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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 2017/4/7

「《超燃代謝力》

SUPERCUT塑魔纖苗可

麗愛用代謝膠囊」

網路 惟真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爆汗A+++幫助體內燃燒動能……啟動體內的熱動力……現在的小編再也不必用力吸氣

縮小腹了!因為不用吸氣，穿上露肚裝就好美!(腰部曲線比較圖)……她最近瘦身成功……想

打造持久熱量高代謝的體質……引爆你的自燃胺基模式……大秀傲人身材和一雙白皙修長美

腿，回到20年前還在讀書時的體重，連衣服都可塞得進XS……快速瘦身趕快點進去網址7天

見效……不運動、不復胖……不縮胸、無副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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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萬元

2 食品 2017/4/12
「植物綜合酵素原

液」
網路 泳慶國際有限公司

「……酵素的功能……血液淨化 分解、排泄血液中的廢物以及發炎所產生的病毒。分解膽

固醇，促進血液循環。抗菌、發炎 酵素促進白血球的蝕菌作用及具有抗菌作用、消滅原

菌；它能運來大量的白血球，給與細胞治療傷口的力量……」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

詞句，並於同網站內網頁(網址：網址：http://www.dajin-tw.com/About.asp?id=89，網頁

下載日期：106年1月3日及1月20日)刊登販售「植物綜合酵素原液」食品。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8條第1項
4萬元

3 食品 2017/4/12
「美麗99紅球薑茶

飲」
網路 久立藥品有限公司

「……成分 刺五加……刺五加……補中、益精、強意志、袪風濕、壯筋骨、活血去瘀、健

胃利尿等功效。長期服用調養，更能獲得不易疲勞更加耐久的好見效……主要功能 短期:體

脂不易形成 減少脂肪細胞大小 利水消腫……改善便祕……長期:提高免疫力……活血祛

瘀、行氣止痛、消積導滯 改善肝氣鬱滯引起各種瘀血症 治氣滯胃痛、腹痛、痛經、中焦虛

寒引起的腹瀉、消化不良、食滯胃脘等 改善過敏性氣喘、過敏性鼻炎、異味性皮膚炎 抑制

脂肪細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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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食品 2017/4/12
「嚴總推薦-游離型葉

黃素液態膠囊」
網路 六員環股份有限公司

「……舒緩眼壓 改善視機能……適合電腦族、中老年人幫助護眼……」等誇大或使消費者

易生誤解之詞句，並佐以「消費情報讚-達人現身說法眼睛保護有撇步」影片，內容述及：

「……葉黃素好處 1.增進視力 2.保護視網膜 3.降低白內障 4.預防乳癌 5.降低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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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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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食品 2017/4/13

「紅蚯蚓萃取粉末(蚓

激酶)Lumbricus 

Rubellus」

網路 地能生態發展有限公司

「……血栓如何形成 循環障礙決定生老病死……改善血栓及微循環障礙，保持健康的血液

循環是延年益壽的關鍵……腦血栓、心肌梗塞、周圍動脈血栓、深靜脈血栓、肺栓塞等ㄧ系

列血栓栓塞疾病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幾乎所有因血栓導致死亡的都是可以預防的……血栓

症種類分:靜脈血栓、動脈血栓、微循環血栓……血栓造成的疾病……最常見的血管障礙，

當然就是手腳冰冷情況。但若心臟血管不通暢，輕則可能出現胸悶、胸痛、心悸、呼吸困難

等症狀，嚴重更可能造成心絞痛、心肌梗塞，甚或猝死情形再者眼部微血管循環不良，也會

造成視力模糊或障礙內耳的微循環不良，就可能造成耳鳴、頭暈或者突發性耳聾。各年齡層

都會發生血循障礙，中年男性若陰莖充血不足，則會造成早洩、陽萎等性功能障礙女性則可

能出現子宮及卵巢功能異常而導致經血紊亂、不孕症等若下肢末梢循環不良，則會造成水

腫、鬱積性皮膚炎、感覺異常及間歇性跛行症。另外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循環不良更要注意!

病患常因血液末梢循環不良，而造成感覺異常或感覺遲鈍，因此常常受傷而不自知，時間ㄧ

久，傷口嚴重潰爛感染，嚴重者甚至必須截肢處理!而老年人常見的血液循環障礙，則是出

現在大腦血管，如此就會造成加速老化、腦萎縮、失智症，或是栓塞性腦中風……血栓療法 

傳統的血栓症治療，使用抗凝藥物有尿素酶……蚓激酶等其效果各有不同……蚓激酶最為一

般消費者接受……血栓治療可改善的病症 高血脂、高血粘稠症、動脈硬化、高血壓、痛

風、尿酸、糖尿病及其併發症、腦血栓和中風、全身性酸痛、頭暈、頭痛、耳鳴、代謝綜合

症、肥胖症、胰島素抵抗症、冠心病、心絞痛、心肌梗塞、卒中、腦中風後遺症、眼底動脈

硬化症、頸動脈斑塊、下肢靜脈曲張、四肢循環不良、手腳冰冷、麻痺、間歇性跛行症…

…」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等誇張或使消費者易生誤解之詞句，並於同網站內

網頁(網址: http://www.tdnpower.com/ServicesDetail.asp?id=12，網頁下載日期: 105年

10月27日)刊登「蚓激酶的起源與功效」文章。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8條第1項
5萬元

6 食品 2017/4/13

「歐康青木瓜蜂挺膠

曩45粒/盒【屈臣

氏】」

網路 東阪生技有限公司
「……調節荷爾蒙分泌，改善更年期不適多項專利，優質營養補充成份減少皮膚老化粗糙，

幫助保溼及美白……適用族群……想維持年輕美貌者……有更年期不適症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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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2017/4/20 「巧克力綠豆潤糕」 網路 吳○雯(即老日香餅舖)

「……綠豆……(1)抗菌抑菌、(2)降血脂、(3)解毒……直接有抑菌作用。提升免疫系統便

有抗菌之效……綠豆中含有植物甾醇……植物甾醇會使酯化酶不能酯化，而減少腸道對膽固

醇的吸收，而且，還可促進膽固醇異化，使血清膽固醇含量降低……具有抗氧功效……可保

護胃腸黏膜……使之減少有害物或去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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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 2017/4/24

「韓國超人氣READY Q

解酒糖芒果口味笑臉

解酒軟糖(12g3顆裝) 

N2i」

網路 恩兔精品有限公司
「……解酒……喝酒前吃預防酒醉 喝酒後吃可解酒 韓國人喝酒後的救命仙丹 內含薑黃粉

，可快速分解酒精，還有保肝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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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食品 2017/4/26
「永樂健腸內淨化食

品」
網路 陳○蒼

「……我不再洗腎了……尿毒症的科學大突破!如果大家發現人體還有第三、四腎臟可以啟

動使用，害怕終生洗腎而掙扎中病人一定可以安然無事；初洗腎病人也能因大逆轉而逃脫，

因為良醫人人可為!你相信嗎……我不用再洗腎了……不一定是腎臟退化萎縮……另外還有

第四個腎臟 就是腸道……永樂健 淨化血液 建議邊吃補邊洩的食療方法……毒素大幅被淨

化以後……減輕壓力就慢慢的活化過來……從不尿開始變會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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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萬元

10 食品 2017/4/27

「【SUPERCUT塑魔

纖】魔塑巧克力1盒(2

包/盒)」

網路 惟真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小明星大跟班藝人狂推超強瘦身秘方……林秀琴"代謝巧克力減肥法"……可以幫助抗

氧化……可以提升你身體的瘦素……它裡面還有一個瓜拿納……它會讓你利尿……冬天不吃

很藍瘦?夏宇童狂推【魔塑巧克力】冬天貪吃也不胖……可可……對於心血管疾病預防有很

好的效果……類黃酮類 抗氧化的能力 會降低血脂……會刺激腦神經……非洲芒果 可以促

進胰島素的抗性……魔塑力……拒變三層米其林輪胎……感覺今年冬天穿衣服不再像米其林

輪胎……終於敢嘗試Model身上S號的衣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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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食品 2017/4/5
「皇家農場100%純天

然蜂蜜」
網路 台灣泰爺有限公司

「……清熱解毒……使皮膚光滑且有彈性，抗老化……可緩解，調節神經緊張……抗菌消炎 

促進組織再生 可減輕疼痛 促進傷口癒合……提高免疫力，蜂蜜中還有多種礦物質可提升免

疫力……保肝排毒……可輔助治療氣管及肺功能……促進鈣吸收 蜂蜜能增加雌激素活性 增

強鈣吸收……保護心血管，有降低血壓、擴張動脈之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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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食品 2017/4/5 蘋果 平面
黃○麗(即果果生鮮商

行)

「……蘋果 降脂治下痢……火龍果 排毒保胃抗衰老……荔枝 補血健肺促循環……龍眼 壯

陽益氣補心脾……橘子 解熱化痰防便祕……葡萄柚 降血壓……芒果 治暈化嘔……木瓜…

…除斑治潰……香蕉 清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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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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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食品 2017/4/7 「清輕果」 網路 朱○陵

「……清輕果：【清】除多餘油脂與毒素 【輕】盈體態 【果】然有效……清輕果為全美公

司利用微膠囊技術，加入綠茶粉、普洱茶粉和比菲德氏龍根菌經6個月醃漬而成的天然食品

……綠茶粉作用：綠茶粉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內含的芳香族化合物，可以溶解脂肪、去

油膩，防止脂肪堆積。普洱茶粉作用：含有脂肪分解酵素的脂肪分解酶，可分解脂肪。普洱

茶粉也含有維生素C、維生素E、胺基酸，抗氧化能力非常強……龍根菌也是比菲德氏菌的一

種，能有效降低引發身體過敏的抗體(我們叫IgE，免疫球蛋白E)，可改善食物病源菌所造成

的腹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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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食品 2017/4/7 低氘飽和氫水 網路 張○詠

「……採用飲用飽和氫水可治療應激引起的神經損傷和基因缺陷氧化應激動物的慢性氧化損

傷……美國匹茲堡大學器官移植中心學者Nakao等隨後證明……飲用飽和氫水可治療心臟移

植後心肌損傷、腎臟移植後慢性腎病……孫學軍等在模型製備前1周開始給動物隨意飲用氫

氣飽和水，結果發現該治療可完全消除單側巴金森病狀的發生……即使在模型製備後3天開

始給氫氣水治療，單側巴金森病症狀能可以被抑制，但治療效果低於預先治療，神經元數量

比對照側減少到76.3%……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研究證明，長時間飲用氫氣水可以對抗高脂

飲食引起的脂肪肝，不僅對肝臟功能、肝形態學如纖維化。……長期飲用氫氣水不僅可以對

抗脂肪肝，而且可以顯著減少這種脂肪肝晚期轉化成肝癌的比例，也就是說可以減少脂肪肝

發生肝癌的可能性……發現該氫氣水可顯著提高肝癌病人放射治療後的生活量，同時可以降

低血液中氧化應激指標……新竹奉氫站提供99.99999%高純7N氫氣&低氘飽和氫水之全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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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食品 2017/4/10

「夏日限定 膠原C美

妍凍-芒果風味(3盒

組)」

網路 邁點國際有限公司
「……蝦紅素擁有的逆齡力為：維生素C的 6000倍……維生素E的 550倍……β-胡蘿蔔素 

40倍……水解後的蠶絲蛋白……分子小，更能使膠原分泌↑，達到Q彈目的……每日1包適量

補充持續澎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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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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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食品 2017/4/11

「正韓 O'sulloc 

Water+健康纖體茶沖

泡飲」

網路 林○彣(即貳拾六店)

「……(正韓 O'sulloc Water+健康纖體茶沖泡飲)韓國的O'sulloc Water+效果其實不賴…

…很多人真的都有成功瘦下來……幫助腸道排出油脂……幫助清宿便……這個O'sulloc 

Water+健康纖體茶到底為什麼可以保持身材呢? ……可促進人體脂肪代謝，防止黑色素、保

持肌膚亮白……具抗氧化效果。還可以改善心血管或調節免疫系統，所以是很有益健康的…

…(正韓JAYJUN WhiteSlim Diet白玉瘦身發泡錠)藤黃果提取物- 可抑制"碳水化合物"轉化

成"脂肪"……泛酸(維生素B)-有效幫忙脂肪與蛋白質的代謝……可排毒/美白/還可護肝解酒

……穀氨酸：……與體內結合它可以促進氨清除、經由腎排出去……半胱氨酸：……有助於

戒除酒癮……藤黃果萃取物：……目前醫學上已證實可加速脂肪的代謝，在人體內的葡萄糖

轉換為脂肪時，就可有效抑制它轉換成脂肪的這個過程，燃燒脂肪，減少食物的攝取，是天

然的纖體原料唷!……泛酸鈣……泛酸也製造抗體的作用，能幫助抵抗傳染病……D-麥芽糖

醇：……它也能抑制脂肪在人體中的儲存……優格粉：提高免疫力(酸奶粉含有多種礦物質

和與免疫機能有關的酵素，能提高機能體免疫功能)……治療便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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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食品 2017/4/13
「IKirei凝光水晶

凍」
平面 邁點國際有限公司

「……清澈透亮誘惑力……戀上95%美机值 每天只需10秒鐘 迎接耀然心動光感机 35%古銅

光→65%小麥光→95%晶透燦爛光……」等涉及誇張及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8條第1項
5萬元

18 食品 2017/4/7
「大漢酵素御藏千養

樟芝酵素膏」
電視 帥群國際有限公司

「……牛樟芝可以抗癌 保肝 抗發炎 抗氧化 保護神經 去斑美白……拉臭、拉黑、拉毒、

拉肥胖……尤其你長期熬夜的人，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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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萬元

19 食品 2017/4/10
「順天本草長大人成

長膠囊」
電視 阜助實業有限公司

「……幫助長高 第二性徵發育完整……趁生長板未閉合前 趕快加強補給 一定有效果……

選對方法 基因不是絕對! 基因是可以變改……男生，長高還要再長壯……女生，長高還要

有好身材……體格發育……孩子的生長期 一輩子只有一次 掌握了 一輩子高人一等 錯過了 

一輩子矮人一截……趁生長板未閉合前 趕快加強補給一定有效果……現在馬上補救 都一定

還有救! 只要有補救 一定有效果! ……在正確的時間 選對正確的產品 小孩子是可以長高

的……能有效輔助成長 創造絕佳體態……貝克宇吃了2個禮拜的時間2公分的長高，這個吃

了6個月的時間190公分，這個吃3個月的時間，現在180有嗎?183公分，這個沒有吃還偷偷倒

掉170公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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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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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食品 2017/4/19

「秀琴代言-supercut 

5倍爆動超纖素﹝即

SUPERCUT爆動超纖素

(秀琴代言)﹞」

電視 惟真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阻斷吸收，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控制體重，

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預防與降低代謝症候群……挑戰-3.5 10天 -10~12整組……

體內瘦素每增加1%，平均每人會下降0.37……當瘦素隨著血液到達腦部後，會幫助腦部抑制

飢餓……秀琴從恥辱的XL:穿回XS號 她可以 妳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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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萬元

21 食品 2017/4/20
「東尼大木代言-寶齡

瑪卡強震組」
電視 帥群國際有限公司

「……一直維持備戰狀態需要有秘訣……交手7000人次 暗黑周董 東尼大木 公開強震祕方 

寶齡瑪卡鋅喜 搶振版……MACA含18種人體必需氨基酸……100% MACA+鋅+硒 「硬」是要

「得」……他不是藥但是比藥更有效……我覺得這個真的很棒，是男性回春的聖品……男性

荷爾蒙……精蟲充腦……吃了瑪卡的反應是這個樣子……勃起快速 持久耐操 想要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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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萬元

22 食品 2017/5/10

「RE悅以金盞草葉黃

素飲EX 50ml/6瓶入（

盒）」

網路 悅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蔬果多酚抗氧化……抗藍光……防眩光……護眼……在人體組織中存在的是葉黃

素而非葉黃素酯……眼睛……大腦……皮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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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食品 2017/5/31 「旺之康-舒益」 網路
旺三豐生技股份有限公

司

「……穩定神經，減少焦慮……食用後半小時使用機器檢測，自律神經明顯平衡許多……促

進交感神經活性……主要成分 米萃取GABA、益生菌……水溶性薑黃萃取、牛奶胜肽……維

生素B6、維生素B12……米萃取GABA……GABA及γ氨基丁酸……為哺乳動物神經系統中，重

要的抑制神經傳導物質……它能穩定神經……對腦部具有安定作用……消除神經緊張……牛

奶肽……牛奶含有大量的色胺酸，色胺酸為血清素的前驅物，血清素的合成增加使有助於鎮

定情緒……能有效減少腎上腺皮脂分泌壓力賀爾蒙可體松，降低因壓力造成的血壓上升情

形。有穩定血清素之濃度……改善壓力造成的各種生活狀況……益生菌……可預防及治療便

秘……水溶性薑黃萃取物……薑黃素具有天然的抗發炎成分，並增加身體抗氧化劑的存量…

…具有抗氧化、抗腫瘤、降血脂、降血糖、抗潰瘍、保護肝臟、抗心肌缺血、抗抑鬱、抗

菌、消炎、抗病毒和抗真菌等作用……薑黃素的各種功效……促進膽汁分泌，從而預防和改

善肝臟疾患……增強胃液及唾液分泌，從而減輕消化器官負擔……防止腫瘤的發生、惡化及

增生……提高心臟功能……消除體內活性氧……減少血液中的膽固醇及中性脂肪……預防高

血脂及動脈硬化……具有殺菌、抗菌作用……提高身體抵抗力……維生素B6、B12……骨

髓、腸胃道的正常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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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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食品 2017/5/31

「【京都同仁堂】同

樂堂-神菇 白樺靈芝

膠囊」

網路 粉紅行銷有限公司

「……神菇 Chaga (60顆)免疫力的大革命 神奇的白樺靈芝 對抗癌症最天然的防線之物…

…功效 1、快速強化自體免疫力系統，以對抗癌細胞攻擊，抑制癌細胞的發生與生長，改善

化療副作用 2、抗衰老、抗氧化作用 3、治療糖尿病 4、降低膽固醇和血脂 5、防止高血壓 

6、防止血管硬化、中風、老人癡呆、增加腦血量 7、防止肝炎、腎炎 8、抗菌作用 9、改

善並預防過敏性皮質。10、快速提升免疫力系統、有效抑制病毒傳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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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萬元

25 食品 2017/5/2
「秀琴代言-supercut 

5倍爆動超纖素」
電視 惟真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秀琴怒甩14 成果太驚人 雙下巴 肥肚神奇消失，爆動超纖素 可讓你從恥辱的XL穿回

S號……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可抑制食慾增加飽足感 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

物 阻斷吸收 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控制體重 美國專利非洲芒果種子萃取物 預防

與降低代謝症候群……挑戰-3.5 10天 -8~10整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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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萬元

26 食品 2017/5/25
「六員環生技游離型

葉黃素熱銷組」
電視 麗基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失明和視力損傷，50歲以上的老年人視力預防……高度近視、老年黃斑、飛蚊

症、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病變……3天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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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萬元

27 食品 2017/6/1

「32Gi能量包-20送1

整盒超值組-百香果口

味」

網路
青禾國際影像製作有限

公司

「……32Gi能量包……以糙米(低GI食材)所精煉的能量補給……全系列產品採用低GI食材，

遵循低GI原則生產與包裝……(比較32Gi產品與麥芽糊精產品之血糖升高指數變化曲線圖)…

…啓動燃燒脂肪的鑰匙……GI值，就是以葡萄糖為基準，比較其他食物使血糖上升的容易度

……在德國針對腳踏車選手繞圈計時賽作的研究指出，使用低GI補給的選手比起使用麥芽糊

精的選手大約有3%的成績提振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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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食品 2017/6/13 「百面好」 電台 菘鶴生物事業有限公司

「……今天跟朋友介紹的就是咱們百面好……很多咱的鄉親好朋友吃過咱的百面好顧心臟的

，吃過的人大家都返頭再回來拿……林克峰介紹這個Q10顧心臟的，那心臟藥以來很多吃過

都返頭回去拿，有的人爬樓梯沒力啦，有的人走路會喘啦，到公園運動一下、作田一下越做

就越喘，甘若蝦蛄咧那種的，那有的人很多人都回來再拿，這心臟要顧，心臟給顧起來血有

夠、心臟有力、氣血有夠你就有那個價值，心臟給顧乎勇很好……林克峰講的這支Q10心臟

藥這都有經過臨床實驗過……」等涉及誇張及易生誤解之詞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8條第1項
5萬元

29 食品 2017/6/19

「【TB藏寶瓶】瓶中

纖籽專利輕暢膠囊3盒

(甘味人生 呼林郭昱

晴推薦)」

網路 太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油卡肥退散……纖暢纖盈……身材變差……精神變差……皮膚變差……還好這次有帶

秘密武器【TB藏寶瓶】瓶中纖籽……你要當嫌女?纖女?(佐以XXL及XS衣物對照圖)……體內

淨空……曲線一ㄠ瘦就靠它……肥滿掰掰……讓你不要小腹便便……5Day散發蘋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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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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食品 2017/6/20
「深焙 藍山炭燒咖

啡」
網路 廣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喝咖啡的好處 降低罹患糖尿病機率 降低罹患皮膚癌機率 降低罹患阿茲海默症機率 

可減輕肩頸疼痛 抗氧化 提神、消除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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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食品 2017/6/28 「麗芯眠膠囊食品」 網路 麗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律神經專家推薦 更年期不適/長期失眠者 強烈推薦……失眠困擾……慢性失眠…

…維生素B群:最大的作用就是安定神經與肌肉，撫平煩躁不安的情緒，消除疲勞感……增進

神經系統的健康……色胺酸……在腦中轉化成管理情緒的荷爾蒙血清素，因此服用色胺酸能

增加腦中血清素的含量而達到舒緩情緒的症狀……商品成分……L-色胺酸……疲勞感降低許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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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食品 2017/6/29 「高山金線連茶」 網路 菁禾國際有限公司
「……多用於消炎、降血壓、降血糖、肝炎、肝硬化，增強免疫力及抗腫瘤等疾病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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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食品 2017/6/30
「栢歐康伍玖玖活力

爆發組」
網路 東崎健康生技有限公司

「……精胺酸……經研究顯示缺乏將有能導致不孕……枸杞精粉用於虛勞精虧、腰膝痠痛、

眩暈耳鳴、內熱消渴、血虛萎黃、目昏不明等症……牛肝粉……鋅這個元素對於提高性慾和

提升男性腎臟功能，精子的品質有著難以估量的價值……常食用牛肉對於男性狀陽增大，提

升性功能好處多多……鹿茸……適合治虛弱、神經衰弱等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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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食品 2017/6/2
「穆拉德勁有力POWER

男女登峰組」
電視 麗基股份有限公司

「……一氧化氮=勃起……食品級接近藥品等級的威爾剛……從它額外補充一氧化氮……24

小時，一定有感覺，立刻讓你高峰起來，硬到爆，硬到會痛，硬到會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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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萬元

35 食品 2017/6/14

「好薑一號店台灣高

山100％天然紅薑黃

粉」

電視 馥陽食品有限公司

「……薑黃這個東西呢他是名列為5大超強排毒好食物，這裡面包含我們的薑黃……全世界

阿茲海默症就是老人痴呆症比例最少的國家，就在印度因為他們長年都在吃薑黃，他們的身

體變得很好比較沒有三高的問題……所以研究出來印度這麼髒亂他們的細菌病毒這麼多，他

們不容易生病，因為他們幾乎每一餐都在吃薑黃……剛剛為什麼講說隔天喝完酒隔天有的人

會頭痛對不對，它叫做天然的止痛劑……甚至於說如果你的腸胃本身比較容易這裡不舒服那

裡不舒服的，這裡會痛那裡發炎的人，它也叫做天然的抗發炎劑……薑黃，它在市面上可以

上網去查叫做打敗14種西藥，哪14種呢?有止痛藥有安眠藥有類固醇，那些藥物可以讓你免

於疼痛的東西，薑黃粉其實有一樣的功能喔……腸病毒已進入流行期或是你常會頭痛的或者

是有經痛的啦或者是有關節的不舒服或肌肉的……很多人都是選擇我們的薑黃……現代醫學

研究也證實，薑黃獨特的活性成分可以達到抗氧化……觀眾朋友因為薑黃可以排出你身體所

有不好的毒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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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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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食品 2017/6/15
「穆拉德勁有力Plus

男女激情組」
電視 麗基股份有限公司

「……一氧化氮確定是造成陰莖勃起的主要因子；神經型一氧化氮合酶與陰莖部分的神經有

著密切的連結。此研究顯示一氧化氮不但是啟動陰莖勃起的主要分子，也是維持勃起狀態的

重要分子。……24小時立即有感……一氧化氮+瑪卡+鋅=食品等級威爾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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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食品 2017/6/26
「Dr. Choice全效膠

原蛋白QQ推薦組」
電視 喬依斯股份有限公司

「……可針對體內，肌膚 發出命令 主動促進體內膠原蛋白自體增生……可主動促進體內膠

原蛋白自體增生「吃的童顏針」美稱……減少斑點140% 撫平105%……可主動促進體內/肌膚 

膠原蛋白 自體增生，撫平紋路105% 減少斑點140%……吃的童顏針 吃的電波拉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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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食品 2017/6/28
「Dr. Choice全效膠

原蛋白QQ推薦組」
電視 喬依斯股份有限公司

「……持續食用30天 撫平紋路105% 減少斑點140%……專利膠原蛋白中的POOG可在96小時內

直接促進體內玻尿酸合成，增生110%纖維母細胞……可有效改善日曬斑點76%……提高肌膚

水分75%，幫助肌膚柔順104%，封稱~吃的童顏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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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萬元

39
健康

食品
2017/6/13 「洛神花健康膠囊」 電視 麗基股份有限公司

「……10週期間洛神花萃取物含量0.4% 體重變化-25%……洛神花萃取物含量0.4% 腎臟與睪

丸週遭脂肪堆積脂肪情形-16%……有效降低血漿中與肝臟膽固醇……持續10週 有助於減少

體脂肪12.8% 有助於降低體重27%……真正的減重不回胖的減重關鍵是→體脂肪……沒食仔

酸是可以幫助我們 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謂壞的膽固醇它的氧化也可以幫助我們脂肪酸的

氧化 所以它對我們的減重有很大的效果……可以減少我們體脂肪的堆積……」超過衛生福

利部核准之保健功效宣稱範圍詞句。

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4條第1項
29萬元

40
醫療

器材
2017/5/4

「中聯液體性繃帶

(即"中聯"液體性繃帶

(未滅菌)<衛部醫器製

壹字第005691號>)」

網路
中聯環境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皮膚及創傷沖洗劑……無細胞毒性……無色素沉澱……無刺激性……無致敏作用……

主要有效成份是高濃度次氯酸，噴灑沖洗於皮膚或傷口上即可達到消毒、殺菌及護理之目

的。本產品pH5~6性質溫和，符合人體酸鹼值，無細胞毒性、無刺激性、黑色素沉澱、無致

敏作用……環保無殘留。對皮膚、傷口及口鼻腔皆可安心使用……」等詞。

藥事法第66條第1項 20萬元

41
醫療

器材
2017/5/11

「『瑞奇』純磷酸鈣

人工骨 Rich Bone 

Substitute(即瑞奇人

工骨<衛部醫器製字第

004865號>)」

網路 潤霈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瑞奇』人工骨為純β型磷酸三鈣(TCP)經高溫燒結而成，高溫燒結而成，具開放性

孔洞適用於填充骨缺陷在骨癒合期間能被人體吸收取代。適用於因手術、外傷、感染、腫瘤

切除等原因造成的骨缺損時所需之骨填充替代物……」等詞。
藥事法第66條第1項 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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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醫療

器材
2017/5/11

「守易立碳纖陶瓷熱

敷【大腿】(即守易立

動力式熱敷帶(未滅

菌)<衛部醫器陸輸壹

字第002486號>)」

網路
阿曼塔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

「……遠紅外線能使肌肉、皮下組織等產生熱效應，可保健、減少疼痛、滲透回補人體肌膚

產生作用……」等詞。
藥事法第66條第2項 20萬元

43
一般

商品
2017/4/5

「聖帝伯克負氫離子

水機」
網路 零界點國際有限公司

「……證實負氫水能改善：癌症、糖尿病、膽固醇、高血壓、腎臟病……等疾病。……負氫

水製造設備是全球唯一 榮獲日本改善功能水機權威證照打破科學家／物理學家／醫學界及

頂尖學術神話，不用吃藥、不用打針、不用手術、不用洗腎、不用洗胃、不用藥物、不用補

品、不用酵素、不用健康食品、不用有機之類……」等宣稱醫療效能之詞句，另受處分人於

同網站內網頁(網址：http://www.zero-intl.com/video，網頁下載日期：105年11月16日)

刊登「台灣日本使用者見證 聖帝伯克使用者分享案例」影片，內容述及：「……台灣使用

聖帝伯克水機分享案例……林小姐 支氣管問題……陳小姐 罹患鼻咽癌 我覺得身體狀況越

來越好……洪先生 自律神經問題 醫生發現說，哇 改善那麼多……陳小姐 經常咳嗽 結果

居然咳嗽已經好了……讓負氫離子水的好幫助我們對抗酸性體質與自由基，預防癌症與各種

疾病……」等及醫療效能之詞句。

藥事法第69條 60萬元

44
一般

商品
2017/5/9

「日本原裝60秒除臭

牙週好健康組」
電視 晉恩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齒科協會推薦醫院齒科專許販售美白/抗敏/抗炎預防牙周病/蛀牙……盒身『直

接註明』齒槽膿漏、齒肉與齲齒……藥用認證……抗敏、抗炎長達24小時……抗炎因子，維

持牙齦膠原蛋白及骨粉增生……預防牙床萎縮，杜絕病變來源……抗敏因子……預防過敏…

…防蛀因子……預防齟齒……有效解決牙周病、牙齦發炎、蛀牙……預防牙周病，牙結石會

蛀牙……有效抑制發炎，改善牙齦出血，紅腫問題……」等涉及醫療效能之詞句，並佐以產

品使用前後對照圖。

藥事法第69條 60萬元

45
一般

商品
2017/6/6

「太祖堂祕帖一條根

舒緩貼布」
電視 凱亞股份有限公司

「……打擊痠痛……對痠痛不適有舒緩的功效……運動痠痛，筋骨扭傷，澎湖一條根都能幫

你，舒暢 緩解 放鬆……痠痛OUT……運動傷害 肌肉用力過度 扭傷，傷痛OUT……肩頸痠痛

，舒緩痠痛，手腕扭到，緩解疼痛，腰部閃到，舒緩痠痛，大腿拉傷，緩解痠痛，膝部疼痛

，舒緩疼痛……太祖堂 疼痛剋星……」等宣傳醫療效能之詞句。

藥事法第69條 60萬元

46 化粧品 2017/4/6

「【台鹽生技】激因

賦活菁華EX+高機能無

瑕水凝乳SPF50***」

網路 驛翔國際有限公司
「……新突破360°預防光老化……黃金海藻 減少陽光對細胞的傷害……SPF50+++……收斂

……抗氧化……低敏性……」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2萬元

47 化粧品 2017/4/11
「超激熱_男人魅力_

狠の皂」
網路

創聯生醫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根部激活……腎上腺素快速激升……催化情慾……被認為對男性性功能及生殖能力提

升，有很大的幫助……增強性功能效果及促進生殖能力……釋出使人快樂多巴胺賀爾蒙，加

速情慾催化……有助於甲狀腺內分泌系統平衡，增強情慾……」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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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化粧品 2017/4/18
「舒克清肌膚防護

液」
網路

中聯環境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怪物不難抓!病毒才棘手!……將細菌病毒一一收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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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化粧品 2017/4/27
「深層頭皮護理養髮

精華」
網路

創聯生醫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活化喚醒毛囊 深層頭皮 促進激髮……中年失髮 壓力掉髮 熬夜落髮……解決“稀疏

困擾”從頭皮SPA做起……自然芳療 深層舒壓 倍增促進……刺激毛囊 重現秀髮……天天塗 

天天按!自然長回來……快速解決“稀疏困擾”M型禿 地中海禿 頭頂光禿(示意圖)……5週

驚人體驗 濃密黑髮再現(產品使用前、使用5週比較圖)……激發毛囊活力 促進頭皮血液循

環，頭髮密度從髮根增加……減輕頭皮屑，創造萌髮環境……重現秀髮豐盈……1分鐘喚醒

毛囊……激髮成分……刺激頭皮、促進毛髮生長……有效對抗頭皮屑和脆弱的頭皮問題，能

幫助頭皮的脫屑問題得到改善……有效增加皮膚結締組織，幫助新陳代謝……有刺激頭髮生

長的功能……幫助入睡、舒緩精神壓力……舒緩長期緊張壓力……疏通脂肪細胞間隙，消除

滯留水腫及橘皮組織，使雙腿舒暢……促進循環順暢強化代謝及排水功能，將老廢物質及黑

色素迅速排出體外……高抗氧的作用能改善肌膚乾燥，穩定情緒和諧……」等虛偽誇大之詞

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2萬元

50 化粧品 2017/4/5
「LUCKY YA琉璃愛心

面膜皂」
網路 靜后國際有限公司

「……適用對象……尤其皮膚病、皮膚癢、狐臭、香港腳、禿頭更要用……產品成分 無患

子皂素 活化細胞……鳶尾花 補充荷爾蒙 強化膠原與纖維組織的聚合力 排水、對抗自由基 

鎖定情緒、改善失眠及睡眠不足產生的身體不適或眼睛疲勞……特殊問題皮膚使用方法 狐

臭……激素臉、痘痘臉 可以滲透到肌膚底層把毒素代謝出來……香港腳患者……陰道發

炎、外陰部搔癢、分泌物多……可消炎殺菌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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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化粧品 2017/4/11
「8-12賦活醒膚精

粹」
網路 穎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8-12賦活醒膚精粹 預防老化、再生修護……能活化細胞讓肌膚回復正常的代謝機制

……系列仿藥理效果的高效保養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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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化粧品 2017/4/20
「妍霓絲杏仁酸居家

煥膚療程」
網路 妍婈國際有限公司

「……對抗油痘肌膚 你需要『斷、捨、離』德國苦杏仁酸煥膚系列 控油、粗糙、暗沉、粉

刺 一次搞定……3天粉刺浮出……7天油光減半……醫美級居家煥膚療程……」等詞，並連

結至網頁(網址：http://www.super-landing.com/ma02，網頁下載日期：105年10月10日)，

內容述及：「……20%杏仁酸激亮煥膚 居家煥膚療程……粗糙橘子皮……膿皰大爛臉 天然

抗菌 粉刺黑頭肌……去除痘疤痕……在家就可以做的煥膚療程，向粉刺痘痘肌說掰掰……

膿皰改善……使用後立即有效果!!使用後即刻亮白!!……20%杏仁酸原液：療效型產品……

橙花純露粹取：降低過敏因子……天然抗菌 抑制痘痘……淡斑效果更明顯 去除膿皰型痘痘 

妍霓絲20%杏仁酸測試值達PH值3.3 不易脫皮……」等涉及虛偽誇大之詞句，並佐以產品使

用前後對照圖。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1萬元

53 化粧品 2017/4/24 「Sisley 全能乳液」 平面 采舍國際有限公司

「……當肌膚自癒力降低……回復肌膚自癒能力……Sisley 全能乳液……就以肌膚的『自

我修護觀點』發展而成的保養品……可強化肌膚免疫力，促進肌膚微循環，加速排除微血管

內的廢物，提升紅血球攜氧量……血管通透性，且能有效促進傷口癒合，對皮膚組織新陳代

謝具有調節作用……增加真皮層彈性、刺激纖維母細胞產生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纖維合成作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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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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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化粧品 2017/4/12

「醫朵全新智慧晶球

光纖美白霜(金裝

版)」

電視 葉○辰

「……我跟你講老人斑，我媽媽的手(佐以產品使用前後比較圖)，我的體質跟她一樣，我很

害怕以後我將來會這樣……我跟你講，用差不多一個禮拜，第一天擦的時候，所有美容院的

小姐都來說這是什麼東西，怎麼馬上就白了……她這隻手淡斑了，我有救了，我一定要根除

，我不能等到我老了老人斑出現……就7天阿，就一直淡，一直淡，一直淡……」等虛偽誇

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5,000元

55 化粧品 2017/5/31 「HF_育毛調理髮膜」 網路
創聯生醫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

「……毛囊激活……經常掉髮、壓力掉髮、熬夜掉髮……從『絕頂』到『茂密』!解決毛囊

困擾……深入活化毛囊、倍增促進……促進細胞再生……落髮元兇是毛囊受損 頭頂禿 地中

海禿 M型禿(頭髮稀疏示意圖)……強效育毛……敷出健康毛囊……減少掉髮……毛髮稀疏的

改善對策……激發細胞再生……讓頭皮細胞重現活力，刺激新髮快速生長……深入活化毛囊

……深入毛囊內激活……減少落髮發生，延續毛囊健康……有效活化毛囊結構……恢復茂密

……4週敷出健康毛囊 快速恢復頭頂茂密 第一週->第三週->第四週(產品使用對照圖)……4

週育毛效果實測4週有感(產品使用前後對照圖)……強健頭皮達到再生新髮……」等虛偽誇

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4萬元

56 化粧品 2017/6/29
「TEBE 紐西蘭原裝 

去角質橄欖皂」
網路

施慕芙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抗過敏、抗氧化……額外添加的金山車更是抗過敏的佳品。金盞花萃取：刺激皮膚新

陳代謝，防止自由基和保護細胞的破壞，具有抗發炎和殺菌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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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化粧品 2017/6/15
「卡蜜兒男士清爽沐

浴膠」
網路

衛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舒緩敏感肌膚，鎮靜舒緩，增強肌膚免疫力……消炎制菌功能，能有效抑制痘痘、濕

疹、黑頭粉刺及黑斑。具有振奮肌膚、清除自由基、收斂、抗氧化……消除身體的疲勞，增

強體力與循環，高度的抗氧化功能，幫助人體免於自由基的侵害，防止衰老跡象產生……」

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2萬元

58 化粧品 2017/6/19

法國黎得芳 奇蹟曲線

定位纖體精華(長效纖

體提拉Q彈型)(即法國

黎得芳奇蹟曲線定位

纖體精華<衛署粧輸字

第010785號>)」

網路
艾菲蔻絲生化科技有限

公司

「……提拉……拉提5倍功效……全球唯一雙效 120%超強效Q彈去紋……360°瞬間雕塑配方

……X彈力不散 創新研發智慧美體科技『5D』纖體拉提……宛如隱形的肉毒桿菌素……拉提

……還要幫妳向上拉拉拉……『窈窕前鋒』海罌粟鹼與高倍濃縮咖啡鹼囊嚇阻『頑固勢力』

聚集，密集分解，鬆垮堆積退散！讓脂肪細胞追趕跑跳碰迅速離開妳的身體……拉提……

『魔纖聯盟』類聲波分解頑固+中草藥柴胡的提取物+墨角藻+小裸藻的窈窕緊緻因子……揮

去黑黑胖胖『陰霾』……拒絕當『Lady肉肉』……拒絕當『Lady垮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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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化粧品 2017/6/16
「全效活膚亮采面膜-

水芙魔(6入/盒)」
電視 羽盛生技有限公司

「……以天然植物萃取液取代防腐劑，減少肌膚負擔，並維持合理抗菌效果……提高角質真

皮層內含水量……抑制自由基形成 消除皺紋……輔酶Q10具有抑制自由基形成……銀耳萃取 

經衛生署公告具備美白功效，能抑制酪胺酸酵素活性，並還原已經氧化的黑色素、淡化斑點

及預防黑色素生成……兩頰泛紅也改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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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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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化粧品 2017/6/16
「澳洲Homart羊胎盤

蜂王乳水潤霜」
電視 麗基股份有限公司

「……羊胎盤蜂王乳精粹16小時，肌膚修護力達63%……同時驅動修護並啟動組織新生，光

滑效果達：+30%……肌膚緊實度更高達：+32%……魚尾紋改善87%……法令紋改善78%……抬

頭紋改善82%……嘴角細紋改善82%……緊緻度提升91%……鬆弛改善85%……痘疤改善88%…

…明亮度提升93%……斑點改善82%……肌膚修復力達63%……」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2萬元

61 化粧品 2017/6/23
「MILDSKIN黃金蜂毒

青春露」
電視 璟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除了百分之百有效取代類肉毒桿菌的效果之外，近年來甚至被運用在對抗素有世紀黑

死病的愛滋病治療中……它可以抑制改善我們的表情的紋路……蜂毒就像類肉毒桿菌……能

夠去除紋路……提拉更明顯……蜂毒與類肉毒桿菌相較之下，速度更快抑制黑色素生成…

…」等虛偽誇大之詞句。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第24條第1項
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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