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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1/10
「UDR日本專利-濃密

膠原蛋白粉」
食品 網路 磐石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美肌功效:促進膠原蛋白生成……原廠實驗結果:每日補給11%的膠原蛋白比較 實驗組

（補充口服膠原蛋白）比控制組（補充從食物來源的膠原蛋白）高出34%!有效實證……美肌

功效:肌膚彈性與塑性……每天飲用含6克膠原胜肽飲彈性與塑性提高……提升鎖水力……測

左頰水分蒸發量……每天飲用含6克膠原胜肽飲水分蒸發量減少……」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

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6萬元

2 2017/1/10
「天然補品元氣蔬菜~

乾燥牛蒡」
食品 網路 燁然農產有限公司

「……吸附膽固醇和脂肪排出體外……排除老化因子產生抗氧化作用……抑制凝固血液的血

小板，促進血液循環，進行修復作用……消滅感冒病菌或病毒，提升人體免疫力……清除腸

內穢物促進腸胃通暢……排除體內多餘的水分……發揮整腸作用……減緩身體吸收葡萄糖的

速度，以降低血糖值……」等誇張或使消費者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3 2017/1/13

「【穆拉德一氧化

氮】晶靚膠囊2瓶組（

葉黃素、金盞花）」

食品 網路
臺灣穆拉德生物醫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健眼睛……晶亮有神視野清晰……葉黃素可吸收照射道黃斑區對眼睛有害的藍光，

避免藍光產生的自由基傷害黃斑部……」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5萬元

4 2017/1/16 「芝絲靈」 食品 網路 成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免疫系統失調、機能降低所導致的一些文明病，其實這些所謂棘手文明病，幾乎都是

在個人的免疫系統機能失調、抵抗力差的時候趁虛而入所引起的，相對的，只要能天天保養

自己的身體，維持良好的免疫系統，相信這些惡疾絕對會與你無緣的。生理期的女性、經期

症候群、婦女病症、風濕免疫、初期癌症者的最佳補品……」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

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5 2017/1/17 「純天然秋薑黃粉」 食品 網路
三五農創有限公司

「……薑黃中的『多羥基薑黃素衍生物』，才是預防阿滋海默症的關鍵成分。完整的食物就

是天賜的良物……薑黃有助於減肥，或是減少血栓，減緩失智，就是因為它很容易與脂肪融

合……薑黃5食材護肝不疲勞……容易累、煩躁憂鬱、眼睛乾澀、體臭、口乾、頭皮出油，許

多找不到原因的病痛和不適，其實都是肝不好的徵兆，透過五種家常食材，就能修護肝機能

，提高肝臟解毒力……超級香料薑黃 抗癌養生解毒之王……」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

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6 2017/1/17

「薑黃抗發炎、大蒜

護心!5香料提升抵抗

力」

食品 網路
早安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薑黃抗發炎……科學家發現以咖哩為主食的印度人罹患阿滋海默症比例遠低於其它民

族，而薑黃就是咖哩的主要成份之ㄧ，其豐富的抗氧化及抗發炎的特性，可以減輕類風濕性

關節炎所帶來的疼痛，及預防糖尿病及心臟病……」等誇大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7 2017/1/17 「極雪靚膠囊」 食品 網路 鄧○元

「……夏天不怕曬的秘密 白皙美人神器……膚色不均或痘痘一堆……食用一週，效果看到見

……不用再花大把鈔票打美白針了 原本膚色不均或曬黑的部位都改善了……讓我肌膚超保濕

不脫妝 連身上的痘疤都越來越不明顯了 要避免痘痘就要注重清潔跟保濕，極雪靚幫你從身

體由內而外改善……極雪靚究竟多厲害……給你全身白皙的好肌膚 雀斑、疤痕越來越不明顯

了 痘痘肌膚也離我遠去了 肌膚保濕Q彈不脫妝 細紋也變少了 常熬夜喝酒傷肝也需要 促進

血液循環，活化肌膚 女性私密處保養……肉眼看見白皙……這是我吃兩個禮拜的效果呦!沒

修圖(佐以使用前後對照示意圖)……只有7天就有這樣的效果(佐以使用前後對照示意圖)……

我們在問客人見證部分 目前問20位都ㄧ週左右就看到效果……我男友幫我拍背 疤淡化很多

喔……手背也白囉……」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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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7/1/18
「大漢酵素御藏千養

樟芝酵素膏」
食品 電視 帥群國際有限公司

「……拉黑、拉臭、拉毒、拉肥胖就是今天，你如果一個禮拜選一天少吃配合酵素膏，你瘦

很快，我們很多人這樣試都成功……如果一個禮拜維持一天少吃，那天只吃2包，多喝一點水

，瘦2公斤，這我們自己的經驗，2公斤……台灣的癌症比例很高，所以你看牛樟芝，它有這

麼多的效果(抗癌 保肝 抗發炎 抗氧化 保護神經 去斑 美白)這是書上寫的……拉臭、拉

黑、拉毒、拉肥胖，尤其長期熬夜的人，你被肥胖所苦的男性、女性，拉肥胖，深層的脂肪

就是毒素，就是肥胖……」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0萬元

9 2017/2/6

「【奇香妙草】

Health Vinegar檸檬

薑蒜蜜醋x4」

食品 網路
昭晨廣告行銷有限公司

「……日常飲用維護心臟、血管循環系統，對危險因子造成的危害有預防作用……『奇妙香

草』檸檬薑蒜蜜醋的五大重要成份 蘋果 薑 檸檬 蒜頭 蜂蜜……【生活小常識】大蒜……可

增加巨噬細胞的活性，對心臟血液循環系統的危險因子，有一定程度的作用與預防……薑…

…薑酮對發炎有幫助……薑醇類含抗氧化成分，對心臟血液循環有幫助……蘋果……對膽固

醇、脂肪熱量、鹽分代謝；對便秘、促進鉛、汞、錳的排放；對血糖升降、血液循環有幫助

……檸檬……對心臟血液循環有助益……蜂蜜……對血糖穩定有幫助……大蒜重要的活性成

分，可增加巨噬細胞的活性，對心臟、血液的循環系統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對危險因子有一

定程度的預防作用……」等述及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10 2017/2/8 「滂聖暢60C軟膠囊」 食品
平面

(傳單)
謝○育

「……排尿問題交給它 有夜尿、頻尿、殘尿、排尿困難的問題嗎？……有效打擊酸痛、肩膀

僵硬……補血……不再抽筋與酸痛……搶救視力不再霧茫茫 流目油、眼睛痠澀、視力退化、

好幫手……增強記憶讓你好腦力 跟忘東忘西說掰掰……膝蓋不再酸痛麻……20天享瘦……強

肝解毒……心臟血管保養聖品……跟膽固醇說再見 遠離中風的威脅……告別便秘的開始…

…」等涉及誇張或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第 2 頁，共 5 頁



序號 裁處日期 產品名稱
產品

類別

媒體

類別
受處分人 違規情節 違反法條 罰鍰金額

11 2017/2/21 「仙桃牌通汝飲」 食品 網路
仁壽製藥有限公司

「……我屬於奶少到可憐的媽媽……仙桃牌通汝飲 持續飲用慢慢的有漲痛感，奶水慢慢的在增加中……今天

早上剛收到仙桃牌通汝飲，馬上拿來喝，過十分鐘左右，馬上有感覺！馬上抓寶寶過來吸，果然有效，奶水太

多寶寶還嗆到！當寶寶喝完母奶時，我的奶水還在用噴的！效果很好喔……我已使用第二月的通汝飲了……覺

得我經痛的痛苦改善很多 這個月居然沒有一點經痛的感覺 也沒有血塊 經血也比較順……知名豐胸老品牌竟

然出了即拆即飲、方便取用、收放與攜帶的杯杯密封裝通乳飲……生理前原本身體都會有些不舒服的情況，像

是生理痘、肚子悶痛、頭痛……連續每天飯後喝了以後有助調整體質，幫我輕鬆渡過生理期間的不舒服，較沒

有冒出痛痛難看的生理痘，肚子較不會悶痛……我是那種睡了起來會頭暈痛痛的人，可是起來我卻沒有那種頭

暈痛痛的感覺，而且起來也不會很不舒服還是腰酸背痛的……女兒也說生理期的問體改善很多 排的乾淨……

我是一個很容易長痘痘的人，需要常常去皮膚科拿藥的人，而且痘痘也不太會好，喝了十天我發現，我的痘痘

減少了許多，連我身邊的朋友都訝異我的臉上怎麼比較沒有這麼多痘痘……經朋友推薦說喝了仙桃牌通汝飲可

調理身體，尤其生過小孩哺乳者更佳，胸部乳腺暢通……可補充氣血，幫助氣血循環，生理痛……黃耆擅長補

中益氣；當歸調經止痛、眩暈；魚膠原蛋白可強化關節……桑葚中的脂肪酸具有分解脂肪、降低血脂，防止血

管硬化等作用；白朮可健脾益氣；川芎可活血行氣……改善經期前的痘痘臉蛋，還有經期前腰酸背痛情形……

喝了通汝飲神奇的東西，母奶還會增加一些流量……剛好現在寶寶正在追奶，媽媽的ㄋㄟㄋㄟ已經好久沒有漲

漲的感覺了……持續喝了五天……之後胸部就有了久違的漲漲的感覺……不用再擔心兒子會吃不飽了……之後

查了一下通汝飲這個商品，看見好多人分享自己的胸部有變大，我也是其中一位想變大的女孩兒……未飲用前

我每一次的月經都會痛到生不如死 但喝了通汝飲這次月經來我的經痛減緩了許多呢……能讓小胸部的UpUp 也

能讓長期被經痛困擾的人少了這個煩惱……暢通血路的功效……我自己本身有體質燥熱痰濕淤積的問題，有段

時間去中醫門診調理身體，但是也不是這麼方便都有時間可以去,現在有了這份調理體質的好幫手，我在也不

怕沒時間去看中醫了……經過十日體驗天天飲用，我發現我臉上原本因為躁熱有一些痘子慢慢少了一些，腸胃

這幾天也順暢了一些，感覺有把體內一些不好的毒素排除……我想我再過一個月應該能夠把身體一些不好的毒

素慢慢排出，臉上也光滑了一些……一天一顆通乳飲，讓我容光煥發臉上不再坑坑疤疤……以前就知道女孩經

歷生理期前後，需要好好保養，以免宮寒，手腳冰冷和肚子不舒服的狀況發生……現在仙桃牌中醫團隊經過百

年傳承，嚴選漢方，遵循古法炮製，送來便利又滋補的通汝飲。以前生理期來腹部都會悶痛，手腳也會特別冰

冷，心情也跟著鬱卒，但這次剛好喝完8顆通汝飲，感覺肚子不再那麼悶痛……相信持續飲用下去一定會更滋

補血氣……我是一位家庭主婦，需要做很多家事，還要照顧2個小孩，常常忙到身體都腰痠背痛，可是我喝了

通汝飲以後，我發現比較不會身體不舒服，連女生害怕的生理痛，也沒有了。喝了十天，肌膚表面變得健康細

滑潤澤，通汝飲能增強皮膚的自我防禦能力，令肌膚能處於最佳的狀態……」等述及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

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12 2017/2/21 「冬蟲夏草普洱茶」 食品 網路
希而頓股份有限公司

「……為什麼要喝普洱茶 茶葉具有多種的保健作用，主要是來自其抗氧化能力。研究證實，

茶葉內含有特殊兒茶素成分也稱為茶多酚，可以抗氧化、抗衰老及維持心血管系統健康……

茶褐素一方面保持了茶多酚的許多功效特性，如抗氧化、抗腫瘤、抑制某些有害微生物，同

時還多了茶多酚中沒有的功能，如普洱茶中的茶褐素能夠強力結合油脂，抑制人體吸收，顯

著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抗氧化物質，可有效降低血中脂防及降低膽固醇…

…可有效降低血中脂肪及降低膽固醇……協助脂肪的分解和消化……幫助增強身體燃燒脂肪

的能力……」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13 2017/2/22
「【野薑園】秋薑黃

粉(150g)」
食品 網路

智億國際有限公司

「……屬於祛瘀活血藥的薑黃……功效為經止痛、破血行氣，主治癥瘕血塊、月經不通、腹

中氣脹、胸腹痛、風痹臂痛、撲損瘀血等症，薑黃也認為是芳香健胃利膽劑，兼有止血、袪

風、經通、鎮痛作用，也可用於腸胃炎、黃疸、腹痛，胃痛等症。這些看起來聽起來很玄的

症狀與描述，現在西方醫學認為大部份都與發炎現象或前列腺素的作用相關，由此可知，薑

黃在抗發炎上似乎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1.薑黃的獨特活性成分有豐富的醫療價值2.薑黃素

有互肝效果3.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4.具有天然的抗發炎成分5.能預防甚至對抗癌症6.具有優

異減肥效果7.能提升BDNF(Brainderived neurotrophy factor,腦衍生神經滋長因子)，改善

大腦功能,減少腦部退化8.能降低多種新血管疾病的風險因子9.能預防極治療阿茲海默症10.

能加強血糖控制，改善糖尿病11.對於關節炎有改善之效果12.有抗憂鬱效果13.能延緩老化，

減少老年化性疾病14.能增加身體抗氧化劑的存量……」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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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17/2/22
「UDR特濃雪姬晶-穀

胱甘肽美妍錠」
食品 網路

磐石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吃的醫美級保養……口服GSH後GOT、GPT明顯下降……更水潤Q彈……不僅壓力大而且

更擔心受到太陽公公的毒害~出門都帶著UDR雪姬晶美妍錠，哈~超有效的!艷夏我也沒在怕…

…」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8萬元

15 2017/2/22 「顏皙美白膠囊」 食品 網路 明崒有限公司

「……出門擦防曬 還是一樣曬的黑漆漆的嗎?醫美打一劑幾千元起跳的美白針 皮膚還是一樣

暗沉嗎? 女人救星 無論妳是黃皮膚 黑皮膚 或者皮膚粗糙不夠細嫩~!! 不要怕~週週熱銷千

盒的《顏皙》 讓妳擁有滑嫩透亮的肌膚……如果我們的產品沒效~那請你也不需要在考慮其

他美白產品~……」等涉及誇張或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7萬元

16 2017/3/31 「玄上陛-沉香茶」 食品 網路

宏炬德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此罐裝沉香飲料含有高含量的高抗氧化性的『沒食子兒茶素』……依循據養生資料訊

雜誌一篇有關抗氧化的青春泉源-兒茶素的報導……經證實兒茶素可促進人體達到抗氧化、防

止老化、防齲齒、抗癌、抗菌、抗病毒、保護心血管等功效有密切的關係……沉香主治：去

風水毒腫、去惡氣、治心腹痛、治霍亂中惡及邪鬼㾏氣、清人神、治瘡腫、調中、補五臟、

益精壯陽、暖腰膝、止轉筋吐瀉冷氣、破腹部結塊、冷風麻痹、止皮膚瘙癢、補右腎命門、

補脾胃、墜痰（化痰）、生涎（唾液）、血出於脾、益氣和神、治上熱下寒及氣逆喘息、治

大腸虛閉（蠕動不佳）及小便氣淋（尿中有氣泡）、治男子精冷等……沉香可以行氣止痛…

…用於治去風水毒腫、去惡氣、治心腹痛或脘腹脹痛……去風水毒腫：即治療風毒水腫…

…」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17 2017/3/31 「雪國農場櫻桃乾」 食品 網路 翔景國際有限公司

「……可幫助傷口癒合，增進免疫功能，健康的視力，也能滋潤皮膚……舒緩關節炎症狀，

增強入睡後緩解肌肉疼痛……」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4萬元

18 2017/3/31

「【穆拉德一氧化

氮】美妍錠3瓶組(白

藜蘆醇)」

食品 網路

臺灣穆拉德生物醫藥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藜蘆醇……清除氧化傷害所造成的過多自由基 一種抗毒型物質~抑制腫瘤、癌症細

胞 新型的心血管保護劑 新型神經系統保護劑 能活化某些DNA、修復酵素……刺激粒線體產

生……有助於延長細胞壽命……」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28條第1項
5萬元

19 2017/1/18

「中頻電療儀(預購)-

-含運(即“炘燐”中

頻電療儀<衛部醫器製

字第004490號>)」

醫療

器材
網路 炘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Input:100-240V AC,47-63Hz Output:15V DC 0.8A MAX,12W……最低輸出:0V-P-P 最

高輸出:70V-P-P……中頻載波:2.5KHz,5KHz,7.8KHz自動調制……波寬:200μs,100μs,64μs

自動調制……調製波頻率:2~150Hz自動調制……定時裝置:10或15分鐘……穴位治療波、陳舊

鎮痛波、慢性鎮痛波、亞急性鎮痛波、急性鎮痛波、音頻鎮痛波、韓式神經化學鎮痛波…

…」等詞。

藥事法第66條第1項 20萬元

20 2017/2/6

「【泰國暢銷ele】晚

安面膜台灣區限定款

一入」

化粧品 網路
艾立巧有限公司

「……促進代謝……刺激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深層掃黑……從源頭阻斷黑色素形成，

保護肌膚受自由基侵害……抗老活化……能增強肌膚活氧性達到解毒、抗過敏以維持免疫力

……細胞再生……促進細胞再生，亦能將體內有害物質排除……週間急救……毛孔也跑出來

了……夏天艷陽太囂張，直冒過敏小泡泡甚至還紅一大塊!問題肌膚急救，快用ele晚安面膜

，補充水分與養分讓肌膚恢復Q彈，還能安撫細胞加強修護，讓毛孔掰掰、紅腫退散……肌膚

白天受到空氣汙染，有毒物質進入體內，夜晚更需要ele晚安面膜幫助排毒驅黑，清除汙染!

掃毒後再補充流失的養成與水份，做好體內環保……局部加強……可惡的大痘痘、討厭的過

敏又來了!趕快在問題肌膚上，厚敷一層ele晚安面膜，晚上10點前入眠，隔天早上痘痘消腫

了!過敏不見了!……」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
1萬元

第 4 頁，共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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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7/2/6 「逆齡撫紋皺效霜」 化粧品 網路 阜助實業有限公司

「……專注於老化領域的皮膚專家……台鹽生技 多年研究指出……揭開肌膚重量級老化的關

鍵在於DNA的老化……當DNA老化會造成膠原蛋白流失……肌膚塌陷 缺乏支撐力……會造成肌

膚塌陷下垂 紋路深層 肌膚鬆垮……台鹽生技 為徹底解決肌膚老化根源……推出的逆齡撫紋

皺效霜……以台鹽獨有微針滲透技術……多點均勻 全面深入……把雙重活性成分直接注入所

需真皮層……讓肌膚組織迅速吸收 發揮作用……第一重T-43修復素……能有效修復老化DNA

使真皮層重新恢復生長機制 第二重 膠原回彈因子……重建真皮層的膠原彈力網 撐起塌陷肌

膚……強效抗皺一步到位 喚醒肌膚全新活力……還原年輕只需要一瞬間……」等涉及虛偽誇

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
1萬元

22 2017/2/21

「心姬妹＿保養凝膠

＿優惠組(即私密緊彈

凝膠)」

化粧品 網路 日瀅國際有限公司

「……連『乾乾』，『沒FU』，甚至妹妹的暗黑皺，都能『白皙~水潤~緊彈~』，開花時，再

也不是『乾燥黑玫瑰』，或是『乾燥黑鮑魚』了……提高緊箍度和水潤度……3秒提高血液循

環……」及「……平衡酸鹼值 有效抑菌……三秒縮 長期緊……25秒全新感受……改善妹妹

搔癢……鬆弛 分泌物 異味 搔癢……預防勝於治療……美白私密……」等涉及虛偽誇大之詞

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
3萬元

23 2017/2/22

「瞬間煥膚水光面

膜」及「蜂王漿乳霜

發光面膜」

化粧品 網路 明崒有限公司

「……(瞬間煥膚水光面膜) 代謝軟化角質……有代謝肌膚深層角質、活化修復老化受傷細胞

……並由小分子玻尿酸將水份充分補進肌膚底層，鎖住並持續供應水份，使肌膚形成『保水

庫』……提高皮膚深層修復能力……(蜂王漿乳霜發光面膜) 修護改善肌膚……為細胞提供養

份，養皮膚，改善敏感肌膚、促進細胞修復與再生……保濕效果96小時……」等涉及虛偽誇

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24條第1項
2萬元

第 5 頁，共 5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