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1月份處理食品、健康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1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1/15

產品名稱

機能性飲品

來源

網站

受處分人大江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於「TCI大江生醫」網站刊登「機能性飲品、HA Pro-Genesis™ 嗜熱鏈球菌
TCI633、Happy Banana® 香蕉皮萃取、Cell Young® 鳳凰山茶幹細胞萃取、Vitality™ 墨旱蓮萃取」等食品廣告，
內容述及略以：「…玻尿酸存在身體的許多地方，例如皮膚、眼睛、關節與結締組織，皮膚真皮層中含有的玻
尿酸可抓住水分，使肌膚保持柔軟及富有彈性...眼球中的玻璃狀液...幫助維持眼球的型態...關節滑囊液...幫助吸
收物理性碰撞或震蕩造成的衝擊，保護關節與軟骨...造成眼睛乾澀與疲勞…」等詞句，涉及醫療效能，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5月25、28、30日向彰化縣衛生局民意信箱及本府單一
申訴系統反映，另本局於108年5月28日查獲。
受處分人張O銘(即德安藥行負責人)於108年10月5日7時14分至07時56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頻
道MOMO2台宣播「百年老店德安堂黑蔘龜鹿精」食品廣告，內容述及：「...最好的龜鹿精經過七七四十九天，
再結合了可以讓你，黑蔘他的藥引帶到所有全身不靈活的老人家末梢包括腳趾頭的神經，膝蓋的神經，讓你得
到行動力活動力自如...絕對讓您連糖尿病的朋友都可以喝...我現在不是骨頭痠痛的問題，我現在是末梢神經沒什
麼感覺，手會麻、腳會麻，覺得反應變得很慢，但是當反應變慢的時候常常感到會跌倒...今天唯一只有我們市
場的黑蔘，可以直達我們的末梢神經...關鍵很靈活，有時候走路會卡卡的...站起來怎麼都不方便，沒有支撐力...
沒有藥引去走的話，可能手到不了，可能的龜鹿，膝蓋到不了，可能的腳趾頭到不了，你還是沒辦法活動自如
，讓他很快樂地走路...讓家裡面已經走不動的，站不起來了，現在天氣變冷的一些爸爸媽媽，是不是覺得更難
活動的，它讓你迅速手腳會靈活...最近聽說檢查報告...那個關節的空洞，不舒服的疼痛，居然慢慢好了消失...我
現在的腰不好...所以腳也不好...關節也不好...黑蔘液直接做引...然後呢...把龜鹿一整塊變成直接吸收到你的末梢
神經之外...喝了三個月以後...我就發現為什麼我以前那些腰啊會疼痛的感覺都不見了...那個蔘的行氣整個感覺都
到末梢了...我通常開始進入秋冬...痛到不行...晚上睡覺一定疼痛...完全沒有感覺...我就發現真的把關節都打通了...
我是骨質疏鬆者...已經中度要到重度了...結果我現在今年做的檢查...全身型的骨質密度檢查...所有的通通都標
準...沒有任何一個紅字...因為我43歲...筋膜炎...拇指外翻...我腳會痛...我那天連續喝了大概7天...走到公司10來分
鐘...我不知道甚麼叫痛...我平常是只要走到了洲子街的停車場我一定會痛的人...我居然不會痛...我發現它真的有
效...尤其是你本來就有點疼痛...不好走路...不愛走路的...像我是算重度...」等詞句，涉及醫療效能，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健康力股份有限公司於臉書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5%81%A5%E5%BA%B7%E5%8A%9B%E9%86%AB%E5%B8%AB%E4%BF%A1%E4%BB%BB%E7%9A%84%E5%81%A5%E5%BA%B7%E5%93%81%E
7%89%8C-494282884074539/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494282884074539/videos/778949905894100/?v=778949905894100、
https://www.facebook.com/494282884074539/videos/566210200814663/，下載日期：108年12月19日)刊播「益暢敏
(Dr.Hsu益生菌【衛署健食字第A00201號】)」健康食品廣告，內容述及：「…喉嚨痛…容易氣促…傷風感冒…
胸口鬱悶…長年鼻塞…緊張容易胃痛，很容易拉肚子、是腸躁症嗎…失眠…」、「…產後掉髮嚴重…貧血…緩
解胃食道逆流…」等文詞與畫面，涉有虛偽、誇張，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
12月11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翔宇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康是美COSMED」網站（網址：
http://shop.cosmed.com.tw/SalePage/Index/3360944?gclid=EAIaIQobChMIsJ2W1dX93wIVGA4rCh0HkQ6xEAAYAiAA
EgL4M_D_BwE可連結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2&v=hy4eKx9M9u8，下載日期：108年1
月21日）刊播「喜樂纖膠囊30顆/盒【康是美】(衛部健食字第A00339號)」健康食品廣告，內容述及：「…你是
不是也遇到這些問題…穿不到漂亮衣服、開始墮落、時常想如何遮肥肉…台灣有48.9%男性、38.3%女性過重肥
胖…體態走樣、腰圍少少…腹部肥胖…掌握完美曲線3要點…Step3 每天4顆喜樂纖…（連結影片：陳可軒 潘懷
宗強力推薦健字號喜樂纖）…喜樂纖 輕鬆對抗體脂肪…影片呈現一名胖女子把吃下肚的東西甩出來後變成窈窕
美女…」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虛偽、誇張，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於108年1月21日查獲。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排名

60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2項

1

張O銘(即德安藥
行負責人)

60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2項

1

健康力股份有限
公司

200,000

健康食品管理法 第14
條第1項

2

翔宇生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0,000

健康食品管理法 第14
條第1項

2

7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6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6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5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處分商號名稱

大江生活股份有
限公司

2

2020/1/8

百年老店德安堂黑蔘龜鹿精

3

2020/1/31

益暢敏(衛署健食字第A00201
網站
號)

2020/1/7

喜樂纖膠囊30顆/盒【康是
美】（衛部健食字第A00339
號）

2020/1/3

受處分人閃電科技有限公司於官網網站(1)(網址：https://www.dayhealth.com.tw/lutein.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
14日)刊登「日日專利FLORAGLO葉黃素+玉米黃素(30粒/袋)」食品廣告(2)(網址：
https://www.dayhealth.com.tw/bcomplex.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18日)刊登「100%攝取B群+維他命D+天然鋅
酵母」食品廣告(3)(網址：https://www.dayhealth.com.tw/collagen.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13日)刊登「高純度
日日專利FLORAGLO葉黃素+
FCP-90三胜肽膠原蛋白」食品廣告(4)(網址：https://www.dayhealth.com.tw/probiotics.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13
玉米黃素(30粒/袋)、100%攝
日)刊登「高效專利益生菌+特纖酵素」食品廣告，內容述及：「...OPCs具有微細血管的保護作用...含有番茄的
取B群+維他命D+天然鋅酵
70倍茄紅素、含有紅蘿蔔的15倍B胡蘿蔔素...」、「...免疫調節...細胞生長發育...提升代謝免疫功能...皮膚、神經 閃電科技有限公
網站
母、高純度FCP-90三胜肽膠
細胞功能...脂肪製造及分解...細胞分裂合成DNA...補充鋅對於血糖控制或許有正面幫助(特別是糖尿病患者）...減
司
原蛋白、高效專利益生菌+特
輕肌肉抽畜...調節細胞生長、免疫功能...」、「...膠原蛋白於25歲開始快速流失...表皮真皮(佐以圖片呈現)...對於
纖酵素
骨骼也扮演重要角色...幫助皮膚保持彈性，也是肌腱、韌帶主要成分...」、「...抑制病原菌...改善乳糖不適症...
抑制癌症因子的發生...降低泌尿道的病原體...天然的免疫力...修正他們的免疫系統功能...增強人體免疫機能...防
止抗生素造成的腹瀉...降低致癌危險抑制O-157型大腸菌...預防食物病原菌引起的腹瀉...提升免疫反應...預防發炎
性腸道疾病...減緩大腸急躁症之脹氣、疼痛與便秘...抑制腸道壞菌的繁殖...」等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6、8、17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4

5

6

7

8

2020/1/31

2020/1/14

2020/1/7

電視

違規情節

網站

受處分人天際線文創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6942141&osm=Ad07&utm_source=googleshop&utm_med
ium=googleshop_USC&utm_content=bn&gclid=Cj0KCQjwwb3rBRDrARIsALR3Xea3tyPy4z_94YEz34f5MGEbY7wKlc
K18MU5AtiqxfZUMoiOHlX35J8aAvFREALw_wcB，下載日期：108年9月5日)刊登「JACKY WU紅藜果膠X30
入」食品廣告（2）「松果購物」網站(網
址:https://www.pcone.com.tw/product/info/190626708621?sid=gsa_1&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gsa&utm_conte
nt=1&gclid=EAIaIQobChMI6vDByNW45AIVVKSWCh0WMgiBEAQYCCABEgITmvD_BwE，下載日期：108年9月5
日)刊登「JACKY WU 紅藜果膠30入」食品廣告（3）「樂天市場」網站(網
址:https://www.rakuten.com.tw/shop/smilestore/product/2KCK9NGDY/?scid=rafop天際線文創股份
JACKY WU紅藜果膠X30入 網站
gs949_health_genre&utm_source=tagtoo&utm_medium=cpc&utm_term=1007%3A66%3A20020077777&utm_campaign=
有限公司
tagtoo&utm_content=tagtoo&pr=d79a19ad0d3b61e1，下載日期：108年9月5日)刊登「憲哥代言 紅藜果膠 1盒/30
包」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蘋果果膠…果膠螯合體內重金屬，透過新陳代謝排出體外…有助於穩定餐後血
糖…藜麥可降低低密度膽固醇，維持高密度膽固醇…降低低密度膽固醇/降低壓力/降低血壓…藜麥可以增加肌
肉能量和支持…植物蛻皮素-有助於維持肌肉的正常生理…紅藜…離胺酸為稻米的5倍，而離胺酸可促進膠原蛋
白形成，有助於傷口癒合…防止腹瀉…果膠是一種水溶性纖維，可以吸附更多的膽酸排出，而不是重新回收利
用。人體膽酸越少，肝臟就必須使用更多的膽固醇合成膽酸，膽固醇不斷的在被利用之下或有助于調節身生理
機能…」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於108年9月5日查獲。
受處分人楷逸國際有限公司，分別於（1）108年10月15日14時20分至15時2分在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
48頻道MOMO1台（2）108年11月3日6時35分至7時15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頻道MOMO2台（
3）108年11月8日4時2分至4時41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MOMO1台宣播「關關相顧鴕鳥精
健步膠囊(超值組)」食品廣告，內容宣稱略以:「…(口述)各位我要幫你鎮痛，我要幫你抗炎，我有貓爪藤啦、
川芎，然後再來我要你補氣要養血啊，我有刺五加有茯苓有杜仲葉，然後再來我要讓你精髓要補好…維持骨強
楷逸國際有限公
關關相顧鴕鳥精健步膠囊
電視 度…裡面的骨膠質能夠維持骨強度…骨頭退化…從年輕開始讓鴕鳥精開始幫你存骨本…美國-成份發明專利-鴕
司
鳥精維持骨強度…日本-成份發明專利-鴕鳥精減少鈣質流失…」、「…抗炎陣痛…補氣養血…填精益髓…沉默
隱形殺手~骨本流失 全球第二大慢性流行病~骨本疏鬆 女性/老年/停經婦女 骨鬆好發族群 有效改善疏鬆退化…
鴕鳥精減少鈣質流失 加上軟骨再生的MSM…和具有強大抗炎作用的貓爪藤 幫您修復強化骨頭的問題 上坡 沒問
題 爬樓梯 沒問題 蹲下站起來 通通沒問題…」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星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CHECK2CHECK」網站(網址：
https://www.check2check.com.tw/pitem/M00023306?gclid=CjwKCAiAh5_uBRA5EiwASW3IanVG-Cc7dR0IlLzWh9VYGEf4ZnmbrZNO-ocbpTu5opnZZYLD2bk4RoCBIgQAvD_BwE，下載日期：108年11月20日)刊登
「BIOline星譜生技-Go好眠舒壓膠囊(1入899/2入1590)」食品廣告（2）官網(網
BIOline星譜生技-Go好眠舒壓
址:https://www.bioline.com.tw/product/b4f583e2-5d90-4305-9962-df6e99d56ffb，下載日期:108年11月15日)刊登「星 星譜生物科技股
網站
膠囊(1入899/2入1590)
譜Go記駐葡萄多酚+藍莓多酚膠囊(30顆/盒)」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安眠藥…失眠…」、「…專利記駐多
份有限公司
酚 喚回美好回憶 喚回您的美好時光…好記駐配方 專利草本萃取配方．創新記憶新元素 ●記憶多酚-神經再生
●藻紅素-有效抗氧化 ●維生素B群-神經修復 ●薑黃素-增強血液循環…」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11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及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8年11月15日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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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1月份處理食品、健康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產品名稱

2020/1/6

大學金三明葉黃素、大學金
寶明- 黑醋栗+葉黃素(120粒)

2020/1/16

日華好物鈣強高硒巴西豆無
花果

2020/1/15

2020/1/15

2020/1/14

2020/1/14

2020/1/10

2020/1/10

2020/1/9

2020/1/8

2020/1/8

來源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受處分人大學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網站(1)(網址：https://www.eyemall.com.tw/Gold，下載日期：108年11
月29日)刊登「大學金三明葉黃素」食品廣告(2)(網址：https://www.eyemall.com.tw/Products/GetOne/3064，下載日
期：108年12月10日)刊登「大學金寶明- 黑醋栗+葉黃素(120粒)」食品廣告，內容述及：「...（57歲/李小姐/家
管）時常覺得使用一下手機或電視就容易疲勞...不再像之前那麼吃力，每天早上也能非常清楚地出門...改善了我
的問題...（33歲/陳先生/服務業）很容易乾澀且疲勞...改善不適的問題...（兒子小一/彭媽媽）小朋友吃了金寶明 大學光學科技股
網站
葉黃素後覺得比較不容易疲勞...」、「...（57歲/李小姐/家管）時常覺得使用一下手機或電視就容易疲勞...不再
份有限公司
像之前那麼吃力，每天早上也能非常清楚地出門...改善了我的問題...（33歲/陳先生/服務業）很容易乾澀且疲
勞...改善不適的問題...（兒子小一/彭媽媽）小朋友吃了金寶明葉黃素後覺得比較不容易疲勞...」等詞句，涉及誇
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16日及12月9日向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反映。
受處分人日華好物有限公司於108年3月14日15時54分至16時29分在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頻道
MOMO2台宣播「日華好物鈣強高硒巴西豆無花果」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潤腸通便…巴西堅果…
人稱抗癌堅果…抗自由基 抗衰老…骨本強壯…抗癌…骨質疏鬆…美國癌症研究中心表示 癌症是可預防的…將巴 日華好物有限公
電視
西堅果作為零食，能降低罹癌風險…(主持人口述)想要降低膽固醇，4顆巴西堅果比一個月的膽固醇的藥還有效
司
…硒能夠降低攝護腺癌、大腸癌、肺癌等…1天2顆 補鈣順暢又防癌…」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兆活果實

受處分人台灣拓達斯廣告有限公司於網路(網址：https://ventuno.tw/choukatsu1?aid=cbga1&gclid=Cj0KCQiAiNnuBRD3ARIsAM8KmlsQAGbQza2ZKKJHCMPW0PzIKvDdeKC8VlmqcFcCSYMOu5
Nd3HsFugQaAhnnEALw_wcB，下載日期：108年11月25日)刊登「兆活果實」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一 台灣拓達斯廣告
網站
年前的衣服穿不下…身材一直達不到…膚況不穩時好時壞…暴飲暴食…抑制吸收脂肪…變胖…透過藥草的力量
有限公司
…抑制吸收並協助燃燒…瘦菌減少…肥菌增加…」等詞句，並佐以腰身曲線圖片呈現，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
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2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日華好物天然綜合堅果椰棗

受處分人日華好物有限公司於108年6月20日15時2分至15時14分在吉隆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MOMO
購物1台宣播「日華好物天然綜合堅果椰棗」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保護心血管健康…遠離慢性病…
日華好物有限公
電視 增強免疫力…補腦益智…沒精神 注意力不集中…易生病 頭暈 心悸…骨頭不好 腰痛 膝蓋痛…體重增加…記憶力
司
差…豐富OMEGA-3 好油代謝壞油 加倍好記憶…」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基隆市衛生局查獲。

【莎蘿瑪】百年莊園冷壓初
榨橄欖油、【河谷鳥】德國
有機檸檬汁

受處分人智慧誠選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網站(網址：http://www.smartbio.com.tw/v2/activity/15116，下載日期：108
年11月25日)刊登「【莎蘿瑪】百年莊園冷壓初榨橄欖油、【河谷鳥】德國有機檸檬汁」食品廣告，內容述及：
「...【莎蘿瑪】百年莊園冷壓初榨橄欖油...幫助調節血壓，有效預防心血管疾病...幫助身體自然的抗氧化，提升 智慧誠選股份有
網站
人體新心血管健康...加強人體免疫功能...護牙、預防牙周病...透過舌下吸收迅速將油的營養帶到血液裡，並將血
限公司
液中的細菌與毒素排到油中...有機檸檬汁...幫助肝臟排毒降低體內的酸度...」等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0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帝斯壯滋補膠囊

保洸能、愛通能

受處分人萊欣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21日21時至22時整於寶島新聲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頻道：FM98.5)「
寶島夜春風」節目中宣播「帝斯壯滋補膠囊」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植威剛這個透納葉在中美洲人視它
為催情劑，它可以很快速的增加男性朋友身體的敏感度還有它的精力，以及它對男性朋友在工作上就是覺得很
累啦、疲勞啦、壓力大啊、無力感來講的話對體能的爆發力跟續航力它是有很明顯很明顯的一個幫助...透納葉
在1974年開始美國人他們就使用來改善喔對男性的一個性功能上面的一個用途是很有幫助的...對於男性的肌耐
萊欣股份有限公
廣播 力呢也明顯的改善...消除疲勞...男性的更年期都好發在40歲之後慢慢的遞減到50歲之後，最主要是在我們的男性
司
的荷爾蒙的睪固酮濃度不斷的下降，那我覺得在一般的保養不止是要提供給它一個爆發力續航力的營養補給，
其實在荷爾蒙的固本它的一個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睪固酮，所以呢現在要分享這個成分葫蘆巴呢它就是能
夠提供男性睪固酮的濃度，避免它不斷的下降，那它也可以號稱植物性的男性荷爾蒙...你只要每天適量的服用
葫蘆巴萃取物，可以大大提昇他體內荷爾蒙的濃度，那它可以改善男性更年期的一些症狀...」等文詞，案經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受處分人丁O宏於108年10月3日21時至22時整在奇峰廣播電臺股份有限公司(頻道FM90.5)「寶島曼波」節目中
宣播「保洸能、愛通能」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家棋你也五十幾歲了，我們這個眼睛多少會有些老
花，你好像都沒再戴眼鏡，好像眼睛還不錯，我就有在保養，因為公司有在賣這個愛通能...因為我那時候就覺
得眼睛，那時候我記得單元裡面有個台灣傳奇...看久後我覺得那個字會稍微揮揮濛濛，那時候我就知覺不行，
要吃，後來連續保洸能來吃，就開始有比較好，眼睛你也要讓他休息，不能說過度來使用，你現代人很多手機
在玩都過度使用，那眼睛，加上我們年紀也有了，你眼睛還這樣操，你還不保養，所以你眼睛很快就報銷了，
不要說完全看不到，不然你也難過眼油這樣流，這樣酸這樣澀，看到光你眼睛就睜不開了，越來越濛越來越
廣播 揮...我們的保洸能22種的營養素，而且那個份量都有夠...因為我們眼睛很精密，他所需要的營養素很多...很多年
丁O宏
紀多的眼睛會壞就是細胞都萎縮掉了，你現在吃了他把你細胞活化...保洸能眼睛顧到多好...一罐一盒1800元...要
吩咐註文我們的電話0800-880229...愛通能主要讓我們腸子顧的健康，你不管怎樣，我們三頓東西五穀雜糧在吃
加減會遇到，朋友說我本來放都順順的，有時候遇到大便很硬的，撐得很辛苦...洩久後你那個腸子機能就不好
了，越來越差...醫生有的也不敢開，硬怎麼辦，用挖的，所以這愛通能來救你，你若有這樣的情形大便的，平
時放都一點點，很硬，有時候整個禮拜才放一次這樣，這就較嚴重了，你愛通能趕快來吃，先來調整邊吃邊吃
你排便就會順了...所以愛通能這個來調整效果很好...」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第1項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

植敏菌LP156益生菌30入

受處分人大數行銷有限公司於官網(網址：https://www.wellprobiotics.com/product/detail/379276，下載日期：108年
12月6日)刊登「植敏菌LP156益生菌30入」食品廣告，內容述及略以：「…哈啾打不停 酷酷掃不完 不停抓抓抓
網站
呼吸咻咻聲…易敏體質…空污（PM2.5）…關鍵1000天 體質逆轉勝…」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2月2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首烏燉豬肝湯

受處分人藍田有限公司於官網(網址：https://lantan102.com/膳食介紹/，下載日期：108年11月6日)刊登「首烏燉
豬肝湯」等食品廣告，內容述及:「…八珍雞湯 四物補血，四君子補氣，故八珍湯是氣血雙補，補氣養血，抗
衰老，增強免疫力，調理虛弱體質。…枸杞鮑魚雞盅 具有溫中益氣、補精填髓、益五臟、補虛損的功效。…麻
網站 油腰花湯 腰花鋅含量超高，有補腎益精、強腰壯骨、活血袪瘀的功效，對於產後身體修復或是月經後造血有很
大的正面作用。…首烏燉豬肝湯 有解毒，潤腸通便，養血益肝，固精益腎，健筋骨，烏髭髪、補虛益精，益肝
腎、潤五臟、填精髓、堅韌筋骨、明耳目、療瘡止痛、收縮子宮與排除惡露…」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8年11月6日查獲。

養顏回春旺運來德安堂福鶴
燕窩

大數行銷有限公
司

藍田有限公司

受處分人張O銘(即德安藥行負責人)於108年7月12日13時29分至14時07分在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6頻道
Momo1台宣播「養顏回春旺運來德安堂福鶴燕窩」食品廣告，內容宣稱略以：「...(口述)小時候只要一有咳嗽...
帶我去錦州街的德安堂買燕窩...喉嚨癢癢只要吃一匙...隔天整個人神恢復...小朋友生出來之後...他有異位性皮膚
炎...讓小孩子吃燕窩...增加抵抗力...然後讓他的皮膚狀況變好...我的小朋友他的異位性皮膚炎、過敏性的鼻子...
就是靠德安堂的燕窩...吃燕窩好處真的太多...皮膚會Q彈...人會回春...皮膚的更新...細胞的更新...毛髮都會變得比
較茂密...紫外線...空氣汙染...人就很容易老化...讓皮膚細胞經常性得到滋養...德安堂的燕窩好在哪裡...我只要有一
點點感冒的症狀...喉嚨不舒服...我前一天吃一匙燕窩...我隔天整個喉嚨...原本緊緊的卡卡的...馬上幫我舒緩不舒
張O銘(即德安藥
電視
服的症狀...比如說為什麼慈禧太后到了70~80歲...他還像少女一般的肌膚...就是長期吃這個燕窩來保養...吃進去的
行負責人)
燕窩...等於是把你的保養品...直接是內服的...直接讓身體吸收...醫生也說我的小孩子抵抗力變得很好...哺乳期間
繼續吃燕窩的話...母乳對嬰兒的腦袋很有幫助...當然也可以減少產後的孕傻狀況...萬一有失眠的問題...會翻來覆
去睡不著...其實這個燕窩吃下去後非常好睡...可以一覺到天亮...睡前的時候空腹吃...完全吸收進去...早上起來的
時候就發現臉又白又拋又亮...過了更年期睡不太好...沒辦法睡覺...只要睡前大概吃一小匙的燕窩...他隔天是一覺
到天亮...不會多夢...我有給我老公偷偷的吃...他說他吃完之後...那個燕窩啊...連頭髮都長出來...」等敘述與畫面，
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嘉義縣衛生局查獲。

受處分人熊O翰於「蝦皮購物」網站（網址：https://shopee.tw/%E7%B4%A0%E5%AF%A7Sulin%E5%B9%B3%E8%A1%A1%E7%A9%A9%E5%AE%9A%E8%86%A0%E5%9B%8A%E8%8B%A6%E7%93%9C%E8%83%9C%E8%82%BD-120%E9%A1%86%E5%A4%A7%E7%BD%90%E3%80%90%E8%A1%80%E7%B3%96%E6%8E%A7%E5%88%B6%E3%80%91素寧Sulin-平衡穩定膠囊 苦瓜
%E3%80%90%E6%96%B0%E5%93%81%E4%B8%8A%E5%B8%82%EF%BC%8C%E5%85%AC%E5%8F%B8%E6%
胜肽 120顆/大罐【血糖控
網站
AD%A3%E8%B2%A8%E3%80%91-i.132918050.2356413045，下載日期：108年8月20日）刊登「素寧Sulin-平衡
制】 【新品上市，公司正
穩定膠囊 苦瓜胜肽 120顆/大罐【血糖控制】【新品上市，公司正貨】」食品廣告，內容述及:「…血糖控制…
貨】
冠狀動脈硬化、腦栓塞、眼睛失明、腎病變尿毒的後遺症等血路病變…取代長期施打胰島素患者的替代品…可
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免於中風、尿毒、眼睛失明的併發症…糖尿病專用…」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8月15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第 2 頁，共 3 頁

熊O翰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5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40,000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103.02.5修正公布)
第28條第1項

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1月份處理食品、健康食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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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1/8

21

2020/1/7

22

2020/1/6

23

24

2020/1/6

2020/1/2

產品名稱

Purtier鹿胎盤素

來源

其他

日本原裝House薑黃之力飲禮
電視
盒

耐固膜

三合一極品健康包

私密香

網站

網站

網站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黃O楹於108年10月23日10時30分在臺灣力匯有限公司(地址: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0號1樓及2樓)大廳宣
傳「Purtier鹿胎盤素」食品廣告，內容述及:「…幹細胞…能夠讓中風的人…癌症的…對癌症是非常有效果的…
癌細胞…血管增生…癌症做化療…會製造癌症殺手去對抗癌細胞…用醫學可以治療的方式…慢性發炎…急性發
炎…感冒發燒…慢性發炎就是高血壓…他可以把發炎的開關把他關起來…對抗發炎…消炎劑…在性命垂危還有
辦法讓他救回來…我們有再生的功能…提升免疫系統…再生新的細胞打擊癌細胞…癌指數會一直慢慢的降…口
腔癌醫生判只有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的壽命…半年癌症指數剩0…」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0月30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天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4日17時17分至17時48分在大豐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
momo購物1台宣播「日本原裝House薑黃之力飲禮盒」食品廣告，其內容宣稱：「…（口述）我們研究它具有什
麼呢抗發炎的作用…它是天然抗發炎的聖品就是薑黃…因為就是說身體有發炎譬如皮膚過敏或是長痘痘，這都
是所謂發炎的表徵，那怎麼能減緩發炎呢，你就吸收薑黃素…（口述）你最近身邊開始一些朋友開始有沒有中
鏢就是得流感、開始感冒，小孩子最近腸病毒還有，然後被同學傳染的有沒有，我跟大家講你就要喝薑黃，為
什麼，因為其實我們在喝薑黃，因為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它的抗發炎能力很強，所以基本上我們只要感冒是
不是你的上呼吸道在發炎，所以基本上喝薑黃呢對提升你呼吸道的防護力是非常有效的，然後最近有沒有發現
，我最近聽到我好多朋友三高的問題，血壓突然升高，我跟大家講季節在轉換，你知道管路特別容易出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講薑黃本身對我們這個管路的疏通也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我們是真正的薑黃素…讓你把體內的
慢性發炎加以對抗，所以我們剛剛講什麼表面皮膚的病徵啊、皮膚啊，或者說是打噴涕、或者說我們講到說黴
漿菌啊連流感你都不用擔心…因為它是天然的抗發炎劑…秋天流感的好發季，最近我經過診所又一堆人在排隊
，整個上呼吸道都發炎感染，你就是要喝薑黃…你不用擔心什麼流鼻水啦、你也不用擔心會過敏啦，或者這裡
紅那裡癢，最重要小朋友去學校，你不用擔心流感也不用擔心腸病毒…」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張易生誤解，
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受處分人台灣全民廣播電台股份有限公司於臉書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ews98/videos/346885015917432/，下載日期：108年11月20日)刊登「耐固膜」食品廣
告，內容述及:「…關節保養……(口述)退化性關節炎…（手板）臨床驗證 檢測關節疼痛及靈活度改善指數…彎
曲幅度改善44%…(口述)人體實驗…吃7-10天…疼痛感逐漸消失…關節彎曲度改善…第0天還沒吃的時候，他只
能彎到64度，那他吃了7天之後就可以彎到82度，吃到第30天可以彎到92度，這個對於彎曲度改善…」等文詞
，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13日向臺北市政府
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豪恩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官網（網址:https://marinec.com/product/%E4%B8%89%E5%90%88%E4%B8%80%E6%A5%B5%E5%93%81%E5%81%A5%E5%BA%B7%E5%
8C%85/，下載日期：108年12月2日）刊登「三合一極品健康包」食品廣告，內容述及:「…膠原蛋白胜肽三合
一極品健康包 膠原蛋白為人體最需要的營養素，水溶性奈米級胜肽由人體吸收後，可馬上組成體內所需的酵素
及膠原蛋白，活化身體機能，增強體力、提高免疫力。…(圖)為什麼老化了?…特別注意膠原蛋白胜肽服用…!膠
原蛋白的流失導致鬆弛下垂、毛孔會增大 !表皮乾燥、表情紋路逐漸加深…吃豬蹄、魚皮、牛蹄筋補充膠原蛋
白卻容易發胖 每天吃一包三合一美麗健康包…促進成長荷爾蒙的分泌量增加，從而活化細胞、增生膠原蛋白…
成分…-胜肽螯合鈣：提升人體機能效率重要原料。增加人體排毒功能，調節婦女生理期排經功能，增加骨質密
度，治療關節炎、痠痛及修復軟骨組織。…-常益菌乳酸菌 ：維持消化道機能，改變腸道細菌叢生態，其中含
有高活力ABC三益菌，幫助消化。…-水解膳食纖維(水溶性膳食纖維)Fibersol-2：纖維補充，腸道保健，調節血
糖，體重管理，降低血清膽固醇跟中性脂肪。…-果寡糖：可供人體腸道中常見的有益菌種所利用，但有害菌則
幾乎不能利用。可以增加益菌的數量，相對的減少有害菌的數量，維持腸道中菌相平衡。促進腸道蠕動，幫助
排便順暢。…」等文詞，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8年12月2日查獲。
受處分人周O涵於「臉書」網站(FB帳號：周曉涵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amanda.chouuu/videos/360612484819913/，下載日期108年12月12日)刊登「私密香」食品
廣告，內容述及：「...保養私密處...搔癢感染...私密處的保養跟清潔...婦科問題...不會搔癢不舒服...不會尿道發
炎...」等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0日向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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