈牙利 蒸餾 種子

有機鼠尾草
ORGANIC SAGE

Salvia officinalis L. 西班牙 蒸餾 花朵頂部

有機甜橙
ORGANIC ORANGE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有機茶樹
ORGANIC TEA TREE

Melaleuca alternifolia 澳洲 蒸餾 枝與葉

有機薑黃
ORGANIC TURMERIC

Curcuma longa 象牙海岸 蒸餾 根部

有機冬青
ORGANIC WINTERGREEN

Gaultheria fragrantissima 尼泊爾 蒸餾 枝與葉

有機完全依蘭
ORGANIC YLANG COMPLETE

Canaga odorata Lam.

Hook. f. et Thomson forma genuina
馬達加斯加 蒸餾 花朵 ●



天然精油 NATURE ESSENTIAL OIL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

西印度檀香（阿米香樹）
AMYRIS

Amyris balsamifera S. 海地 蒸餾 木頭

羅勒
BASIL

Ocimum basilicum L. 印度 蒸餾 植株

安息香原精
BENZOIN

Styrax benzoin Dryand 印尼 溶劑萃取 樹脂

喜馬拉雅雪松
CEDARWOOD HIMALAYAN

Cedrus deodara 印度 蒸餾 木頭

維吉尼亞雪松
CEDARWOOD VIRGINIANA

Juniperus virginiana 美國 蒸餾 木頭

錫蘭肉桂
CINNAMON LEAF

Cinnamomum Zylanicum Nees 印度 蒸餾 葉子

佛手柑FCR
BERGAMOT FCR

Citrus bergamia, RISSO et POITEAU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黑胡椒
BLACK PEPPER

Piper nigrum L. 印尼 蒸餾 果實

摩洛哥藍艾菊
BLUE TANSY

Tanacetum annuum L. 摩洛哥 蒸餾 花朵

德國洋甘菊
BLUE CHAMOMILE

Matricaria chamomilla L. 埃及 蒸餾 花與莖

羅馬洋甘菊
ROMAN CHAMOMILE

Chamaemelum nobile (L.) Allioni 法國 蒸餾 花朵頂部

豆蔻
CARDAMOM

Elettaria cardamomum (L.) Maton 哥倫比亞 蒸餾 果實

岩玫瑰
CISTUS

Cistus ladaniferus L., Cistaceae 西班牙 蒸餾 莖與葉

爪哇香茅
CITRONELLA

Cymbopogon winterianus 印尼 蒸餾 葉子

快樂鼠尾草
CLARY SAGE

Salvia sclarea L., Lamiaceae 西班牙 蒸餾 花與莖

丁香
CLOVE BUD

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erg 印尼 蒸餾 花苞

古巴香脂
COPAIBA

Copaïfera officinalis 巴西 蒸餾 樹脂

絲柏
CYPRESS

Cupressus sempervirens L.,Pinaceae 西班牙 蒸餾 枝葉果實

欖香脂
ELEMI

Canarium Luzonicum (Miq.) 索馬利亞 蒸餾 樹脂

檸檬尤加利
EUCALYPTUS CITRIODORA

Eucalyptus citriodora hook 馬達加斯加 蒸餾 葉子

藍桉尤加利
EUCALYPTUS GLOBULUS

Eucalyptus globulus 澳洲 蒸餾 枝與葉

甜茴香
FENNEL SWEET

Foeniculum vulgare var. dulce, Umbelliferae 西班牙 蒸餾 種子



天然精油 NATURE ESSENTIAL OIL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

印度乳香
FRANKINCENSE

Boswellia serrata 印度 蒸餾 樹脂

天竺葵
GERANIUM

Pelargonium graveolens 埃及 蒸餾 開花部位

粉紅葡萄柚
GRAPEFRUIT PINK

Citrus paradisi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芳樟木
SHIU

Cinnamomum camphora 中國 蒸餾 木頭

生薑
GINGER

Zingiber officianale Roscoe. 印度 蒸餾 根莖

茉莉原精
JASMINE GRANDIFLORUM ABSOLUTE

Jasminum grandiflorum L. 印度 酒精萃取 花朵

杜松漿果
JUNIPER BERRY

 Juniper communis L 印度 蒸餾 果實

保加利亞真正薰衣草
BULGARIAN LAVENDER

Lavandula angustifolia 保加利亞 蒸餾 花朵

美拉真正薰衣草
LAVANDER MAILLETTE

Lavandula angustifolia Miller 法國 蒸餾 花朵頂部

檸檬
LEMON

Citrus limon, (L) BURM. f.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月桂
LAUREL

Laurus nobilis L. 摩洛哥 蒸餾 葉子

檸檬草(檸檬香茅)
LEMONGRASS

Cymbopogon flexuosus 印度 蒸餾 葉子

萊姆
LIME

Citrus aurantifolia, (Christman) SWINGLE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山雞椒(馬告)
LITSEA CUBEBA

Litsea cubeba Persoon 中國 蒸餾 果實

紅桔(橘子)
MANDARIN YELLOW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香蜂草
MELISSA

Melissa officinalis L. 摩洛哥 蒸餾 葉子

薰陸香
MASTIC

Pistacia lentiscus. 摩洛哥 蒸餾 植株

綠香桃木(桃金孃)
MYRTLE GREEN

Myrtus communis L. 突尼西亞

埃及

蒸餾 枝葉與花

甜馬鬱蘭
MARJORAM SWEET

Origanum majorana L.

索馬利亞

蒸餾 花朵頂部

沒藥
MYRRH

Commiphora myrrha 蒸餾 樹脂

橙花
NEROLI

Citrus aurantium L. ssp. amara var. pumilia 突尼西亞 蒸餾 花朵

血橙
BLOOD ORANGE

Citrus sinensis,(L) OSBECK/PERSOON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天然精油 NATURE ESSENTIAL OIL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產品名稱 拉丁學名 植物產地 萃取方式 萃取部位 認證

苦橙葉
PETITGRAIN

Citrus aurantium, (L) 義大利 蒸餾 葉子

西伯利亞冷杉
PINE NEEDLE

Abies sibirica L. 奧地利 蒸餾 針葉

歐洲赤松(松針)
PINE SYLVESTER NEEDLE

Pinus sylvestris L. 奧地利 蒸餾 針葉

桉油樟羅文莎葉
RAVINTSARA

Cinnamomum camphora (L.) J.Presl 馬達加斯加 蒸餾 葉子

大馬士革玫瑰原精
ROSE ABOSOLUTE

Rosa damascena Mill 保加利亞 酒精萃取 花瓣

大馬士革奧圖玫瑰
ROSE

Rosa damascena Mill 保加利亞 蒸餾 花瓣

桉油醇迷迭香
ROSEMARY

Rosmarinus officinalis L.,Lamiaceae 西班牙 蒸餾 莖葉與花

澳洲檀香
SANDALWOOD AUSTRALIAN

Santalum spicatum., fam. Santalaceae 澳洲 蒸餾 木頭

東印度檀香
SANDALWOOD INDIA

Santalum album L. 印度 蒸餾 木心

新喀里多尼亞檀香
SANDALWOOD NEW CALEDONIA

Santalum austrocaledonicum Vieill. 新喀里多尼亞 蒸餾 木頭

綠薄荷
SPEARMINT

Mentha spicata 印度 蒸餾 植株

龍艾
TARRAGON LEAF

Artemisia dracunculus L. 法國 蒸餾 葉子

茶樹
TEA TREE

Melaleuca alternifolia 澳洲 蒸餾 枝與葉

百里香酚百里香
THYME THYMOL

Thymus vulgaris L., Lamiaceae 西班牙

烏拉圭

蒸餾 莖葉與花

岩蘭草
VETYVER

Vetiveria zizanoides 蒸餾 根

印尼印尼岩蘭草
VETIVER INDONESIA

Vetiveria zizanioides stapf 蒸餾 根

Cananga odorata Lam. Hook. f. et 

Thomson forma genuina
馬達加斯加三級依蘭

YLANG 3  
蒸餾 花朵

薄荷
PEPPERMINT

Mentha piperita 印度 蒸餾 植株

甜橙
SWEET ORANGE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義大利 冷壓 果皮

牛至(奧勒岡)
OREGANO

Origanum vulgare L., Labiatae 西班牙 蒸餾 莖葉花朵

玫瑰草(馬丁香)
PALMAROSA

Cymbopogon martini stapf var motia 印度 蒸餾 葉子

廣藿香
PATCHOULI

Pogostemon cablin Benth 印尼 蒸餾 葉子



有機複方精油 ESSENTIAL OIL BLEND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 ECOCERT有機認證 

產品名稱與編號 成分 產地 認證產品名稱與編號 成分 產地 認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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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鄉間田野
AGRESTIC OBGM-01

迷迭香、穗花薰衣草、西班牙鼠尾草、西班牙馬鬱蘭 法國

南法香甜
SWEET OBGM-02

超級醒目薰衣草、真正薰衣草、紅桔、摩洛哥藍艾菊 法國

夏日清新
FRESH OBGM-03

甜橙、檸檬、紅桔、丁香 法國

陽光柑橘
CITRUS OBGM-04

檸檬、甜橙、紅桔、野薄荷

原始森林
WOODY OBGM-05

藍桉尤加利、海岸松、大西洋雪松、丁香、綠香桃木、野薄荷

寧靜花園
SERENITY OBGM-06

超級醒目薰衣草、苦橙葉、紅桔 法國

地中海香料
MEDITERRANEAN OBGM-07

檸檬、摩洛哥野馬鬱蘭、百里香 法國

法國

法國



有機純露 HYDROSOL

容量 / 1kg、5kg、25kg

● ECOCERT COSMOS有機認證 ● BALKAN BIOCERT有機認證

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

法國 ●有機德國洋甘菊純露（乳酸菌）
ORGANIC CHAMOMILE MATRICARIA HYDROLATE WITH LEUCIDAL

法國 ●

法國 ●

有機玫瑰純露(乳酸菌)
ORGANIC ROSE HYDROLATE WITH LEUCIDAL 

法國 ●

有機玫瑰純露
ORGANIC BULGARIAN ROSE DAMASCENA WATER

ROSA DAMASCENA FLOWER WATER 保加利亞 ●

有機薰衣草純露（乳酸菌）
ORGANIC LAVANDER HYDROLATE WITH LEUCIDAL

LAVANDULA ANGUSTIFOLIA (LAVENDER) 

FLORAL WATER、 LACTOBACILLUS FERMENT

CHAMOMILLA RECUTITA (MATRICARIA) 

FLOWER/LEAF/STEM WATER、LACTOBACILLUS FERMENT

有機橙花純露（乳酸菌）
ORGANIC ORANGE BLOSSOM HYDROLATE WITH LEUCIDAL

CITRUS AURANTIUM AMARA (BITTER ORANGE) 

FLOWER WATER、 LACTOBACILLUS FERMENT

ROSA DAMASCENA FLOWER WATER

、LACTOBACILLUS FERMENT

有機薄荷純露(乳酸菌)
ORGANIC PEPPERMINT HYDROLATE WITH LEUCIDAL

法國 ●
MENTHA PIPERITA (PEPPERMINT)

FLOWER/LEAF/STEM WATER、LACTOBACILLUS FERMENT



有機植物油 ORGANIC PLANT OILS

容量 / 1kg、5kg、25kg

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

有機金盞花浸泡油
ORGANIC CALENDULA OIL BASED ON OLIVE OIL

CALENDULA OFFICINALIS FLOWER EXTRACT、OLEA

EUROPAEA (OLIVE) FRUIT OIL、TOCOPHEROL
德國 ●

有機荷荷芭油
ORGANIC JOJOBA OIL

SIMMONDSIA CHINENSIS (JOJOBA) SEED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SWEET ALMOND) OIL

巴拿馬 ●

有機甜杏仁油
ORGANIC ALMOND OIL

德國 ●

 ● ECOCERT有機認證 ● LACON有機認證

●有機山金車浸泡油
ORGANIC ARNICA ON SUNFLOWER OIL

法國
ARNICA MONTANA FLOWER EXTRACT、HELIANTHUS

ANNUUS (SUNFLOWER) SEED OIL、TOCOPHEROL



植物油 PLANT OILS

容量 / 1kg、5kg、25kg

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產品名稱 INCI 植物產地 認證

摩洛哥堅果油（阿甘油）
ARGAN OIL

ARGANIA SPINOSA KERNEL OIL 摩洛哥

酪梨油
AVOCADO OIL

PERSEA GRATISSIMA (AVOCADO) OIL 荷蘭

黑種草籽油
BLACK CUMIN OIL

NIGELLA SATIVA SEED OIL 埃及

可可脂
COCOA BUTTER

THEOBROMA CACAO (COCOA) SEED BUTTER 比利時

月見草油
EVENING PRIMROSE OIL

OENOTHERA BIENNIS OIL 中國

葡萄籽油
GRAPESEED OIL

VITIS VINIFERA (GRAPE) SEED OIL 法國

荷荷芭油
JOJOBA OIL

SIMMONDSIA CHINENSIS (JOJOBA) SEED OIL 巴拿馬

辣木籽油
MORINGA OIL

MORINGA OLEIFERA SEED OIL 肯亞

分餾椰子油
MCT OIL BASE ON COCONUT

CAPRYLIC / CAPRIC TRIGLYCERIDE 德國

玫瑰果油
ROSE HIP OIL

ROSA CANINA FRUIT OIL、HELIANTHUS ANNUUS (SUNFLOWER)

SEEDOIL、TOCOPHEROL、ROSMA RINUS OFFICINALIS EXTRACT
智利

乳木果油
SHEA BUTTER

BUTYROSPERMUM PARKII (SHEA) BUTTER 迦納

芝麻油
SESAME OIL

SESAMUM INDICUM (SESAME) SEED OIL 烏干達

聖約翰草浸泡油
ST. JOHNS WORTH OIL BASED ON OLIVE OIL

HYPERICUM PERFORATUM

EXTRACT、OLEA EUROPAEA (OLIVE) FRUIT OIL
德國

向日葵油
SUNFLOWER OIL

HELIANTHUS ANNUUS (SUNFLOWER) SEED OIL 荷蘭

瓊崖海棠油（伊諾菲倫油）
TAMANU OIL

CALOPHYLLUM INOPHYLLUM SEED OIL 馬達加斯加

甜杏仁油
ALMOND OIL

PRUNUS AMYGDALUS DULCIS (SWEET ALMOND) OIL 美國

小麥胚芽油
WHEATGERM OIL

TRITICUM VULGARE (WHEAT) GERM OIL 中國



其他 OTHERS

容量 / 1kg、5kg、25kg

 ● LACON有機認證

產品名稱 INCI 產地 認證產品名稱 INCI 產地 認證

蜜蠟
BEES WAX

CERA ALBA 德國

有機蔬菜甘油
ORGANIC GLYCEROL

GLYCERIN 印度 ●



單體 AROMA COMPOUNDS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產品名稱 INCI 產地 備註產品名稱 INCI 產地 備註

檸檬醛
CITRAL-R

CITRAL 德國

香茅醇
CITRONELLOL

CITRONELLOL 法國

檀香單體
DERSANTOL

SANDALORE 法國

香葉醇
GERANIOL

GERANIOL 法國

芳樟醇
LINALOOL

LINALOOL 法國

乙酸芳樟酯
LINALYL ACETATE

LINALYL ACETATE 法國



香水原精 PERFUME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 IFRA認證

產品名稱與編號 前調 / 中調 / 後調 調性 產地 備註產品名稱與編號 前調 / 中調 / 後調 調性 產地 備註

●

●

●

●

●

●

●

●

●

●

●

●

●

●

●

●

●

●

●

●

●

●甜橙、柑橘、天竺葵/ 薰衣草、百合、丁香
/ 檀香、廣藿香、岩蘭草、琥珀、麝香

琥珀甜橙
452426

香根草
805283

檸檬 、 萊姆 / 花調香料 / 木香 、 岩蘭草

青檸羅勒與柑橘
292756

伯爵茶與小黃瓜
491600

英國梨與小蒼蘭
496217

藍風鈴
491599

紅玫瑰
457205

橙花
491597

牡丹與胭紅麂絨
496220

肉豆蔻與薑
451787

鼠尾草與海鹽
491598

英國橡樹與榛果
488171

英國橡樹與紅醋栗
491602

琥珀薰衣草
451738

水梨花蕾
805344

白茉莉與薄荷（忍冬茉莉）
292764

烏木與佛手柑
805284

甜檸檬香柏
451781

梔子花
451788

無花果與黑醋栗
451790

蓮花水百合
292759

絲絨玫瑰與烏木
805333

青檸 、 紅桔 / 羅勒 、  玫瑰 、 鈴蘭 / 琥珀 柑橘 英國

佛手柑 、 檸檬 、 蘋果 、 茶 / 茉莉 、 小黃瓜 、 當歸
/ 麝香 、 琥珀 、 雪松

柑橘 英國

梨子、甜瓜 / 小蒼蘭、玫瑰 / 廣藿香、琥珀、麝香 果香 英國

藍風鈴、丁香、橙花、檸檬
/ 柿子、野薔薇、茉莉、 鈴蘭果香 / 白麝香、琥珀

清新花香 英國

綠葉 、 檸檬 、 紫羅蘭 、 玫瑰 / 玫瑰 / 麝香 清新花香 英國

紅桔 、 檸檬 、 綠葉 / 橙花 、 紫丁香 / 茉莉 花香 英國

紅蘋果 / 牡丹 、 茉莉 / 胭紅麂絨 花香 英國

檸檬 、 薑 、 杜松 、 荳蔻 / 薰衣草 / 琥珀 辛辣香 英國

秋葵籽 / 海鹽 / 鼠尾草 木本香 英國

綠榛果 、 雪松 、 暖烘橡樹 辛辣香 英國

紅醋栗 、 玫瑰 、 暖烘橡樹 果香 英國

香檸檬 、 薰衣草 、 薄荷 、 鈴蘭 、 公丁香 、 肉桂 、 沒藥
廣藿香 、 琥珀

辛辣香 英國

檸檬 、 佛手柑 、 珍珠 / 水梨花 、 鈴蘭 、 茉莉 、 玫瑰
/ 檀香 、 麝香 、 琥珀

花香 英國

橙花 / 茉莉 、 鈴蘭 、 茶香 / 麝香 、 琥珀 清新花香 英國

黑胡椒 、 荳蔻 、 佛手柑 / 檀香 、 雪松 、 香根草 、 白茉莉
/ 琥珀 、 麝香 、 廣藿香

木本香 英國

萊姆 、 檸檬 、 佛手柑 、 薄荷 / 百合 、 玫瑰 、 茉莉
/ 廣藿香 、 雪松 、 岩蘭草 、 琥珀 、 麝香

果香 英國

木本香 英國

木本香 英國

荳蔻 / 梔子花 、 晚香玉 、 茉莉 / 癒創木 、 檀香 、 岩蘭草 、 麝香 清新花香 英國

綠葉 、 黑醋栗 / 李子 、 無花果 、 覆盆子 / 木香 木本香 英國

蓮花 、 百合 、 橘子 、 佛手柑 / 小蒼蘭 、 玫瑰 / 麝香 花香 英國

烏木 、 丁香 / 玫瑰 、 天竺葵 、 茉莉 、 果仁糖
/ 雪松 、 檀香 、 岩蘭草 、 琥珀 、 麝香 、 香草 、 廣藿香 、 覆盆子

花香 英國



香水原精 PERFUME

容量 / 100g、500g、1kg、5kg、25kg

● IFRA認證

產品名稱與編號 前/中/後調 調性 產地 備註產品名稱與編號 前/中/後調 調性 產地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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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黑石榴
292760

石榴 / 香水百合 / 療瘡木 果香 英國

黑莓與月桂葉
457625

黑莓子 / 月桂葉 / 雪松木 果香 英國

杏桃花與蜂蜜
716780

黑加侖子 、 苦橙葉 / 杏桃花、刺槐 / 香根草 、 桃 、 梅子 果香 英國

葡萄柚
292767

葡萄柚 、 蜜橘 / 迷迭香 、 薄荷 、 甜椒 、 茉莉
/ 香根草 、 廣藿香 、 橡木苔

果香 英國

154
452183

柑橘 、 西柚 / 薰衣草 、 羅勒 / 肉豆蔻 、 檀香 、 香根草 木本香 英國

含羞草與小豆蔻
464515

小荳蔻 、 睡蓮 、 紫羅蘭葉 / 含羞草 、 櫻桃草 、 玫瑰
/ 東迦豆 、 檀香木白麝香

花香 英國

普羅旺斯馬鞭草
451789

檸檬 、馬鞭草 / 杜松子 、玫瑰 、茉莉 / 檀香 、橡苔 花香 英國

藍龍舌蘭與可可
451737

柑橘 、 檸檬 、 葡萄柚 、 荳蔻 、 紅漿果 / 藍龍舌蘭 、 海鹽
蘭花 、 天竺葵 、 白百合 / 可可 、 香根草 、 肉桂 、 麝香 、 香草

花香 英國

白麝香
246234

麝香 、 白松香 、 依蘭 、 羅勒 / 麝香 、 東方茉莉 、 百合 、 玫瑰
/ 麝香 、 鳶尾花 、 香草 、 琥珀 、 廣藿香 、 蜜桃

花香 英國

清新晨露
472841

檸檬 、 橘子 、 柳橙 、 橙花 / 格拉斯玫瑰 、 茉莉 、 依蘭
/ 雪松 、 白麝香

清新花香 英國

玫瑰與白麝香
837456

玫瑰水 、 玫瑰精油 、 玫瑰菁萃 / 白麝香 、 琥珀 、 烏木 玫瑰烏木麝香 英國

紅梅水仙
847206

百香果 、梅李 / 綜合花香 / 水仙、百合 花果香 英國

牡丹紅蘋果
847200

蘋果 / 玫瑰 、牡丹 / 麝香、松木 花果香 英國

黑咖啡與香根草
464013

黑咖啡 、 柑橘 / 肉豆蔻 、 芫荽 、 胡椒 / 香根草 、 紅杉 、 
檀香 、 香草 、 焚香

木本香 英國

摩洛哥玫瑰
814102

露水綠葉 、 檸檬 、 葡萄柚 / 玫瑰 、 鈴蘭 、 紫羅蘭 、 茉莉
 / 琥珀 、 雪松 、 麝香 、 香草

花香 英國

白樺木薰衣草
872187

葡萄柚、 茴香 / 英國薰衣草、 快樂鼠尾草 / 白樺木、 烘烤橡木

絲柏 / 葡萄藤 / 苔蘚

花香 英國

絲柏與葡萄藤
856724

木質香 英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