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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盤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Outl ine an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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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沿革

公司概要

常盤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英文：TOKIWA Pharmaceutical Co., Ltd.）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港島中町 6-13-1　Noevir 神戶大樓

1954 年 2 月

4,301,265 千日圓
[ 股東占比 ]  株式會社 Noevir 控股 100%

董事長     中野　正隆
總經理 　  三谷    明

董事                        田井中　真佐男
董事                        松下    幸藏　　　　　　
董事                        中田　和樹　　　

 
 　

常務董事                         純一

 　

常務監事　　　　　  橋口　由岐子
（截至 2022 年11月24日為止）

常盤藥品工業　357 人
常盤 Medical Service　300 人
加總　657 人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為止）

製造販售醫藥品・醫藥部外品、食品、化妝品等

[ 總公司 ]　東京、神戶
[ 所在地 ]　仙台、東京、名古屋、神戶、廣島、福岡
[ 工　廠 ]　三重
[ 研究所 ]　滋賀（集團綜合研究所）

株式會社 Noevir 控股
株式會社 Noevir
株式會社 Bonanza
株式會社常盤 Medical Service

成立常盤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成為株式會社 Noevir 的子公司
作為株式會社Noevir 重整子公司的一部分，3家子公司（常盤藥品工業、NOV、SANA）合併
由於組織重整，從株式會社Noevir 調動為株式會社Noevir 控股的子公司

介紹常盤藥品工業的公司概要與沿革。

公司名稱

地　　址

成立日期

資 本 額

董　　事

員工人數

事業內容

事 業 處

集團企業

1954 年 2 月
2002 年 9 月
2004 年 9 月
2011 年 6 月

沿革



Message from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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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標語

常盤藥品工業將

「健康好生活 天天開心 創造心動感的企業」揭示為企業標語，

透過提供醫藥品・醫藥部外品、食品、化妝品等顧客需要且喜愛的商品和服務，

提供令顧客怦然心動，身心健康，活力充沛的獨特商品與服務。



Main Act iv i t ies

04

事業內容

市售的醫藥品･醫藥部外品

包含 1968 年上市的長銷商品̶̶第 3 類醫藥品的『南天喉糖』在內，
於藥局・藥店、藥妝店販售滋補強身和身體疲勞時有效補充營養的飲品『Gulon Vita』和『Vita C』等。

自古以來，人們認為『南天喉糖』的有效成分「南天竹果實萃取物」能夠有效治療咳嗽和喉嚨不適。
原本是食品成分的「南天竹果實萃取物」，藥效獲得認可，於 1978 年被指定為醫藥品的成分。
能夠用於止咳化痰藥類中的「糖錠（糖果）」的有效成分中，原本不包含「南天竹果實萃取物」，但是因為長年的銷售成績，
唯獨採取「添加南天竹果實萃取物的醫藥品喉糖」這種獨特形式的『南天喉糖』，特別獲得認可。

除了基本的黑糖口味之外，還有講究蜂蜜圓潤口感的各種風味，種類豐富。
此外，亦對容器下一番巧思，開口呈夾鏈的袋狀包裝攜帶方便，廣受好評。

重視長期愛用的顧客，並且將「醫藥品喉糖」的價值傳達給年輕世代，
常盤藥品工業的理念，是培養該品牌成為長銷商品。

有效治療喉嚨不適【南天喉糖】

介紹常盤藥品工業的各種事業內容。

提供寄放成藥

亦提供商品至以「隨時安心♪我家的『藥箱』（寄放成藥）」而知名的寄放成藥的行銷通路。
「寄放成藥」是將成藥放在家裡的藥箱中，日後支付使用部分費用的系統，
這種「賣藥商人」的「先用後利※」的精神，廣受利用了 300 多年。

常盤藥品工業自從創立以來，總是以顧客的健康和笑容為首要考量，製造「寄放成藥」。
今後也會持續開發提倡自我藥療的現代社會所適合的商品，透過寄放成藥的行銷通路提供給顧客。

※ 先用後利是指，「以寄放好藥，對患者有用為首要考量，獲利是其次」這種寄放成藥的服務精神。



* 豆乳發酵液（保濕成分）中，含有異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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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於便利商店、超市、量販店、藥妝店、高速公路服務區等地，販售協助努力工作、
唸書準備考試、駕駛等對象，提振精神的機能性飲品『眠眠打破』、『強強打破』、『激強打破』，
及有助養顏美容的『BEAUPOWER』、碳酸飲料、健康輔助食品等產品。

常盤藥品工業在 1997 年為支持努力打拼的人群而發售【眠眠打破】。
而後又相繼在 2006 年推出『強強打破』，2015 年推出振奮精神和活力生活雙重立點的『激強打破』。

值得託付的 1 瓶飲品而亮相。
為追求更進一步，2021 年 4 月針對味道和包裝再次進行產品升級 *。

當代生活更加多樣化，一日之初，一飲而盡，

為充沛無限的生活加油！【眠眠打破】

化妝品

SANA

* 激強打破只升级包装。

特色在於開發獨特且領先趨勢，具有原創性的商品。
以平易近人的價格，提供高附加價　的化妝品。

備有種類豐富的商品，像是含有大豆異黃　　
* exceL」、BB霜和隔離霜廣受歡迎的「毛孔職人」等，
以日本全國的雜貨店和藥妝店為主，在化妝品專賣店、量販店等約20,000家店販售。

值

酮

異黃　因含於大豆而廣為人知，作為有益美容的成分，持續備受關注。
常盤藥品工業很早就著眼於異黃　，
企劃開發使肌膚豐盈彈嫩的護膚系列「豆乳本鋪」。
因天然材質的舒適使用感，受到廣泛年齡層愛用。
自從2004年2月上市以來，系列累計販售個數突破1.8億個。(截至2022年2月為止)
同時也還在不斷進化，例如「保濕系列」將於2022年2月升級上市等。

酮

酮

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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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TOKYO RICH CASUAL

1996 年上市。
多效合一，能
有眉筆、眼線筆、睫毛膏等商品。

多效合一！【SANA New Born】

自從 2006 年上市以來，以 BB 乳霜和粉底為主，

隱藏毛孔不脫妝【毛孔職人】

NOV

以「基於臨床皮膚醫學，為您的肌膚著想，解決您的肌膚煩惱」為理念，
在皮膚專科醫師的協助下，開發、提供保養品（醫藥部外品）、化妝品等商品。

『NOV』是於 1985 年，在皮膚科醫師們的協助下開發的低刺激化妝品。

「有沒有煩惱肌膚問題的人也能使用的化妝品呢？」

開發，受到許多有敏感肌膚煩惱的顧客支持。

從商品的企劃、開發階段，就和許多皮膚科醫師討論，
並且在實際有肌膚煩惱的患者協助下，進行臨床實驗。
且將該實驗結果寫成論文，刊載於皮膚科學術雜誌等刊物。

和有肌膚煩惱的您攜手前進【NOV】

提供符合「想要跟上時代趨勢，

至今創造出許多熱銷商品。

因無需技巧的使用方便性和優質的妝感而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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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飲品代工

活用醫藥品製造企業的軟體和硬體，基於 GMP（醫藥品的製造管理及品質管理相關的標準），拓展營養飲品的代工事業。

位於三重縣伊賀市的三重工廠，於 2015 年增設飲品製造線。
提升產能和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強化了品質管理體制。提供高品質的商品，滿足客戶的需求。
亦可舉辦針對客戶的工廠參觀會。

前往三重工廠介紹網頁的連結

https://www.tokiwayakuhin.co.jp/cojp/company/factory-mie.aspx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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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處一覽表

總公司

郵遞區號 107-0062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1-2-6　Lattice Aoyama Square 5F東京總公司

郵遞區號 650-8521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港島中町 6-13-1　Noevir 神戶大樓神戶總公司

事業處

郵遞區號 980-0021　宮城縣仙台市青葉區中央１-6-35 東京建物仙台大樓 12Ｆ
NOV　仙台辦公室　

東北地區事業處

郵遞區號 107-0062　東京都港區南青山 1-1-1 Shin Aoyama Bldg.west17F
SANA 營業部 1科, 2科
健康管理（營業）
NOV　京第一，第二，第三分店

關東地區事業處

郵遞區號 460-0008　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榮 2-3-1  名古屋廣小路大樓 10F
NOV 名古屋辦公室　

中部地區事業處

郵遞區號 650-8521　兵庫縣神戶市中央區港島中町 6-13-1　Noevir 神戶大樓
SANA 營業部 3科
寄放成藥　　　
NOV 神戶辦公室　

關西地區事業處

郵遞區號 730-0036　廣島縣廣島市中區袋町 3-17-Shishinyo- Bldg. 10F　
NOV 廣島辦公室　

中國地區事業處

郵遞區號 810-0001　福岡縣福岡市中央區天神 1-2-12 MetLife 天神大樓 9樓
NOV 福岡辦公室　　

九州地區事業處



09

工廠＆研究所

郵遞區號 518-1151　三重縣伊賀市白樫字永谷 2604-5三重工廠

郵遞區號 527‐8588　滋賀縣東近江市岡田町 112-1集團綜合研究所



Group Bus 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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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公司

株式會社Noevir控股

介紹常盤藥品工業的集團公司。

Noevir 集團主要以化妝品事業為主，拓展醫藥、食品事業等多種事業。
株式會社 Noevir 控股是經營管理整個 Noevir 集團的控股公司。2012 年 8 月 31 日，被指定為東京證券交易所第一部的公司。
（能夠瀏覽集團資訊、新聞稿、股東・投資者資訊等。）

www.noevirholdings.co.jp

株式會社Noevir

作為草本護膚的先驅，基於獨家的植物研究和最新的皮膚科學，製造販售天然且機能性高的化妝品、醫藥部外品的公司。
以高級基礎化妝品為主，透過販售代理店、直營店、郵購，拓展事業。

www.noevir.co.jp

株式會社Bonanza

研究開發、製造販售化妝品、醫藥部外品及營養補充品的化妝品 OEM 廠商。提供安心、安全且高品質的 OEM 化妝品。

bonanza.noevir.co.jp

株式會社常盤Medical Service

寄放成藥販售事業的公司。集結集團的所有研究開發、商品企劃的能力，獻上高品質的商品。

www.tokiwa-m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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