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3月份處理藥物(含醫療器材)、一般商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產品名稱

來源

1

2020/3/25

抗菌乾洗手凝露

網站

2

2020/3/4

克米龍滅病毒醫用口罩

網站

3

2020/3/11

能鍺褲

電視

4

2020/3/31

BOTOX保妥適【〝愛力根〞
保妥適乾粉注射劑（衛署菌疫
輸字第000525號）】

網站

5

2020/3/20

聲得德國助聽器(未滅菌)（衛
署醫器輸壹字第004758號）

報紙

6

2020/3/11

睡美能NORAY神光波養命健
康寢具組（"堤麥"遠紅外線非
動力式治療床墊(未滅菌)〔衛
部醫器製壹字第007958號〕）
等

電視

7

2020/3/10

「使肺泰100準納 乾粉吸入劑
(衛署藥輸字第023202號)」、
「多適達膠囊0.5毫克/0.4毫克
(衛署藥輸字第025423號)」

其他

8

2020/3/10

廣泰成人口罩(廣泰醫用口罩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675
號】)、廣泰兒童口罩(廣泰醫
用口罩【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5675號】)

網站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惡名昭彰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官網(網址：https://notorious2019.com/detail.aspx?id=190&tid=63，下載日期：109年3月3日)（2）「YouTube」網站(網
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fJ66qHPP4&feature=youtu.be&t=4327，下載日
期：109年3月12日)刊登「抗菌乾洗手凝露」產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為有效對抗冠
狀病毒的活性成分…有效對抗新冠病毒（武漢肺炎）…綠膿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
菌…在日本常添加於漱口水以滲透去除牙周病菌，能有效阻隔多種細菌、酵母菌、真菌
及病毒…殺菌…消毒…」等文詞，涉及醫療效能之宣傳，違反藥事法第69條規定，案經
民眾於109年3月3、5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薩摩亞商齊凌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分別於（1）臉書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5%85%8B%E7%B1%B3%E9% BE%8D-Chameleon%E5%AE%88%E8%AD%B7%E4%BD%A0-111439026997558/?epa=SEARCH_BOX，下載
日期：109年1月30日）刊登「克米龍滅病毒醫用口罩」產品廣告（2）官網（網址：
https://www.zplin.cc/products_detail/10.htm，下載日期：109年1月30日）刊登「克米龍抗
病毒口罩」產品廣告，其內容宣稱：「…克米龍口罩 是唯一可殲滅99%的#H1N1#H3N2
病毒#肺炎桿菌的口罩與一般強調 很會過濾 的口罩設計不同…唯有克米龍滅病毒口罩採
用直接消滅病毒和細菌的設計 不讓病毒和細菌存活在口罩上 完全不同於只能過濾的口罩
…我們的滅病毒能力擁有ISO18184國際認證…世界上目前僅兩個國家德國和日本有此等
級實驗室…」、「…比殺細菌更厲害…抗流感病毒測試…抗H1N1、H3N2流感病毒＞99%
…」等文詞，涉及醫療效能之宣傳，違反藥事法第69條規定，案經民眾於109年1月30日
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受處分人普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11日10時28分至10時57分在新台北有線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第8頻道台視「消費情報讚」節目宣播「能鍺褲」產品廣告，其內容宣
稱：「...愛穿四角褲的男性...其精子品質不僅比愛穿三角褲的男性好...精蟲濃度高...精蟲
數多...精蟲活動力更高出...銀離子有除臭...殺菌及消除靜電功效...鍺對人體的好處...提升免
疫力...消除疲勞...預防心血管疾病...(口述)...我有攝護腺問題...改善頻尿...攝護腺癌...睪丸
癌...」等文詞，經查上開廣告產品非屬藥物，惟如所述廣告文詞，涉及醫療效能之宣傳
，違反藥事法第69條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藥商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正）字第
620118K767號）於「商周」網站（網
址: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style/indep/1000080?fbclid=IwAR1CwXp8aClPQXOfN
wR707YMjEhKvH7rPzcupkUDrrK76sLlvMdUIGn_0Rk，下載日期：108年12月31日）刊登
「BOTOX保妥適（〝愛力根〞保妥適乾粉注射劑【衛署菌疫輸字第000525號】）」藥物
廣告，內容載有：「…BOTOX保妥適…精準型肉毒是唯一經過時間驗證、大規模實驗的
治療方式…接受施打…對付的比方皺眉紋、抬頭紋、魚尾紋…」等文詞，未經事先申請
廣告核准，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2月25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
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藥商聲得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正）字第6201186849號），分
別於（1）109年1月14日聯合報(臺北市)第C3版（2）109年1月12日聯合報(高雄市)第E3版
刊登「聲得德國助聽器（“聲得”氣導助聽器《未滅菌》【衛署醫器輸壹字第004758
號】）」藥物廣告，內容宣稱略以：「…許多世界上最好的產品都是德國製造的，如：
BMW、高科技醫療儀器，而且成本是最高的，品質最好…6頻段…12頻段、20頻段、24
頻段…」等文詞，與本局核准之北市衛器廣字第108030009號藥物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
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2項規定，案經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先後查獲。
受處分藥商堤麥策略行銷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內）字第620111J839
號），分別於（1）108年12月9日22時31分至23時11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
48頻道MOMO1台宣播「睡美能NORAY神光波養命健康寢具組（"堤麥"遠紅外線非動力
式治療床墊(未滅菌)【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7958號】）」藥物廣告（2）109年1月11日20
時35分至21時17分在新台北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MOMO1台宣播「睡美能
NORAY全能呵護牛角披肩（"堤麥"遠紅外線非動力式治療床墊(未滅菌)【衛部醫器製壹
字第007958號】）」藥物廣告，內容宣稱略以：「…一氧化氮是健康之鑰 讓你多活30年!
保護心血管、降低血壓、增強腦力、提升免疫力、抗發炎、改善性功能、增強肌肉的耐
受力、抗癌作用、創傷修復、幫助調節分泌胰島素(糖尿病)…保持維護心臟的冠狀動脈的
暢通，幫助腦部血液流通以增進長期記憶力，防止過多的凝血塊阻塞造成心臟病及中風
，放鬆動脈(維持正常血壓所需)，降低膽固醇和防止LDL(壞膽固醇)氧化，提高血流量至
男性生殖器使之勃起，縮小和消滅癌症腫瘤，消滅外徑的細胞和病毒，幫助調節胰島素
分泌(糖尿病)，預防痔瘡及幫助癒合，預防一般肺部疾病…(一氧化氮)對人體四大系統功
效 血液循環系統，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中樞神經系統，幫助睡眠、增強記憶和學習能
力 免疫系統，增強免疫力、抗炎、抑制腫瘤細胞生長 泌尿及生殖系統，增強膀胱肌肉運
動及促進勃起功能…」、「…保持維護心臟的冠狀動脈的暢通，幫助腦部血液流通以增
進長期記憶力，防止過多的凝血塊阻塞造成心臟病及中風，放鬆動脈(維持正常血壓所
需)，降低膽固醇和防止LDL(壞膽固醇)氧化，預防一般肺部疾病…保護心血管、降低血
壓、增強腦力、提升免疫力、抗發炎、改善性功能、增強肌肉的耐受力、抗癌作用、創
傷修復、幫助調節分泌胰島素(糖尿病)…」等文詞與畫面，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核准之北
衛器廣字第10811014號醫療器材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2項規定，案
經本局先後查獲。
受處分人荷商葛蘭素史克藥廠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
正）字第620118I058號）印製發放「使肺泰100準納 乾粉吸入劑(衛署藥輸字第023202
號)」、「多適達膠囊0.5毫克/0.4毫克(衛署藥輸字第025423號)」等藥物廣告杯套，內容
載有：「…SERETIDE…氣喘自我管理…Seretide是幫助病患維持良好氣喘控制，值得信
賴的治療選擇…可逆性呼吸道阻塞疾病(ROAD)之常規治療，包含適合使用支氣管擴張劑
及皮質類固醇組合療法之患有氣喘的兒童與成人…嚴重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慢性支氣
管炎合肺氣腫…嚴重氣喘…肝功能或腎不全之患者…副作用：頭痛、肌肉痙攣、關節
痛、口腔與喉嚨的念珠病菌、肺炎…」、「…合併治療…可以協助快速緩解症狀…降低
AUR等疾病惡化風險…DUODART…簡易處方資訊…治療具有症狀且攝護腺增大之攝護
腺肥大症的第二線治療…減少攝護腺體積、改善尿流速率之效果…Avodart適尿通…治療
具有症狀之攝護腺肥大者。而有緩解相關症狀、降低急性尿滯留之發生率、減少攝護腺
肥大症相關手術必要性之效果…」等文詞，未經事先申請廣告核准，違反藥事法第66條
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5日向本局檢舉。
受處分藥商廣泰奈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正）字第
620118Q394號），分別於（1）官網(網
址:http://ktnbt.com.tw/products/%E5%BB%A3%E6%B3%B0%E6%88%90%E4%BA%BA%E5
%8F%A3%E7%BD%A9-1，下載日期:109年2月11日)刊登「廣泰成人口罩(廣泰醫用口罩
【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675號】)」藥物廣告（2）官網(網
址:http://ktnbt.com.tw/products/%E5%BB%A3%E6%B3%B0%E5%85%92%E7%AB%A5%E5
%8F%A3%E7%BD%A9-%E7%B2%89%E7%B4%85，下載日期:109年2月11日)刊登「廣泰
兒童口罩(廣泰醫用口罩【衛部醫器製壹字第005675號】)」藥物廣告，內容載有：「…1.
國泰醫學中心幹細胞、嬰兒細胞、成人細胞測試未呈現毒性反應。 2.國泰醫學中心Ａ型
流感病毒抑制力達98.74％。3.國泰醫學中心腸病毒抑制力達99.99%。4.成功大學口服測
試未呈現毒性反應。5.依TN-050檢驗對皮膚無任何刺激反應。6.SGS對金黃色葡萄球菌、
大腸桿菌抗菌、抑菌率達99%。7.通過美國MicroBioTest抗H1N1病毒能力〉99.99%。8.通
過美國MicroBioTest抗腸病毒能力〉99.99%。9.通過美國FDA一級認證。10.通過國立清華
大學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符合綠建材評定原則。11.國泰醫學中心肺結核桿菌抑制率達
80.8%。12.國泰醫學中心 呼吸道肺炎融合菌抑制率達 90.1%。…」等文詞，未經事先申
請廣告核准，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9年2月9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
申訴系統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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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排名

惡名昭彰股份有限
公司

600,000

藥事法 第69條

1

薩摩亞商齊凌科技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600,000

藥事法 第69條

1

普羅威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0

藥事法 第69條

1

台灣愛力根藥品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1項

聲得有限公司

24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2項

堤麥策略行銷有限
公司

24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2項

荷商葛蘭素史克藥
廠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20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1項

廣泰奈米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1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9年3月份處理藥物(含醫療器材)、一般商品違規廣告處罰案件統計表
項次

9

10

11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20/3/10

2020/3/24

2020/3/30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美國許氏8年根金級花旗參王
切片-大/小

受處分人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2月14日21時25分至22時7分在新台北有線
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MOMO1台宣播「美國許氏8年根金級花旗參王切片-大/小」
藥物廣告，內容宣稱略以：「…(口述)許氏花旗參具有補氣養陰、清熱降火、健脾潤肺、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
電視
有限公司
固本培元的功效，因此，你要是有咳嗽、哮喘、胃燥和疼痛…最適合使用許氏花旗森…
比較溫補…(口述)你高血壓還可以吃 糖尿病什麼都可以…」等詞句，刊播未經事先申請
核准之藥物廣告，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3項規定，案經本局查獲。

20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3項

“德國博依”低週波治療儀（衛
署醫器輸字第020693 號）

受處分人鼎祥醫療器材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同)字第6201094793號）
於官網網站(網址：
http://www.dsmi.com.tw/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128_217&product_id=756，
下載日期：109年1月22日及2月3日)刊登「“德國博依”低週波治療儀（衛署醫器輸字第
020693號）」藥物廣告，內容述及略以：「...抑制神經所傳遞的疼痛訊息，達到止痛效
鼎祥醫療器材有限
網站
果...常用在肌肉無力患者身上...內建療程 30組(TENS/EMS/MASSAGE各10組)...量身設定
公司
療程 可設定20組(TENS/EMS各10組)，可調整頻率...量身設定功能 儲存並鎖定個人的量身
設定療程...自動關機功能 閒置三分鐘自動關機...保固期 3年...」等文詞，與本局核准之北
市衛器廣字第108070479號藥物廣告核定表內容不符，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2項規定，案
經高雄市梓官區衛生所查獲。

200,000

藥事法 第66條
第2項

保庇限定款【品業興】大甲媽
祖Q版(S)（〝品業興〞醫用口
罩(未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
第006093號】

受處分藥商品業興實業有限公司（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中)字第620110T315號）
於網路(網址:http://www.pyx.care/hot_338993.html連結
https://www.snq.com.tw/ProductDetail.php?CNRIFOID=0oml7z7178l3o5dg&CNRIFOTYPID=
0poc1psfaaha154e&PDTIFOID=0p5oc1w3z6czzwuj、
https://www.facebook.com/pyx.care/photos/a.133928554006396/209537176445533/?type=3&th
eater，本局下載日期:109年2月20、26日)刊登「保庇限定款【品業興】大甲媽祖Q版(S)（ 品業興實業有限公
網站
〝品業興〞醫用口罩(未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006093號】）」藥物廣告，內容載
司
有：「...抑菌、滅菌...防菌防霧霾...超越N95...奈米銀...抗菌...PM2.5濾層...過濾過敏原...過
濾霧霾...N95級濾層...防霧97%、抗菌99%...病原體病毒...黴菌...抗各類病菌...阻隔pm2.5...
細菌...滅菌...」、「再小的粒子也擋得下...花粉...PM2.5...灰塵、細菌...病毒、過敏原...黴
菌...液體...N95級濾層...國際專利PM2.5濾層...奈米銀離子抗菌滅菌層...」等文詞，未經事
先申請廣告核准，違反藥事法第66條第1項規定，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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