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附表二、附表三、附

表四修正總說明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條第三項規定，

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於一百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召開第十屆第三

次會議進行審議，會議決議將第二級毒品裸頭草辛併入第三級毒品

羥基-N,N-二甲基色胺；將第三級毒品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己酮

之中文名稱修正為3,4-亞甲基雙氧苯基-α-吡咯啶基己酮；增列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環己胺基丙酮及3,4-亞甲基雙氧三級丁基卡西

酮等二項為第三級毒品；增列1-溴環戊基-2-氯苯基甲酮為第四級毒

品先驅原料，爰修正本條例第二條附表二至附表四，以加強管制。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附表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 

第二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

皆包括其異構物Isomers、酯類

Esters、醚類 Ethers 及鹽類

Salts） 

1 乙醯-阿法-甲基吩坦尼

（Acetyl-alpha-

methylfentanyl） 

2 乙醯二氫可待因

（Acetyldihydrocodeine

） 

3 乙醯美沙多

（Acetylmethadol） 

4 阿法-甲基吩坦尼（Alpha-

Methylfentanyl） 

5 阿法美沙多

（Alphamethadol） 

6 阿法-甲基硫吩坦尼

（Alpha-

Methylthiofentanyl） 

7 阿法普魯汀

（Alphaprodine） 

8 阿華吩坦尼（Alfentanyl） 

9 丙烯普魯汀

（Allylprodine） 

10 阿法乙醯美沙多 

（Alphacetylmethadol） 

11 阿法美普魯汀 

（Alphameprodine） 

12 安非他命（Amphetamine） 

13 安尼勒立汀

（Anileridine） 

14 苯才西汀

（Benzethidine） 

15 基嗎啡

（Benzylmorphine） 

16 貝他乙醯美沙多

（Betacetylmethadol） 

17 貝他-羥基吩坦尼（Beta-

Hydroxyfentanyl） 

18 貝他-羥基-3-甲基吩坦尼

（Beta-Hydroxy-3-

methylfentanyl） 

19 貝他美普魯汀

附表二 

第二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

皆包括其異構物 Isomers、酯

類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

Salts） 

1 乙醯-阿法-甲基吩坦尼

（Acetyl-alpha-

methylfentanyl） 

2 乙醯二氫可待因

（Acetyldihydrocodeine

） 

3 乙醯美沙多

（Acetylmethadol） 

4 阿法-甲基吩坦尼（Alpha-

Methylfentanyl） 

5 阿法美沙多

（Alphamethadol） 

6 阿法-甲基硫吩坦尼

（Alpha-

Methylthiofentanyl） 

7 阿法普魯汀

（Alphaprodine） 

8 阿華吩坦尼（Alfentanyl） 

9 丙烯普魯汀

（Allylprodine） 

10 阿法乙醯美沙多 

（Alphacetylmethadol） 

11 阿法美普魯汀 

（Alphameprodine） 

12 安非他命（Amphetamine） 

13 安尼勒立汀

（Anileridine） 

14 苯才西汀

（Benzethidine） 

15 基嗎啡

（Benzylmorphine） 

16 貝他乙醯美沙多

（Betacetylmethadol） 

17 貝他-羥基吩坦尼（Beta-

Hydroxyfentanyl） 

18 貝他-羥基-3-甲基吩坦尼

（Beta-Hydroxy-3-

methylfentanyl） 

19 貝他美普魯汀

第二級毒品第一百四十六款

裸頭草辛Psilocine(4-羥基

-N,N-二甲基色胺)為第三級

毒品第三百二十二款「羥基

-N,N-二甲基色胺」之異構

物，爰併入第三級毒品第三

百二十二款「羥基-N,N-二

甲基色胺」列管，並將第二

級毒品第一百四十六款予以

刪除。 



 

 

（Betameprodine） 

20 貝他美沙多

（Betamethadol） 

21 貝他普魯汀

（Betaprodine） 

22 培集屈密特

（Bezitramide） 

23 4-溴-2,5-二甲氧基安非他

命（Brolamfetamine、4-

Bromo-2,5-

dimethoxyamphetamine、

DOB） 

24 大麻（Cannabis、

Marijuana、Marihuana）

【不包括大麻全草之成熟

莖及其製品（樹脂除外）

及由大麻全草之種子所製

成不具發芽活性之製品】

【Does not include the 

mature stems of entire 

cannabi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except 

resins） and products of 

the seeds of entire 

cannabis 

plans that are not 

capable of 

germination.】 

25 大麻脂（Cannabis resin） 

26 大麻浸膏（Cannabis 

extracts） 

27 大麻酊（Cannabis 

tinctures） 

28 卡吩坦尼（Carfentanyl） 

29 卡西酮（Cathinone） 

30 克羅尼他淨

（Clonitazene） 

31 古柯（Coca） 

32 古柯葉（Coca leaves） 

33 可待因（Codeine）及其製

劑含量每 100 毫升（或 

100 公克）5.0 公克以上 

【Codeine and its 

preparations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5.0 

grams of codeine per 100 

（Betameprodine） 

20 貝他美沙多

（Betamethadol） 

21 貝他普魯汀 

（Betaprodine） 

22 培集屈密特

（Bezitramide） 

23 4-溴-2,5-二甲氧基安非他

命（Brolamfetamine、 

4-Bromo-2,5-

dimethoxyamphetamine、

DOB） 

24 大麻（Cannabis、

Marijuana、Marihuana）

【不包括大麻全草之成熟

莖及其製品（樹脂除外）

及由大麻全草之種子所製

成不具發芽活性之製品】

【Does not include the 

mature stems of entire 

cannabis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except 

resins） and products of 

the seeds of entire 

cannabis 

plans that are not 

capable of 

germination.】 

25 大麻脂（Cannabis resin） 

26 大麻浸膏（Cannabis 

extracts） 

27 大麻酊（Cannabis 

tinctures） 

28 卡吩坦尼（Carfentanyl） 

29 卡西酮（Cathinone） 

30 克羅尼他淨

（Clonitazene） 

31 古柯（Coca） 

32 古柯葉（Coca leaves） 

33 可待因（Codeine）及其製

劑含量每 100 毫升（或 

100 公克）5.0 公克以上 

【Codeine and its 

preparations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5.0 

grams of 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34 甲基溴可待因（Codeine 

methylbromide） 

35 N-氧化可待因（Codeine-

N-oxide） 

36 可多克淨（Codoxime） 

37 罌粟草膏 （Poppy straw 

concentrate） 

38 賽普諾啡

（Cyprenorphine） 

39 右旋安非他命

（Dexamphetamine） 

40 右旋嗎拉密特

（Dextromoramide） 

41 右旋普帕西芬

（Dextropropoxyphene） 

42 狄安普魯密特

（Diampromide） 

43 二乙胺二噻吩丁烯

（Diethylthiambutene） 

44 二乙基色胺

（Diethyltryptamine、

DET） 

45 狄芬諾新（Difenoxi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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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hydrocodeine and 

its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5.0 grams of 

dihydro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47 二氫嗎啡

（Dihydromorphine） 

48 狄門諾沙多

（Dimenoxadol） 

49 狄美菲坦諾

（Dimepheptanol） 

50 二甲胺二噻吩丁烯

（Dimethylthiambutene） 

51 二甲基色胺 

（Dimethyltryptamine、

DMT）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34 甲基溴可待因（Codeine 

methylbromide） 

35 N-氧化可待因（Codeine-

N-oxide） 

36 可多克淨（Codoxime） 

37 罌粟草膏 （Poppy straw 

concentrate） 

38 賽普諾啡

（Cyprenorphine） 

39 右旋安非他命

（Dexamphetamine） 

40 右旋嗎拉密特

（Dextromoramide） 

41 右旋普帕西芬

（Dextropropoxyphene） 

42 狄安普魯密特

（Diampromide） 

43 二乙胺二噻吩丁烯

（Diethylthiambutene） 

44 二乙基色胺

（Diethyltryptamine、

DET） 

45 狄芬諾新（Difenoxi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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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hydrocodeine and 

its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5.0 grams of 

dihydro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47 二氫嗎啡

（Dihydromorphine） 

48 狄門諾沙多

（Dimenoxadol） 

49 狄美菲坦諾

（Dimepheptanol） 

50 二甲胺二噻吩丁烯

（Dimethylthiambutene） 

51 二甲基色胺 

（Dimethyltryptamine、

DMT） 



 

 

52 嗎福啉二苯丁酸乙酯

（Dioxaphetylbutyrate） 

53 狄芬諾西萊

（Diphenoxylate） 

54 狄匹潘濃（Dipipanone） 

55 2,5-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2,5-

Dimethoxyamphetamine 、

DMA） 

56 3-（1,2-二甲基庚基）-1-

羥基-7,8,9,10-四氫-

6,6,9-三甲基二苯吡喃

【3-（1,2-

dimethylheptyl）-

7,8,9,10-tetrahydro-

6,6,9-trimethyl-6H-ibe 

enzo[b,d]pyran-1ol、

DMHP】 

57 2,5-二甲氧基-4-乙基安非

他命（2,5-Dimethoxy-4-

ethylamphetamine、DOET） 

58 4-甲基-2,5-二甲氧基安非

他命（4-Methyl-2,5-

dimethoxyamphetamine、

DOM、STP） 

59 托蒂巴醇（Drotebanol） 

60 愛哥寧（Ecgonine） 

61 愛哥寧衍化物（Ecgonine 

Derivatives） 

62 甲乙胺二噻吩丁烯 

（Ethylmethylthiambu

tene） 

63 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64 乙環利定

（Eticyclidine、N-Ethyl-

1-phenylcyc-

lohexylamine、PCE） 

65 愛托尼他淨

（Etonitazene） 

66 愛托失立汀

（Etoxeridine） 

67 吩坦尼（Fentanyl） 

68 芬乃他林（Fenetylline） 

69 佛萊西汀（Furethidine） 

70 羥二氫嗎啡

（Hydromorphinol） 

52 嗎福啉二苯丁酸乙酯

（Dioxaphetylbutyrate） 

53 狄芬諾西萊

（Diphenoxylate） 

54 狄匹潘濃（Dipipanone） 

55 2,5-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2,5-

Dimethoxyamphetamine 、

DMA） 

56 3-（1,2-二甲基庚基）-1-

羥基-7,8,9,10-四氫-

6,6,9-三甲基二苯吡喃

【3-（1,2-

dimethylheptyl）-

7,8,9,10-tetrahydro-

6,6,9-trimethyl-6H-ibe 

enzo[b,d]pyran-1ol、

DMHP】 

57 2,5-二甲氧基-4-乙基安非

他命（2,5-Dimethoxy-4-

ethylamphetamine、DOET） 

58 4-甲基-2,5-二甲氧基安非

他命（4-Methyl-2,5-

dimethoxyamphetamine、

DOM、STP） 

59 托蒂巴醇（Drotebanol） 

60 愛哥寧（Ecgonine） 

61 愛哥寧衍化物（Ecgonine 

Derivatives） 

62 甲乙胺二噻吩丁烯 

（Ethylmethylthiambu

tene） 

63 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64 乙環利定

（Eticyclidine、N-Ethyl-

1-phenylcyc-

lohexylamine、PCE） 

65 愛托尼他淨

（Etonitazene） 

66 愛托失立汀

（Etoxeridine） 

67 吩坦尼（Fentanyl） 

68 芬乃他林（Fenetylline） 

69 佛萊西汀（Furethidine） 

70 羥二氫嗎啡

（Hydromorphinol） 



 

 

71  二 氫 可 待 因 酮

（Hydrocodone） 

72 二氫嗎啡酮

（Hydromorphone） 

73 羥基配西汀

（Hydroxypethidine） 

74 伊玻蓋因（Ibogaine） 

75 異美沙冬

（Isomethadone） 

76 左旋安非他命

（Levamphetamine） 

77 左旋甲基嗎汎

（Levomethorphan） 

78 左旋嗎拉密特

（Levomoramide） 

79 左旋嗎汎（Levorphanol） 

80 左旋吩納西嗎汎

（Levophenacylmorphan） 

81 麥角二乙胺（LSD、

Lysergide、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82 3,4-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3,4-

Methylenedioxy-

amphetamine、MDA） 

83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安

非他命（3,4-

Methylenedi-

oxymethamphetamine、

MDMA） 

84 甲氯喹酮

（Mecloqualone） 

85 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86 美他唑新（Metazocine） 

87 美沙冬（Methadone） 

88 美沙冬中間物

（Methadone-

intermediate） 

89 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

tamine、（+）-（S）-N,a

lpha-dimethylphenethylam

ine） 

90 消旋甲基安非他命 （Meth

amphetamine racemate、N,

alpha-dimethylphenethyla

mine） 

71 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72 二氫嗎啡酮

（Hydromorphone） 

73 羥基配西汀

（Hydroxypethidine） 

74 伊玻蓋因（Ibogaine） 

75 異美沙冬

（Isomethadone） 

76 左旋安非他命

（Levamphetamine） 

77 左旋甲基嗎汎

（Levomethorphan） 

78 左旋嗎拉密特

（Levomoramide） 

79 左旋嗎汎（Levorphanol） 

80 左旋吩納西嗎汎

（Levophenacylmorphan） 

81 麥角二乙胺（LSD、

Lysergide、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82 3,4-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3,4-

Methylenedioxy-

amphetamine、MDA） 

83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安

非他命（3,4-

Methylenedi-

oxymethamphetamine、

MDMA） 

84 甲氯喹酮

（Mecloqualone） 

85 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86 美他唑新（Metazocine） 

87 美沙冬（Methadone） 

88 美沙冬中間物

（Methadone-

intermediate） 

89 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

tamine、（+）-（S）-N,a

lpha-dimethylphenethylam

ine） 

90 消旋甲基安非他命 （Meth

amphetamine racemate、N,

alpha-dimethylphenethyla

mine） 



 

 

91 甲喹酮（Methaqualone） 

92 4-甲基阿米雷司（4-

Methylaminorex、（±）-

cis-2-amino-4-methyl-5-

phenyl-2-oxazoline） 

93 甲基去氧嗎啡

（Methyldesorphine） 

94 甲基二氫嗎啡

（Methyldihydromorphine

） 

95 3-甲基吩坦尼（3-

Methylfentanyl） 

96 3-甲基硫吩坦尼 （3-

Methylthiofentanyl） 

97 美托邦（Metopon、6-

methyldihydromorphin

one） 

98 5-甲氧基-3,4-亞甲基雙氧

安非他命（5-Methoxy-

3,4-

methylenedioxyamphet

amine、MMDA） 

99 嗎拉密特中間物

（Moramide 

intermediate） 

100 甲基溴嗎啡（Morphine 

methylbromide） 

101 甲基磺胺嗎啡（Morphine 

methylsulfonate） 

102 N-氧化嗎啡（Morphine-N-

oxide） 

103 1-甲基-4-苯基-4-丙酸氧

吡啶（1-Methyl-4-phe

nyl-4-propionoxypip

eridine、MPPP） 

104 密羅啡因（Myrophine） 

105 那密濃（Nabilone） 

106 Ｎ─乙基安非他命（N-

Ethylamphetamine、

Etilamfetamine）【不

包括含量每毫升 1.0 毫

克以下，包裝 1.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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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3,4-亞甲基雙氧-N-乙基

91 甲喹酮（Methaqualone） 

92 4-甲基阿米雷司（4-

Methylaminorex、（±）-

cis-2-amino-4-methyl-5-

phenyl-2-oxazoline） 

93 甲基去氧嗎啡

（Methyldesorphine） 

94 甲基二氫嗎啡

（Methyldihydromorphine

） 

95 3-甲基吩坦尼（3-

Methylfentanyl） 

96 3-甲基硫吩坦尼 （3-

Methylthiofentanyl） 

97 美托邦（Metopon、6-

methyldihydromorphin

one） 

98 5-甲氧基-3,4-亞甲基雙氧

安非他命（5-Methoxy-

3,4-

methylenedioxyamphet

amine、MMDA） 

99 嗎拉密特中間物

（Moramide 

intermediate） 

100 甲基溴嗎啡（Morphine 

methylbromide） 

101 甲基磺胺嗎啡（Morphine 

methylsulfonate） 

102 N-氧化嗎啡（Morphine-N-

oxide） 

103 1-甲基-4-苯基-4-丙酸氧

吡啶（1-Methyl-4-phe

nyl-4-propionoxypip

eridine、MPPP） 

104 密羅啡因（Myrophine） 

105 那密濃（Nabilone） 

106 Ｎ─乙基安非他命（N-

Ethylamphetamine、

Etilamfetamine）【不

包括含量每毫升 1.0 毫

克以下，包裝 1.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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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3,4-亞甲基雙氧-N-乙基



 

 

安非他命 （N-ethyl-

MDA、3,4-

Methylenedioxy-N-

ethylamphetamine、MDE、

MDEA） 

108 N-乙基-3-吡啶二苯基乙

醇酸（N-Ethyl-3-

piperidyl benzilate） 

109 N-羥基-3,4-亞甲基雙氧

安非他命 （N-Hydroxy-

3,4-

methylenedioxyamphetamin

e、N-hydroxy-MDA） 

110 N-甲基-3-吡啶二苯基乙

醇酸（N-Methyl-3-

piperidyl benzilate） 

111 菸 醯二氫可待因

（Nicodicodeine） 

112 菸 醯可待因

（Nicocodeine） 

113 菸 醯嗎啡

（Nicomorphine） 

114 N,N-二甲基安非他命

（N,N-

Dimethylamphetamine

） 

115 原乙醯美沙多

（Noracymethadol） 

116 原可待因（Norcodeine） 

117 左旋原嗎汎

（Norlevorphanol） 

118 原美沙冬

（Normethadone） 

119 原嗎啡（Normorphine） 

120 原匹潘濃

（Norpipanone） 

121 罌粟（Opium poppy） 

122 羥二氫可待因酮（羥可

酮）（Oxycodone） 

123 羥二氫嗎啡酮

（Oxymorphone） 

124 對-氟吩坦尼（Para-

Fluorofentanyl） 

125 六氫大麻酚

（Parahexyl） 

126 苯環利定

（Phencyclidine、PCP） 

安非他命 （N-ethyl-

MDA、3,4-

Methylenedioxy-N-

ethylamphetamine、MDE、

MDEA） 

108 N-乙基-3-吡啶二苯基乙

醇酸（N-Ethyl-3-

piperidyl benzilate） 

109 N-羥基-3,4-亞甲基雙氧

安非他命 （N-Hydroxy-

3,4-

methylenedioxyamphetamin

e、N-hydroxy-MDA） 

110 N-甲基-3-吡啶二苯基乙

醇酸（N-Methyl-3-

piperidyl benzilate） 

111 菸 醯二氫可待因

（Nicodicodeine） 

112 菸 醯可待因

（Nicocodeine） 

113 菸 醯嗎啡

（Nicomorphine） 

114 N,N-二甲基安非他命

（N,N-

Dimethylamphetamine

） 

115 原乙醯美沙多

（Noracymethadol） 

116 原可待因（Norcodeine） 

117 左旋原嗎汎

（Norlevorphanol） 

118 原美沙冬

（Normethadone） 

119 原嗎啡（Normorphine） 

120 原匹潘濃

（Norpipanone） 

121 罌粟（Opium poppy） 

122 羥二氫可待因酮（羥可

酮）（Oxycodone） 

123 羥二氫嗎啡酮

（Oxymorphone） 

124 對-氟吩坦尼（Para-

Fluorofentanyl） 

125 六氫大麻酚

（Parahexyl） 

126 苯環利定

（Phencyclidine、PCP） 



 

 

127 潘他唑新

（Pentazocine） 

128 1-（2-苯乙基）-4-苯基-

4-醋酸吡啶酯【1-（2-Ph

enylethyl）-4-phenyl-4-a

cetoxypiperidine、PEPA

P】 

129 配西汀（Pethidine、

Meperidine、Demerol） 

130 配西汀中間物-A（Pethid

ine intermediate-A、Mepe

ridine intermediate-A、4

-cyano-1-methyl-4-phenyl

piperidine） 

131 配西汀中間物-B（Pethid

ine intermediate-B、Mepe

ridine intermediate-B、4

-phenylpiperidine-4-carb

oxylic acid ethyl ester） 

132 配西汀中間物-C（Pethid

ine intermediate-C、Mepe

ridine intermediate-C、1

-methyl-4-phenylpiperidi

ne-4-carboxylic acid） 

133 配有特（Peyote） 

134 芬那多松

（Phenadoxone） 

135 吩喃普魯密特

（Phenampromide） 

136 吩那唑新

（Phenazocine） 

137 吩諾嗎汎

（Phenomorphan） 

138 吩諾配立汀

（Phenoperidine） 

139 福可汀（Pholcodine） 

140 匹立屈密特

（Piritramide） 

141 4-甲氧基安非他命（4-

Methoxyamphetamine、

PMA） 

142 罌粟草（Poppy straw） 

143 普魯亥他淨

（Proheptazine） 

144 普魯配立汀

（Properidine） 

145 普魯匹蘭（Propiram） 

127 潘他唑新

（Pentazocine） 

128 1-（2-苯乙基）-4-苯基-

4-醋酸吡啶酯【1-（2-Ph

enylethyl）-4-phenyl-4-a

cetoxypiperidine、PEPA

P】 

129 配西汀（Pethidine、

Meperidine、Demerol） 

130 配西汀中間物-A（Pethid

ine intermediate-A、Mepe

ridine intermediate-A、4

-cyano-1-methyl-4-phenyl

piperidine） 

131 配西汀中間物-B（Pethid

ine intermediate-B、Mepe

ridine intermediate-B、4

-phenylpiperidine-4-carb

oxylic acid ethyl ester） 

132 配西汀中間物-C（Pethid

ine intermediate-C、Mepe

ridine intermediate-C、1

-methyl-4-phenylpiperidi

ne-4-carboxylic acid） 

133 配有特（Peyote） 

134 芬那多松

（Phenadoxone） 

135 吩喃普魯密特

（Phenampromide） 

136 吩那唑新

（Phenazocine） 

137 吩諾嗎汎

（Phenomorphan） 

138 吩諾配立汀

（Phenoperidine） 

139 福可汀（Pholcodine） 

140 匹立屈密特

（Piritramide） 

141 4-甲氧基安非他命（4-

Methoxyamphetamine、

PMA） 

142 罌粟草（Poppy straw） 

143 普魯亥他淨

（Proheptazine） 

144 普魯配立汀

（Properidine） 

145 普魯匹蘭（Propiram） 



 

 

146 (刪除) 

147 西洛西賓

（Psilocybine） 

148 消旋甲基嗎汎

（Racemethorphan） 

149 消旋嗎拉密特 

（Racemoramide） 

150 消旋嗎汎

（Racemorphan） 

151 1-（1-苯環己基）吡咯烷

【Rolicyclidine、1-（1-

Phenylcyclohexyl）

pyrrolidine、PCPY、

PHP】 

152 蘇吩坦尼（Sufentanil） 

153 替諾環定

【Tenocyclidine、1-[1-

（2-Thienyl）

cyclohexyl]piperidine、

TCP】 

154 1-﹝1-（2-噻吩）環己烷

基﹞吡咯啶【1-[1-（2-

Thienyl）

cyclohexyl]pyrrolidine

、TCPy】 

155 四氫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s

、THCs）【包括其異構物

及立體化學變體，如以

大麻成熟莖及種子所製

成之製品中含四氫大麻

酚不得超過10ug/g

（10ppm）】

【Tetrahydrocannabinol 

including isomers and 

stereoisomers，products 

made from mature 

cannabis stems and 

seeds may not contain 

more than 10 microgram/ 

gram （10ppm）】 

156 蒂巴康（Thebacon） 

157 蒂巴因（Thebaine） 

158 硫吩坦尼

（Thiofentanyl） 

159 痛立定（Tilidine） 

160 3,4,5-三甲氧基安非他命

146 裸頭草辛（Psilocine） 

147 西洛西賓

（Psilocybine） 

148 消旋甲基嗎汎

（Racemethorphan） 

149 消旋嗎拉密特 

（Racemoramide） 

150 消旋嗎汎

（Racemorphan） 

151 1-（1-苯環己基）吡咯烷

【Rolicyclidine、1-（1-

Phenylcyclohexyl）

pyrrolidine、PCPY、

PHP】 

152 蘇吩坦尼（Sufentanil） 

153 替諾環定

【Tenocyclidine、1-[1-

（2-Thienyl）

cyclohexyl]piperidine、

TCP】 

154 1-﹝1-（2-噻吩）環己烷

基﹞吡咯啶【1-[1-（2-

Thienyl）

cyclohexyl]pyrrolidine

、TCPy】 

155 四氫大麻酚 

（Tetrahydrocannabinols

、THCs）【包括其異構物

及立體化學變體，如以

大麻成熟莖及種子所製

成之製品中含四氫大麻

酚不得超過10ug/g

（10ppm）】

【Tetrahydrocannabinol 

including isomers and 

stereoisomers，products 

made from mature 

cannabis stems and 

seeds may not contain 

more than 10 microgram/ 

gram （10ppm）】 

156 蒂巴康（Thebacon） 

157 蒂巴因（Thebaine） 

158 硫吩坦尼

（Thiofentanyl） 

159 痛立定（Tilidine） 

160 3,4,5-三甲氧基安非他命



 

 

（3,4,5-Trimethoxy-

amphetamine、TMA） 

161 屈美配立汀

（Trimeperidine） 

162 嗎啡立汀

（Morpheridine） 

163 匹密諾汀（Piminodine） 

164 乙基色胺

（Etryptamine） 

165 左旋甲基安非他命

（Levomethamphetamine） 

166 甲基卡西酮

（Methcathinone） 

167 伽瑪羥基丁酸（Gamma 

Hydroxybutyric Acid、

Gammahydroxybutyrate、

GHB） 

168 阿米庚酸（Amineptin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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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ylenedioxypyrovalero

ne、MDPV) 

170 氟甲基安非他命

(Fluoromethamphetam

ine、FMA) 

171 瑞吩坦尼(Remifentanil) 

172 （刪除） 

173 氯甲基安非他命

(Chloromethamphetami

ne、CMA) 

174 他噴他竇

（Tapentadol） 

175 苄基哌嗪（Benzylpipe

razine、BZP） 

176 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Methoxymethcathino

ne) 

177 東罌粟

（Oripavine） 

178 3,4-亞甲基雙氧苯基

甲胺戊酮

（Pentylone） 

179 2-甲基胺丙基苯并呋

喃【[2-Methylaminop

ropyl(Benzofura

n)]、MAPB】 

（3,4,5-Trimethoxy-

amphetamine、TMA） 

161 屈美配立汀

（Trimeperidine） 

162 嗎啡立汀

（Morpheridine） 

163 匹密諾汀（Piminodine） 

164 乙基色胺

（Etryptamine） 

165 左旋甲基安非他命

（Levomethamphetamine） 

166 甲基卡西酮

（Methcathinone） 

167 伽瑪羥基丁酸（Gamma 

Hydroxybutyric Acid、

Gammahydroxybutyrate、

GHB） 

168 阿米庚酸（Amineptin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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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ylenedioxypyrovalero

ne、MDPV) 

170 氟甲基安非他命

(Fluoromethamphetami

ne、FMA) 

171 瑞吩坦尼(Remifentanil) 

172 （刪除） 

173 氯甲基安非他命

(Chloromethamphetami

ne、CMA) 

174 他噴他竇（Tapentadol） 

175 苄基哌嗪（Benzylpiperaz

ine、BZP） 

176 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Methoxymethcathino

ne) 

177 東罌粟 （Oripavine） 

178 3,4-亞甲基雙氧苯基

甲胺戊酮

（Pentylone） 

179 2-甲基胺丙基苯并呋

喃【[2-Methylaminop

ropyl(Benzofura

n)]、MAPB】 

180 離胺右旋安非他命

（Lisdexamphetamine



 

 

180 離胺右旋安非他命

（Lisdexamphetamine

） 

181 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Methoxymethampheta

mine、MMA) 

182 1-苯基-2-（1-吡咯烷

基）-1-戊酮（Alpha-

pyrrolidinovaleroph

enone、Alpha-PVP） 

183 甲基-α-吡咯啶苯己

酮（MPHP，「Methyl-

α-pyrrolidinohexio

phenone」） 

184 恰特草（Catha 

edulis Forsk、

Khat） 

185 異丁醯吩坦尼

(Isobutyrfentanyl) 

186 異丁醯-N-苄基氟吩坦

尼(Isobutyryl- N-

benzyl-fluoro-

fentanyl) 

187 甲氧基呋喃吩坦尼 

(Methoxyfuranyl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Methoxyfuranylfenta

nyl、2-Methoxy、3-

Methoxy] 

188 甲基乙醯吩坦尼 

(Methylacetylfentan

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acetylfentany

l、2-Methyl、3-

Methyl] 

189 甲基呋喃吩坦尼 

(Methylfuranylfenta

n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furanylfentan

yl、2-Methyl、3-

Methyl] 

190 氯異丁醯吩坦尼 

(Chloroisobutyr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Chloroisobutyrfenta

） 

181 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

(Methoxymethampheta

mine、MMA) 

182 1-苯基-2-（1-吡咯烷

基）-1-戊酮（Alpha-

pyrrolidinovaleroph

enone、Alpha-PVP） 

183 甲基-α-吡咯啶苯己

酮（MPHP，「Methyl-

α-pyrrolidinohexio

phenone」） 

184 恰特草（Catha 

edulis Forsk、

Khat） 

185 異丁醯吩坦尼

(Isobutyrfentanyl) 

186 異丁醯-N-苄基氟吩坦

尼(Isobutyryl- N-

benzyl-fluoro-

fentanyl) 

187 甲氧基呋喃吩坦尼 

(Methoxyfuranyl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Methoxyfuranylfenta

nyl、2-Methoxy、3-

Methoxy] 

188 甲基乙醯吩坦尼 

(Methylacetylfentan

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acetylfentany

l、2-Methyl、3-

Methyl] 

189 甲基呋喃吩坦尼 

(Methylfuranylfenta

n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furanylfentan

yl、2-Methyl、3-

Methyl] 

190 氯異丁醯吩坦尼 

(Chloroisobutyr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Chloroisobutyrfenta

nyl、2-Chloro、3-

Chloro] 



 

 

nyl、2-Chloro、3-

Chloro] 

191 氟丁醯吩坦尼 

(Fluorobutyrfentany

l)[包含其異構物4-

Fluorobutyrfentanyl

、2-Fluoro、3-

Fluoro] 

192 氟異丁醯吩坦尼 

(Fluoroisobutyr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Fluoroisobutyrfenta

nyl、2-Fluoro、3-

Fluoro] 

193 甲氧基丁醯吩坦尼 

(Methoxybutyrfentan

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oxybutyrfentany

l、2-Methoxy、3-

Methoxy] 

194 乙醯吩坦尼 

(Acetylfentanyl、

Desmethylfentanyl) 

195 丙烯醯吩坦尼 

(Acrylfentanyl、

Acryloylfentanyl)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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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

ohexyl]methyl}benza

mide、AH-7921) 

197 1-乙醯麥角二乙胺 

(1-Acetyl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1-Acetyl-LSD、ALD-

52) 

198 N-丙烯去甲麥角二乙

胺 (N-

Allylnorlysergic 

acid N,N-

diethylamide、AL-

LAD) 

199 苯甲醯吩坦尼 

(Benzoylfentanyl、

191 氟丁醯吩坦尼 

(Fluorobutyrfentany

l)[包含其異構物4-

Fluorobutyrfentanyl

、2-Fluoro、3-

Fluoro] 

192 氟異丁醯吩坦尼 

(Fluoroisobutyrfent

anyl)[包含其異構物

4-

Fluoroisobutyrfenta

nyl、2-Fluoro、3-

Fluoro] 

193 甲氧基丁醯吩坦尼 

(Methoxybutyrfentan

yl)[包含其異構物4-

Methoxybutyrfentany

l、2-Methoxy、3-

Methoxy] 

194 乙醯吩坦尼 

(Acetylfentanyl、

Desmethylfentanyl) 

195 丙烯醯吩坦尼 

(Acrylfentanyl、

Acryloylfentanyl)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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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

ohexyl]methyl}benza

mide、AH-7921) 

197 1-乙醯麥角二乙胺 

(1-Acetyl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1-Acetyl-LSD、ALD-

52) 

198 N-丙烯去甲麥角二乙

胺 (N-

Allylnorlysergic 

acid N,N-

diethylamide、AL-

LAD) 

199 苯甲醯吩坦尼 

(Benzoylfentanyl、

Phenylfentanyl) 

200 貝他-羥基噻吩基吩坦



 

 

Phenylfentanyl) 

200 貝他-羥基噻吩基吩坦

尼 (beta-

Hydroxythiofentanyl

) 

201 丁醯吩坦尼 

(Butyrfentanyl、

Butyrylfentanyl) 

202 環戊吩坦尼 

(Cyclopentylfentany

l) 

203 環丙吩坦尼 

(Cyclopropylfentany

l) 

204 N-乙基去甲麥角二乙

胺 (N-

Ethylnorlysergic 

acid N,N-

diethylamide、ETH-

LAD) 

205 呋喃吩坦尼 

(Furanylfentanyl)[

包含其異構物2-

Furanylfentanyl、3-

Furanylfentanyl] 

206 甲氧基乙醯吩坦尼 

(Methoxyacetylfenta

nyl)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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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rid

in-4-

yl]acetamide)[包含

其異構物

Ocfentanil(奧吩坦

尼)、3-Fluoro、4-

Fluoro] 

208 噻吩基吩坦尼 

(Thienylfentanyl、

Thiofentanyl) 

209 3,4-二氯-N-［2-(二

甲胺基)環己基］-N-

甲基苯甲醯胺 (3,4-

尼 (beta-

Hydroxythiofentanyl

) 

201 丁醯吩坦尼 

(Butyrfentanyl、

Butyrylfentanyl) 

202 環戊吩坦尼 

(Cyclopentylfentany

l) 

203 環丙吩坦尼 

(Cyclopropylfentany

l) 

204 N-乙基去甲麥角二乙

胺 (N-

Ethylnorlysergic 

acid N,N-

diethylamide、ETH-

LAD) 

205 呋喃吩坦尼 

(Furanylfentanyl)[

包含其異構物2-

Furanylfentanyl、3-

Furanylfentanyl] 

206 甲氧基乙醯吩坦尼 

(Methoxyacetylfenta

nyl)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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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perid

in-4-

yl]acetamide)[包含

其異構物

Ocfentanil(奧吩坦

尼)、3-Fluoro、4-

Fluoro] 

208 噻吩基吩坦尼 

(Thienylfentanyl、

Thiofentanyl)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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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



 

 

Dichloro-N-[2-

(dimethylamino)cycl

ohexyl]-N-

methylbenzamide、U-

47700) 

210 2-氯-4,5-亞甲基雙氧

甲基安非他命 (2-

Chloro-4,5-

methylenedioxymetha

mphetamine、6-

Chloro-MDMA) 

211 2-乙胺丙基苯并呋喃

((2-

Ethylaminopropyl)be

nzofuran、EAPB)[包

含其異構物4-EAPB、

5-EAPB、6-EAPB、7-

EAPB] 

212 2,5-二甲氧-4-氯安非

他命 (2,5-

Dimethoxy-4-

chloroamphetamine、

DOC)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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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yl]ethan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5C-

NB4OMe (2C-C-

NB4OMe) 、25C-

NBOMe(2C-C-NBOMe)、

25C-NB3OMe(2C-C-

NB3OMe) ]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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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

物25I-NB4OMe(2C-I-

NB4OMe)、25I-

NBOMe(2C-I-NBOMe)、

25I-NB3OMe (2C-I-

ohexyl]-N-

methylbenzamide、U-

47700) 

210 2-氯-4,5-亞甲基雙氧

甲基安非他命 (2-

Chloro-4,5-

methylenedioxymetha

mphetamine、6-

Chloro-MDMA) 

211 2-乙胺丙基苯并呋喃

((2-

Ethylaminopropyl)be

nzofuran、EAPB)[包

含其異構物4-EAPB、

5-EAPB、6-EAPB、7-

EAPB] 

212 2,5-二甲氧-4-氯安非

他命 (2,5-

Dimethoxy-4-

chloroamphetamine、

DOC)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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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yl]ethan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5C-

NB4OMe (2C-C-

NB4OMe) 、25C-

NBOMe(2C-C-NBOMe)、

25C-NB3OMe(2C-C-

NB3OMe) ]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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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

物25I-NB4OMe(2C-I-

NB4OMe)、25I-

NBOMe(2C-I-NBOMe)、

25I-NB3OMe (2C-I-

NB3OMe)] 

215 甲基-安非他命



 

 

NB3OMe)] 

215 甲基-安非他命

(Methylamph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

Methylamphetamine、

3-Methyl、4-Methyl] 

216 二甲氧基甲基安非他

命

(Dimethoxymethamphe

tam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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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3,4-亞乙基雙氧甲基

安非他命(3,4-

Ethylenedioxy-N-

methylamphetamine、

3,4-EDMA) 

218 甲基甲基安非他命

(Methylmethamphetam

ine)[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methamphetami

ne、2-Methyl、3-

Methyl] 

219 甲硫基安非他命

(Methylthioamphetam

ine)(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thioamphetami

ne、2-Methylthio、

3-Methylthio) 

220 2-溴-4,5-亞甲基雙氧

甲基安非他命 (2-

Bromo-4,5-

methylenedioxymetha

mphetamine、6-

Bromo-MDMA) 

221 1-環己基-4-（1,2-二

苯基乙基）哌嗪(1-

Cyclohexyl-4-(1,2-

diphenylethyl)piper

azine、MT-45) 

222 依波加(Tabernanthe 

iboga、Iboga) 

(Methylamph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

Methylamphetamine、

3-Methyl、4-Methyl] 

216 二甲氧基甲基安非他

命

(Dimethoxymethamphe

tam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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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3,4-亞乙基雙氧甲基

安非他命(3,4-

Ethylenedioxy-N-

methylamphetamine、

3,4-EDMA) 

218 甲基甲基安非他命

(Methylmethamphetam

ine)[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methamphetami

ne、2-Methyl、3-

Methyl] 

219 甲硫基安非他命

(Methylthioamphetam

ine)(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thioamphetami

ne、2-Methylthio、

3-Methylthio) 

220 2-溴-4,5-亞甲基雙氧

甲基安非他命 (2-

Bromo-4,5-

methylenedioxymetha

mphetamine、6-

Bromo-MDMA) 

221 1-環己基-4-（1,2-二

苯基乙基）哌嗪(1-

Cyclohexyl-4-(1,2-

diphenylethyl)piper

azine、MT-45) 

222 依波加(Tabernanthe 

iboga、Iboga)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 

第三級毒品（除特別規定外，

皆包括其異構物 Isomers、酯

類 Esters、醚類 Ethers 及鹽

類 Salts） 

1 異戊巴比妥

（Amobarbital） 

2 （刪除） 

3 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4 布他比妥（Butalbital） 

5 去甲假麻黃 【Cathine、

（+）–

Norpseudoephedrine】 

6 環巴比妥

（Cyclobarbital） 

7 格魯米特（Glutethimide） 

8 派醋甲酯

（Methylphenidate） 

9 （刪除） 

10 納洛芬（Nalorphine） 

11 戊巴比妥

（Pentobarbital） 

12 苯甲嗎担

（Phenmetrazine） 

13 西可巴比妥

（Secobarbital） 

14 （刪除） 

15 三唑他（三唑侖）

（Triazolam） 

16 可待因（Codeine）製劑含

量每 100毫升（或100公

克）1.0公克以上，未滿

5.0公克【Codeine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1.0 

gram and less than 5.0 

grams of 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or 100 

grams）】 

17 氟硝西泮

（Flunitrazepam） 

18 洁吡普洛（Zipeprol） 

19 愷他命（Ketamine） 

附表三 

第三級毒品（除特別規定

外 ， 皆 包 括 其 異 構 物 

Isomers、酯類 Esters、醚類 

Ethers 及鹽類 Salts） 

1 異戊巴比妥

（Amobarbital） 

2 （刪除） 

3 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4 布他比妥（Butalbital） 

5 去甲假麻黃 【Cathine、

（+）–

Norpseudoephedrine】 

6 環巴比妥

（Cyclobarbital） 

7 格魯米特（Glutethimide） 

8 派醋甲酯

（Methylphenidate） 

9 （刪除） 

10 納洛芬（Nalorphine） 

11 戊巴比妥

（Pentobarbital） 

12 苯甲嗎担

（Phenmetrazine） 

13 西可巴比妥

（Secobarbital） 

14 （刪除） 

15 三唑他（三唑侖）

（Triazolam） 

16 可待因（Codeine）製劑含

量每 100毫升（或100公

克）1.0公克以上，未滿

5.0公克【Codeine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1.0 

gram and less than 5.0 

grams of 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or 100 

grams）】 

17 氟硝西泮

（Flunitrazepam） 

18 洁吡普洛（Zipeprol） 

19 愷他命（Ketamine） 

一、第三級毒品第六十七款

中文名稱修正為3,4-亞

甲基雙氧苯基-α-吡咯

啶基己酮。 

二、「3,4-亞甲基雙氧苯基

環己胺基丙酮（N-Cycl

ohexyl Methylone、3,

4-Methylenedioxy-N-C

yclohexylcathinone、

3,4-Methylenedioxy-

α-Cyclohexylaminopr

opiophenone、Cyputyl

one）」化學結構與3,4-

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

丁酮（Eutylone）、3,4

-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

酮 （3,4-methylenedi

oxymethcathinone、Me

thylone、bk-MDMA）相

似，近期檢出此種新興

物質，為預防濫用造成

社會危害，爰增訂第三

百四十六款規定，明定

為第三級毒品。 

三、3,4-亞甲基雙氧三級丁

基卡西酮（3,4-Methyl

enedioxy-N-tert-buty

lcathinone、D-Tertyl

one、Tertylone、MDP

T、tBuONE）化學結構

與第三級毒品3,4-亞甲

基雙氧甲基卡西酮（3,

4-methylenedioxymeth

cathinone、Methylon

e、bk-MDMA）、3,4-亞

甲基雙氧-N-乙基卡西

酮（3,4-methylenedio

xy-N-ethylcathinon

e、Ethylone）相似，

近期檢出此種新興物

質，為預防濫用造成社

會危害，爰增訂第三百

四十七款規定，明定為

第三級毒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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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hydrocodeine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1.0 

gram and less than 5.0 

grams of dihydro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or 

100 grams）】 

21 4-溴-2,5-二甲氧基苯基乙

基 胺 （ 4-Bromo-2,5-

dimethoxyphenethylamine 、

2C-B） 

22 （刪除） 

23 硝甲西泮（硝甲氮平）

（Nimetazepam） 

24 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Methoxyethylamphet

amine、MEA） 

25  4-甲基甲基卡西酮（4-

methylmethcathinon

e、Mephedrone、4-MM

C） 

26  1-戊基-3-(1-萘甲醯)

吲 哚 （ JWH-018 、

Naphthalen-1-yl-(1-

pentylindol-3-

yl)methanone） 

27  1-丁基-3-(1-萘甲醯)

吲哚（JWH-073、Napht

halen-1-yl-(1-butyli

ndol-3-yl)methanon

e） 

28  1,1-雙甲基庚基-11-羥

基-四氫大麻酚(HU-21

0、1,1-Dimethylheptyl

-11-hydroxy-tetrahydr

ocannabino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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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

cyclohexyl]-5-(2-met

hyloctan-2-yl)pheno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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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hydrocodeine 

preparation with a 

content more than 1.0 

gram and less than 5.0 

grams of dihydrocodeine 

per 100 milliliters（or 

100 grams）】 

21 4-溴-2,5-二甲氧基苯基乙

基 胺 （ 4-Bromo-2,5-

dimethoxyphenethylamine 、

2C-B） 

22 （刪除） 

23 硝甲西泮（硝甲氮平）

（Nimetazepam） 

24 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Methoxyethylamphet

amine、MEA） 

25  4-甲基甲基卡西酮（4-

methylmethcathinon

e、Mephedrone、4-MM

C） 

26  1-戊基-3-(1-萘甲醯)

吲 哚 （ JWH-018 、

Naphthalen-1-yl-(1-

pentylindol-3-

yl)methanone） 

27  1-丁基-3-(1-萘甲醯)

吲哚（JWH-073、Napht

halen-1-yl-(1-butyli

ndol-3-yl)methanon

e） 

28  1,1-雙甲基庚基-11-羥

基-四氫大麻酚(HU-21

0、1,1-Dimethylheptyl

-11-hydroxy-tetrahydr

ocannabinol)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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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xy

cyclohexyl]-5-(2-met

hyloctan-2-yl)phenol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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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氯安非他命（Chloroam

phetamine、CA） 

32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

西酮（3,4-methylened

ioxymethcathinone、M

ethylone、bk-MDMA） 

33 三氟甲苯哌嗪

（Trifluoromethylph

enylpiperazine、

TFMPP） 

34 1-戊基-3-（4-甲基-1-

萘甲醯）吲哚（JWH-

122、（4-methyl-1-

naphthyl）-（1-

pentylindol-3-yl）

methanone） 

35 1-（5-氟戊基）-3-

（1-萘甲醯）吲哚

（AM-2201、1-[（5-

fluoropentyl） 

-1H-indol-3-yl]-

（naphthalen-1-yl）

methanone） 

36 4-甲基乙基卡西酮(4-

Methylethcathinone、

4-MEC) 

37 (刪除) 

38 芬納西泮

（Phenazepam） 

39 氟甲基卡西酮(Fluorom

ethcathinone、FMC) 

40 1-(5-氟戊基)-3-（1-

四甲基環丙基甲醯)吲

哚((1-(5-fluoropenty

l)-1H-indol-3-yl)(2,

2,3,3-tetramethylcyc

lopropyl)methanone、

XLR-11） 

41 2-(4-溴-2,5-二甲氧基

苯基)-N-(2-甲氧基苯

甲基)乙胺（2-(4-bro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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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氯安非他命（Chloroam

phetamine、CA） 

32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

西酮（3,4-methylened

ioxymethcathinone、M

ethylone、bk-MDMA） 

33 三氟甲苯哌嗪

（Trifluoromethylph

enylpiperazine、

TFMPP） 

34 1-戊基-3-（4-甲基-1-

萘甲醯）吲哚（JWH-

122、（4-methyl-1-

naphthyl）-（1-

pentylindol-3-yl）

methanone） 

35 1-（5-氟戊基）-3-

（1-萘甲醯）吲哚

（AM-2201、1-[（5-

fluoropentyl）-1H 

-indol-3-yl]-

（naphthalen-1-yl）

methanone） 

36 4-甲基乙基卡西酮(4-

Methylethcathinone、

4-MEC) 

37 （刪除） 

38 芬納西泮(Phenazepam) 

39 氟甲基卡西酮(Fluorom

ethcathinone、FMC) 

40 1-(5-氟戊基)-3-（1-

四甲基環丙基甲醯)吲

哚((1-(5-fluoropenty

l)-1H-indol-3-yl)(2,

2,3,3-tetramethylcyc

lopropyl)methanone、

XLR-11） 

41 2-(4-溴-2,5-二甲氧基

苯基)-N-(2-甲氧基苯

甲基)乙胺（2-(4-brom



 

 

o-2,5-dimethoxypheny

l)-N-[(2-methoxyphen

yl)methyl]ethanamin

e、25B-NBOM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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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HMI

NACA、N-(1-amino-3-m

ethyl-1-oxobutan-2-y

l)-1-(cyclohexylmeth

yl)-1H-indazole-3-ca

rboxamide） 

43  3,4-亞甲基雙氧-N-乙

基卡西酮(3,4-methyle

nedioxy-N-ethylcathi

none、Ethylone) 

44 2-(3-甲氧基苯基)-2-

乙胺環己酮（Methoxet

amine、2-(3-methoxyp

henyl)-2-(ethylamin

o)cyclohexanone、MX

E） 

45 氯甲基卡西酮（Chlorom

ethcathinone、CMC） 

46 溴甲基卡西酮（Bromomet

hcathinone、BMC） 

4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

胺丁酮(Butylone、bk-

MBDB) 

48 氟安非他命（Fluoroam

phetamine、FA） 

49 5-甲氧基-N-甲基-N-異

丙基色胺（5-Methoxy-

N-methyl-N-isopropyl

tryptamine、5-MeO-MI

PT） 

50 甲苯基乙基胺戊酮（Me

thyl-α-ethylaminope

ntiophenone、MEAPP） 

51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

甲胺丁酮（Dibutylon

e、bk-DMBDB） 

52 N-(1-(5-氟戊基)-1H-

吲唑-3-基)羰基纈胺酸

甲酯（Methyl N-((1-

(5-Fluoropentyl)-1H-

o-2,5-dimethoxypheny

l)-N-[(2-methoxyphen

yl)methyl]ethanamin

e、25B-NBOM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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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HMI

NACA、N-(1-amino-3-m

ethyl-1-oxobutan-2-y

l)-1-(cyclohexylmeth

yl)-1H-indazole-3-ca

rboxamide） 

43  3,4-亞甲基雙氧-N-乙

基卡西酮(3,4-methyle

nedioxy-N-ethylcathi

none、Ethylone) 

44 2-(3-甲氧基苯基)-2-

乙胺環己酮（Methoxet

amine、2-(3-methoxyp

henyl)-2-(ethylamin

o)cyclohexanone、MX

E） 

45 氯甲基卡西酮（Chloro

methcathinone、CMC） 

46 溴甲基卡西酮（Bromometh

cathinone、BMC） 

4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

胺丁酮(Butylone、bk-

MBDB) 

48 氟安非他命（Fluoroam

phetamine、FA） 

49 5-甲氧基-N-甲基-N-異

丙基色胺（5-Methoxy-

N-methyl-N-isopropyl

tryptamine、5-MeO-MI

PT） 

50 甲苯基乙基胺戊酮（Me

thyl-α-ethylaminope

ntiophenone、MEAPP） 

51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

甲胺丁酮（Dibutylon

e、bk-DMBDB）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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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y

l)valinate、5-Fluoro

-AMB） 

53  甲苯基甲胺戊酮（Meth

ylpentedrone、MPD） 

54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戊酮（N-Ethylpen

tylone） 

55  氯乙基卡西酮（Chloro

ethcathinone、CEC） 

56  1-(噻吩-2-基)-2-甲基

胺丙烷（Methiopropam

ine、MPA） 

57  甲基苄基卡西酮(Benze

drone、MBC) 

58  1-(4-氟苯基)-1H-吲唑

-3-羰基纈胺酸甲酯(Me

thyl(1-(4-Fluorobenz

yl)-1H-indazol-3-car

bonyl)valinate 、FUB

-AMB、AMB-FUBINACA） 

59  1-氯苯基-2-（1-吡咯

烷基）-1-戊酮（1-(Ch

lorophenyl)-2-(1-pyr

rolidinyl)-1-pentano

ne 、Cl-Alpha-PVP） 

60  卡痛(Mitragyna speci

ose、Kratom、Ketum) 

61  苯基乙基胺己酮（N-Et

hylhexedrone） 

62  乙基甲基卡西酮（Ethy

lmethcathinone、EM

C） 

63  4-乙基-2,5-二甲氧基

苯基乙基胺（2,5-Dime

thoxy-4-ethylpheneth

ylamine、2C-E） 

64  N-[(2S)-1-氨基-3-甲

基-1-羰基丁烷-2-基]-

1-戊基吲唑-3-羧醯胺

（AB-PINACA） 

65  帽柱木鹼（Mitragynin

e） 

66  2-氟-去氯愷他命（2-F

luorodeschloroketami

ne） 

indazol-3-yl)carbony

l)valinate、5-Fluoro

-AMB） 

53  甲苯基甲胺戊酮（Meth

ylpentedrone、MPD） 

54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戊酮（N-Ethylpen

tylone） 

55  氯乙基卡西酮（Chloro

ethcathinone、CEC） 

56  1-(噻吩-2-基)-2-甲基

胺丙烷（Methiopropam

ine、MPA） 

57  甲基苄基卡西酮(Benze

drone、MBC) 

58  1-(4-氟苯基)-1H-吲唑

-3-羰基纈胺酸甲酯(Me

thyl(1-(4-Fluorobenz

yl)-1H-indazol-3-car

bonyl)valinate 、FUB

-AMB、AMB-FUBINACA） 

59  1-氯苯基-2-（1-吡咯

烷基）-1-戊酮（1-(Ch

lorophenyl)-2-(1-pyr

rolidinyl)-1-pentano

ne 、Cl-Alpha-PVP） 

60  卡痛(Mitragyna speci

ose、Kratom、Ketum) 

61  苯基乙基胺己酮（N-E

thylhexedrone） 

62  乙基甲基卡西酮（Ethy

lmethcathinone、EM

C） 

63  4-乙基-2,5-二甲氧基

苯基乙基胺（2,5-Dime

thoxy-4-ethylpheneth

ylamine、2C-E） 

64  N-[(2S)-1-氨基-3-甲

基-1-羰基丁烷-2-基]-

1-戊基吲唑-3-羧醯胺

（AB-PINACA） 

65  帽柱木鹼（Mitragynin

e） 

66  2-氟-去氯愷他命（2-F

luorodeschloroketami

ne） 



 

 

6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

α-吡咯啶基己酮（3,4

-Methylenedioxy-α-p

yrrolidinohexiopheno

ne 、MDPHP） 

68  1-戊基-3-(1-四甲基環

丙基甲醯)吲哚（(1-pe

ntyl-1H-indol-3-yl)

(2,2,3,3-tetramethyl

cyclopropyl)methanon

e、UR-144） 

69  1-氯苯基-2-(1-吡咯烷

基)-1-丙酮（Chloro-

α-PPP） 

70  去氯-N-乙基愷他命（D

eschloro-N-ethyl-Ket

amine） 

71  乙基乙基卡西酮（Ethy

lethcathinone、EEC） 

72  氟-α-吡咯啶苯己酮

（Fluoro-PHP） 

73  甲基-N,N-二甲基卡西

酮（Methyl-N,N-Dimet

hylcathinone） 

74  依替唑侖(Etizolam) 

75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丁酮（Eutylone） 

76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己酮（N-Ethylhex

ylone） 

7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丁

基胺戊酮（N-Butylpen

tylone） 

78 苯基丁基胺己酮（N-Bu

tylhexedrone） 

79 2-胺基茚烷(2-Aminoin

dane、2-AI) 

80 5,6-亞甲基雙氧-2-胺

基茚烷(5,6-Methylene

dioxy-2-aminoindan

e、MDAI) 

81 5,6-亞甲基雙氧-N-甲

基-2-胺基茚烷(5,6-Me

thylenedioxy-N-methy

l-2-aminoindane、MDM

AI) 

6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

胺己酮（3,4-Methylen

edioxy-α-pyrrolidin

ohexiophenone 、MDPH

P） 

68  1-戊基-3-(1-四甲基環

丙基甲醯)吲哚（(1-pe

ntyl-1H-indol-3-yl)

(2,2,3,3-tetramethyl

cyclopropyl)methanon

e、UR-144） 

69  1-氯苯基-2-(1-吡咯烷

基)-1-丙酮（Chloro-

α-PPP） 

70  去氯-N-乙基愷他命（D

eschloro-N-ethyl-Ket

amine） 

71  乙基乙基卡西酮（Ethy

lethcathinone、EEC） 

72  氟-α-吡咯啶苯己酮

（Fluoro-PHP） 

73  甲基-N,N-二甲基卡西

酮（Methyl-N,N-Dimet

hylcathinone） 

74  依替唑侖(Etizolam) 

75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丁酮（Eutylone） 

76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

基胺己酮（N-Ethylhex

ylone） 

77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丁

基胺戊酮（N-Butylpen

tylone） 

78  苯基丁基胺己酮（N-Bu

tylhexedrone） 

79 2-胺基茚烷(2-Aminoin

dane、2-AI) 

80 5,6-亞甲基雙氧-2-胺

基茚烷(5,6-Methylene

dioxy-2-aminoindan

e、MDAI) 

81 5,6-亞甲基雙氧-N-甲

基-2-胺基茚烷(5,6-Me

thylenedioxy-N-methy

l-2-aminoindane、MDM

AI) 



 

 

82 碘-2-胺基茚烷(Iodo-2

-aminoindane、IAI)

[包含其異構物4-IAI

 、 5-IAI] 

83 N-甲基-2-胺基茚烷(N-

Methyl-2-aminoindan

e、NM-2AI) 

84 （1-氟苄基-1H-吲哚-3

-基）（2,2,3,3-四甲

基環丙基）甲酮(1-Flu

orobenzyl-1H-indol-3

-yl)(2,2,3,3-tetrame

thylcyclopropyl)meth

anone[包含其異構物 F

UB-144、2-Fluoro、3-

Fluoro] 

85 1-（5-氟戊基）-N-

（喹啉-8-基）-1H-吲

唑-3-甲醯胺(1-(5-Flu

oropentyl)-N-(quinol

in-8-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5F-T

HJ) 

86 1-萘基（1-戊基-1H-吲

唑-3-基）甲酮(1-Naph

thalenyl(1-pentyl-1H

-indazol-3-yl)methan

one、THJ-01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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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

olin-4-ylethyl)-1H-i

ndol-3-yl]-(2,2,3,3-

tetramethylcycloprop

yl)methanone、A-796,

26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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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trahydropyran-4-ylm

ethyl)-1H-indol-3-y

l]-(2,2,3,3-tetramet

hylcyclopropyl)metha

none、A-834,735) 

82 碘-2-胺基茚烷(Iodo-2

-aminoindane、IAI)

[包含其異構物4-IAI

 、 5-IAI] 

83 N-甲基-2-胺基茚烷(N-

Methyl-2-aminoindan

e、NM-2AI) 

84 （1-氟苄基-1H-吲哚-3

-基）（2,2,3,3-四甲

基環丙基）甲酮(1-Flu

orobenzyl-1H-indol-3

-yl)(2,2,3,3-tetrame

thylcyclopropyl)meth

anone[包含其異構物 F

UB-144、2-Fluoro、3-

Fluoro] 

85 1-（5-氟戊基）-N-

（喹啉-8-基）-1H-吲

唑-3-甲醯胺(1-(5-Flu

oropentyl)-N-(quinol

in-8-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5F-T

HJ) 

86 1-萘基（1-戊基-1H-吲

唑-3-基）甲酮(1-Naph

thalenyl(1-pentyl-1H

-indazol-3-yl)methan

one、THJ-01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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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

olin-4-ylethyl)-1H-i

ndol-3-yl]-(2,2,3,3-

tetramethylcycloprop

yl)methanone、A-796,

260)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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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trahydropyran-4-ylm

ethyl)-1H-indol-3-y

l]-(2,2,3,3-tetramet

hylcyclopropyl)metha

none、A-834,735) 



 

 

89 N-金剛烷基-1-(四氫哌

喃-4-基甲基)-1H-吲唑

-3-甲醯胺(N-Adamanty

l-1-(tetrahydropyran

-4-ylmeth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包含其異構物 AD-THP

INACA、Adamantan-2-y

l] 

90 N-（1-甲基-1-苯乙

基）-1-戊基-1H-吲哚-

3-甲醯胺(N-(1-Methyl

-1-phenylethyl)-1-pe

ntyl-1H-indole-3-car

boxamide、CUMYL-PIC

A)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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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luoropiperi

din-1-yl)sulfonyl]-4

-methylbenzoate、2F-

QMPSB) 

92 4-羥基-3,3,4-三甲基-

1-（1-戊基-1H-吲哚-3

-基）戊-1-酮(4-Hydro

xy-3,3,4-trimethyl-1

-(1-pentyl-1H-indol-

3-yl)pentan-1-one、4

-HTMPIPO)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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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Cl-AB-PIN

ACA)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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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

butan-2-yl)-1-(5-flu

oropentyl)-5-fluorop

89 N-金剛烷基-1-(四氫哌

喃-4-基甲基)-1H-吲唑

-3-甲醯胺(N-Adamanty

l-1-(tetrahydropyran

-4-ylmeth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包含其異構物 AD-THP

INACA、Adamantan-2-y

l] 

90 N-（1-甲基-1-苯乙

基）-1-戊基-1H-吲哚-

3-甲醯胺(N-(1-Methyl

-1-phenylethyl)-1-pe

ntyl-1H-indole-3-car

boxamide、CUMYL-PIC

A)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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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luoropiperi

din-1-yl)sulfonyl]-4

-methylbenzoate、2F-

QMPSB) 

92 4-羥基-3,3,4-三甲基-

1-（1-戊基-1H-吲哚-3

-基）戊-1-酮(4-Hydro

xy-3,3,4-trimethyl-1

-(1-pentyl-1H-indol-

3-yl)pentan-1-one、4

-HTMPIPO)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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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Cl-AB-PIN

ACA)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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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

butan-2-yl)-1-(5-flu

oropentyl)-5-fluorop



 

 

henyl-1H-pyrazole-3-

carboxamide)[包含其

異構物5F-AB-FUPPYC

A、2-Fluorophenyl 、

3-Fluorophenyl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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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F-AB-PINA

CA)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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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no-3,3-dimethyl-1-ox

obutan-2-yl)-1-(5-fl

uoropentyl)-1H-indol

e-3-carboxamide、5F-

ADBICA)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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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no-3,3-dimethyl-1-ox

obutan-2-yl)-1-(5-fl

uoropentyl)-1H-indaz

ole-3-carboxamide、5

F-ADB-PINACA)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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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enty

l)-1H-indole-3-carbo

xamide、5F-AMBICA) 

99 N-（金剛烷-1-基）-1-

（5-氟戊基）-1H-吲唑

-3-甲醯胺(N-(Adamant

an-1-yl)-1-(5-fluoro

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5F-AP

INACA) 

henyl-1H-pyrazole-3-

carboxamide)[包含其

異構物5F-AB-FUPPYC

A、2-Fluorophenyl 、

3-Fluorophenyl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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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F-AB-PINA

CA)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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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no-3,3-dimethyl-1-ox

obutan-2-yl)-1-(5-fl

uoropentyl)-1H-indol

e-3-carboxamide、5F-

ADBICA)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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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no-3,3-dimethyl-1-ox

obutan-2-yl)-1-(5-fl

uoropentyl)-1H-indaz

ole-3-carboxamide、5

F-ADB-PINACA)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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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enty

l)-1H-indole-3-carbo

xamide、5F-AMBICA) 

99 N-（金剛烷-1-基）-1-

（5-氟戊基）-1H-吲唑

-3-甲醯胺(N-(Adamant

an-1-yl)-1-(5-fluoro

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5F-AP

INAC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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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o-3-phenylpropan-2-

yl)-1-(5-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F-APP-PIN

ACA) 

101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乙酯

(Ethyl 2-[1-(5-fluor

o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o]-3,3-

dimethylbutanoate、5

F-EDMB-PINACA) 

102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甲基丁酸乙酯(Ethyl

 2-[1-(5-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o]-3-methylbu

tanoate、5F-EMB-PINA

C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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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yla

te、5F-NPB-22) 

104 2-［1-（5-氟戊基）-1

H-吲哚-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酯(M

ethyl 2-(1-(5-fluoro

pentyl)-1H-indole-3-

carboxamido)-3,3-dim

ethylbutanoate、5F-M

DMB-PICA) 

105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酯(M

ethyl 2-[1-(5-fluoro

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o]-3,3-d

imethylbutanoate、5F

-MDMB-PINACA)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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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o-3-phenylpropan-2-

yl)-1-(5-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e、5F-APP-PIN

ACA) 

101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乙酯

(Ethyl 2-[1-(5-fluor

o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o]-3,3-

dimethylbutanoate、5

F-EDMB-PINACA) 

102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甲基丁酸乙酯(Ethyl

 2-[1-(5-Fluoropenty

l)-1H-indazole-3-car

boxamido]-3-methylbu

tanoate、5F-EMB-PINA

CA)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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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yla

te、5F-NPB-22) 

104 2-［1-（5-氟戊基）-1

H-吲哚-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酯(M

ethyl 2-(1-(5-fluoro

pentyl)-1H-indole-3-

carboxamido)-3,3-dim

ethylbutanoate、5F-M

DMB-PICA) 

105 2-［1-（5-氟戊基）-1

H-吲唑-3-甲醯胺基］-

3,3-二甲基丁酸甲酯(M

ethyl 2-[1-(5-fluoro

pentyl)-1H-indazole-

3-carboxamido]-3,3-d

imethylbutanoate、5F

-MDMB-PINACA) 



 

 

106 2-［1-（5-氟戊基）-1

H-吲哚-3-基］甲醯胺

基-3-甲基丁酸甲酯(Me

thyl 2-[1-(5-fluorop

entyl)-1H-indol-3-y

l]carboxamido-3-meth

ylbutanoate、5F-MMB-

PICA) 

107 1-（5-氟戊基）-N-

（萘-1-基）-1H-吲哚-

3-甲醯胺(1-(5-Fluoro

pentyl)-N-(naphthale

n-1-yl)-1H-indole-3-

carboxamide、5F-MN-2

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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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ylat

e、5F-PB-22) 

109 1-（5-氟戊基）-N-

（萘-1-基）-1H-吡咯

［3,2-c］吡啶-3-甲醯

胺(1-(5-Fluoropenty

l)-N-(naphthalen-1-y

l)-1H-pyrrolo[3,2-c]

pyridine-3-carboxami

de、5F-PCN ) 

110 萘-1-基 1-（5-氟戊

基）-1H-吲唑-3-羧酸

酯(Naphthalen-1-yl 1

-(5-fluoropentyl)-1H

-indazole-3-carboxyl

ate、5F-SDB-005) 

111 N-苄基-1-（5-氟戊

基）-1H-吲哚-3-甲醯

胺(N-Benzyl-1-(5-flu

oropentyl)-1H-indole

-3-carboxamide、5F-S

DB-00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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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methyl

106 2-［1-（5-氟戊基）-1

H-吲哚-3-基］甲醯胺

基-3-甲基丁酸甲酯(Me

thyl 2-[1-(5-fluorop

entyl)-1H-indol-3-y

l]carboxamido-3-meth

ylbutanoate、5F-MMB-

PICA) 

107 1-（5-氟戊基）-N-

（萘-1-基）-1H-吲哚-

3-甲醯胺(1-(5-Fluoro

pentyl)-N-(naphthale

n-1-yl)-1H-indole-3-

carboxamide、5F-MN-2

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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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ylat

e、5F-PB-22) 

109 1-（5-氟戊基）-N-

（萘-1-基）-1H-吡咯

［3,2-c］吡啶-3-甲醯

胺(1-(5-Fluoropenty

l)-N-(naphthalen-1-y

l)-1H-pyrrolo[3,2-c]

pyridine-3-carboxami

de、5F-PCN ) 

110 萘-1-基 1-（5-氟戊

基）-1H-吲唑-3-羧酸

酯(Naphthalen-1-yl 1

-(5-fluoropentyl)-1H

-indazole-3-carboxyl

ate、5F-SDB-005) 

111 N-苄基-1-（5-氟戊

基）-1H-吲哚-3-甲醯

胺(N-Benzyl-1-(5-flu

oropentyl)-1H-indole

-3-carboxamide、5F-S

DB-00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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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ramethyl



 

 

cyclopropyl)methanon

e、FAB-14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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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xy

ethyl)-4,5-dimethyl-

1,3-thiazol-2-yliden

e]-2,2,3,3-tetrameth

ylcyclopropane-1-car

boxamide、A-836,33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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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

l-3-yl}(2,2,3,3-tetr

amethylcyclopropyl)m

ethanone、AB-00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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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clohexylmethyl)-3-fl

uorophenyl-1H-pyrazo

le-5-carboxamide)[包

含其異構物 AB-CHMFUP

PYCA、2-Fluoro、3-Fl

uoro]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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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a

zole-3-carboxamide)

[包含其異構物 AB-FUB

INACA、2-Fluoro、3-F

luoro]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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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opropyl)methanon

e、FAB-14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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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xy

ethyl)-4,5-dimethyl-

1,3-thiazol-2-yliden

e]-2,2,3,3-tetrameth

ylcyclopropane-1-car

boxamide、A-836,33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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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

l-3-yl}(2,2,3,3-tetr

amethylcyclopropyl)m

ethanone、AB-00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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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clohexylmethyl)-3-fl

uorophenyl-1H-pyrazo

le-5-carboxamide)[包

含其異構物 AB-CHMFUP

PYCA、2-Fluoro、3-Fl

uoro]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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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a

zole-3-carboxamide)

[包含其異構物 AB-FUB

INACA、2-Fluoro、3-F

luoro]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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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bu

tan-2-yl)-1-(cyclohe

xylmethyl)-1H-indazo

le-3-carboxamide、AD

B-CHMINACA)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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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

ro、3-Fluoro]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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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ethyl-1-oxobutan-2-

yl)-1-pentyl-1H-indo

le-3-carboxamide、AD

BICA)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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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ethyl-1-oxobutan-2-

yl)-1-pent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ADB-PINACA)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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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clopropylsulfonylam

ino)ethylamino]-3,3-

dimethyl-1-oxobutan-

2-yl}-1-fluorobenzyl

-1H-indazole-3-carbo

xamide)[包含其異構物

ADSB-FUB-187 、2-Flu

oro、3-Fluoro] 

122 ｛1-［（1-甲基哌啶-2

-基）甲基］-1H-吲哚-

3,3-dimethyl-1-oxobu

tan-2-yl)-1-(cyclohe

xylmethyl)-1H-indazo

le-3-carboxamide、AD

B-CHMINACA)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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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

ro、3-Fluoro]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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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ethyl-1-oxobutan-2-

yl)-1-pentyl-1H-indo

le-3-carboxamide、AD

BICA)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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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ethyl-1-oxobutan-2-

yl)-1-pent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ADB-PINACA)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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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clopropylsulfonylam

ino)ethylamino]-3,3-

dimethyl-1-oxobutan-

2-yl}-1-fluorobenzyl

-1H-indazole-3-carbo

xamide)[包含其異構物

ADSB-FUB-187 、2-Flu

oro、3-Fluoro] 

122 ｛1-［（1-甲基哌啶-2

-基）甲基］-1H-吲哚-



 

 

3-基｝（萘-1-基）甲

酮({1-[(1-Methylpipe

ridin-2-yl)methyl]-1

H-indol-3-yl}(naphth

alen-1-yl)methanon

e、AM-122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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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piperid

in-2-yl)methyl]-1H-i

ndol-3-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124

1、2-Iodo-3-nitro、4

-Iodo-3-nitro 、 3-i

odo-5-nitro]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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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piperid

in-2-yl)methyl]-1H-i

ndol-3-yl}methanon

e、AM-1248) 

125 5-［3-（1-萘甲醯基）

-1H-吲哚-1-基］戊腈

(5-[3-(1-naphthoyl)-

1H-indol-1-yl]pentan

enitrile、AM-2232) 

126 碘苯基｛1-［（1-甲基

哌啶-2-基）甲基］-1H

-吲哚-3-基｝甲酮(Iod

ophenyl{1-[(1-methyl

piperidin-2-yl)methy

l]-1H-indol-3-yl}met

hanone)[包含其異構物

AM-2233、3-Iodo、4-I

odo] 

127 碘苯基（1-戊基-1H-吲

哚-3-基）甲酮(Iodoph

enyl(1-pentyl-1H-ind

ol-3-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67

9、3-Iodo、4-Iodo] 

128 碘苯基［1-（5-氟戊

基）-1H-吲哚-3-基］

3-基｝（萘-1-基）甲

酮({1-[(1-Methylpipe

ridin-2-yl)methyl]-1

H-indol-3-yl}(naphth

alen-1-yl)methanon

e、AM-122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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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piperid

in-2-yl)methyl]-1H-i

ndol-3-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124

1、2-Iodo-3-nitro、4

-Iodo-3-nitro 、 3-i

odo-5-nitro]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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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ylpiperid

in-2-yl)methyl]-1H-i

ndol-3-yl}methanon

e、AM-1248) 

125 5-［3-（1-萘甲醯基）

-1H-吲哚-1-基］戊腈

(5-[3-(1-naphthoyl)-

1H-indol-1-yl]pentan

enitrile、AM-2232) 

126 碘苯基｛1-［（1-甲基

哌啶-2-基）甲基］-1H

-吲哚-3-基｝甲酮(Iod

ophenyl{1-[(1-methyl

piperidin-2-yl)methy

l]-1H-indol-3-yl}met

hanone)[包含其異構物

AM-2233、3-Iodo、4-I

odo] 

127 碘苯基（1-戊基-1H-吲

哚-3-基）甲酮(Iodoph

enyl(1-pentyl-1H-ind

ol-3-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67

9、3-Iodo、4-Iodo] 

128 碘苯基［1-（5-氟戊

基）-1H-吲哚-3-基］



 

 

甲酮([1-(5-Fluoropen

tyl)-1H-indol-3-yl]i

odophen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69

4、3-Iodo、4-Iodo] 

129 （1-戊基-1H-吲唑-3-

羰基）纈胺酸甲酯(Met

hyl (1-pentyl-1H-ind

azole-3-carbonyl)val

inate、AMB) 

130 ［1-（環己基甲基）-1

H-吲唑-3-羰基］纈胺

酸甲酯(Methyl [1-(cy

clohexylmethyl)-1H-i

ndazole-3-carbonyl]v

alinate、AMB-CHMINAC

A) 

131 N-（金剛烷-1-基）-1-

戊基-1H-吲哚-3-甲醯

胺(N-(Adamantan-1-y

l)-1-pentyl-1H-indol

e-3-carboxamide、API

CA) 

132 N-（金剛烷-1-基）-1-

戊基-1H-吲唑-3-甲醯

胺(N-(Adamantan-1-y

l)-1-pentyl-1H-indaz

ole-3-carboxamide、A

PINACA)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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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o-3-phenylpropan-2-y

l)-1-(cyclohexylmeth

yl)-1H-indazole-3-ca

rboxamide、APP-CHMIN

ACA) 

134 N-（1-胺-1-側氧-3-苯

丙-2-基）-1-氟苄基-1

H-吲唑-3-甲醯胺(N-(1

-Amino-1-oxo-3-pheny

lpropan-2-yl)-1-fluo

robenz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包含

其異構物 APP-FUBINAC

甲酮([1-(5-Fluoropen

tyl)-1H-indol-3-yl]i

odophen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AM-69

4、3-Iodo、4-Iodo] 

129 （1-戊基-1H-吲唑-3-

羰基）纈胺酸甲酯(Met

hyl (1-pentyl-1H-ind

azole-3-carbonyl)val

inate、AMB) 

130 ［1-（環己基甲基）-1

H-吲唑-3-羰基］纈胺

酸甲酯(Methyl [1-(cy

clohexylmethyl)-1H-i

ndazole-3-carbonyl]v

alinate、AMB-CHMINAC

A) 

131 N-（金剛烷-1-基）-1-

戊基-1H-吲哚-3-甲醯

胺(N-(Adamantan-1-y

l)-1-pentyl-1H-indol

e-3-carboxamide、API

CA) 

132 N-（金剛烷-1-基）-1-

戊基-1H-吲唑-3-甲醯

胺(N-(Adamantan-1-y

l)-1-pentyl-1H-indaz

ole-3-carboxamide、A

PINACA)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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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o-3-phenylpropan-2-y

l)-1-(cyclohexylmeth

yl)-1H-indazole-3-ca

rboxamide、APP-CHMIN

ACA) 

134 N-（1-胺-1-側氧-3-苯

丙-2-基）-1-氟苄基-1

H-吲唑-3-甲醯胺(N-(1

-Amino-1-oxo-3-pheny

lpropan-2-yl)-1-fluo

robenzyl-1H-indazole

-3-carboxamide)[包含

其異構物 APP-FUBINAC



 

 

A、2-Fluoro、3-Fluor

o]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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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oxyphenyl)-1-[1-[(1

-methyl-2-piperidiny

l)methyl]-1H-indol-3

-yl]ethanone、Cannab

ipiperidiethanone) 

136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辛-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octa

n-2-yl)phenol、CP-4

7,497) 

137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庚-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hept

an-2-yl)phenol、CP-4

7,497-C6) 

138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壬-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 (2-methylnon

an-2-yl)phenol、CP-4

7,497-C8) 

139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癸-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deca

n-2-yl)phenol、CP-4

7,497-C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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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droxypropyl)cyclohe

xyl]-5-(2-methylocta

n-2-yl)phenol、CP-5

5,940) 

141 萘-1-基［4-（戊氧

基）萘-1-基］甲酮(Na

phthalen-1-yl[4-(pen

tyloxy)naphthalen-1-

A、2-Fluoro、3-Fluor

o]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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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oxyphenyl)-1-[1-[(1

-methyl-2-piperidiny

l)methyl]-1H-indol-3

-yl]ethanone、Cannab

ipiperidiethanone) 

136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辛-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octa

n-2-yl)phenol、CP-4

7,497) 

137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庚-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hept

an-2-yl)phenol、CP-4

7,497-C6) 

138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壬-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 (2-methylnon

an-2-yl)phenol、CP-4

7,497-C8) 

139 2-（3-羥基環己基）-5

-（2-甲基癸-2-基）酚

(2-(3-Hydroxycyclohe

xyl)-5-(2-methyldeca

n-2-yl)phenol、CP-4

7,497-C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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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droxypropyl)cyclohe

xyl]-5-(2-methylocta

n-2-yl)phenol、CP-5

5,940) 

141 萘-1-基［4-（戊氧

基）萘-1-基］甲酮(Na

phthalen-1-yl[4-(pen

tyloxy)naphthalen-1-



 

 

yl]methanone、CRA-1

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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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lethy

l)indazole-3-carboxa

mide、CUMYL-4CNBINAC

A) 

143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7-吖吲

哚-3-甲醯胺(1-(5-Flu

oropentyl)-N-(2-phen

ylpropan-2-yl)-7-aza

indole- 3-carboxamid

e、CUMYL-5F-P7AICA) 

144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1H-吲哚

-3-甲醯胺(1-(5-Fluor

opentyl)-N-(2-phenyl

propan-2-yl)-1H-indo

le-3-carboxamide、CU

MYL-5F-PICA) 

145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1H-吲唑

-3-甲醯胺(1-(5-Fluor

opentyl)-N-(2-phenyl

propan-2-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CUMYL-5F-PINACA)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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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

lpropan-2-yl)-2,5-di

hydro-1H-pyrido[4,3-

b]indol-1-one、CUMYL

-PeGACLONE) 

147 1-戊基-N-（2-苯丙-2-

基）-1H-吲唑-3-甲醯

胺(1-Pentyl-N-(2-phe

nylpropan-2-yl)-1H-i

ndazole-3-carboxamid

e、CUMYL-PINACA) 

148 二甲基庚基哌喃(Dimet

hylheptylpyran) 

yl]methanone、CRA-1

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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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lethy

l)indazole-3-carboxa

mide、CUMYL-4CNBINAC

A) 

143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7-吖吲

哚-3-甲醯胺(1-(5-Flu

oropentyl)-N-(2-phen

ylpropan-2-yl)-7-aza

indole- 3-carboxamid

e、CUMYL-5F-P7AICA) 

144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1H-吲哚

-3-甲醯胺(1-(5-Fluor

opentyl)-N-(2-phenyl

propan-2-yl)-1H-indo

le-3-carboxamide、CU

MYL-5F-PICA) 

145 1-（5-氟戊基）-N-（2

-苯丙-2-基）-1H-吲唑

-3-甲醯胺(1-(5-Fluor

opentyl)-N-(2-phenyl

propan-2-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CUMYL-5F-PINACA)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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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y

lpropan-2-yl)-2,5-di

hydro-1H-pyrido[4,3-

b]indol-1-one、CUMYL

-PeGACLONE) 

147 1-戊基-N-（2-苯丙-2-

基）-1H-吲唑-3-甲醯

胺(1-Pentyl-N-(2-phe

nylpropan-2-yl)-1H-i

ndazole-3-carboxamid

e、CUMYL-PINACA) 

148 二甲基庚基哌喃(Dimet

hylheptylpyran) 



 

 

149 （4-乙基萘-1-基）［1

-（5-氟戊基）-1H-吲

哚-3-基］甲酮((4-Eth

ylnaphthalen-1-yl)[1

-(5-fluoropentyl)-1H

-indol-3-yl]methanon

e) 

150 1-氟苄基-N-（萘-1-

基）-1H-吲哚-3-甲醯

胺(1-Fluorobenzyl-N-

(naphthalen-1-yl)-1H

-indole-3-carboxamid

e)[包含其異構物 FDU-

NNE1、2-Fluoro、3-Fl

uoro] 

151 萘-1-基 1-氟苄基-1H-

吲哚-3-羧酸酯(Naphth

alen-1-yl 1-fluorobe

nzyl-1H-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FDU-PB-22、2-Fluo

ro、3-Fluoro] 

152 N-（金剛烷-1-基）-1-

氟苄基-1H-吲唑-3-甲

醯胺(N-(Adamantan-1-

yl)-1-fluorobenzyl-1

H-indazole-3-carboxa

mide)[包含其異構物 F

UB-AKB48、2-Fluoro、

3-Fluoro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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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naphthalen-1-yl)m

ethanone、FUBIMINA) 

154 （1-氟苄基-1H-吲哚-3

-基）（萘-1-基）甲酮

((1-Fluorobenzyl-1H-

indol-3-yl)(naphthal

en-1-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FUB-JW

H-018、2-Fluoro 、3-

Fluoro] 

155 喹啉-8-基 1-氟苄基-1

H-吲唑-3-羧酸酯(Quin

149 （4-乙基萘-1-基）［1

-（5-氟戊基）-1H-吲

哚-3-基］甲酮((4-Eth

ylnaphthalen-1-yl)[1

-(5-fluoropentyl)-1H

-indol-3-yl]methanon

e) 

150 1-氟苄基-N-（萘-1-

基）-1H-吲哚-3-甲醯

胺(1-Fluorobenzyl-N-

(naphthalen-1-yl)-1H

-indole-3-carboxamid

e)[包含其異構物 FDU-

NNE1、2-Fluoro、3-Fl

uoro] 

151 萘-1-基 1-氟苄基-1H-

吲哚-3-羧酸酯(Naphth

alen-1-yl 1-fluorobe

nzyl-1H-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FDU-PB-22、2-Fluo

ro、3-Fluoro] 

152 N-（金剛烷-1-基）-1-

氟苄基-1H-吲唑-3-甲

醯胺(N-(Adamantan-1-

yl)-1-fluorobenzyl-1

H-indazole-3-carboxa

mide)[包含其異構物 F

UB-AKB48、2-Fluoro、

3-Fluoro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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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naphthalen-1-yl)m

ethanone、FUBIMINA) 

154 （1-氟苄基-1H-吲哚-3

-基）（萘-1-基）甲酮

((1-Fluorobenzyl-1H-

indol-3-yl)(naphthal

en-1-yl)m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FUB-JW

H-018、2-Fluoro 、3-

Fluoro] 

155 喹啉-8-基 1-氟苄基-1

H-吲唑-3-羧酸酯(Quin



 

 

olin-8-yl 1-fluorobe

nzyl-1H-indazole-3-c

arboxylate)[包含其異

構物 FUB-NPB-22、2-F

luoro、3-Fluoro] 

156 喹啉-8-基 1-氟苄基-1

H-吲哚-3-羧酸酯(Quin

olin-8-yl 1-fluorobe

nzyl-1H-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FUB-PB-22、2-Fluo

ro、3-Fluoro] 

157 地塞比諾(Dexanabino

l、HU-21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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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

hylheptyl)-2,6-dimet

hoxyphenyl]-6,6-dime

thyl-bicyclo[3.1.1]h

ept-2-ene-2-methano

l、HU-30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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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

ropenyl-3-methylcycl

ohex-2-en-1-yl)-5-pe

ntyl-1,4-benzoquinon

e、HU-331)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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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methyl)-1,2-dihydro

-7-methoxy-2-oxo-8-p

entyloxy-3-quinoline

carboxamide、JTE-90

7) 

161 （2-甲基-1-戊基-1H-

吲哚-3-基）（萘-1-

基）甲酮((2-Methyl-1

-pentyl-1H-indol-3-y

olin-8-yl 1-fluorobe

nzyl-1H-indazole-3-c

arboxylate)[包含其異

構物 FUB-NPB-22、2-F

luoro、3-Fluoro] 

156 喹啉-8-基 1-氟苄基-1

H-吲哚-3-羧酸酯(Quin

olin-8-yl 1-fluorobe

nzyl-1H-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FUB-PB-22、2-Fluo

ro、3-Fluoro] 

157 地塞比諾(Dexanabino

l、HU-211)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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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

hylheptyl)-2,6-dimet

hoxyphenyl]-6,6-dime

thyl-bicyclo[3.1.1]h

ept-2-ene-2-methano

l、HU-30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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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

ropenyl-3-methylcycl

ohex-2-en-1-yl)-5-pe

ntyl-1,4-benzoquinon

e、HU-331)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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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methyl)-1,2-dihydro

-7-methoxy-2-oxo-8-p

entyloxy-3-quinoline

carboxamide、JTE-90

7) 

161 （2-甲基-1-戊基-1H-

吲哚-3-基）（萘-1-

基）甲酮((2-Methyl-1

-pentyl-1H-indol-3-y



 

 

l)(naphthalen-1-yl)m

ethanone、JWH-007) 

162 （2-甲基-1-丙基吲哚-

3-基）-萘-1-基甲酮

((2-Methyl-1-propyli

ndol-3-yl)-naphthale

n-1-ylmethanone、JWH

-015) 

163 （1-己基吲哚-3-基）-

萘-1-基甲酮((1-Hexyl

indol-3-yl)-naphthal

en-1-ylmethanone、JW

H-019) 

164 萘-1-基-（1-戊基吡咯

-基）甲酮(Naphthalen

-1-yl-(1-pentylpyrro

l-yl)methanone  )[包

含其異構物 JWH-030、

Pyrrol-2-yl] 

165 萘-1-基-（1-戊基-苯

基吡咯-3-基）-甲酮(N

aphthalen-1-yl-(1-pe

ntyl-phenylpyrrol-3-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JWH-145、2-

Phenylpyrrol] 

166 3-（萘-1-基-甲基）-1

-戊基吲哚(3-(Naphtha

len-1-yl-methyl)-1-p

entylindole、JWH-17

5) 

167 ［1-（2-𠰌啉-4-基乙

基）吲哚-3-基］-萘-

基-甲酮([1-(2-Morpho

lin-4-ylethyl)indol-

3-yl]-naphthalen-yl-

methanone)[包含其異

構物 JWH-200、Naphth

alen-2-yl]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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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

o、4-Chloro] 

l)(naphthalen-1-yl)m

ethanone、JWH-007) 

162 （2-甲基-1-丙基吲哚-

3-基）-萘-1-基甲酮

((2-Methyl-1-propyli

ndol-3-yl)-naphthale

n-1-ylmethanone、JWH

-015) 

163 （1-己基吲哚-3-基）-

萘-1-基甲酮((1-Hexyl

indol-3-yl)-naphthal

en-1-ylmethanone、JW

H-019) 

164 萘-1-基-（1-戊基吡咯

-基）甲酮(Naphthalen

-1-yl-(1-pentylpyrro

l-yl)methanone  )[包

含其異構物 JWH-030、

Pyrrol-2-yl] 

165 萘-1-基-（1-戊基-苯

基吡咯-3-基）-甲酮(N

aphthalen-1-yl-(1-pe

ntyl-phenylpyrrol-3-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JWH-145、2-

Phenylpyrrol] 

166 3-（萘-1-基-甲基）-1

-戊基吲哚(3-(Naphtha

len-1-yl-methyl)-1-p

entylindole、JWH-17

5) 

167 ［1-（2-𠰌啉-4-基乙

基）吲哚-3-基］-萘-

基-甲酮([1-(2-Morpho

lin-4-ylethyl)indol-

3-yl]-naphthalen-yl-

methanone)[包含其異

構物 JWH-200、Naphth

alen-2-yl]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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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

o、4-Chloro]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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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hyl] 

170 2-（甲苯基）-1-（1-

戊基吲哚-3-基）-乙酮

(2-(Methylphenyl)-1-

(1-pentylindol-3-yl)

-ethanone)[包含其異

構物 JWH-251、JWH-20

8、3-Methyl] 

171 2-（甲氧基苯基）-1-

（1-戊基吲哚-3-基）-

乙酮 (2-(Methoxyphen

yl)-1-(1-pentylindol

-3-yl)-ethanone)[包

含其異構物 JWH-302、

JWH-201] 

172 ［5-（氟苯基）-1-戊

基吡咯-3-基］-萘-1-

基-甲酮([5-(Fluoroph

eny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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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5-（甲苯基）-1-戊

基吡咯-3-基］-萘-1-

基-甲酮( [5-(Methylp

henyl)-1-pentylpyrro

l-3-yl]-naphthalen-1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JWH-370、JW

H-346、JWH-24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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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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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hyl] 

170 2-（甲苯基）-1-（1-

戊基吲哚-3-基）-乙酮

(2-(Methylphenyl)-1-

(1-pentylindol-3-yl)

-ethanone)[包含其異

構物 JWH-251、JWH-20

8、3-Methyl] 

171 2-（甲氧基苯基）-1-

（1-戊基吲哚-3-基）-

乙酮 (2-(Methoxyphen

yl)-1-(1-pentylindol

-3-yl)-ethanone)[包

含其異構物 JWH-302、

JWH-201] 

172 ［5-（氟苯基）-1-戊

基吡咯-3-基］-萘-1-

基-甲酮([5-(Fluoroph

eny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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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5-（甲苯基）-1-戊

基吡咯-3-基］-萘-1-

基-甲酮( [5-(Methylp

henyl)-1-pentylpyrro

l-3-yl]-naphthalen-1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JWH-370、JW

H-346、JWH-24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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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1-（5-氟戊基）吲哚

-3-基］-（甲基萘-1-

基）甲酮( [1-(5-Fluo

ropentyl)indol-3-yl]

-(methylnaphthalen-1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MAM-2201、M

AM-2201 N-(2-Fluorop

entyl)、MAM-2201 N-

(4-Fluoropentyl)、2-

Methyl、5-Methyl、7-

Methyl、8-Methyl] 

176 N-（1-己基-2-羥基吲

哚-3-基）-亞胺基苯甲

醯胺 (N-(1-Hexyl-2-h

ydroxyindol-3-yl)-im

inobenzamide、MDA-1

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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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

amido)butanoate、MDM

B-4en-PINACA)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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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clohexylmethyl)indo

le-3-carbonyl]amino}

-3,3-dimethylbutanoa

te、MDMB-CHMICA)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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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zole-3-carbonyl]am

ino}-3,3-dimethylbut

anoate、MDMB-CHMINAC

A) 

6-Chloro、7-Chloro、

8-Chloro] 

175 ［1-（5-氟戊基）吲哚

-3-基］-（甲基萘-1-

基）甲酮( [1-(5-Fluo

ropentyl)indol-3-yl]

-(methylnaphthalen-1

-yl)-meth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MAM-2201、M

AM-2201 N-(2-Fluorop

entyl)、MAM-2201 N-

(4-Fluoropentyl)、2-

Methyl、5-Methyl、7-

Methyl、8-Methyl] 

176 N-（1-己基-2-羥基吲

哚-3-基）-亞胺基苯甲

醯胺 (N-(1-Hexyl-2-h

ydroxyindol-3-yl)-im

inobenzamide、MDA-1

9)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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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x

amido)butanoate、MDM

B-4en-PINACA)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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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yclohexylmethyl)indo

le-3-carbonyl]amino}

-3,3-dimethylbutanoa

te、MDMB-CHMICA)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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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azole-3-carbonyl]am

ino}-3,3-dimethylbut

anoate、MDMB-CHMINAC

A) 



 

 

180 2-｛｛1-［（4-氟苯

基）甲基］吲哚-3-羰

基｝胺基｝ -3,3-二甲

基丁酸甲酯(Methyl 2-

{{1-[(4-fluoropheny

l)methyl]indole-3-ca

rbonyl}amino}-3,3-di

methylbutanoate、MDM

B-FUBICA)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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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heny

l)methyl] indazole -

3-carbonyl}amino}-3,

3-dimethylbutanoat

e、MDMB-FUBINACA) 

182 （4-甲基哌嗪-1-基）-

（1-戊基吲哚-3-基）-

甲酮((4-Methylpipera

zin-1-yl)-(1-pentyli

ndol-3-yl)-methanon

e、Mepirapim) 

183 2-｛［1-（環己基甲

基）吲哚-3-羰基］胺

基｝-3-甲基丁酸甲酯 

(Methyl 2-{[1-(cyclo

hexylmethyl)indole-3

-carbonyl]amino}-3-m

ethylbutanoate、MMB-

CHMICA)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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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h

thalen-2-yl]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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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b

utan-2-yl)- 1-(cyclo

hexylmethyl)indazole

-3-carboxylate、MO-C

HMINACA) 

180 2-｛｛1-［（4-氟苯

基）甲基］吲哚-3-羰

基｝胺基｝ -3,3-二甲

基丁酸甲酯(Methyl 2-

{{1-[(4-fluoropheny

l)methyl]indole-3-ca

rbonyl}amino}-3,3-di

methylbutanoate、MDM

B-FUBICA)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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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pheny

l)methyl] indazole -

3-carbonyl}amino}-3,

3-dimethylbutanoat

e、MDMB-FUBINACA) 

182 （4-甲基哌嗪-1-基）-

（1-戊基吲哚-3-基）-

甲酮((4-Methylpipera

zin-1-yl)-(1-pentyli

ndol-3-yl)-methanon

e、Mepirapim) 

183 2-｛［1-（環己基甲

基）吲哚-3-羰基］胺

基｝-3-甲基丁酸甲酯 

(Methyl 2-{[1-(cyclo

hexylmethyl)indole-3

-carbonyl]amino}-3-m

ethylbutanoate、MMB-

CHMICA)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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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h

thalen-2-yl]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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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b

utan-2-yl)- 1-(cyclo

hexylmethyl)indazole

-3-carboxylate、MO-C

HMINACA)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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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

nylpropan-2-yl)-inda

zole-3-carboxamide、

CUMYL-THPINACA)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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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indazole] 

188 N-（1-金剛烷基）-1-

（5-氟戊基）吲哚-3-

甲醯胺(N-(1-Adamanty

l)-1-(5-fluoropenty

l)indole-3-carboxami

de、STS-135) 

189 萘-1-基 1-（5-氟戊

基）吲哚-3-羧酸酯(Na

phthalen-1-yl 1-(5-f

luoropentyl)indole-3

-carboxylate、NM-220

1) 

190 喹啉-基 1-戊基吲哚-3

-羧酸酯(Quinolin-yl 

1-pentyl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PB-22、Quinolin-6

-yl、Quinolin-7-yl] 

191 喹啉-基 1-（環己基甲

基）-吲哚-3-羧酸酯(Q

uinolin-yl 1-(cycloh

exylmethyl)-indole-3

-carboxylate)[包含其

異構物 BB-22、Quinol

in-6-yl、Quinolin-7-

yl] 

192 （甲氧基苯基）-（1-

戊基吲哚-3-基）甲酮

((Methoxyphenyl)-(1-

pentylindol-3-yl)met

hanone)[包含其異構物

RCS-4、RCS-2、RCS-3] 

193 1- ［1-（2-環己基乙

基）吲哚-3-基］-2-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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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

nylpropan-2-yl)-inda

zole-3-carboxamide、

CUMYL-THPINACA)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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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indazole] 

188 N-（1-金剛烷基）-1-

（5-氟戊基）吲哚-3-

甲醯胺(N-(1-Adamanty

l)-1-(5-fluoropenty

l)indole-3-carboxami

de、STS-135) 

189 萘-1-基 1-（5-氟戊

基）吲哚-3-羧酸酯(Na

phthalen-1-yl 1-(5-f

luoropentyl)indole-3

-carboxylate、NM-220

1) 

190 喹啉-基 1-戊基吲哚-3

-羧酸酯(Quinolin-yl 

1-pentylindole-3-car

boxylate)[包含其異構

物 PB-22、Quinolin-6

-yl、Quinolin-7-yl] 

191 喹啉-基 1-（環己基甲

基）-吲哚-3-羧酸酯(Q

uinolin-yl 1-(cycloh

exylmethyl)-indole-3

-carboxylate)[包含其

異構物 BB-22、Quinol

in-6-yl、Quinolin-7-

yl] 

192 （甲氧基苯基）-（1-

戊基吲哚-3-基）甲酮

((Methoxyphenyl)-(1-

pentylindol-3-yl)met

hanone)[包含其異構物

RCS-4、RCS-2、RCS-3] 

193 1- ［1-（2-環己基乙

基）吲哚-3-基］-2-



 

 

（甲氧基苯基）乙酮( 

1-[1-(2-Cyclohexylet

hyl)indol-3-yl]-2-(m

ethoxyphenyl)ethanon

e)[包含其異構物 RCS-

8、3-Methoxy、4-Meth

oxy] 

194 萘-1-基 1-戊基吲唑-3

-羧酸酯(Naphthalen-1

-yl 1-pentylindazole

-3-carboxylate、SDB-

005 (naphthyl)) 

195 N-苄基-1-戊基吲哚-3-

甲醯胺(N-Benzyl-1-pe

ntylindole-3-carboxa

mide、SDB-006) 

196 ［1-（5-氟戊基）吲唑

-3-基］-萘-1-基甲酮

([1-(5-Fluoropentyl)

indazol-3-yl]-naphth

alen-1-ylmethanone、

THJ-2201) 

197 ［2-甲基-11-（𠰌啉-4

-基-甲基）-9-氧雜-1-

氮雜三環［6.3.1.04,1

2］十二碳-2,4（12）,

5,7-四烯-3-基］-萘-1

-基甲酮（[2-Methyl-1

1-(morpholin-4-yl-me

thyl)-9-oxa-1-azatri

cyclo[6.3.1.04,12]do

deca-2,4(12),5,7-tet

raen-3-yl]-naphthale

n-1-ylmethanone、WIN

-55,212-2)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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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tramethylcyclopropy

l)[1-(4,4,4-trifluor

obutyl)-1H-indol-3-y

l]-methanone、XLR-1

2) 

199 萘菲酮(Naphyrone) 

200 氟-α-吡咯烷辛苯酮(F

luoro-α-pyrrolidino

（甲氧基苯基）乙酮( 

1-[1-(2-Cyclohexylet

hyl)indol-3-yl]-2-(m

ethoxyphenyl)ethanon

e)[包含其異構物 RCS-

8、3-Methoxy、4-Meth

oxy] 

194 萘-1-基 1-戊基吲唑-3

-羧酸酯(Naphthalen-1

-yl 1-pentylindazole

-3-carboxylate、SDB-

005 (naphthyl)) 

195 N-苄基-1-戊基吲哚-3-

甲醯胺(N-Benzyl-1-pe

ntylindole-3-carboxa

mide、SDB-006) 

196 ［1-（5-氟戊基）吲唑

-3-基］-萘-1-基甲酮

([1-(5-Fluoropentyl)

indazol-3-yl]-naphth

alen-1-ylmethanone、

THJ-2201) 

197 ［2-甲基-11-（𠰌啉-4

-基-甲基）-9-氧雜-1-

氮雜三環［6.3.1.04,1

2］十二碳-2,4（12）,

5,7-四烯-3-基］-萘-1

-基甲酮（[2-Methyl-1

1-(morpholin-4-yl-me

thyl)-9-oxa-1-azatri

cyclo[6.3.1.04,12]do

deca-2,4(12),5,7-tet

raen-3-yl]-naphthale

n-1-ylmethanone、WIN

-55,212-2)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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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tramethylcyclopropy

l)[1-(4,4,4-trifluor

obutyl)-1H-indol-3-y

l]-methanone、XLR-1

2) 

199 萘菲酮(Naphyrone) 

200 氟-α-吡咯烷辛苯酮(F

luoro-α-pyrrolidino



 

 

octanophenone、F-α-

POP)[包含其異構物4F-

α-POP、2-Fluoro、3-

Fluoro] 

201 2-胺基-1-（4-溴-二甲

氧基苯基）乙酮(2-Ami

no-1-(4-bromo-dimeth

oxyphenyl)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bk-2C-

B、3,5-Dimethoxy] 

202 二甲基甲基卡西酮(Dim

ethylmethcathinone)

[包含其異構物3,4-Dim

ethylmethcathinone、

2,3-Dimethyl、2,4-Di

methyl、2,5-Dimethy

l] 

203 亞甲基雙氧二甲基卡西

酮(Dimethylone、bk-M

DDMA) 

204 氟乙基卡西酮(Fluoroe

thcathinone)[包含其

異構物4-Fluoroethcat

hinone、2-Fluoro、3-

Fluoro] 

205 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

丙酮(Methoxy-α-pyrr

olidinopropiophenon

e)[包含其異構物 MOPP

P、2-Methoxy、3-Meth

oxy] 

206 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

戊酮(Methoxy-alpha-p

yrrolidinovalerophen

one、MeO-α-PVP)[包

含其異構物4-MeO-α-P

VP、2-Methoxy、3-Met

hoxy] 

207 甲苯基甲基胺丁酮(Met

hylbuphedrone)[包含

其異構物4-Methylbuph

edrone、2-Methyl、3-

Methyl] 

208 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丁

酮(Methyl-α-pyrroli

dinobutiophenone)[包

octanophenone、F-α-

POP)[包含其異構物4F-

α-POP、2-Fluoro、3-

Fluoro] 

201 2-胺基-1-（4-溴-二甲

氧基苯基）乙酮(2-Ami

no-1-(4-bromo-dimeth

oxyphenyl)eth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bk-2C-

B、3,5-Dimethoxy] 

202 二甲基甲基卡西酮(Dim

ethylmethcathinone)

[包含其異構物3,4-Dim

ethylmethcathinone、

2,3-Dimethyl、2,4-Di

methyl、2,5-Dimethy

l] 

203 亞甲基雙氧二甲基卡西

酮(Dimethylone、bk-M

DDMA) 

204 氟乙基卡西酮(Fluoroe

thcathinone)[包含其

異構物4-Fluoroethcat

hinone、2-Fluoro、3-

Fluoro] 

205 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

丙酮(Methoxy-α-pyrr

olidinopropiophenon

e)[包含其異構物 MOPP

P、2-Methoxy、3-Meth

oxy] 

206 甲氧基-α-吡咯烷基苯

戊酮(Methoxy-alpha-p

yrrolidinovalerophen

one、MeO-α-PVP)[包

含其異構物4-MeO-α-P

VP、2-Methoxy、3-Met

hoxy] 

207 甲苯基甲基胺丁酮(Met

hylbuphedrone)[包含

其異構物4-Methylbuph

edrone、2-Methyl、3-

Methyl] 

208 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丁

酮(Methyl-α-pyrroli

dinobutiophenone)[包



 

 

含其異構物 MPBP、2-M

ethyl、3-Methyl] 

209 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丙

酮(Methyl-α-pyrroli

dino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 MPPP、

2-Methyl、3-Methyl] 

210 苯基甲基胺丁酮(Buphe

drone) 

211 α-吡咯烷基苯丁酮(α

-Pyrrolidinobutiophe

none、α-PBP) 

212 α-吡咯烷基苯庚酮(α

-Pyrrolidinoheptaphe

none、PV8) 

213 α-吡咯烷基苯己酮(α

-Pyrrolidinohexiophe

none、PV7) 

214 α-吡咯烷基苯丙酮(α

-Pyrrolidinopropioph

enone、α-PPP) 

215 N,N-二甲基卡西酮(N,N

-Dimethylcathinone) 

216 乙基卡西酮(Ethcathin

one) 

217 萘代派醋乙酯(Ethylna

phthidate、HDEP-28) 

218 苯基胺己酮(Hexedron

e) 

219 甲基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3-Methoxy-2-(methyl

amino)-1-(methylphen

yl)prop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Mexedrone、

2-Methyl、3-Methyl] 

220 苯基乙基胺丁酮(N-Eth

ylbuphedrone) 

221 甲基-卡西酮(Methylca

thinone)[包含其異構

物4-Methylcathinon

e、2-Methyl、3-Methy

l；註：此項非附表二

第166項甲基卡西酮] 

222 戊烯酮(Pentedrone) 

223 羥基-苯環利定(Hydrox

y-phencyclidine、HO-

PCP)[包含其異構物3-H

含其異構物 MPBP、2-M

ethyl、3-Methyl] 

209 甲基-α-吡咯烷基苯丙

酮(Methyl-α-pyrroli

dino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 MPPP、

2-Methyl、3-Methyl] 

210 苯基甲基胺丁酮(Buphe

drone) 

211 α-吡咯烷基苯丁酮(α

-Pyrrolidinobutiophe

none、α-PBP) 

212 α-吡咯烷基苯庚酮(α

-Pyrrolidinoheptaphe

none、PV8) 

213 α-吡咯烷基苯己酮(α

-Pyrrolidinohexiophe

none、PV7) 

214 α-吡咯烷基苯丙酮(α

-Pyrrolidinopropioph

enone、α-PPP) 

215 N,N-二甲基卡西酮(N,N

-Dimethylcathinone) 

216 乙基卡西酮(Ethcathin

one) 

217 萘代派醋乙酯(Ethylna

phthidate、HDEP-28) 

218 苯基胺己酮(Hexedron

e) 

219 甲基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3-Methoxy-2-(methyl

amino)-1-(methylphen

yl)propan-one)[包含

其異構物 Mexedrone、

2-Methyl、3-Methyl] 

220 苯基乙基胺丁酮(N-Eth

ylbuphedrone) 

221 甲基-卡西酮(Methylca

thinone)[包含其異構

物4-Methylcathinon

e、2-Methyl、3-Methy

l；註：此項非附表二

第166項甲基卡西酮] 

222 戊烯酮(Pentedrone) 

223 羥基-苯環利定(Hydrox

y-phencyclidine、HO-

PCP)[包含其異構物3-H



 

 

O-PCP、2-Hydroxy、4-

Hydroxy] 

224 甲氧基西環汀(Methoxy

eticyclidine、MeO-PC

E)[包含其異構物3-MeO

-PCE、2-Methoxy、4-M

ethoxy] 

225 甲氧基苯環利定(Metho

xyphencyclidine、MeO

-PCP)[包含其異構物3-

MeO-PCP、2-Methoxy、

4-Methoxy] 

226 4-［1-（甲氧基苯基）

環己基］𠰌啉(4-[1-(M

ethoxyphenyl)cyclohe

xyl]morpholine、MeO-

PCMo)[包含其異構物3-

MeO-PCMo、2-Methox

y、4-Methoxy] 

227 去氯愷他命(Deschloro

ketamine) 

228 2-（甲氧基苯基）-2-

甲胺環己酮(2-(Methox

yphenyl)-2-(methylam

ino)cyclohex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Methox

metamine(MMXE)、2-Me

thoxy、4-Methoxy] 

229 4-氯-N-（1-（4-硝基

苯乙基）哌啶-2-亞

基）-苯磺醯胺(4-Chlo

ro-N-(1-(4-nitrophen

ethyl)piperidin-2-yl

idene)benzenesulfona

mide、W-18) 

230 （1,3-二苯基丙-2-

基）吡咯啶((1,3-Diph

enylpropan-2-yl)pyrr

olidine) 

231 2-二苯基甲基吡咯啶(2

-Diphenylmethylpyrro

lidine、Desoxy-D2PM) 

232 α-吡咯烷基噻吩戊酮

(α-Pyrrolidinovaler

othiophenone、α-PV

T) 

O-PCP、2-Hydroxy、4-

Hydroxy] 

224 甲氧基西環汀(Methoxy

eticyclidine、MeO-PC

E)[包含其異構物3-MeO

-PCE、2-Methoxy、4-M

ethoxy] 

225 甲氧基苯環利定(Metho

xyphencyclidine、MeO

-PCP)[包含其異構物3-

MeO-PCP、2-Methoxy、

4-Methoxy] 

226 4-［1-（甲氧基苯基）

環己基］𠰌啉(4-[1-(M

ethoxyphenyl)cyclohe

xyl]morpholine、MeO-

PCMo)[包含其異構物3-

MeO-PCMo、2-Methox

y、4-Methoxy] 

227 去氯愷他命(Deschloro

ketamine) 

228 2-（甲氧基苯基）-2-

甲胺環己酮(2-(Methox

yphenyl)-2-(methylam

ino)cyclohexanone)

[包含其異構物 Methox

metamine(MMXE)、2-Me

thoxy、4-Methoxy] 

229 4-氯-N-（1-（4-硝基

苯乙基）哌啶-2-亞

基）-苯磺醯胺(4-Chlo

ro-N-(1-(4-nitrophen

ethyl)piperidin-2-yl

idene)benzenesulfona

mide、W-18) 

230 （1,3-二苯基丙-2-

基）吡咯啶((1,3-Diph

enylpropan-2-yl)pyrr

olidine) 

231 2-二苯基甲基吡咯啶(2

-Diphenylmethylpyrro

lidine、Desoxy-D2PM) 

232 α-吡咯烷基噻吩戊酮

(α-Pyrrolidinovaler

othiophenone、α-PV

T) 



 

 

233 2-二苯基甲基哌啶(2-D

iphenylmethylpiperid

ine、2-DPMP) 

234 3,4-二氯派醋甲酯 (3,

4-Dichloromethylphen

idate) 

235 3-羥基芬納西泮 (3-Hy

droxyphenazepam) 

236 氟派醋乙酯 (Fluoroet

hylphenidate)[包含其

異構物4-Fluoroethylp

henidate、2-Fluoro、

3-Fluoro] 

237 氟派醋甲酯 (Fluorome

thylphenidate)[包含

其異構物4-Fluorometh

ylphenidate、2-Fluor

o、3-Fluoro] 

238 溴唑侖 (Bromazolam) 

239 氯氮唑侖 (Clonazola

m) 

240 去氯依替唑侖 (Deschl

oroetizolam) 

241 二苯基脯胺醇 (Diphen

ylprolinol、D2PM) 

242 派醋乙酯 (Ethylpheni

date) 

243 氟溴西泮 (Flubromaze

pam) 

244 氟溴唑侖 (Flubromazo

lam) 

245 派醋異丙酯 (Isopropy

lphenidate) 

246 甲氯硝西泮 (Meclonaz

epam) 

247 萘代派醋甲酯 (Methyl

naphthidate、 HDMP-2

8) 

248 硝氟西泮 (Nifoxipam) 

249 硝唑侖 (Nitrazolam) 

250 甲基-4-甲基阿米雷司 

(Methyl-4-methylamin

orex)[包含其異構物 p

ara-Methyl-4-methyla

minorex、meta-Methy

l、ortho-Methyl] 

233 2-二苯基甲基哌啶(2-D

iphenylmethylpiperid

ine、2-DPMP) 

234 3,4-二氯派醋甲酯 (3,

4-Dichloromethylphen

idate) 

235 3-羥基芬納西泮 (3-Hy

droxyphenazepam) 

236 氟派醋乙酯 (Fluoroet

hylphenidate)[包含其

異構物4-Fluoroethylp

henidate、2-Fluoro、

3-Fluoro] 

237 氟派醋甲酯 (Fluorome

thylphenidate)[包含

其異構物4-Fluorometh

ylphenidate、2-Fluor

o、3-Fluoro] 

238 溴唑侖 (Bromazolam) 

239 氯氮唑侖 (Clonazola

m) 

240 去氯依替唑侖 (Deschl

oroetizolam) 

241 二苯基脯胺醇 (Diphen

ylprolinol、D2PM) 

242 派醋乙酯 (Ethylpheni

date) 

243 氟溴西泮 (Flubromaze

pam) 

244 氟溴唑侖 (Flubromazo

lam) 

245 派醋異丙酯 (Isopropy

lphenidate) 

246 甲氯硝西泮 (Meclonaz

epam) 

247 萘代派醋甲酯 (Methyl

naphthidate、 HDMP-2

8) 

248 硝氟西泮 (Nifoxipam) 

249 硝唑侖 (Nitrazolam) 

250 甲基-4-甲基阿米雷司 

(Methyl-4-methylamin

orex)[包含其異構物 p

ara-Methyl-4-methyla

minorex、meta-Methy

l、ortho-Methyl] 



 

 

251 派醋丙酯 (Propylphen

idate) 

252 吡唑侖 (Pyrazolam) 

253 2-（3,5-二甲氧基-4-

丙氧基苯基）乙胺 (2-

(3,5-Dimethoxy-4-pro

poxyphenyl)ethanamin

e、Proscaline) 

254 2,5-二甲氧基-4-甲基

硫安非他命 (2,5-Dime

thoxy-4-methylthioam

phetamine、DOT)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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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25B-N(BOMe)2、25

B-NNBOMe) 

256 2-（4-溴-2,5-二甲氧

基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Bromo-2,5-dimethoxy

phenyl)-N-[(fluoroph

enyl)methyl]ethanami

ne、25B-NBF)[包含其

異構物25B-NBF (2C-B-

NBF)、3-Fluoro、4-Fl

uoro]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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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

phenyl)-N-[(hydroxyp

henyl)methyl]eth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25B

-NBOH (2C-B-NBOH)、3

-Hydroxy、4-Hydroxy] 

258 2-（4-氯-2,5-二甲氧

基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Chloro-2,5-dimethox

yphenyl)-N-[(fluorop

henyl)methyl]ethanam

ine、25C-NBF)[包含其

251 派醋丙酯 (Propylphen

idate) 

252 吡唑侖 (Pyrazolam) 

253 2-（3,5-二甲氧基-4-

丙氧基苯基）乙胺 (2-

(3,5-Dimethoxy-4-pro

poxyphenyl)ethanamin

e、Proscaline) 

254 2,5-二甲氧基-4-甲基

硫安非他命 (2,5-Dime

thoxy-4-methylthioam

phetamine、DOT)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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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25B-N(BOMe)2、25

B-NNBOMe) 

256 2-（4-溴-2,5-二甲氧

基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Bromo-2,5-dimethoxy

phenyl)-N-[(fluoroph

enyl)methyl]ethanami

ne、25B-NBF)[包含其

異構物25B-NBF (2C-B-

NBF)、3-Fluoro、4-Fl

uoro]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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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

phenyl)-N-[(hydroxyp

henyl)methyl]eth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25B

-NBOH (2C-B-NBOH)、3

-Hydroxy、4-Hydroxy] 

258 2-（4-氯-2,5-二甲氧

基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Chloro-2,5-dimethox

yphenyl)-N-[(fluorop

henyl)methyl]ethanam

ine、25C-NBF)[包含其



 

 

異構物25C-NBF (2C-C-

NBF)、3-Fluoro、4-Fl

uoro]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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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

oxyphenyl)-N-[(hydr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C-NBOH (2C-C-NBO

H)、3-Hydroxy、4-Hyd

roxy]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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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ylphenyl)-N-[(meth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D-NBOMe (2C-D-NBOM

e)、3-Methoxypheny

l、4-Methoxyphenyl]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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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

phenyl)-N-[(hydroxyp

henyl)methyl]eth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25E

-NBOH (2C-E-NBOH)、3

-Hydroxy、4-Hydroxy]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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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

oxyphenyl)-N-[(meth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E-NBOMe (2C-E-NBOM

e)、25E-NB3OMe、25E-

NB4OMe]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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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異構物25C-NBF (2C-C-

NBF)、3-Fluoro、4-Fl

uoro]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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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

oxyphenyl)-N-[(hydr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C-NBOH (2C-C-NBO

H)、3-Hydroxy、4-Hyd

roxy]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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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

hylphenyl)-N-[(meth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D-NBOMe (2C-D-NBOM

e)、3-Methoxypheny

l、4-Methoxyphenyl]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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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

phenyl)-N-[(hydroxyp

henyl)methyl]eth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25E

-NBOH (2C-E-NBOH)、3

-Hydroxy、4-Hydroxy]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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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

oxyphenyl)-N-[(metho

xyphenyl)methyl]etha

namine)[包含其異構物

25E-NBOMe (2C-E-NBOM

e)、25E-NB3OMe、25E-

NB4OMe]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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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5G-NBOMe 

(2C-G-NBOMe)、3-Meth

oxyphenyl、4-Methoxy

phenyl] 

264 2-(2,5-二甲氧基苯基)

-N-［（羥基苯基）甲

基］乙胺 (2-(2,5-Dim

ethoxyphenyl)-N-[(hy

droxyphenyl)methyl]e

thanamine)[包含其異

構物25H-NBOH (2C-H-N

BOH)、3-Hydroxy、4-H

ydroxy] 

265 2-（2,5-二甲氧基苯

基）-N-［（甲氧基苯

基）甲基］乙胺 (2-

(2,5-Dimethoxypheny

l)-N-[(methoxypheny

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5H-NBO

Me (2C-H-NBOMe)、25H

-NB3OMe、25H-NB4OMe] 

266 2-(4-碘-2,5-二甲氧基

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Iodo-2,5-dimethoxyp

henyl)-N-[(fluorophe

nyl)methyl]ethanamin

e)[包含其異構物25I-N

BF (2C-I-NBF)、3-Flu

oro、4-Fluoro]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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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p

henyl)-N-[(hydr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包含其異構物25I-

NBOH (2C-I-NBOH)、3-

Hydroxy、4-Hydroxy]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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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ropy

l-2,5-dimethoxypheny

-N-[(methoxyphenyl)m

ethyl]ethan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5G-NBOMe 

(2C-G-NBOMe)、3-Meth

oxyphenyl、4-Methoxy

phenyl] 

264 2-(2,5-二甲氧基苯基)

-N-［（羥基苯基）甲

基］乙胺 (2-(2,5-Dim

ethoxyphenyl)-N-[(hy

droxyphenyl)methyl]e

thanamine)[包含其異

構物25H-NBOH (2C-H-N

BOH)、3-Hydroxy、4-H

ydroxy] 

265 2-（2,5-二甲氧基苯

基）-N-［（甲氧基苯

基）甲基］乙胺 (2-

(2,5-Dimethoxypheny

l)-N-[(methoxypheny

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5H-NBO

Me (2C-H-NBOMe)、25H

-NB3OMe、25H-NB4OMe] 

266 2-(4-碘-2,5-二甲氧基

苯基）-N-［（氟苯

基）甲基］乙胺 (2-(4

-Iodo-2,5-dimethoxyp

henyl)-N-[(fluorophe

nyl)methyl]ethanamin

e)[包含其異構物25I-N

BF (2C-I-NBF)、3-Flu

oro、4-Fluoro]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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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oxyp

henyl)-N-[(hydr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包含其異構物25I-

NBOH (2C-I-NBOH)、3-

Hydroxy、4-Hydroxy]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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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propy

l-2,5-dimethoxypheny



 

 

l)-N-[(methoxypheny

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5iP-NB

OMe (2C-iP-NBOMe)、3

-Methoxyphenyl、4-Me

thoxyphenyl]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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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

ethoxyphenyl)-N-[(me

thoxyphenyl)methyl]e

thanamine)[包含其異

構物25N-NBOMe (2C-N-

NBOMe)、25N-NB3OMe、

25N-NB4OMe] 

270 2-（2,5-二甲氧基-4-

丙苯基）-N-（甲氧基

苄基）乙胺 ( 2-(2,5-

Dimethoxy-4-propylph

enyl)-N-(methoxybenz

yl)ethanamine)[包含

其異構物25P-NBOMe (2

C-P-NBOMe)、25P-NB3O

Me、25P-NB4OMe]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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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ethanamine、2C-B-F

LY) 

272 4-氯-2,5-二甲氧基苯

乙胺 (4-Chloro-2,5-d

imethoxyphenethylami

ne、2C-C) 

273 4-甲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 (4-Methyl-2,5

-dimethoxyphenethyla

mine、2C-D) 

274 3,4-二甲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 (3,4-Dime

thyl-2,5-dimethoxyph

enethylamine、2C-G) 

l)-N-[(methoxypheny

l)methyl]ethan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5iP-NB

OMe (2C-iP-NBOMe)、3

-Methoxyphenyl、4-Me

thoxyphenyl]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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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

ethoxyphenyl)-N-[(me

thoxyphenyl)methyl]e

thanamine)[包含其異

構物25N-NBOMe (2C-N-

NBOMe)、25N-NB3OMe、

25N-NB4OMe] 

270 2-（2,5-二甲氧基-4-

丙苯基）-N-（甲氧基

苄基）乙胺 ( 2-(2,5-

Dimethoxy-4-propylph

enyl)-N-(methoxybenz

yl)ethanamine)[包含

其異構物25P-NBOMe (2

C-P-NBOMe)、25P-NB3O

Me、25P-NB4OMe]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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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l)ethanamine、2C-B-F

LY) 

272 4-氯-2,5-二甲氧基苯

乙胺 (4-Chloro-2,5-d

imethoxyphenethylami

ne、2C-C) 

273 4-甲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 (4-Methyl-2,5

-dimethoxyphenethyla

mine、2C-D) 

274 3,4-二甲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 (3,4-Dime

thyl-2,5-dimethoxyph

enethylamine、2C-G) 



 

 

275 2,5-二甲氧基苯乙胺 

(2,5-Dimethoxyphenet

hylamine、2C-H) 

276 4-碘-2,5-二甲氧基苯

乙胺 (4-Iodo-2,5-dim

ethoxyphenethylamin

e、2C-I) 

277 4-硝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4-Nitro-2,5-d

imethoxyphenethylami

ne、2C-N) 

278 4-丙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4-Propyl-2,5-

dimethoxyphenethylam

ine、2C-P) 

279 4-甲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Methylthi

o-2,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2C-T) 

280 4-乙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Ethylthio

-2,5-dimethoxyphenet

hylamine、2C-T-2) 

281 4-異丙硫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4-Isoprop

ylthio-2,5-dimethoxy

phenethylamine、2C-T

-4) 

282 4-丙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Propylthi

o-2,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2C-T-7) 

283 4-三氟甲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4-Trifluo

romethyl-2,5-dimetho

xyphenethylamine、2C

-TFM) 

284 氟乙基安非他命(Fluor

oethamphetamine、FE

A)[包含其異構物2-FE

A、3-Fluoro、4-Fluor

o] 

285 β-甲基苯乙胺(β-Met

hylphenethylamine、

β-Me-PEA) 

275 2,5-二甲氧基苯乙胺 

(2,5-Dimethoxyphenet

hylamine、2C-H) 

276 4-碘-2,5-二甲氧基苯

乙胺 (4-Iodo-2,5-dim

ethoxyphenethylamin

e、2C-I) 

277 4-硝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4-Nitro-2,5-d

imethoxyphenethylami

ne、2C-N) 

278 4-丙基-2,5-二甲氧基

苯乙胺(4-Propyl-2,5-

dimethoxyphenethylam

ine、2C-P) 

279 4-甲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Methylthi

o-2,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2C-T) 

280 4-乙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Ethylthio

-2,5-dimethoxyphenet

hylamine、2C-T-2) 

281 4-異丙硫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4-Isoprop

ylthio-2,5-dimethoxy

phenethylamine、2C-T

-4) 

282 4-丙硫基-2,5-二甲氧

基苯乙胺(4-Propylthi

o-2,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2C-T-7) 

283 4-三氟甲基-2,5-二甲

氧基苯乙胺(4-Trifluo

romethyl-2,5-dimetho

xyphenethylamine、2C

-TFM) 

284 氟乙基安非他命(Fluor

oethamphetamine、FE

A)[包含其異構物2-FE

A、3-Fluoro、4-Fluor

o] 

285 β-甲基苯乙胺(β-Met

hylphenethylamine、

β-Me-PEA) 



 

 

286 2-噻吩-2-基-乙胺(2-T

hiophen-2-yl-ethylam

ine) 

287 二甲氧基苯乙胺(Dimet

hoxyphenethylamine、

DMPEA)[包含其異構物

3,4-DMPEA、2,3-Dimet

hoxy、2,4-Dimethox

y、2,6-Dimethoxy、3,

5-Dimethoxy] 

288 N-(甲氧基苄基)-3,4-

二甲氧基安非他命(N-

(Methoxybenzyl)-3,4-

dimethoxyamphetamin

e)[包含其異構物3,4-D

MA-NBOMe、meta-Metho

xybenzyl、para-Metho

xybenzyl] 

289 4-丙氧基-二甲氧基安

非他命(4-Propoxy-dim

ethoxyamph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3C-P、

2,5-Dimethoxy] 

290 （2-胺丙基）苯并呋喃

((2-Aminopropyl)benz

ofuran、APB)[包含其

異構物4-APB、5-APB、

6-APB、7-APB] 

291 溴安非他命(Bromoamph

etamine)[包含其異構

物4-Bromoamphetamin

e、2-Bromo、3-Bromo] 

292 N-（甲氧基苄基）-4-

乙基安非他命(N-(Meth

oxybenzyl)-4-ethylam

phetamine、EA-NBOMe)

[包含其異構物4-EA-NB

OMe、3-Methoxy、4-Me

thoxy] 

293 N-（甲氧基苄基）-4-

甲基甲基安非他命(N-

(Methoxybenzyl)-4-me

thylmethamphetamin

e、MMA-NBOMe)[包含其

異構物4-MMA-NBOMe、3

-Methoxy、4-Methoxy] 

286 2-噻吩-2-基-乙胺(2-T

hiophen-2-yl-ethylam

ine) 

287 二甲氧基苯乙胺(Dimet

hoxyphenethylamine、

DMPEA)[包含其異構物

3,4-DMPEA、2,3-Dimet

hoxy、2,4-Dimethox

y、2,6-Dimethoxy、3,

5-Dimethoxy] 

288 N-(甲氧基苄基)-3,4-

二甲氧基安非他命(N-

(Methoxybenzyl)-3,4-

dimethoxyamphetamin

e)[包含其異構物3,4-D

MA-NBOMe、meta-Metho

xybenzyl、para-Metho

xybenzyl] 

289 4-丙氧基-二甲氧基安

非他命(4-Propoxy-dim

ethoxyamph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3C-P、

2,5-Dimethoxy] 

290 （2-胺丙基）苯并呋喃

((2-Aminopropyl)benz

ofuran、APB)[包含其

異構物4-APB、5-APB、

6-APB、7-APB] 

291 溴安非他命(Bromoamph

etamine)[包含其異構

物4-Bromoamphetamin

e、2-Bromo、3-Bromo] 

292 N-（甲氧基苄基）-4-

乙基安非他命(N-(Meth

oxybenzyl)-4-ethylam

phetamine、EA-NBOMe)

[包含其異構物4-EA-NB

OMe、3-Methoxy、4-Me

thoxy] 

293 N-（甲氧基苄基）-4-

甲基甲基安非他命(N-

(Methoxybenzyl)-4-me

thylmethamphetamin

e、MMA-NBOMe)[包含其

異構物4-MMA-NBOMe、3

-Methoxy、4-Methoxy] 



 

 

294 （2-胺丙基）-2,3-二

氫苯并呋喃((2-Aminop

ropyl)-2,3-dihydrobe

nzofuran、APDB)[包含

其異構物5-APDB、4-AP

DB、6-APDB、7-APDB] 

295 （2-胺丙基）吲哚((2-

Aminopropyl)indole、

API) [包含其異構物5-

API、4-API、6-API、7

-API] 

296 1-（2,3-二氫苯并呋喃

-基）-N-甲基丙-2-胺

(1-(2,3-Dihydrobenzo

furan-yl)-N-methylpr

opan-2-amine、MAPDB)

[包含其異構物5-MAPD

B、4-MAPDB、6-MAPD

B、7-MAPDB] 

297 4-丙烯氧基-3,5-二甲

氧基苯乙胺(4-Allylox

y-3,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Allylesca

line) 

298 1-（8-溴苯并[1,2-b;

4,5-b]二呋喃-4-基）-

2-胺基丙烷(1-(8-Brom

obenzo[1,2-b;4,5-b]d

ifuran-4-yl)-2-amino

propane、Bromo-drago

nfly)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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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methoxyphenyl)-N-

[(3,4,5-trimeth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30C-NBOMe) 

300 2-（4-乙氧基-二甲氧

基苯基）乙胺(2-(4-Et

hoxy-dimethoxypheny

l)ethanamine)[包含其

異構物 Escaline、2,5

-Dimethoxy] 

301 茚胺基丙烷(Indanylam

inopropane、5-APDI) 

294 （2-胺丙基）-2,3-二

氫苯并呋喃((2-Aminop

ropyl)-2,3-dihydrobe

nzofuran、APDB)[包含

其異構物5-APDB、4-AP

DB、6-APDB、7-APDB] 

295 （2-胺丙基）吲哚((2-

Aminopropyl)indole、

API) [包含其異構物5-

API、4-API、6-API、7

-API] 

296 1-（2,3-二氫苯并呋喃

-基）-N-甲基丙-2-胺

(1-(2,3-Dihydrobenzo

furan-yl)-N-methylpr

opan-2-amine、MAPDB)

[包含其異構物5-MAPD

B、4-MAPDB、6-MAPD

B、7-MAPDB] 

297 4-丙烯氧基-3,5-二甲

氧基苯乙胺(4-Allylox

y-3,5-dimethoxyphene

thylamine、Allylesca

line) 

298 1-（8-溴苯并[1,2-b;

4,5-b]二呋喃-4-基）-

2-胺基丙烷(1-(8-Brom

obenzo[1,2-b;4,5-b]d

ifuran-4-yl)-2-amino

propane、Bromo-drago

nfly)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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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methoxyphenyl)-N-

[(3,4,5-trimethoxyph

enyl)methyl]ethanami

ne、30C-NBOMe) 

300 2-（4-乙氧基-二甲氧

基苯基）乙胺(2-(4-Et

hoxy-dimethoxypheny

l)ethanamine)[包含其

異構物 Escaline、2,5

-Dimethoxy] 

301 茚胺基丙烷(Indanylam

inopropane、5-APDI) 



 

 

302 N-甲基-1-（1,3-苯并

二噁茂-5-基）-丁胺(N

-Methyl-1-(1,3-Benzo

dioxol-5-yl)-But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 MB

DB、3-Butanamine(HMD

MA)] 

303 N-甲基-1-（萘-2-基）

丙-2-胺(N-Methyl-1-

(naphthalen-2-yl)pro

pan-2-amine、Methamn

etamine) 

304 3,4-亞甲基雙氧-N, N-

二甲基安非他命(3,4-M

ethylenedioxy-N,N-di

methylamphetamine、

N,N-Dimethyl-MDA) 

305 N,N-二甲基苯乙胺(N,N

-Dimethylphenethylam

ine) 

306 N-乙基-1-苯基丁-2-胺

(N-Ethyl-1-phenylbut

an-2-amine) 

307 丙基安非他命(Propyla

mphetamine) 

308 3,4-亞甲基雙氧丙基安

非他命(3,4-Methylene

dioxyproplyamphetami

ne、3,4-MDPA、MDPR) 

309 1-（氟苯基）哌嗪(1-

(Fluorophenyl)pipera

zine、FPP)[包含其異

構物2-FPP、3-Fluor

o、4-Fluoro] 

310 1-（氯苯基）哌嗪(1-

(Chlorophenyl)pipera

zine、CPP)[包含其異

構物3-CPP、2-Chlor

o、4-Chloro] 

311 1-（甲氧基苯基）哌嗪

(1-(Methoxyphenyl)pi

perazine、MeOPP)[包

含其異構物3-MeOPP、2

-Methoxy、4-Methoxy] 

312 1-（甲基苄基）哌嗪(1

-(Methylbenzyl)piper

azine)[包含其異構物

302 N-甲基-1-（1,3-苯并

二噁茂-5-基）-丁胺(N

-Methyl-1-(1,3-Benzo

dioxol-5-yl)-Butanam

ine)[包含其異構物 MB

DB、3-Butanamine(HMD

MA)] 

303 N-甲基-1-（萘-2-基）

丙-2-胺(N-Methyl-1-

(naphthalen-2-yl)pro

pan-2-amine、Methamn

etamine) 

304 3,4-亞甲基雙氧-N, N-

二甲基安非他命(3,4-M

ethylenedioxy-N,N-di

methylamphetamine、

N,N-Dimethyl-MDA) 

305 N,N-二甲基苯乙胺(N,N

-Dimethylphenethylam

ine) 

306 N-乙基-1-苯基丁-2-胺

(N-Ethyl-1-phenylbut

an-2-amine) 

307 丙基安非他命(Propyla

mphetamine) 

308 3,4-亞甲基雙氧丙基安

非他命(3,4-Methylene

dioxyproplyamphetami

ne、3,4-MDPA、MDPR) 

309 1-（氟苯基）哌嗪(1-

(Fluorophenyl)pipera

zine、FPP)[包含其異

構物2-FPP、3-Fluor

o、4-Fluoro] 

310 1-（氯苯基）哌嗪(1-

(Chlorophenyl)pipera

zine、CPP)[包含其異

構物3-CPP、2-Chlor

o、4-Chloro] 

311 1-（甲氧基苯基）哌嗪

(1-(Methoxyphenyl)pi

perazine、MeOPP)[包

含其異構物3-MeOPP、2

-Methoxy、4-Methoxy] 

312 1-（甲基苄基）哌嗪(1

-(Methylbenzyl)piper

azine)[包含其異構物



 

 

(1-(3-Methylbenzyl)p

iperazine)、2-Methy

l、4-Methyl] 

313 1,4-二苄基哌嗪(1,4-D

ibenzylpiperazine、D

BZP) 

314 1-苄基-4-甲基哌嗪(1-

Benzyl-4-methylpiper

azine、MBZP) 

315 乙醯氧基-N,N-二異丙

基色胺(Acetoxy-N,N-d

iisopropyltryptamin

e、AcO-DIPT)[包含其

異構物4-AcO-DIPT、5-

Acetoxy、6-Acetoxy、

7-Acetoxy] 

316 乙醯氧基-N,N-二甲基

色胺(Acetoxy-N,N-dim

ethyltryptamine、AcO

-DMT)[包含其異構物4-

AcO-DMT、5-Acetoxy、

6-Acetoxy、7-Acetox

y] 

317 乙醯氧基-N-甲基-N-乙

基色胺(Acetoxy-N-met

hyl-N-ethyltryptamin

e、AcO-MET)[包含其異

構物4-AcO-MET、5-Ace

toxy、6-Acetoxy、7-A

cetoxy] 

318 羥基-N,N-二乙基色胺

(Hydroxy-N,N-diethyl

tryptamine、HO-DET)

[包含其異構物4-HO-DE

T、5-Hydroxy、6-Hydr

oxy、7-Hydroxy] 

319 羥基-N,N-二異丙基色

胺(Hydroxy-N,N-diiso

propyltryptamine、HO

-DIPT)[包含其異構物4

-HO-DIPT、5-Hydrox

y、6-Hydroxy、7-Hydr

oxy] 

320 羥基-N-甲基-N-乙基色

胺(Hydroxy-N-methyl-

N-ethyltryptamine、H

O-MET)[包含其異構物4

(1-(3-Methylbenzyl)p

iperazine)、2-Methy

l、4-Methyl] 

313 1,4-二苄基哌嗪(1,4-D

ibenzylpiperazine、D

BZP) 

314 1-苄基-4-甲基哌嗪(1-

Benzyl-4-methylpiper

azine、MBZP) 

315 乙醯氧基-N,N-二異丙

基色胺(Acetoxy-N,N-d

iisopropyltryptamin

e、AcO-DIPT)[包含其

異構物4-AcO-DIPT、5-

Acetoxy、6-Acetoxy、

7-Acetoxy] 

316 乙醯氧基-N,N-二甲基

色胺(Acetoxy-N,N-dim

ethyltryptamine、AcO

-DMT)[包含其異構物4-

AcO-DMT、5-Acetoxy、

6-Acetoxy、7-Acetox

y] 

317 乙醯氧基-N-甲基-N-乙

基色胺(Acetoxy-N-met

hyl-N-ethyltryptamin

e、AcO-MET)[包含其異

構物4-AcO-MET、5-Ace

toxy、6-Acetoxy、7-A

cetoxy] 

318 羥基-N,N-二乙基色胺

(Hydroxy-N,N-diethyl

tryptamine、HO-DET)

[包含其異構物4-HO-DE

T、5-Hydroxy、6-Hydr

oxy、7-Hydroxy] 

319 羥基-N,N-二異丙基色

胺(Hydroxy-N,N-diiso

propyltryptamine、HO

-DIPT)[包含其異構物4

-HO-DIPT、5-Hydrox

y、6-Hydroxy、7-Hydr

oxy] 

320 羥基-N-甲基-N-乙基色

胺(Hydroxy-N-methyl-

N-ethyltryptamine、H

O-MET)[包含其異構物4



 

 

-HO-MET、5-Hydroxy、

6-Hydroxy、7-Hydrox

y] 

321 甲氧基-N,N-二甲基色

胺(Methoxy-N,N-dimet

hyltryptamine、MeO-D

MT)[包含其異構物4-Me

O-DMT、5-Methoxy、6-

Methoxy、7-Methoxy] 

322 羥基-N,N-二甲基色胺

(Hydroxy-N,N-dimethy

ltryptamine、Bufoten

ine、HO-DMT)[包含其

異構物5-HO-DMT、4-Hy

droxy、6-Hydroxy、7-

Hydroxy] 

323 甲氧基-α-甲基色胺(M

ethoxy-alpha-methylt

ryptamine、MeO-AMT)

[包含其異構物5-MeO-A

MT、4-Methoxy、6-Met

hoxy、7-Methoxy] 

324 甲氧基-N,N-二乙基色

胺(Methoxy-N,N-dieth

yltryptamine、MeO-DE

T)[包含其異構物5-MeO

-DET、4-Methoxy、6-M

ethoxy、7-Methoxy] 

325 甲氧基-N,N-二丙烯基

色胺(Methoxy-N,N-dia

llyltryptamine、MeO-

DALT)[包含其異構物5-

MeO-DALT、4-Methox

y、6-Methoxy、7-Meth

oxy] 

326 甲氧基 -N,N- 二丙基

色胺(Methoxy-N,N-dip

ropyltryptamine、MeO

-DPT)[包含其異構物5-

MeO-DPT、4-Methoxy、

6-Methoxy、7-Methox

y] 

327 甲氧基-N-乙基-N-異丙

基色胺(Methoxy-N-eth

yl-N-isopropyltrypta

mine、MeO-EiPT)[包含

其異構物5-MeO-EiPT、

-HO-MET、5-Hydroxy、

6-Hydroxy、7-Hydrox

y] 

321 甲氧基-N,N-二甲基色

胺(Methoxy-N,N-dimet

hyltryptamine、MeO-D

MT)[包含其異構物4-Me

O-DMT、5-Methoxy、6-

Methoxy、7-Methoxy] 

322 羥基-N,N-二甲基色胺

(Hydroxy-N,N-dimethy

ltryptamine、Bufoten

ine、HO-DMT)[包含其

異構物5-HO-DMT、4-Hy

droxy、6-Hydroxy、7-

Hydroxy] 

323 甲氧基-α-甲基色胺(M

ethoxy-alpha-methylt

ryptamine、MeO-AMT)

[包含其異構物5-MeO-A

MT、4-Methoxy、6-Met

hoxy、7-Methoxy] 

324 甲氧基-N,N-二乙基色

胺(Methoxy-N,N-dieth

yltryptamine、MeO-DE

T)[包含其異構物5-MeO

-DET、4-Methoxy、6-M

ethoxy、7-Methoxy] 

325 甲氧基-N,N-二丙烯基

色胺(Methoxy-N,N-dia

llyltryptamine、MeO-

DALT)[包含其異構物5-

MeO-DALT、4-Methox

y、6-Methoxy、7-Meth

oxy] 

326 甲氧基 -N,N- 二丙基

色胺(Methoxy-N,N-dip

ropyltryptamine、MeO

-DPT)[包含其異構物5-

MeO-DPT、4-Methoxy、

6-Methoxy、7-Methox

y] 

327 甲氧基-N-乙基-N-異丙

基色胺(Methoxy-N-eth

yl-N-isopropyltrypta

mine、MeO-EiPT)[包含

其異構物5-MeO-EiPT、



 

 

4-Methoxy、6-Methox

y、7-Methoxy] 

328 甲氧基-1-甲基-4,9-二

氫-3H-吡啶并[3,4-b]

吲哚(Methoxy-1-methy

l-4,9-dihydro-3H-pyr

ido[3,4-b]indole)[包

含其異構物 Harmaline

(駱駝蓬鹼)、6-Methox

y] 

329 α-甲基色胺(alpha-Me

thyltryptamine) 

330 N,N-二異丙基色胺(N,N

-Diisopropyltryptami

ne、DIPT) 

331 N,N-二丙基色胺(N,N-D

ipropyltryptamine、D

PT) 

332 N-甲基-N-異丙基色胺

(N-Methyl-N-isopropy

ltryptamine) 

333 N-甲基色胺(N-Methylt

ryptamine) 

334 N-（1-胺基-3,3-二甲

基-1-側氧丁-2-基）-1

-丁基-1H-吲唑-3-甲醯

胺（N-(1-Amino-3,3-d

imethyl-1-oxobutan-2

-yl)-1-but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ADB-BUTINACA） 

335 溴去氯愷他命（Bromod

eschlorok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Brom

o、3-Bromo、4-Bromo] 

336 碘去氯愷他命（Iodode

schloroket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Iodo、3-

Iodo、4-Iodo] 

337 氯乙基安非他命（Chlo

ro-N-ethylamphetamin

e、CEA）[包含其異構

物4-CEA、2- Chloro、

3- Chloro] 

338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

甲胺戊酮(Dipentylon

e) 

4-Methoxy、6-Methox

y、7-Methoxy] 

328 甲氧基-1-甲基-4,9-二

氫-3H-吡啶并[3,4-b]

吲哚(Methoxy-1-methy

l-4,9-dihydro-3H-pyr

ido[3,4-b]indole)[包

含其異構物 Harmaline

(駱駝蓬鹼)、6-Methox

y] 

329 α-甲基色胺(alpha-Me

thyltryptamine) 

330 N,N-二異丙基色胺(N,N

-Diisopropyltryptami

ne、DIPT) 

331 N,N-二丙基色胺(N,N-D

ipropyltryptamine、D

PT) 

332 N-甲基-N-異丙基色胺

(N-Methyl-N-isopropy

ltryptamine) 

333 N-甲基色胺(N-Methylt

ryptamine) 

334 N-（1-胺基-3,3-二甲

基-1-側氧丁-2-基）-1

-丁基-1H-吲唑-3-甲醯

胺（N-(1-Amino-3,3-d

imethyl-1-oxobutan-2

-yl)-1-butyl-1H-inda

zole-3-carboxamide、

ADB-BUTINACA） 

335 溴去氯愷他命（Bromod

eschloroketamine）

[包含其異構物2-Brom

o、3-Bromo、4-Bromo] 

336 碘去氯愷他命（Iodode

schloroketamine）[包

含其異構物2-Iodo、3-

Iodo、4-Iodo] 

337 氯乙基安非他命（Chlo

ro-N-ethylamphetamin

e、CEA）[包含其異構

物4-CEA、2- Chloro、

3- Chloro] 

338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

甲胺戊酮(Dipentylon

e) 



 

 

339 去甲基愷他命(Norketa

mine) 

340 墨西哥鼠尾草(Salvia 

divinorum) 

341 沙維諾林 A(Salvinori

n A) 

342 乙醯氧基-N,N-二乙基

色胺(Acetoxy-N,N-die

thyltryptamine、AcO-

DET) [包含其異構物4-

AcO-DET、5-Acetoxy、

6-Acetoxy、7-Acetox

y] 

343 α-吡咯烷基苯異己酮

(α-pyrrolidinoisohe

xanophenone、α-PiH

P) 

344 氟-去氯-N-乙基愷他命

(Fluorodeschloro-N-e

thyl-Ketamine)[包含

其異構物2-Fluorodesc

hloro-N-ethyl-Ketami

ne、3-Fluoro、4-Fluo

ro] 

345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丙

基胺丁酮（N-Propylbu

tylone，bk-PBDB） 

346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環

己胺基丙酮（N-Cycloh

exyl Methylone、3,4-

Methylenedioxy-N-Cyc

lohexylcathinone、3,

4-Methylenedioxy-α-

Cyclohexylaminopropi

ophenone、Cyputylon

e） 

347 3,4-亞甲基雙氧三級丁

基卡西酮（3,4-Methyl

enedioxy-N-tert-buty

lcathinone、D-Tertyl

one、Tertylone、MDP

T、tBuONE） 

339 去甲基愷他命(Norketa

mine) 

340 墨西哥鼠尾草(Salvia 

divinorum) 

341 沙維諾林 A(Salvinori

n A) 

342 乙醯氧基-N,N-二乙基

色胺(Acetoxy-N,N-die

thyltryptamine、AcO-

DET) [包含其異構物4-

AcO-DET、5-Acetoxy、

6-Acetoxy、7-Acetox

y] 

343 α-吡咯烷基苯異己酮

(α-pyrrolidinoisohe

xanophenone、α-PiH

P) 

344 氟-去氯-N-乙基愷他命

(Fluorodeschloro-N-e

thyl-Ketamine)[包含

其異構物2-Fluorodesc

hloro-N-ethyl-Ketami

ne、3-Fluoro、4-Fluo

ro] 

345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丙

基胺丁酮（N-Propylbu

tylone，bk-PBDB）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附表四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四 

第四級毒品（包括毒品先驅

原料，除特別規定外，皆包

括其異構物Isomers、酯類

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

Salts） 

1 二丙烯基巴比妥

（Allobarbital） 

2 阿普唑他

（Alprazolam） 

3 二乙胺苯丙酮

（Amfepramone） 

4 阿米雷斯（Aminorex） 

5 巴比妥（Barbital） 

6 甲苯異丙胺

（Benzphetamine） 

7 溴西泮（溴氮平）

（Bromazepam） 

8 丁巴比妥

（Butobarbital） 

9 卡嗎西泮（卡氮平）

（Camazepam） 

10 氯二氮平

（Chlordiazepoxide） 

11 氯巴占（甲酮氮平）

（Clobazam） 

12 氯硝西泮（可那氮平、

氯硝氮平）

（Clonazepam） 

13 氯拉 酸（氯氮平酸

鹽）（Clorazepate） 

14 氯噻西泮（氯噻氮平）

（Clotiazepam） 

15 氯噁唑他（氯 唑侖）

（Cloxazolam） 

16 可待因（Code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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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ian 

prescribes Codeine 

oral liquid 

（including syrup）

with codeine content 

附表四 

第四級毒品（包括毒品先驅

原料，除特別規定外，皆包

括其異構物Isomers、酯類

Esters、醚類Ethers及鹽類

Salts） 

1 二丙烯基巴比妥

（Allobarbital） 

2 阿普唑他

（Alprazolam） 

3 二乙胺苯丙酮

（Amfepramone） 

4 阿米雷斯（Aminorex） 

5 巴比妥（Barbital） 

6 甲苯異丙胺

（Benzphetamine） 

7 溴西泮（溴氮平）

（Bromazepam） 

8 丁巴比妥

（Butobarbital） 

9 卡嗎西泮（卡氮平）

（Camazepam） 

10 氯二氮平

（Chlordiazepoxide） 

11 氯巴占（甲酮氮平）

（Clobazam） 

12 氯硝西泮（可那氮平、

氯硝氮平）

（Clonazepam） 

13 氯拉 酸（氯氮平酸

鹽）（Clorazepate） 

14 氯噻西泮（氯噻氮平）

（Clotiazepam） 

15 氯噁唑他（氯 唑侖）

（Cloxazolam） 

16 可待因（Code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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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ian 

prescribes Codeine 

oral liquid 

（including syrup）

with codeine content 

「1-溴環戊基-2-氯苯基

甲 酮 （ (1-

bromocyclopentyl)(2-

chlorophenyl)methanone

）」為第四級毒品先驅原

料鄰-氯苯基環戊基酮(2-

Chloro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溴化後產物，經胺

化可變成第四級毒品先驅

原 料 鹽 酸 羥 亞 胺

(Hydroxylimine)，再異構

化成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Ketamine)。為預防濫用

造成社會危害，爰增訂第

二項第三十九款規定，明

定為第四級毒品先驅原

料，以加強管制。 



 

 

less than 1.0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17 地洛西泮（地洛氮平）

（Delorazepam） 

18 右旋普帕西芬複方製劑

（Dextropropoxyphene 

Mixture 

Preparation） 

19 安定（二氮平）

（Diazepam） 

20 舒樂安定（伊疊唑侖）

（Estazolam） 

21 乙氯維諾（乙氯烯醇）

（Ethchlorvynol） 

22 炔己蟻胺（環己炔胺）

（Ethinamate） 

23 氟氮平酸酯（Ethyl 

loflazepate） 

24 （刪除） 

25 芬坎法明（苯茨甲胺）

（Fencamfamin） 

26 芬普雷司（氰乙基安非

他命）

（Fenproporex） 

27 氟地西泮（氟二氮平）

（Fludiazepam） 

28 氟安定（氟路洛）

（Flurazepam） 

29 哈拉西泮（三氟氮平）

（Halazepam） 

30 鹵噁唑他（鹵 唑侖）

（Haloxazolam） 

31 凱他唑他（酮 唑侖）

（Ketazolam） 

32 勒非他命（二甲二苯乙

胺）（Lefetamine、1-

dimethylamino -1,2-

diphenyle thane、

SPA） 

33 氯普唑他（氯吡唑侖）

（Loprazolam） 

34 勞拉西泮（樂耐平）

（Lorazepam） 

35 氯甲西泮（甲基樂耐

平）（Lormetazepam） 

36 嗎吲哚（咪唑吲哚）

less than 1.0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17 地洛西泮（地洛氮平）

（Delorazepam） 

18 右旋普帕西芬複方製劑

（Dextropropoxyphene 

Mixture 

Preparation） 

19 安定（二氮平）

（Diazepam） 

20 舒樂安定（伊疊唑侖）

（Estazolam） 

21 乙氯維諾（乙氯烯醇）

（Ethchlorvynol） 

22 炔己蟻胺（環己炔胺）

（Ethinamate） 

23 氟氮平酸酯（Ethyl 

loflazepate） 

24 （刪除） 

25 芬坎法明（苯茨甲胺）

（Fencamfamin） 

26 芬普雷司（氰乙基安非

他命）

（Fenproporex） 

27 氟地西泮（氟二氮平）

（Fludiazepam） 

28 氟安定（氟路洛）

（Flurazepam） 

29 哈拉西泮（三氟氮平）

（Halazepam） 

30 鹵噁唑他（鹵 唑侖）

（Haloxazolam） 

31 凱他唑他（酮 唑侖）

（Ketazolam） 

32 勒非他命（二甲二苯乙

胺）（Lefetamine、1-

dimethylamino -1,2-

diphenyle thane、

SPA） 

33 氯普唑他（氯吡唑侖）

（Loprazolam） 

34 勞拉西泮（樂耐平）

（Lorazepam） 

35 氯甲西泮（甲基樂耐

平）（Lormetazepam） 

36 嗎吲哚（咪唑吲哚）



 

 

（Mazindol） 

37 美達西泮（美達氮平）

（Medazepam） 

38 美芬雷司

（Mefenorex） 

39 甲丙氨酯（美普巴邁）

（Meprobamate） 

40 美舒卡（Mesocarb） 

41 甲基苯巴比妥

（Methylphenobarbita

l、Mephobarbital） 

42 甲乙哌啶酮（甲乙吡啶

酮）（Methyprylon） 

43 咪達唑他（咪氟唑侖）

（Midazolam） 

44 （刪除） 

45 硝西泮（耐妥眠）

（Nitrazepam） 

46 去甲西泮（原氮平）

（Nordiazepam） 

47 鴉片（Opium）複方製

劑含量每100毫升（或

100公克）0.5公克以上

【Opium mixed 

preparations 

containing opium 

more than 0.5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48 去甲羥安定（歐沙氮

平、去甲羥氮平）

（Oxazepam） 

49 噁唑他（ 甲唑侖）

（Oxazolam） 

50 匹嗎啉(苯 唑啉）

（Pemoline） 

51 苯雙甲嗎啉（二苯甲嗎

啉）

（Phendimetrazine） 

52 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53 甲基苯乙基胺（二甲苯

乙胺）

（Phentermine） 

54 匹那西泮（丙炔氮平）

（Pinazepam） 

55 哌苯甲醇（吡苯甲醇）

（Mazindol） 

37 美達西泮（美達氮平）

（Medazepam） 

38 美芬雷司

（Mefenorex） 

39 甲丙氨酯（美普巴邁）

（Meprobamate） 

40 美舒卡（Mesocarb） 

41 甲基苯巴比妥

（Methylphenobarbita

l、Mephobarbital） 

42 甲乙哌啶酮（甲乙吡啶

酮）（Methyprylon） 

43 咪達唑他（咪氟唑侖）

（Midazolam） 

44 （刪除） 

45 硝西泮（耐妥眠）

（Nitrazepam） 

46 去甲西泮（原氮平）

（Nordiazepam） 

47 鴉片（Opium）複方製

劑含量每100毫升（或

100公克）0.5公克以上

【Opium mixed 

preparations 

containing opium 

more than 0.5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or 100 grams）】 

48 去甲羥安定（歐沙氮

平、去甲羥氮平）

（Oxazepam） 

49 噁唑他（ 甲唑侖）

（Oxazolam） 

50 匹嗎啉（苯 唑啉）

（Pemoline） 

51 苯雙甲嗎啉（二苯甲嗎

啉）

（Phendimetrazine） 

52 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53 甲基苯乙基胺（二甲苯

乙胺）

（Phentermine） 

54 匹那西泮（丙炔氮平）

（Pinazepam） 

55 哌苯甲醇（吡苯甲醇）



 

 

（Pipradrol） 

56 普拉西泮（環丙氮平）

（Prazepam） 

57 丙已君（普西卓林、甲

環乙胺）

（Propylhexedrine） 

58 焦二異丁基酮（焦洛戊

酮）（Pyrovaleron） 

59 仲丁比妥

（Secbutabarbital、

Butabarbital） 

60 替馬西泮（羥二氮平、

甲羥氮平）

（Temazepam） 

61 四氫西泮（四氫二氮

平）（Tetrazepam） 

62 乙烯比妥（乙烯丁巴比

妥）（Vinylbital） 

63 唑匹可隆

（Zopiclone） 

64 （刪除） 

65 佐沛眠（Zolpidem） 

66 二氫可待因內服液（含

糖漿劑）含量每 100 

毫升未滿 1.0 公克之

醫師處方用藥

（Physician 

prescribes 

Dihydrocodeine oral 

liquid ［ including 

syrup ］with 

dihydrocodeine 

content less than 

1.0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67 莫待芬寧

（Modafinil） 

68 美妥芬諾

（Butorphanol） 

69 特拉嗎竇（Tramadol） 

70 札來普隆（Zaleplon） 

71 伯替唑他

（Brotizolam） 

72 5-甲氧基-N,N-二異丙

基色胺（5-methoxy-N,

N-diisopropyltryptam

ine） 

（Pipradrol） 

56 普拉西泮（環丙氮平）

（Prazepam） 

57 丙已君（普西卓林、甲

環乙胺）

（Propylhexedrine） 

58 焦二異丁基酮（焦洛戊

酮）（Pyrovaleron） 

59 仲丁比妥

（Secbutabarbital、

Butabarbital） 

60 替馬西泮（羥二氮平、

甲羥氮平）

（Temazepam） 

61 四氫西泮（四氫二氮

平）（Tetrazepam） 

62 乙烯比妥（乙烯丁巴比

妥）（Vinylbital） 

63 唑匹可隆

（Zopiclone） 

64 （刪除） 

65 佐沛眠（Zolpidem） 

66 二氫可待因內服液（含

糖漿劑）含量每 100 

毫升未滿 1.0 公克之

醫師處方用藥

（Physician 

prescribes 

Dihydrocodeine oral 

liquid ［ including 

syrup ］with 

dihydrocodeine 

content less than 

1.0 gram per 100 

milliliters） 

67 莫待芬寧

（Modafinil） 

68 美妥芬諾

（Butorphanol） 

69 特拉嗎竇（Tramadol） 

70 札來普隆（Zaleplon） 

71 伯替唑他

（Brotizolam） 

72 5-甲氧基-N,N-二異丙

基色胺（5-methoxy-N,

N-diisopropyltryptam

ine） 



 

 

73 丙泊酚（Propofol） 

74 氯二甲基卡西酮

（Chlorodimethylcath

inone、CDMC） 

75  氯地西泮

（Chlorodiazepam） 

76 西布曲明

(Sibutramine) 

77 2-［雙（4-氟苯基）甲

基亞磺醯基］-N-甲基

乙醯胺(2-[Bis(4-

fluorophenyl)methyls

ulfinyl]-N-

methylacetamide、N-

Methylbisfluoromodaf

inil) 

毒品先驅原料 

1 麻黃 （Ephedrine） 

2 麥角新

（Ergometrine、

Ergonovine） 

3 麥角胺

（Ergotamine） 

4 麥角酸（Lysergic 

acid） 

5 甲基麻黃

（Methylephedrine） 

6 去甲麻黃 （新麻黃 ）

（Phenylpropanolamine

、Norephedrine） 

7 假麻黃

（Pseudoephedrine） 

8 鹽酸羥亞胺

（Hydroxylimine、

HCl） 

9 鄰-氯苯基環戊基酮（o-

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2-Chloro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o-

Chlorobenzoylcyclopen

tane） 

10 2-苯基乙醯基乙腈

（alpha-

73 丙泊酚（Propofol） 

74 氯二甲基卡西酮

（Chlorodimethylcath

inone、CDMC） 

75  氯地西泮

（Chlorodiazepam） 

76 西布曲明

(Sibutramine) 

77 2-［雙（4-氟苯基）甲

基亞磺醯基］-N-甲基

乙醯胺(2-[Bis(4-

fluorophenyl)methyls

ulfinyl]-N-

methylacetamide、N-

Methylbisfluoromodaf

inil) 

毒品先驅原料 

1 麻黃 （Ephedrine） 

2 麥角新

（Ergometrine、

Ergonovine） 

3 麥角胺

（Ergotamine） 

4 麥角酸（Lysergic 

acid） 

5 甲基麻黃

（Methylephedrine） 

6 去甲麻黃 （新麻黃 ）

（Phenylpropanolamine

、Norephedrine） 

7 假麻黃

（Pseudoephedrine） 

8 鹽酸羥亞胺

（Hydroxylimine、

HCl） 

9 鄰-氯苯基環戊基酮（o-

Chlor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2-Chlorophenyl 

cyclopentyl ketone、

o-

Chlorobenzoylcyclopen

tane） 

10 2-苯基乙醯基乙腈

（alpha-



 

 

Acetylphenylacetonit

rile、APAAN) 

11 苯基丙酮（Phenyl-2-

propanone、P2P) 

12 去甲羥嗎啡酮

（Noroxymorphone） 

13 氯麻黃

（Chloroephedrine） 

14 氯假麻黃

（Chloropseudoephedr

ine） 

15 2-溴-4-甲基苯丙酮

（2-Bromo-4-

methylpropiophenone

） 

16 三級丁氧羰基去甲基愷

他命(N-Boc-

Norketamine） 

17 4-苯胺-N-苯乙基-4-哌

啶（ANPP） 

18 N-苯乙基-4-哌啶酮

（NPP） 

19 三級丁氧羰基愷他命

（N-Boc-Ketamine、

tert-Butyl(2-(2-

Chlorophenyl)-2-

(methylamino)cyclohexa

none）） 

20 3-氧-2-苯基丁酸甲酯

（Methyl-3-oxo-2-

phenylbutyrate） 

21 氟苯基丙酮

（Fluorophenylacetone

） 

22 甲氧基苯丙酮

(Methoxyphenylacetone) 

23 4-苯胺哌啶(4-

Anilinopiperidine、4-

AP) 

24  2-碘-甲基苯丙酮(2-

Iod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Methyl、

2-Methyl、3-Methyl] 

25  氟麻黃鹼

(Fluoroephedrine)[包含

其異構物4-

Acetylphenylacetonit

rile、APAAN) 

11 苯基丙酮（Phenyl-2-

propanone、P2P) 

12 去甲羥嗎啡酮

（Noroxymorphone） 

13 氯麻黃

（Chloroephedrine） 

14 氯假麻黃

（Chloropseudoephedr

ine） 

15 2-溴-4-甲基苯丙酮

（2-Bromo-4-

methylpropiophenone

） 

16 三級丁氧羰基去甲基愷

他命(N-Boc-

Norketamine） 

17 4-苯胺-N-苯乙基-4-哌啶

（ANPP） 

18 N-苯乙基-4-哌啶酮

（NPP） 

19 三級丁氧羰基愷他命

（N-Boc-Ketamine、

tert-Butyl(2-(2-

Chlorophenyl)-2-

(methylamino)cyclohexa

none）） 

20 3-氧-2-苯基丁酸甲酯

（Methyl-3-oxo-2-

phenylbutyrate） 

21 氟苯基丙酮

（Fluorophenylacetone

） 

22 甲氧基苯丙酮

(Methoxyphenylacetone) 

23 4-苯胺哌啶(4-

Anilinopiperidine、4-

AP) 

24  2-碘-甲基苯丙酮(2-

Iod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Methyl、

2-Methyl、3-Methyl] 

25  氟麻黃鹼

(Fluoroephedrine)[包含其

異構物4-



 

 

Fluoroephedrine、2-

Fluoro、3-Fluoro] 

26 2-胺基-5-硝基二苯酮

(2-Amino-5-

nitrobenzophenone) 

27 苄基吩坦尼

（Benzylfentany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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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氯-甲基苯丙酮（2-

Chlor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2-Methyl、3-

Methyl] 

30 2-氟-甲基苯丙酮（2-

Fluor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2-Methyl、3-

Methyl] 

31 氯苯基丙酮

(Chlorophenylacetone

)[包含其異構物2-

Chloro、3-Chloro、4-

Chloro] 

32 2-(2-氯苯基)-2-硝基

環己酮(2-(2-

Chlorophenyl)-2-

nitrocyclohexanone) 

33 2-(2-氯苯基)-2-羥基

環己酮(2-(2-

Chlorophenyl)-2-

hydroxycyclohexanone

） 

34 溴苯基丙酮

（Bromophenylacetone

） [包含其異構物2-

Bromo、3-Bromo、4-

Bromo] 

35 碘苯基丙酮

（Iodophenylacetone

） [包含其異構物2-

Fluoroephedrine、2-

Fluoro、3-Fluoro] 

26 2-胺基-5-硝基二苯酮(2-

Amino-5-

nitrobenzophenone) 

27 苄基吩坦尼

（Benzylfentanyl）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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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2-氯-甲基苯丙酮（2-

Chlor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2-Methyl、3-

Methyl] 

30 2-氟-甲基苯丙酮（2-

Fluoro-

methylpropiophenone

）[包含其異構物4-

Methyl、2-Methyl、3-

Methyl] 

31 氯苯基丙酮

(Chlorophenylacetone

)[包含其異構物2-

Chloro、3-Chloro、4-

Chloro] 

32 2-(2-氯苯基)-2-硝基

環己酮(2-(2-

Chlorophenyl)-2-

nitrocyclohexanone) 

33 2-(2-氯苯基)-2-羥基

環己酮(2-(2-

Chlorophenyl)-2-

hydroxycyclohexanone

） 

34 溴苯基丙酮

（Bromophenylacetone

） [包含其異構物2-

Bromo、3-Bromo、4-

Bromo] 

35 碘苯基丙酮

（Iodophenylacetone

） [包含其異構物2-



 

 

Iodo、3-Iodo、4-

Iodo] 

36 4-苯胺哌啶-1-羧酸三級

丁基酯(tert-Butyl 4-

(phenylamino)piperid

ine-1-carboxylate) 

37 去吩坦尼(Norfentanyl) 

38 2-溴-3,4-亞甲基雙氧苯

丙酮(2-Bromo-3,4-

(methylenedioxy)prop

iophenone) 

39 1-溴環戊基-2-氯苯基甲

酮（(1-

bromocyclopentyl)(2-

chlorophenyl)methano

ne） 

Iodo、3-Iodo、4-

Iodo] 

36 4-苯胺哌啶-1-羧酸三級

丁基酯(tert-Butyl 4-

(phenylamino)piperid

ine-1-carboxylate) 

37 去吩坦尼(Norfentanyl) 

38 2-溴-3,4-亞甲基雙氧苯

丙酮(2-Bromo-3,4-

(methylenedioxy)prop

iophe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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