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排名

1

受處分人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於VOCE美妝時尚雜誌國際中文
版第120期刊登「Obagi C25 Neo維他命C精華液、POLA擊速煥白化
Obagi C25 Neo維他命C精華
妝水、ALBION妃思雅晶燦恆白28日煥白安瓶、LAURA MERCIER柔
液、POLA擊速煥白化妝水、
焦晴透蜜粉餅」等4則化粧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不再被紫 城邦文化事業股
2019/12/20 ALBION妃思雅晶燦恆白28日 雜誌
份有限公司
外線傷害...顛覆"美白=擊退黑色素細胞"的概念...達成不讓黑色素稍
煥白安瓶、LAURA
加停留...只要肌膚本身變得強壯，就不會讓過多的黑色素停留皮膚
MERCIER柔焦晴透蜜粉餅
…」等詞句，涉及誇大詞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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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1

2

FORTE賦活膠原凍乾精華專
案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0月間於電視宣播「FORTE賦活膠
原凍乾精華專案」化粧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抗老中心全新
發表最新技術 生物休眠凍乾技術...臨床測試證實 … 細胞活性因
子...0.7秒標靶直達筋膜層肌活細胞 120倍速度複製再生新生細胞...再 守喜股份有限公
電視
生新生細胞...真皮厚度增加...膠原增生...拉緊鬆弛筋膜層...激活肌原
司
纖維蛋白...激活彈力蛋白...激活波形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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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經本局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查獲。

7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1

FORTE激光醫美級美白淨膚
面膜熱銷組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0月間於電視宣播「FORTE激光醫
美級美白淨膚面膜熱銷組」化粧品廣告，其內容宣稱略以：「...徹底
抑制各類黑色素生成 並深入肌膚瓦解淺層 中層 深層斑點… (口述)它
是持續性的 因為他把你的黑色素斷掉了… 我們針對我們皮膚所有非
常深層的黑色素 只要一滴ALP疫苗 立即穿透到皮膚的基底層 筋膜層 守喜股份有限公
電視
針對所有的色素 幫你做瓦解 所以你有任何的斑點…智慧搜尋黑色素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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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

60,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 第24條第1項

2

亮妍清透舒緩噴霧 30ml

受處分人水上璣國際有限公司，分別於（1）官網(網址：
https://www.acquagems.com/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20_
78_90&product_id=71，下載日期：108年9月5日)刊登「亮妍清透舒
緩噴霧 30ml」化粧品廣告（2）官網(網址：
https://www.acquagems.com/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20_
77&product_id=86，下載日期：108年9月5日)刊登「逆時光胸部養護
乳霜 50ml」化粧品廣告（3）官網(網址：
https://www.acquagems.com/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20_
水上璣國際有限
網站 78_91&product_id=82，下載日期：108年9月5日)刊登「蜂蛇精粹精
公司
華液 30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抑炎 鎮靜舒緩肌膚 退
紅…適用對象：微針、雷射、脈衝光、陶瓷美容等，表皮細胞傷害
後有淺紅血絲及過敏者…抑炎、退紅…」、「…增加胸部組織製造
DHEA的量…改善胸部的張力與彈性並有效刺激胸部脂肪的密度…刺
激乳腺發育，使乳房纖維及膠原蛋白更加集中…」、「…蜂毒-可刺
激膠原蛋白生成…蘭花萃取油 減緩黑色素形成…金縷梅 結合併沉澱
蛋白，具有抗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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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本局於108年9月5日查獲。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

髮細胞BiohairS 中性洗髮精
400ml-3入組、髮細胞
BiohairS 控油洗髮精400ml-3
入組

受處分人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郵政商城-Postmall」網站
(1)(網址：
https://www.postmall.com.tw/productDetail.aspx?uid=95&prod=921876
，下載日期：108年10月22日）刊登「髮細胞BiohairS 中性洗髮精
400ml-3入組」化粧品廣告(2)(網址：
https://www.postmall.com.tw/productDetail.aspx?uid=95&prod=921875 寶齡富錦生技股
網站
，下載日期：108年10月22日）刊登「髮細胞BiohairS 控油洗髮精
份有限公司
400ml-3入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降低搔癢...快速去
屑止癢...抗菌除屑，有效止頭皮癢...保護細胞、抵禦光老化、促進毛
囊修復…」、「…有效止頭皮癢…促進毛囊分化修復…抵禦光老化
…快速去屑止癢...保護細胞、抵禦光老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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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

項次

3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19/12/12

2019/12/12

產品名稱

4

2019/12/5

理膚寶水安心精華水、理膚
寶水安心霜

5

2019/12/3

Fees法緻 ELEVER煥采智能
眼霜

6

7

2019/12/23

2019/12/20

來源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受處分人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momo購物網」網
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category/LgrpCategory.jsp?l_code=1118
600000，下載日期：108年10月9日)刊登「理膚寶水安心精華水、理
膚寶水安心霜」化粧品廣告（2）「YSL Beauty Taiwan」網站（網
址：
https://www.yslbeauty.com.tw/product/%E9%80%86%E9%BD%A1%E8
%82%8C%E5%AF%86%E6%8A%97%E7%97%95%E7%B3%BB%E5
台灣萊雅股份有
網站 %88%97/%E9%80%86%E9%BD%A1%E8%82%8C%E5%AF%86%E6
限公司
%8A%97%E7%97%95%E7%9C%BC%E9%83%A8%E7%B2%BE%E7
%B2%B9/548YSL.html#start=2&cgid=skincare-eye-care，下載日期:108
年11月6日）刊登「YSL逆齡肌密抗痕眼部精粹」化粧品廣告，內容
刊載略以：「…過敏…」、「…三項專利認證的『活水循環複合
物』…魚尾紋、鬆弛、浮腫等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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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向
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另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於108年11月
6日查獲。
受處分人鉍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刊登「Fees法緻 ELEVER煥
采智能眼霜、Fees法緻 ELEVER無限活氧抗痕精華、Fees法緻 完美
女人撫紋霜、Fees法緻 脂質舒敏修復霜」等化粧品廣告，其內容宣
鉍富企業股份有
網站 稱略以：「…提升膠原蛋白生成...以醣鞘脂與分子丁包覆氧氣，使氧
限公司
氣進入肌膚底層…80%減少皺紋…提升肌膚氧氣率…」等詞句，涉及
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案經本局於108
年3月15日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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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項次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產品名稱

來源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宥齊生技有限公司，分別於（1）官網（網址：
http://2ytop.com/brand/seriesitemthis-55.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21
日）刊登「神乎奇肌菁粹」化粧品廣告（2）官網（網址：
http://2ytop.com/brand/seriesitemthis-19.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21
日）刊登「多功能更新潔膚霜」化粧品廣告（3）官網（網址：
http://2ytop.com/brand/seriesitemthis-65.html，下載日期：108年11月21
日）刊登「絕代霜豐」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紫草幹細
胞 活化表皮細胞 加速皮膚更新 促進皮膚更新…減少人體表皮纖維母
細胞 促進I型膠原蛋白生成的效果 作用在人體表皮纖維母細胞 類
EGF效果 表皮細胞增殖 改善色素沉澱抑制B16黑色素生成…作用在
人體表皮纖維母細胞 抑制眼睛周圍的皺紋長度和範圍增加…」、
「…Q10 促進膠原蛋白增生…提升細胞存活率…消除陽光中的自由
基對皮膚的傷害…具有抗氧化活性很強的皮膚脫色…」、「…增進
肌膚膠原母細胞的新陳代謝與活性 蜂王乳 促使膠原蛋白合成…肌活
雙乳最低陷度 讓乳線再次堅挺重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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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查獲。
受處分人采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於（1）「MOMO購物網」網
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6656480
&Area=search&mdiv=403&oid=1_2&cid=index&kw=鎮靜，下載日
期:108年9月18日）刊登「【TUNEMAKERS】保濕修護鎮靜加量組
(神經醯胺200 60mL+神經醯胺200 20mL+甘草10mL)」化粧品廣告（
2）「Polynia璞亞」網站(網址：
https://www.polynia.com.tw/SalePage/Index/5784494?cid=270110，下載
日期：108年11月11日)刊登「Polynia 白藜蘆醇紅酒片狀面膜 5入盒
裝」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滅絕痘痘0粉刺…修護受損痘
痘肌膚，外鎮靜內修復…迅速修護乾燥受損肌膚…皮脂膜…角質層
…迅速滲透至角質細胞間隙…」、「…解決…鬆弛、黑斑…減少黑
色素形成…」等詞句，並佐以皮膚結構剖面圖、使用前後比較圖及
痘痘的圖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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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08年9月18日查獲。
受處分人妮傲絲翠股份有限公司於「friDay購物」網站（網址:
https://shopping.friday.tw/ec2/product?pid=5545238&cid=345660&sid=3
&mid=1，下載日期:108年10月8日）刊登「UNITEC彤妍 膠原蛋白導
入保濕機能水300ml(重量裝)」化粧品廣告，內容述及略以:「…修復
乾燥受損肌膚…除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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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08年10月8日查
獲。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19日4時18分至4時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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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
智慧震動眼霜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醫藥級穿透探
頭…在0.7秒到達筋膜層1秒到達皮下脂肪層…抗皺成份 專門解決眼
周各種問題…0.3秒穿透真皮層…增加循環代謝黑色素0.7秒穿透筋膜
層增生膠原蛋白…1秒到達皮下脂肪層消除脂肪堆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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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排名

宥齊生技有限公
司

6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

采妍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妮傲絲翠股份有
限公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8

2019/12/19

神乎奇肌菁粹

網站

9

2019/12/4

Polynia 白藜蘆醇紅酒片狀面
膜 5入盒裝

網站

10

2019/12/11

UNITEC彤妍 膠原蛋白導入
保濕機能水300ml(重量裝)

網站

11

2019/12/11

FORTE提拉智慧震動眼霜組

電視

守喜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12

受處分人台灣萊雅股份有限公司於「YSL Beauty Taiwan」網站（網
址：
https://www.yslbeauty.com.tw/product/%E9%80%86%E9%BD%A1%E8
%82%8C%E5%AF%86%E6%8A%97%E7%97%95%E7%B3%BB%E5
%88%97/%E9%80%86%E9%BD%A1%E8%82%8C%E5%AF%86%E6
台灣萊雅股份有
2019/12/20 YSL逆齡肌密抗痕修護精華油 網站 %8A%97%E7%97%95%E4%BF%AE%E8%AD%B7%E7%B2%BE%E8
限公司
%8F%AF%E6%B2%B9/WW-3221YSL.html#start=5&cgid=skincareserums，下載日期:108年11月6日）刊登「YSL逆齡肌密抗痕修護精
華油」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強化細胞膜健康，提升免疫
防護力…」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
第1項規定，案經高雄市大樹區衛生所於108年11月6日查獲。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13

受處分人芙彤園股份有限公司於網站(1)(網址：
https://www.postmall.com.tw/productDetail.aspx?uid=3003&prod=89789
0，下載日期:108年9月14日)刊登「NO.1秀髮培力純露(活化)」化粧
品廣告(2)(網址：
http://mall.cheerspoint.com.tw/showroom/cproduct?JcRK9Zis1u5s8Vikhp
8sI3FOxpoKhKJD9EclC7vzucM%3D，下載日期：108年10月4日)刊登
芙彤園股份有限
網站 「《Blueseeds 芙彤園》天然七款隨身精油(擇一)+隨身旅行洗沐用品
公司
組(薰衣草滾珠按摩精油+隨身旅行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以：「...殺菌…生髮…調理中和身體所產生的酸化…殺菌消炎…更新
細胞...」、「...適用於各種肌膚症狀及輕度創傷。刀傷、割傷、燙
傷、擦傷、皮膚過敏、碰撞紅腫、蚊蟲叮咬、痘痘、尿布疹、異位
性皮膚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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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受處分人美商雅詩蘭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ORIGINS」網
站（網址：https://www.origins.com.tw/product/15348/26842/treat/nopuffery/cooling-roll-on-for-puffy-eyesg-Roll-on-for-PuffyEyes?gclid=CjwKCAjwlovtBRBrEiwAG3XJzWmY3LpqWXneoS4Jd2sJhAQIKbD網站
Yn0ulPdJuTdCSq4J5QiXPGQTBoCkjkQAvD_BwE，下載日期:108年
10月14日）刊登「拋開浮腫鎮靜舒緩滾珠筆」化粧品廣告，內容刊
載略以：「…對抗眼袋問題…能立即協助消除浮腫…減緩泛紅…抗
空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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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高雄市鼓山區衛生所於108年10月14日查獲。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14

2019/12/20

2019/12/4

NO.1秀髮培力純露(活化)、
《Blueseeds 芙彤園》天然七
款隨身精油(擇一)+隨身旅行
洗沐用品組(薰衣草滾珠按摩
精油+隨身旅行組)

拋開浮腫鎮靜舒緩滾珠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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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雅詩蘭黛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項次

15

裁處書發文
日期

2019/12/4

產品名稱

優麗雅全效保養潔膚水

來源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錦洲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5日5時50分至6時20分在新台北
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158頻道MAV LIFE美麗人生購物台宣播
「優麗雅全效保養潔膚水」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口述)卓越
的抗氧化能力 抵抗衰老 修護斷裂的基底蛋白…光卸妝就可以做到…
拉提…所以痘子也可以用 痘子的或是你皮膚有傷口的…還有乾癬…
電視
再生與合成 促進表皮細胞新陳代謝…預防曬斑…細胞保養…可以促
進…今天臉部有傷口有痘痘有爛疤的 有爛痘的…幫你做癒合…(口
述)他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增生 舒緩刺激 抗老化…促進傷口癒合再生…
阻斷 抑制 瓦解黑色素…」等文詞與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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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2019/12/5

黑繃帶修護乳霜

網站

17

2019/12/12

法國原裝GF瑪麗皇后美白橙
花精油皂

電視

18

2019/12/12

【ooofresh】副極地修護安瓶
10支/盒《獨家加贈3支體驗
組》

網站

19

2019/12/20

紅石榴活顏修復精萃

網站

20

2019/12/11

黑繃帶修護乳霜

網站

21

2019/12/12

牛爾-京城之霜-黃金五爪活彈
電視
減皺面膜

22

2019/12/23

ALL HEAL藻青春生物纖維面
網站
膜

23

2019/12/12

LAMIAN 蜘蛛絲皂-痘痘王子
65g

網站

受處分人康泰納仕綜合媒體事業有限公司，分別於（1）VOGUE
TAIWAN時尚雜誌國際中文版第277期（出刊日期：2019年10月1
日）第274頁刊登「Helena Rubinstein黑繃帶修護乳霜」化粧品廣告
（2）「VOGUE」網站（網
址:https://www.vogue.com.tw/beauty/skincare/content-48294.html，下載
日期:108年10月7日）刊登「黑繃帶修護乳霜」化粧品廣告，內容刊
載略以：「…黑繃帶乳霜…改善肌膚斑點、皺紋與鬆弛，尤其針對
受傷後的肌膚，能擁有絕佳修復癒合效果…」、「…臨床實驗證實
是絕對有效…能改善肌膚特定困擾，像是斑點、皺紋、泛紅、痘疤
…爛皮救星…你想想，醫美手術後綁著繃帶，期待繃帶解開後，重
生的美麗臉龐…皺紋…細紋…都可以明顯感到改善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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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及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13日16時整至16時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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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原裝GF
瑪麗皇后美白橙花精油皂」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口述)
妊娠紋…很多的色素沉澱…都沒有了欸 我之前是鬆的 現在是緊的 洗
完變緊…你要洗出針對色斑 針對緊…能有效修護皮膚問題…能將肌
膚內已經形成的黑色素層層導出 讓肌膚自我代謝黑色素…同時擁有
肌膚自癒修復的能力 促進彈力纖維緊緻再生…(口述)…甚至容易會
有水腫的部分…這個屁股蛋往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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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宸荷有限公司於「女人我最大購物」網站（網址：
https://woman.tvbs.com.tw/shop/Product/102692，下載日期：108年10
月10日）刊登「【ooofresh】副極地修護安瓶 10支/盒《獨家加贈3支
體驗組》」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療癒 極速修復…紫草
根萃取抗菌、消炎…那天我敷○○的新面膜整個大過敏…姑且一試
你們家的修護，沒想到早晚用，兩天就救了我的臉…V臉拉提…」等
詞句，並佐以48小時使用前後比較圖，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
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108年10月
10日查獲。
受處分人華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於「SHER夏爾保養」網站(網址：
https://www.sherskincare.com/products/repairingserum，下載日期:108
年9月18日)刊登「紅石榴活顏修復精萃」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以：「...修護受損肌膚…改善肌膚老化鬆弛…縮小毛孔，舒緩鎮靜，
修復受損泛紅肌膚…有效改善肌膚不適感與紅腫，修復受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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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妞時尚股份有限公司於「妞新聞」網站(網址：
https://www.niusnews.com/=P1xmv442，下載日期:108年10月7日)刊登
「黑繃帶修護乳霜」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主攻修復效果
超威，像是痘痘、傷口等都能使用...爛皮救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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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7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反映。
受處分人塞席爾商美之本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108年8月16日
11時51分至12時在名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48頻道MOMO1台宣播
「牛爾-京城之霜-黃金五爪活彈減皺面膜」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
「…(主持人口述)抗氧化能力很強…有了它之後 音波拉皮、電波拉
皮都不用再打了…保證你立即拉提…」等詞句與畫面，涉及誇大，
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金門縣衛生局查
獲。
受處分人領航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於「YouTube」網站(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8z1E6pKqw0，下載日期：108年
12月4日)刊播「ALL HEAL藻青春生物纖維面膜」化粧品廣告，內容
刊載略以：「…有天然的抗發炎效果，對於癌症病人…現在也是輔
助治療的藥物治療…」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
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1月29日向臺北市
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統一國際策略有限公司於「LINE口袋商店」網站(網址：
https://ezstore.line.me/airbubu/shop/products/LAMIAN_蜘蛛絲皂-痘痘
王子_65g_318117398，下載日期:108年7月23日)刊登「LAMIAN 蜘蛛
絲皂-痘痘王子 65g」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痘痘…消炎、
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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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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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商號名稱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錦洲有限公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康泰納仕綜合媒
體事業有限公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守喜股份有限公
司

5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宸荷有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華誼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妞時尚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塞席爾商美之本
國際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領航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統一國際策略有
限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24

2019/12/19

受處分人獨角獸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網站(網址：
https://bffect.com/zhtw/product/%E7%B6%AD%E4%BB%96%E5%91%BDB3%E4%BF%A
E%E5%BE%A9%E4%BF%9D%E9%A4%8A%E7%B2%BE%E8%8F%
AF%E6%B6%B2 連結https://bffect.com/zh-tw/ingredient-research，下
載日期：108年11月13、14日）刊登「【修復保養精華液】10% 維他
命B3 + 2% 淡紋四胜肽 30ml、Brio (高效眼部胜肽精華)」化粧品廣告 獨角獸股份有限
網站
，內容載有：「…『【修復保養精華液】10% 維他命B3 + 2% 淡紋
公司
四胜肽 30ml』...重建皮膚屏障....『Brio (高效眼部胜肽精華)』...刺激
膠原蛋白合成...組織修復...藉由清除膽紅素，可以有效減少黑眼圈產
生...強化毛細血管，去除眼部周圍腫脹...改善淋巴循環，減少眼部周
遭腫脹...增加膠原蛋白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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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民眾108年11月12日向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5

受處分人達立亞有限公司於「momo摩天商城」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mall.com.tw/s/tsmall/1030880017168/1801100001/%
E3%80%90%E5%8D%97%E7%B4%A1%E8%B3%BC%E7%89%A9%
E4%B8%
AD%E5%BF%83%E3%80%91FILORGA%E8%8F%B2%E6%B4%9B%
E5%
98%89%E6%96%B0%E8%82%8C%E8%B3%A6%E6%B4%BB%E7%
FILORGA 菲洛嘉 新肌賦活精
2019/12/13
網站 B2%BE% E8%8F%AF%E6%B6%B230m(FILORGA)，下載日期：108 達立亞有限公司
華液 30ml
年10月2日）刊登「FILORGA 菲洛嘉 新肌賦活精華液
30ml(FILORGA)」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增加肌膚彈力
與膠原蛋白…深入真皮層…增生膠原蛋白…喚醒細胞的自我修復能
力…刺激彈力蛋白&膠原蛋白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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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於108年10月2日查獲。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受處分人健業生技有限公司於「ETMall東森購物」網站（網
址:https://www.etmall.com.tw/DMS%E5%BE%B7%E5%A6%8D%E6%
80%9D%E8%A7%92%E8%B3%AA%E5%B1%A4%E4%BF%AE%E8%AD%B
7%E5%9F%BA%E7%A4%8E%E4%B9%B3%E6%BB%8B%E6%BD%A4%E5%9E%8B-50ml/i/2237375，下載日
期：108年8月27日）刊登「【DMS德妍思】角質層修護基礎乳(滋潤 健業生技有限公
網站
型)50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角質層…神經醯胺…皮
司
脂…加強肌膚修護…換膚…角質層再生…皮膚細胞…以Liposome微
脂囊及Nanoparticle奈米微粒載體包覆活性成分…不破壞角質層達到
穿皮吸收效果，所有產品皆能提出科學研究數據佐證…在德國榮獲
為皮膚科醫師推薦為最具醫學美容概念的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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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信箱反映。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受處分人金彩徠富國際事業有限公司於官網（網址：
https://www.golden-shiny-of-life.com/product_1180832.html，下載日
期：108年11月8日、19)刊登「晶采能量舒壓經絡霜」化粧品廣告，
內容刊載略以：「…行氣活血、消除痠痛、激發細胞活力…調整自
網站
律神經功能，促進血液的流通和荷爾蒙的分泌，使細胞活化，行氣
活血消除酸痛，激發細胞活力…」等詞句，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
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民眾於108年10月7日向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廉政信箱檢舉。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項次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產品名稱

【修復保養精華液】10% 維
他命B3 + 2% 淡紋四胜肽
30ml、Brio (高效眼部胜肽精
華)

26

2019/12/3

超進化黃金導航膠囊 60顆

27

2019/12/20

Abysse多效晶透修護面膜

28

2019/12/26

新科若林 無痕祛痘貼 (2片)

29

2019/12/11

ERBAVIVA 天然寶寶保濕乳

30

2019/12/26

ALVEN 雅夢 好浴皂 洗面皂/
肥皂/香皂 185g

31

32

2019/12/4

2019/12/18

【DMS德妍思】角質層修護
基礎乳(滋潤型) 50ml

晶采能量舒壓經絡霜

來源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受處分人荷蘭商伊麗莎白雅頓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官網網站(網
址：https://www.elizabetharden.tw/product/102/Advanced-CeramideCapsules-Daily-Youth-Restoring-Serum-60-Piece/，下載日期：108年10 荷蘭商伊麗莎白
網站 月23日)刊登「超進化黃金導航膠囊 60顆」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雅頓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以：「...細胞…幫助肌膚對抗造成…損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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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8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反映。
受處分人星漾國際有限公司於ELLE TAIWAN她雜誌第334期（出刊
日期:108年7月1日）第165頁刊登「Abysse多效晶透修護面膜」化粧
星漾國際有限公
雜誌 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抗痘抗炎...有抗菌能力，有效抑制痤瘡
司
桿菌...減少黑色素生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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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本局查獲。
受處分人頂杏股份有限公司於「LINE口袋商店」網站(網址：
https://ezstore.line.me/eap5051c/shop/products/%E6%96%B0%E7%A7%
91%E8%8B%A5%E6%9E%97_%E7%84%A1%E7%97%95%E7%A5%
9B%E7%97%98%E8%B2%BC_(2%E7%89%87)_317530395，下載日 頂杏股份有限公
網站
期:108年10月15日）刊登「新科若林 無痕祛痘貼(2片)（衛署粧製字
司
第006182號）」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針對紅腫發炎痘
痘有消炎退紅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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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本局於108年10月15日查獲。
受處分人凱優有限公司於「SHOP.COM」網站(網址：
https://tw.shop.com/ERBAVIVA+天然寶寶保濕乳-1659332880p+.xhtml，下載日期：108年9月21日)刊登「ERBAVIVA 天然寶寶保
網站
凱優有限公司
濕乳」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幫助緩和肌膚發炎...異位性
皮膚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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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受處分人翔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蝦皮購物」網站（網址：
https://shopee.tw/ALVEN-雅夢-好浴皂-洗面皂-肥皂-香皂-185gi.35835546.2523893876，下載日期：108年10月10日）刊登「ALVEN
雅夢 好浴皂 洗面皂/肥皂/香皂 185g」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
翔鴻智能科技股
網站 「…維生素P.C、綠原酸、微量元素…鐵和銅參與能量代謝、鋅參與
份有限公司
了核酸DNA的合成、鉻可促使耐糖因子產生來調控血糖、鈣與肌肉
收縮和神經傳導有關、硒則與抗氧化解毒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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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
衛生局於108年10月10日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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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彩徠富國際事
業有限公司

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項次

33

34

35

36

37

38

39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受處分人富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官網(網址：
https://www.lecharme.com.tw/，下載日期：108年7月4日)刊登「美顏
豐潤霜、瞬效撫紋眼霜、抗藍光前導精華」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
富日國際股份有
網站 略以：「…15min瞬效撫紋…3倍全光譜防禦…2.67倍保護膠原蛋白…
限公司
9倍抗氧化力…改善黑眼圈、眼周循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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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向臺北市政府單一申訴系統檢舉。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受處分人李O哲於臉書網站(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dagahn.li
連結https://www.dagahn-sudram.com/shopping-lotus-acupuncture，下載
日期：108年11月11日)刊登「蓮花雨(Lotus Shower)療癒油」等化粧
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蓮花雨（Lotus Shower)…接受化療病人
…具有疏通人體經絡氣血運行的作用…人體深層的結締組織當中…
骨骼關節病變…化療的癌症患者…產生手指、腳趾感知異常、麻
木、肌肉和骨關節疼痛的症狀…月桃淨化花露…淨化空氣和肺部…
健胃暖脾、幫助消化和淨化體內毒素…淨化我們的肺部、胸腔的能
網站 量空間…」、「…蓮花能量乳霜…酸痛…焦慮產生腹部肌肉的強直
收縮，而造成消化不良、便秘的現象，以及四肢關節的僵直疼痛和
活動困難…月桃淨化花露…健脾暖胃…天堂之歌花露…止血止痛…
蓮花雨－針灸療癒油…紓解關節的僵硬和緊繃…紓緩頸部肌肉的僵
硬和不適…火蓮花－針灸療癒油…補腎…水蓮花（1號）－針灸療癒
油…調補脾腎…水蓮花（2號）－針灸療癒油…促進公轉（小周天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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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019/12/11

【Zoe Organics】植潤媽咪除
紋霜(56g)

受處分人馥朵國際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m.momoshop.com.tw/goods.momo?i_code=3449027&mdiv=searc
hEngine&oid=1_8&kw=除紋霜，下載日期:108年7月23日)刊登
馥朵國際有限公
網站 「【Zoe Organics】植潤媽咪除紋霜(56g)」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司
以：「...過敏體質並有氣喘...過敏治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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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反映。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019/12/3

受處分人台灣愛普兒有限公司於官網網站(網址：
https://www.themedicube.tw/products/medicube-super-cica-ampoule，下
載日期：108年10月23日)刊登「[新品]積雪草濃縮精華 (35ML)(1件8
[新品]積雪草濃縮精華
折/2件以上75折)」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處於極度損傷的 台灣愛普兒有限
網站
(35ML)(1件8折/2件以上75折)
狀態...改善損傷肌...出現過敏...治療...鎮靜劑...肌膚鎮靜處方...促使角
公司
細胞活躍地進行角質生成的細胞...告別損傷肌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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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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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2019/12/20

2019/12/3

產品名稱

美顏豐潤霜、瞬效撫紋眼
霜、抗藍光前導精華

蓮花雨(Lotus Shower)

來源

違規情節

處分商號名稱

李O哲

受處分人麗嬰房股份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6144197
&str_category_code=1104000379，下載日期：108年7月1日）刊登
「德國 Baan 貝恩 腹部舒緩按摩膏(50g)」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
德國 Baan 貝恩 腹部舒緩按摩
麗嬰房股份有限
2019/12/11
網站
以：「…驅風劑、排除腹部氣體降低胃的張力，緩解疼痛…幫助消
膏(50g)
公司
化、消除脹氣與腹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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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8年7
月1日查獲。
受處分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6787940
，下載日期：108年9月2日）刊登「FORTE台塑生醫超光感激活美白
FORTE台塑生醫超光感激活
安瓶7入/盒(4入組)」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歐百里香萃取...抑 守喜股份有限公
2019/12/19
電視
美白安瓶7入/盒(4入組)
制黑色素，並有良好抗氧化效果...極光藻...可阻擋黑斑產生機制...蘆
司
薈萃取...抗菌...有機高山雪絨花...具抗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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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查獲。
受處分人亨嘉企業有限公司於「SHOP.COM」網站(網址：
https://tw.shop.com/徳國Balea眼霜+2入+活膚眼霜15ml+Q10抗皺眼霜
15ml+-1754245129-p+.xhtml，下載日期:108年9月21日)刊登「德國
徳國Balea眼霜(2入)(活膚眼霜
亨嘉企業有限公
2019/12/20
網站 Balea眼霜(2入)(活膚眼霜15ml/ Q10抗皺眼霜15ml)」化粧品廣告，內
15ml/ Q10抗皺眼霜15ml)
司
容刊載略以：「...強化皮膚的自我修復與再生能力 消除現有皺紋並
防止出現新皺紋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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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40

2019/12/3

Fees法緻 煥采智能乳液
100ml

41

2019/12/20

【得意人生】鳳梨酵素水面
膜 (30包/盒)

受處分人鉍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於「LINE口袋商店」網站(網址：
https://ezstore.line.me/fees/shop/products/Fees%E6%B3%95%E7%B7%
BB_%E7%85%A5%E9%87%87%E6%99%BA%E8%83%BD%E4%B9
%B3%E6%B6%B2_100ml_318500322，下載日期：108年10月15日）
鉍富企業股份有
網站 刊登「Fees法緻 煥采智能乳液 100ml」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
限公司
「…能預防肌表受損，強化細胞，保護肌膚細胞免於紫外線傷害，
膠原蛋白增生，促進肌表缺損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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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處分人凌暘股份有限公司於「郵政商城-Postmall」網站(網址：
https://www.postmall.com.tw/productDetail.aspx?uid=3133＆
prod=909582＆
kw=%E9%B3%B3%E6%A2%A8%E9%85%B5%E7%B4%A0%E2%BD
%94%E2%BE%AF%E8%86%9C＆pi=0，下載日期:108年10月22日） 凌暘股份有限公
網站
刊登「【得意人生】鳳梨酵素水面膜(30包/盒)」化粧品廣告，內容
司
刊載略以：「…促進皮膚細胞新陳代謝＆再生 鳳梨酵素可以有效促
進皮膚細胞的新陳代謝及皮膚再生能力…蛋白分解酵素『水解』肌
肉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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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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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8年12月處理化粧品違規廣告案件統計表
罰鍰金額
(元)

罰則註記

42

2019/12/3

受處分人購明系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亞瑪勁台灣旗艦館」網站
(網址：https://www.amz.tw/product/000000000008066，下載日期：
108年8月26日)刊登「MAGICOM_35%胺基酸_洗面乳」化粧品廣告
，內容載有：「...洗出真實差異『粉刺不再反覆生』...七日淨孔...荳 購明系雲科技股
MAGICOM_35%胺基酸_洗面
網站
刺再也無‧孔‧可‧入...荳刺?當然難以再見啦...一週淨膚模式...髒污
乳
份有限公司
造成粉刺痘痘...整張臉平滑嫩白...」等文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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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民
眾108年8月26日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署長信箱檢舉。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43

受處分人於邦多企業有限公司「消費高手一起購」網站(網址：
https://www.pure17go.com.tw/sale/966/147687/?mid=1，下載日期：108
年10月9日）刊登「西班牙原裝BABE肌膚修護霜(幼兒)-BABE-NRC西班牙原裝BABE肌膚修護霜
邦多企業有限公
2019/12/20
網站 100ml」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預防皮膚過敏或紅腫等不適反
(幼兒)-BABE-NRC-100ml
司
應…有助於減緩細菌增殖…在每次幫寶寶換尿布的時候，塗抹薄薄
⼀層於屁屁或紅腫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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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查獲。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水上璣國際有限
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塞席爾商美之本
國際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

40,000

化粧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 第10條第1項

愛茉莉太平洋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 第24條第1項

項次

44

45

46

47

48

裁處書發文
日期

產品名稱

來源

違規情節

受處分人水上璣國際有限公司於「momo購物網」網站(網址：
https://www.momoshop.com.tw/goods/GoodsDetail.jsp?i_code=6823704
&Area=search&mdiv=403&oid=1_10&cid=index&kw=%E7%B4%B0%E
8%83%9E%E4%BF%AE%E8%AD%B7，下載日期：108年11月7日)
【DON DU CIEL 璣園】亮妍
刊登「【DON DU CIEL 璣園】亮妍修復新生噴霧 30ml(清透 保濕 修
2019/12/4
修復新生噴霧 30ml(清透 保 網站
護 細胞新生 調理肌膚)」化粧品廣告，內容刊載略以：「…細胞新生
濕 修護 細胞新生 調理肌膚)
…細胞治療與修復…術後傷口泛紅腫痛…術後傷口可能會輕微熱、
紅、腫、痛…抑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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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向臺北市政府單一
申訴系統檢舉。
受處分人塞席爾商美之本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於108年8月13日
13時59分至14時30分在名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頻道MOMO2台宣
播「牛爾-京城之霜白金級抗老尊榮傳奇霜」化粧品廣告，內容載
有：「…活化細胞…(主持人口述)它才能夠鑽，它才能夠跑，它才能
牛爾-京城之霜白金級抗老尊
2019/12/3
電視 夠帶進營養成分跑得很快，能夠扎到肌膚底層…因為它是胜肽，所
榮傳奇霜
以就不用轉化了，它直接把營養成分導入進去…擦眼霜的同時，給
肌膚營養，它可以進去之外，還能夠導入、鎮定…」等詞句與畫面
，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案經金
門縣衛生局查獲。
受處分人愛茉莉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於VOGUE TAIWAN時尚雜誌國
際中文版第273期（出刊日期:108年6月1日）第230-231頁刊登「IOPE
極萃新生三效安瓶精華」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疤痕的恢復
2019/12/17 IOPE極萃新生三效安瓶精華 雜誌 過程與老化恢復過程非常類似，都是肌膚受損之後，膠原蛋白修補
的過程…全方位解決老化和損傷造成的肌膚困擾…對內修復受損、
活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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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13

2019/12/18

處分商號名稱

ATOPALM舒敏全效修護霜

受處分人韓麗國際有限公司於臉書網站（網
址: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997758860420244，下載日
期:108年5月13日）刊登「ATOPALM舒敏全效修護霜」化粧品廣告
，內容載有：「…主持人口述：曬傷紅腫痛…藥膏…異位性皮膚炎
…濕疹、過敏性毛囊炎、蕁麻疹、抓傷、燒燙傷…不會紅腫…改善
異位性皮膚炎比抗生素比類固醇更厲害…異位性皮膚炎直接跟你說
網站
拜拜…燒燙傷都可以使用…過敏不再來…蕁麻疹搔癢不舒服…皮膚
病…擦青春痘…打雷射一直流血流組織液…疤痕…尿布疹…坐瘡、
青春痘、皺紋、打雷射傷口…紋路就不見了…皺紋有效…癬皮症…
改善異位性皮膚炎…痘痘沒有再長這麼誇張，原本黑色素沉澱、痘
疤問題全部改善…」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管
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定，案經法務部調查局南投縣調查站查獲。

韓麗國際有限公
司

30,000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
例 第24條第1項

加拿大肯拿士Caprina山羊奶
天然美膚皂

受處分人葵寶樹國際有限公司於108年5月15日16時9分至16時37分在
北視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第35頻道momo2台宣播「加拿大肯拿士
Caprina山羊奶天然美膚皂」化粧品廣告，內容載有：「…(口述)我女
兒從小到大異位性皮膚炎…肯拿士山羊奶…立即滋潤…洗了之後再
葵寶樹國際有限
電視
公司
也不會跟你說媽媽我這邊很不舒服起濕疹…解決多種肌膚問題…毛
孔粗大…傷口癒合…過敏濕疹…尿布疹…修護受損肌膚…抗敏…」
等文詞與畫面，涉及誇大，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24條第1項規
定，案經新竹縣政府衛生局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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