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2月份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1

2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2/14

2020/2/14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排名

洗髮水慕斯【修護】乾燥頭皮
頭髮的日常清潔 500ml、洗髮
水慕斯【淨化】油性頭皮的日
常清潔 500ml、洗髮水慕斯
【甦活】敏感及混合型頭皮的
日常清潔 500ml等

受處分人采萱國際開發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洗髮水慕斯【修護】乾燥頭皮 頭
髮的日常清潔 500ml、洗髮水慕斯【淨化】油性頭皮的日常清潔 500ml、洗髮
水慕斯【甦活】敏感及混合型頭皮的日常清潔 500ml、問題頭皮噴霧【精華
露】熱銷產品--有效減少頭皮屑、頭氣味、落髮問題100ml、頭皮舒緩凝露【修
復晶露】修護損傷性頭皮50ml 、髮基因水因子 200ml、髮基因固髮晶露 50ml、
髮基因修復晶露 50ml、髮基因頭皮調理液 100ml、髮基因晶萃凝露 60ml、毛囊
炎戰痘組》溫和清潔，修護傷口、減少片狀頭皮屑、油臭淨化組》油性頭皮深
層清潔，有效減少油塊狀頭皮屑、頭臭、防止掉髮問題，提昇頭皮的防護力、
紅腫緩和修護組》敏傷頭皮溫和清潔，強力保濕、快速修護傷口、緩解毛囊
采萱國際開發
網站 炎、痘痘局部熱漲等敏感不適、粉狀頭皮屑正解組》乾性頭皮保濕清潔，有效
有限公司
減少粉狀頭皮屑，強健毛囊育髮、防止掉髮，提昇頭皮的防護力、舒敏去屑
組》敏感、混合、中性頭皮溫和清潔，有效減少片狀頭皮屑，喚醒毛囊、防止
掉髮，提昇頭皮的防護力、豐盈防禿組》敏感 混合、中性頭皮溫和清潔，油水
平衡，喚醒毛囊 防止掉髮，提昇頭皮的防護力、沙龍專用系列」等化粧品廣告
，內容述及略以：「...出現『粉狀』的頭皮屑…止癢去屑...不使用藥的流程處
方…改善頭皮的『阻塞、油、屑、敏、掉』等問題...落髮問題，髮際線後退或
地中海式頭頂髮量愈來愈稀少…維持皮膚對細菌的基本抵抗能力...減少毛囊萎
縮的發生…」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
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5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20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1

Miss Hana 花娜小姐 深層純淨
礦物卸妝水 200ml等

受處分人美合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及官網刊登
「Miss Hana 花娜小姐 深層純淨礦物卸妝水 200ml、玫瑰超水嫩保濕晚安凍
膜、薰衣草美白晚安凍膜(傳明酸3%)、保加利亞玫瑰頂級媽媽霜、蠟菊全效賦
活精華液、櫻花水感美白防曬乳SPF50★★★、欖仁果極潤保濕活水凝露、(迷
你瓶5g)櫻花水感美白防曬乳SPF50★★★、胺基酸燕麥溫和保濕洗面皂、茶樹
網站
淨痘粉刺水、茶樹超淨化抗菌荳蔻修護膠」等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略以：
「...抗氧...抵抗紫外線輻射..促進膠原蛋白增生...」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
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8月21、22、25、
29日先後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暨高雄市田寮
區衛生所及本局查獲。

1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2

10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3

10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3

9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產品名稱

3

2020/2/21

意識育髮洗髮精150ml等

4

2020/2/6

九本草黑松露潔面乳等

5

2020/2/13

宣莉恩全效合一精華液等

6

7

2020/2/11

2020/2/25

來源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美合國際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

受處分人丹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意識育髮洗髮精150ml、勞丹脂
身體乳霜200ml、晶質新生能量元素250ml、植萃精華油200ml、全能保濕乳霜
60ml、24小時日夜煥白循環乳30ml一組、複合式胺基酸淨肌霜80ml」等化粧品
廣告，內容述及略以：「...毛囊強健...舒緩頭皮癢、皮屑、落髮、脂漏性皮膚
丹麓生物科技
網站 炎等頭皮症狀交替修護使用...刺激頭皮層微血管循環，提供髮根養份並刺激健
有限公司
康頭髮生長，延長頭髮生長期...讓頭皮與頭髮重新透氧呼吸...適用敏感性頭
皮、頭皮屑、落髮與脂漏性皮膚炎...增進毛囊循環生命力...補氣，強化細胞氣
血納氧量...」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之規
定，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09年1月7日查獲。
受處分人悅美國際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九本草黑松露潔面乳、九本草水凝膠
眼膜、九本草膠原蛋白面膜、九本草面部去角質凝膠、九本草氧氣泡沫潔面
乳、九本草心晚霜(還幼晚霜)、九本草艾地苯美白安瓶(買一送一)」等化粧品廣
悅美國際有限
網站 告，內容述及略以：「...抗氧化...提高肌膚自身再生功能...抗氧化、激活細胞能
公司
量...提高肌膚免疫力...皮膚再生...提高皮膚免疫力...自由基，緩解衰老...」等詞
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新北市
政府衛生局於108年11月6日查獲。
受處分人優橋貿易股份有限公司於網路刊登「宣莉恩全效合一精華液、幼美
肌、法朵絲KAMITAS+"女性專用"養髮液、幼美肌全方位保濕水凝霜、施特佩
HSP扭轉奇肌植萃泥膜」等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略以：「...天然的黑斑淡化
劑太厲害！...每晚10秒，15天後讓臉上的黑斑變淡了...為了淡化黑斑，專櫃所
有淡斑產品我幾乎都試過。甚至還想過去做雷射來去除...15天後臉上黑斑竟
然...有照片為證...(佐以使用前後對照圖)...可以直接打擊造成黑斑的色素細胞，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讓頑固的黑斑明顯變淡...只要15天頑固的黑斑就會變淡、
優橋貿易股份
網站 變小了呢。...斑點生成的主要原因是在肌膚深處的『基底層』增生的色素細
有限公司
胞。皮膚受到紫外線等外部刺激時候，色素細胞會產生黑色素。黑色素積累到
表皮上就會變成煩人的黑斑。..鬆弛等問題...一個禮拜之後小暗斑都消失了...讓
我真正告別了黑斑!...醫美級...比雷射治療還要便宜...」、「...對於曬太陽及曬雪
後的燒傷也有效果...藥用...可抑制黑色素生成...形成黑斑的機制...黑色素細
胞...」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案
經民眾於108年11月14、23、27日及109年1月6日先後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
統檢舉，及本局於108年10月24日查獲。

傳明酸高效美白淡斑精華面膜
等

受處分人雀爾斯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傳明酸高效美白淡斑精華面膜、分子釘
微導舒敏保濕修復面膜、藍銅胜肽極致修護水潤面膜、紐西蘭茶樹10倍淨荳面
膜、魚子精華DNA活膚黑面膜x5片、多胜肽膠原彈潤黑面膜x5片」等化粧品廣
告，內容述及略以：「…促進細胞再造…消炎鎮靜…泛紅…抗敏…抗敏潤澤…
能夠活化並促進細胞再造，對於皮膚炎有輔助治療的作用…能夠舒緩發紅…過
網站
敏等皮膚問題…鎮定效果…抗發炎功效對過敏性肌膚狀況有極大幫助…促進傷
口愈合、肌膚收斂消炎，極佳的鎮定舒緩…同時能夠袪痘並淡化痘疤…是自由
基的清道夫，能保護真皮層細胞並且保濕抗敏…同時改善肌膚微循環…提高膠
原蛋白活力…」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
之規定，案經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於108年11月25日查獲。

雀爾斯有限公
司

9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FORTE專利凍乾技術全效修護
精華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108年12月18日15時11分至15時52分在新台北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4頻道東森購物2台(2)108年12月17日14時20分至14時
30分在港都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7頻道東森購物1台宣播「FORTE專利凍
乾技術全效修護精華」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DMF於再生醫學研究
目前運用於神經 心臟 腦神經細胞 肌肉細胞皮膚細胞的再生 DMF細胞再生術皮
膚運用上堪為成功 針對細胞秒速作用新生 尤其受損組織破壞後還可重新生長
守喜股份有限
電視 針對於嚴重鬆弛...法國細胞再生抗老醫學中心研發...運用400種激活細胞...能夠
公司
再造自體細胞修補機制 1秒啟動 持續修補新生 光速穿透肌膚直達細胞基底新生
細胞...5秒增生自體膠原...自體玻尿酸...10秒拉緊筋膜...重新連結斷裂性膠原重
生形成8D立體拉提網 使用前後對照(圖)...」、「...最強抗老...結合400種細胞 新
生細胞520% 拉緊筋膜530%...秒生回春液活性 秒速穿透肌膚...皮膚細胞再生醫
學...」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
本局及高雄市新興衛生所查獲。

7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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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2月份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8

9

10

11

12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2/12

2020/2/12

2020/2/25

2020/2/20

2020/2/12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展碁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香草魔法學苑的檸檬精油

受處分人禾本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臉書網站（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Herbcare520/，下載日期:108年8月1日）刊登「香草
魔法學苑的檸檬精油」化粧品廣告（2）「SHOP‧COM」網站（網址：
https://tw.shop.com/洋甘菊純露+晶露120ml+純精油成分+控敏+過敏+消炎+保濕1486035355-p+.xhtml，下載日期：108年9月21日）刊登「洋甘菊純露/晶露
120ml(純精油成分)/控敏/過敏/消炎/保濕」化粧品廣告（3）「香草魔法學苑」
網站（網址：https://www.herbcare.com.tw/product/4769741570834432，下載日
期：108年10月8日）刊登「冷杉精油10ml」化粧品廣告（4）「香草魔法學
苑」網站（網址：https://www.herbcare.com.tw/product/6333186975989760，下載 禾本康國際股
網站
份有限公司
日期：108年10月8日）刊登「芳樟葉純精油10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以：「…解毒…平衡油脂…青春痘…促進消化…清熱去火…促進血液循環
…」、「…過敏/消炎…」、「…對於呼吸系統有絕佳的助益，特別是化除氣管
黏液、痰。多用於呼吸道的感染的預防，及能緩解因感冒所引起的喉嚨痛、鼻
塞等的不適…對『金黃色葡萄球菌、百日咳桿菌、白喉桿菌』有特別強的鎮壓
功能…」、「…可以舒緩感冒咳嗽產生的不適與疼痛。…新生成粉刺與痘痘提
供良好的控制效果…」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
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7月31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
檢舉，及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與本局查獲。

7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FORTE逆齡修護抗皺安瓶搶購
組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11時56分至12時28分在港都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7頻道東森購物1台宣播「FORTE逆齡修護抗皺安瓶搶購
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100%PCT抗皺安瓶...塗抹式皮下穿透技
術0.7秒直達肌底...激活再生530% 淡化紋路480％ 美白淡斑500％ Q彈澎潤
守喜股份有限
電視 475％...7天年輕4歲、28天年輕16歲...抬頭紋消失...魚尾紋不見...眼袋淡化...法令
公司
紋修復...如同施打疫苗般，使肌膚產生抗皺抗體，並深入細胞內激活細胞增長
500％，吞噬老化細胞，提昇肌膚細胞的活化能力，刺激膠原蛋白增生，並瞬
間激活細胞新生...」等文詞，並佐以使用前後比較畫面，涉及誇大，違反化粧
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高雄市林園區衛生所查獲。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Neogence霓淨思全能緊緻奇蹟
霜

受處分人德典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BAZAAR 哈潑時尚 2019.12月號
雜誌第358期（出刊日期：108年12月1日）第149頁（2）ELLE 她 2019.12月號
雜誌第339期（出刊日期：108年12月1日）第237頁刊登「Neogence霓淨思全能 德典生技股份
雜誌
緊緻奇蹟霜」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淡化斑點…縮小毛孔，甚至能
有限公司
預防粉刺與痘痘生成…」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
條第1項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查獲。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奇蹟抗痘面膜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分別於（1）「Instagram」
網站（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p/B24DbXSn8jW/，下載日期:108年10月
15日）刊登「品木宣言奇蹟抗痘面膜（衛署粧輸字第005481號）」化粧品廣告
（2）「Instagram」網站（網址：https://www.instagram.com/p/B1pfY0snaBD/，
美商雅詩蘭黛
下載日期:108年10月15日）刊登「逗點休止符抗痘凝膠（衛署粧輸字第018175
網站
股份有限公司
號）」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解救痘痘肌…痘痘太猖狂，紅腫又遲
台灣分公司
遲不消⠀ 敷10分鐘，痘痘bye…」、「…紅痘痘發炎的時候…通常一般痘痘成熟
到消炎大概都要快1個禮拜甚至更久才會好，使用痘點休止符抗痘凝膠大概約
三天就能ko超煩人的痘痘…」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於108年10月15日查獲。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產品名稱

雪絨花 指緣精華油

13

2020/2/25

FORTE逆齡修護精萃抗皺安瓶
組

14

2020/2/25

FORTE青春奇蹟日夜滋養霜

15

2020/2/25

FORTE激光醫美級美白面膜
1111專案

來源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雪絨花 指緣精華油、雪絨花 極
速修護手膜、葡萄籽 抗老逆齡精華乳、葡萄籽 逆齡抗老複合生物纖維面膜」
等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略以：「...受損肌膚...抗氧...抵抗紫外線輻射...促進膠
網站
原蛋白增生...受損Bye Bye...」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2月4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
映。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16日17時15分至17時56分在新台北有
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7頻道東森購物1台宣播「FORTE逆齡修護精萃抗皺安
瓶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基因療法專用成分 PCT抗皺因子 通過
獨家塗抹皮下穿透技術 一擦0.7秒滲透基底對於人類逆轉老化基因細胞...獨家塗
抹皮下穿透技術 能細胞激活再生技術是經由特殊載體方式，標靶是穿透0.7秒
守喜股份有限
電視
公司
穿透基底促進人體細胞激活...針對衰老細胞重啟再生機制...長庚醫學團隊全新
發表 PCT抗皺因子結合 長庚獨家塗抹皮下穿透技術 細胞...激活再生...針對衰老
細胞基因重建療法 標靶是智慧搜尋穿透萎縮細胞 重新秒速增生...代謝黑色素沉
澱...激活膠原增生...玻尿酸增生...筋膜層再生...」等文詞，涉及誇大，違反化粧
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5日6時23分至7時4分在新台北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6頻道東森購物3台宣播「FORTE青春奇蹟日夜滋養霜」化
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PNG...針對重度細胞結構上或功能上的各種缺
陷老化特別研究疫苗及細胞療法 1分鐘直達細胞內部激活幹細胞 複製100倍再
守喜股份有限
電視 生新生細胞 增生膠原蛋白不流失...瑞士抗老整外成分...效果媲美 童顏+肉毒+玻
公司
尿酸 有效激活細胞增生 提升膠原量...膠原增生三效合一...秒速穿透肌膚筋膜層
自動搜尋自體紋路 澎潤 拉提 活化自體細胞增生...刺激膠原蛋白增生...筋膜層拉
緊...徹底消除各類紋路...」等文詞，並佐以使用前後比較畫面，涉及誇大，違
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17日22時2分至22時42分在新台北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4頻道東森購物2台宣播「FORTE激光醫美級美白面膜
1111專案」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0.3秒滲透肌膚真皮層...瞬間瓦解
黑色素 0.7秒迅速穿透筋膜層 瓦解深層斑點 並抑制阻斷黑色素形成...徹底抑制
守喜股份有限
電視 各類黑色素生成 並深入肌膚瓦解淺層 中層 深層斑點...淺層斑點有效消除...深層
公司
斑點有效消除...智慧搜尋黑色素 迅速穿透皮膚筋膜層 單點阻斷黑色素進入肌膚
根絕黑色素及預防新黑色素形成 抑制黑色素活性...可1秒光速穿透肌膚直達筋
膜層...」等詞句，並佐以使用前後比較畫面，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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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2月份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16

17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2/24

2020/2/10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邱O嬅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美商雅詩蘭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圃園國際有限
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忠義國際通商
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畢揚美國際有
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美商雅詩蘭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光速火箭有限
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受處分人欣新網股份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4552810&Area=searc
h&mdiv=403&oid=1_1&cid=index&kw=%E7%9D%AB%E6%AF%9B%E7%94%9F
【LOREAL Paris 巴黎萊雅】非
%E9%95%B7，下載日期:108年11月7日)刊登「【LOREAL Paris 巴黎萊雅】非
欣新網股份有
網站
比尋常增生纖長睫毛膏
比尋常增生纖長睫毛膏(6.5ml+6.5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增生...
限公司
(6.5ml+6.5ml)
長還可以更長...提供睫毛自我增長的能量...睫毛還可以變得更濃密、更纖長...」
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
於108年1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
管理法 第10條第
1項

產品名稱

20ml 症狀乳液

全能盈白精華霜

來源

受處分人邱O嬅分別於（1）「臉書」網站（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Sheri723/?ref=br_rs，108年8月13日）刊登「20ml
症狀乳液」化粧品廣告（2）「臉書」網站（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14585081051832&set=a.10288620
52902&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14156312692891&set=a.1028862052
902&type=3、https://www.facebook.com/cynhua.chiu/posts/10214176601400096，
下載日期:108年10月25日）刊登「10ml 專注力調油」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網站
以：「...濕疹與異位性皮膚...過敏兒...調配專屬皮膚症狀乳液...20ml 症狀乳
液...」、「..10ml 專注力調油...使用精油協助專注力或過動部分得到改善...腦部
發展...」、「...20 ml癢癢不來嫩嫩來...濕疹是發生率極高的皮膚疾病...異位性皮
膚炎、婦女常出現的富貴手、接觸性皮膚炎、汗皰疹、 脂漏性皮膚炎等...產生
發炎、紅腫、組織液滲出、脫屑症狀的皮膚疾病...」、「...10ml 按摩精油...防
止皮膚鬆弛...幫助疏通淋巴，讓身體排毒...」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
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8月10日及108年10月19日
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受處分人台灣奧蜜思股份有限公司於臉書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ORBIS.TAIWAN/posts/10157784958981445?__tn__=-R
連結
https://www.orbis.com.tw/prod.php?pid=4342&_adp_c=wa&_adp_e=c&_adp_u=p&_
adp_p_md=5120&_adp_p_cp=107175&_adp_p_agr=8715947&_adp_p_ad=1421208
7&utm_source=tagtoo&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orbis&utm_term=107:71:
11222001071&fbclid=IwAR3JUOtAJUZlPTyuNS39VdEt3tvGdhWgOtdTPJZ6nf84S
GJyINx_1saE75c，下載日期：109年1月10、20日）刊登「全能盈白精華霜」化 台灣奧蜜思股
網站 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國民抗皺雷射霜…#雷射霜…保養也能有雷射
份有限公司
效果…」、「…雷射霜…皺紋、斑點一支打趴…活化肌膚最深處-真皮層的膠原
蛋白…閉眼時眼頭鬆弛、摺痕被填平許多!…眼尾的細紋看不見了…賦活膠原蛋
白…從深處填補皺摺、紋理…能輔助真皮層生成膠原蛋白的纖維芽細胞，讓缺
乏膠原蛋白的凹陷部位重新撐起…抑制日曬導致的麥拉寧過剩生成連鎖效應，
從麥拉寧母細胞階段減少黑色素小體被傳遞，抑制並阻斷刺激訊號…預防黑斑
及雀斑…」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案經民眾於109年1月10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18

2020/2/21

雅詩蘭黛 特潤超導賦活精萃

雜誌

19

2020/2/20

緊塑除紋霜 150ml

網站

20

2020/2/15

肌活青春健髮露EX

網站

21

2020/2/14

22

2020/2/12

23

24

2020/2/10

2020/2/4

違規情節

【DermEden得美登】撫紋加倍
組(醫學實證有效改善黑眼圈皺 網站
紋)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marie claire TAIWAN美麗佳
人雜誌第316期（出刊日期：108年8月1日）第184-185頁刊登「雅詩蘭黛 特潤
超導賦活精萃」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壓力痘…降低肌膚拉警報發
生頻率…」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
，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圃園國際有限公司於「YAHOO！奇摩超級商城」網站（網
址:https://tw.mall.yahoo.com/item/%E7%B7%8A%E5%A1%91%E9%99%A4%E7%
B4%8B%E9%9C%9C-150ml-p0808123926167、
https://tw.mall.yahoo.com/store/giardino/stlntroMgt?hpp=store_tab_3，下載日期:108
年8月28日）刊登「緊塑除紋霜 150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除紋
…均經過Universities of Ferara and Padova聯合研究通過防敏感測試…鬆弛…」等
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
108年8月27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反映。
受處分人忠義國際通商股份有限公司於臉書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akanoTaiwan/連結
https://youwin721.pixnet.net/blog/post/68166555?fbclid=IwAR0h7IncBLfS1FjZhqFny
mz99i7FVsd6ifDV1gjf5V5yOuuyenIGm4il2gU，下載日期：108年12月26日)刊登
「肌活青春健髮露EX」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紅腫的頭皮抹上後立
刻消腫讓頭皮穩定，皮屑立刻88…產後落髮必用！青春露可減緩落髮和健髮！
…改善白髮及落髮…產後掉髮、長白髮…頭皮屑…臉皮眼袋有鬆弛…產後在家
地上常看到很多頭髮…有產後掉髮困擾…或是男生髮量越來越少…進入第4個
月…我的M字形髮線已經回來…並已經改善很多~同時肌膚還不需要靠醫美拉堤
還很緊緻…」、「…使用1個月後的照片…開始已經長出細的頭髮了…賀爾蒙
改變…育嬰壓力、憂鬱…等等產後掉髮之外…臉皮鬆弛、落髮、白髮…頭皮屑
…眼皮下垂…散瘀消腫、清熱解毒…提供頭皮營養並外毛韒細胞…那就有重建
的機會…藥品級髮品…抗炎及抑菌…皮膚炎、搔癢、瘤、濕疹…」等詞句，涉
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2月
20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畢揚美國際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7028241＆
amp;Area=search＆amp;mdiv=403＆amp;oid=1_1＆amp;cid=index＆
amp;kw=%E6%B6%88%E9%99%A4%E9%BB%91%E7%9C%BC%E5%9C%88，
下載日期：108年11月7日)刊登「【DermEden得美登】撫紋加倍組(醫學實證有
效改善黑眼圈皺紋)」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醫學實證有效改善黑眼
圈皺紋…光傷害修護專家…改善科技光傷害…」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
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
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ELLE」網站（網
址:https://www.elle.com/tw/beauty/news/a26903469/darphin-0403/，下載日期:108
年8月19日）刊登「DARPHIN全效舒緩精華液」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
「…起紅疹…阻塞…發炎敏感…解決泛紅發炎…」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
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8月19日向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反映。

DARPHIN全效舒緩精華液

網站

心動時刻香氛沐浴乳+乳液

受處分人光速火箭有限公司於「KP 女王香氛」網站(網址:https://www.kplove.co
，下載日期:108年11月25日)刊登「心動時刻香氛沐浴乳+乳液」化粧品廣告，
內容刊載略以：「…痘痘疤痕…鬆弛橘皮…皮膚乾癢容易脫皮…促進膠原蛋白
網站
增生…緊緻拉提…肌膚粗糙鬆弛沒有彈性…淡化黑色素…七天嫩白…」等詞句
，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
11月22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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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2月份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5

2020/2/21

26

2020/2/11

27

2020/2/21

產品名稱

來源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ELLE TAIWAN她雜誌第332
期（出刊日期：108年5月1日）第4-5頁及第185-186頁刊登「雅詩蘭黛 白金級晶
鑽淨白系列、雅詩蘭黛 特潤眼部超能量修護霜、TOM FORD 奢華紅毯訂製極
緻眼霜」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白馨晚香玉，抑制黑色素，淡化黝黑斑
雅詩蘭黛白金級晶鑽淨白系列 雜誌 點，讓肌膚逆天白回來!…完封逆天美白…全面封存美白續航力…」、「…證實
了夜間暴露於科技光害下1小時，會使肌膚修護力下降60%，即便科技光害照射
僅30分鐘，也會降低修護力表現，影響肌膚天然夜間修護週期…」、「…擊退
疲憊、浮腫與黑眼圈…減緩眼部浮腫現象…」等文詞，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
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marie claire美麗佳人雜誌第
312期(108年4月1日出刊)第215頁刊登「Estee Lauder特潤眼部超能量修護霜」化
Estee Lauder特潤眼部超能量修
粧品廣告，內容載有：「…長時間暴露在人造藍光下(電腦螢幕、LED光源)對
雜誌
護霜
於肌膚細胞的自然修復節奏會造成干擾…並修復科技老化對眼周肌膚的傷害
…」等文詞，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
局查獲。
受處分人吳O權於108年1月22日8時1分至8時42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第48頻道momo1台薦證代言「Bonnie House家庭醫師精油新春賀歲檔」化粧
品廣告，內容宣稱略以：「...口述：...臉上長痘痘 很難處置 用茶樹精油...2滴茶
Bonnie House家庭醫師精油新
樹精油滴在溫水裡可以殺菌，保護我不要被傳染感冒...掉頭髮的問題，把迷迭
電視
春賀歲檔
香加在洗髮精就可以像我一樣頭髮一直很健在...打噴嚏 流鼻水整個眼睛發紅，
口罩上滴3滴油尤加利，整個神清氣爽...」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虛偽誇大詞句，
違反行為時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之規定，案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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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美商雅詩蘭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30,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 第24條第1
項

美商雅詩蘭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30,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 第24條第1
項

吳O權

15,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 第24條第1
項

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