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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 規管「口服產品」六類健康聲稱的補充指引 

(2012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引言 

 從 2012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不良廣告(醫藥)條例》(下稱《條例》)將禁止/限制發

布廣告的範圍擴展至為「口服產品」  作出《條例》附表 4 所訂明的六類聲稱。  

本指引解釋《條例》所規管「口服產品」健康聲稱的範圍。  

「口服產品」的定義 

 根據該《條例》所下定義，「口服產品」－  

(a) 指擬供人類口服並屬以下任何型態的產品(不論該產品是否藥物)－  

(i)  丸狀；  

(ii)  膠囊狀；  

(iii )  片狀；  

(iv) 粒狀；  

(v) 粉狀；  

(vi) 半固體；  

(vii)  液體；或  

(viii)  與第(i)、(ii)、(iii)、(iv)、(v)、(vi)及(vii)節所提及的任何型態類似的型

態；及   

(b) 不包括慣常只作為食物或飲品(即為提供能量、營養或水份)而食用或飲用的產品，

亦不包括慣常為滿足對味道、質感或氣味的渴求而食用或飲用的產品。  

簡而言之，「口服產品」包括丸狀、膠囊狀、片狀、粒狀、粉狀、半固體或液體口

服藥物及其他口服產品，但並不包括傳統食品。   

要決定某產品是否傳統食品，須視乎該產品在傳統上是否以其呈現型態用作食物



P.2 

或飲品。有些產品明顯是食品，例如蘋果汁、咖啡及燕麥片。   

產品的呈現形式，有助決定是否把該產品視作食物或「口服產品」。舉例說，一瓣

大蒜是食物，但如經過濃縮及以膠囊型態推銷，並聲稱可用以「治療高血壓」，則會視

作「藥物」及「口服產品」。  

任何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的丸狀、膠囊狀、片狀、

粒狀、粉狀、半固體或液體口服藥物，均視作「口服產品」。  

有些中草藥在傳統上同時用作藥物及食品，例如山楂。含有中草藥並符合以下所

有準則的產品可視作食品：  

 以正常食品的型態或方式使用，而且沒有建議劑量療程；  

 產品不含任何治療或保健功能的聲稱；及  

 產品所使用的中藥通常視作食物。  

要決定某產品是「口服產品」還是傳統食品，須考慮幾項因素，例如：  

 產品的呈現型態(例如丸狀、片狀、膠囊狀等)及使用方式。  

 成分的特性及對人類所產生的影響。  

 為該產品所作出的聲稱。  

 標籤、包裝及包裝附頁。  

 宣傳刊物及廣告。  

  若干傳統食品及「口服產品」的例子，載於附錄 1 及 2。載於附錄 1 及 2 的例子

只是傳統食品及「口服產品」的例子，並不是所有傳統食品及「口服產品」的覽表。 

附表 4 內禁止或限制作出的聲稱 

 附表 4 內載列六類禁止或限制作出的聲稱所受到的限制，根據風險評估方法分為

兩級。附表 4 的副本載於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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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級限制適用於高風險的聲稱，亦即有關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調節生

殖泌尿系統的機能；及調節內分泌系統的聲稱(附表 4 第 1 至 3 項)。在任何情況下，均

不容許作出此等聲稱。  

 第二級限制適用於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調節血壓及調節血脂或膽固醇 (附表 4

第 4 至 6 項)，只容許作出附表 4 第 2 欄內就每類聲稱而指明的四項聲稱。  

 附表 4 第 1 至 6 項禁止作出的聲稱的例子，載於附錄 4。   

 在調節體內糖分的產品的廣告中容許使用的四項聲稱是：  

(i)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

適合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sugar.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血

糖。」  

(iii )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

以關注血糖的人士為對象。」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供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在調節血壓的產品的廣告中容許使用的四項聲稱是：  

(i)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

品適合關注血壓的人士服用。」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pressure.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

定血壓。」  

(iii )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

品以關注血壓的人士為對象。」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品供關注血壓的人士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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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調節血脂或膽固醇的產品的廣告中容許使用的四項聲稱是：  

(i)  「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cholesterol.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士服用。」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lipids/ cholesterol.  此產品或

有助於穩定血脂／膽固醇。」  

(iii )  「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cholesterol.  此產品以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士為對象。」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cholesterol.  此產品供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士服用。」  

 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的產品如使用附表 4 第 4

至 6 項所指明的聲稱，則須在廣告內清楚地加入卸責聲明，告知消費者該等產品並非根

據上述兩條條例註冊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所有類型的廣告必須提供卸責聲明，包括

在電視，電台，互聯網等發布的廣告。附表 4 第 2 欄所註明的卸責聲明如下：  

「This product is  not registered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 the 

Chinese Medicine Ordinance.  Any claim made for i t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evaluation for such reg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or 

prevent any disease.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

為此產品作出的任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品並不供作診斷、治

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用。」  

 如有關的廣告主要採用英文或中文，則附表 4 第 2 欄所述的任何一項聲稱可只採

用該種語言，但同一廣告內所包含第 2 欄所述的任何其他聲稱或卸責聲明亦須只採用該

種語言。舉例說，如有關的廣告主要採用中文，則第 2 欄所述的任何一項聲稱可只採用

中文，但同一廣告內所包含第 2 欄所述的任何其他聲稱或卸責聲明亦須只採用中文。  

 附表 4 第 1 欄內所指明禁止或限制作出的聲稱並非最終定論，任何可合理地被理

解為與指明聲稱具有相同意思的類似聲稱亦在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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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１ 
巿場上可見傳統食品的例子 

類別 產品例子 成份 
飲料/ 沖劑飲

料/ 果汁 

茶類 

粥 (粉狀) 
蜂蜜 
果醬 
乾果 
米飯 
餅乾 

糖果 

穀類 
酒 
調味劑 

一般保健食品 

蘋果汁 蘋果汁 
運動飲料/ 包裝沖劑 葡萄糖, 電解質 
電解質飲料/ 包裝沖劑 電解質 
健康飲料 咖啡因, 胺基酸, 維生素 
蔬菜汁  蔬菜 
小麥胚芽沖劑飲料 小麥 
涼茶 草本成份 
柚子茶 柚子 
野棗汁 棗汁 
雞精 雞精 
綠茶葉粉  綠茶 
檸檬茶沖劑飲料 檸檬, 茶 
粥 (粉狀) 米 
蜂蜜 蜂蜜 
西梅果醬 西梅 
乾西梅 西梅 
米 米 
餅乾 小麥 
穀類餅乾 穀類, 小麥 
果汁糖 維生素 
羊乳咀嚼片 羊乳 
麥精糖 麥芽, 維生素 
牛奶糖 牛乳 
穀類 穀類 
松籽酒 紅松籽, 高梁, 玉米 
低鈉鹽 鹽 
甜味劑片/ 粉 麥芽糖糊精, 天冬酰胺 
燕窩 燕窩 
雪蛤膏 雪蛤膏 
即食蘆薈 蘆薈 

以上只是傳統食品的例子，並不是所有傳統食品的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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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巿場上可見 「口服產品」的例子 

產品類別  
前列腺保健 

維持尿道健康 
內分泌/ 荷爾

蒙 

血糖保健 

血膽固醇/ 血
壓/ 強心 

抗衰老 
抗敏 

減壓 
保腦 
豐胸 

止咳 
排毒 
排水去腫 
保健, 增強抵

抗力 
 
 
 
 
 

產品例子 成份 
前列片 鋸棕櫚, 西瓜籽, 熊果葉, 越橘 
前列腺配方丸 牡丹根, 黃芪, 敗醬草, 甘草 
前列腺配方液體 鋸棕櫚, 熊果葉, 杜松果, 蕁麻根 
前列膠囊 鋸棕櫚 
鋸棕櫚前列腺片 鋸棕櫚 
前列腺保護片 鋸棕櫚 
小紅莓濃縮片 蔓越莓 
調補素膠囊 紫丹參, 當歸, 蛇床子, 蘆薈, 枸杞子 
植物雌激素膠囊 大豆異黃酮 
大豆異黃酮片 大豆異黃酮 
調理血糖片 桑葉精華, 武靴葉, 酵母 
武靴葉膠囊 武靴葉 
消渴丸 黃芪, 地黃, 天花粉 
鉻膠囊 有機鉻 
抗膽固醇片 紅麴, 植物固醇, 大豆 
松樹皮精華膠囊 松樹皮精華素 
調理血壓片 沙甸魚, 芝麻, 蕎麥葉 
心臟膠囊 桑寄生, 杜仲, 三七, 銀杏葉, 山楂, 亞麻子 
EPA 膠囊 EPA 
抗衰老膠囊 人參, 鹿茸, 蛇床子 
抗敏膠囊 甜茶, 紫蘇葉, 薏苡仁 
紫蘇葉片 紫蘇葉 
聖約翰草膠囊 聖約翰草 
大豆卵磷脂膠囊 卵磷脂 
豐胸片 胎盤精華 
豐胸燕窩膠囊 燕窩, 益母草, 當歸 
挺豐美胸營養片 大豆類雌激素受體聚合物, 胎盤素細胞聚合

物, 草本促長精華調合物 
川貝枇杷膏 川貝, 枇杷 
纖維片 蕃石榴 
電解質平衡粉/顆粒 電解質 
靈芝膠囊 高濃縮靈芝 
田七粉膠囊 熟田七粉 
免疫力促進片 牛初乳 
唐辛子+綠茶素片 唐辛子, 綠茶 
卵磷脂膠囊 卵磷脂 
舞茸膠囊 舞茸, 粟米 
胺基酸片 胺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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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  

整腸 
 
 
 
 

壯陽 

明目 

生髮產品 
護肝 
 

產品例子 成份 
螺旋藻片 螺旋藻 
人參膠囊 人參, 維生素

蔬菜片 蔬菜 
水果片 水果 
蒜頭膠囊 蒜, 酵母 
蜂皇漿膠囊 蜂皇漿

姬松茸粉/ 顆粒 姬松茸菇

姬松茸膠囊 姬松茸菇 
靈芝孢子油膠囊 靈芝孢子

靈芝膠囊 靈芝 
靈芝孢子蜂膠膠囊 蜂膠 靈芝孢子, 
草蟲精華膠囊粉/ 顆粒 蟲草

赤靈芝膠囊 赤靈芝 
舞茸赤靈芝片 舞茸, 赤靈芝 
增強免疫力液 大豆 五味子 人參 綠豆, , ,  
抗鼻敏液 大豆 蘋果 山楂 五味子 綠豆 人參, , , , ,  
綠果汁粉 甘藍, 纖維 
蛋白質粉 大豆蛋白質 大豆卵磷脂,  
大蒜 玉蔥片+  大蒜 洋蔥

傷風膠囊 銀杏葉 小麥胚芽 酵母 大豆, , ,  
DHA 膠囊 DHA 
卵磷脂膠囊 卵磷脂 
乳酸菌膠囊 雙叉乳杆菌 
蘆薈片 蘆薈 
纖維粉 顆粒/  玉蜀黍纖維 菊苣纖維 甜菜纖維, ,  
雙叉乳粉/ 顆粒 雙叉乳杆菌 
益生菌膠囊 片球菌 乳酸球菌,  
雙歧杆菌粉/ 顆粒 雙歧杆菌 
車前草顆粒 車前草 
助陽膠囊 淫羊藿, 冬蟲草, 花旗參 
勁力膠囊 蠔精, 透納樹葉, 印第安人參 
男仕活力膠囊 淫羊藿, 鋸棕櫚, 南美勃起樹 
改進視力膠囊 藍莓, DHA, 葉黃素, 棕櫚油 
DHA 膠囊 DHA 
山桑子膠囊 山桑子 
草莓 DHA 膠囊 Eye Bright Ext 
藍莓膠囊 藍莓 
生髮膠囊 鋸棕櫚, 南瓜子, 大豆, 墨魚汁 
護肝片 聖母薊, 鬱金精華, 酵母 
護肝膠囊 茵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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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類別  產品例子 成份 
酒 
增強記憶 
安眠 
喉片 

美肌, 美白 

纖體 
 
 
 
 
 
 
 

代餐 (粉狀沖

劑) 

草藥酒液 草本及動物成份 
增強記憶膠囊 銀杏葉, GABA, 大豆卵磷脂, DHA 
安眠膠囊 纈草, 蛇麻草, 米胚芽, 酵母 
喉片 二氯苄醇, 戊間甲酚 
喉糖(片) 地喹氯銨 
青檸檬喉片 青檸檬, 白桑葉, 百合, 烏梅 
川貝枇杷喉片 川貝, 枇杷葉, 桔梗 
角鯊烯膠囊 角鯊烯 
膠原片 膠原 
保濕片 細胞間脂質, 蛋白, 氨基酸 
DHA/RNA 片 鮭魚子精華, 酵母精華, 粟米 
美白膠囊 葡萄種子, 紅酒精華, 大豆, 粟米 
真珠粉/ 顆粒 珍珠粉 
消脂粉/ 顆粒 甲殼素 
消糖粉/ 顆粒 藤黃果 
瘦身膠囊 亞油酸 
減肥膠囊 藤黃果 
瘦身膠囊 水皂角, 枳實, 紅景天, 綠茶 
甲殼素片 甲殼素 
卡路里片 武靴葉, 桑葉精華, 丁香, 唐辛子 
降卡路里液 藤黃果, 南瓜子, 覆盆子 
營養沖劑代餐 碳水化合物, 維生素, 礦物質, 蛋白質 
餐餐沖劑代餐 Vitrimax, 牛乳 
燕窩纖維包裝粉 纖維, 燕麥, 木瓜粉, 蒟蒻, 燕窩, 大麥 

以上只是「口服產品」的例子，並不是所有「口服產品」的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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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不良廣告（醫藥）條例》附表 4 

禁止或限制發布的廣告所涉及的「口服產品」的聲稱 
第 1 欄  
聲稱  

第 2 欄  
豁免  

1.  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

包括消除乳房的乳腺阻塞、幫

助消除致病因素或腫塊、減輕

相關的不適症狀、幫助改善乳

房組織的新陳代謝、有效地分

解及消除不正常細胞組織及腫

塊。  

無  

2.  調節生殖泌尿系統的機能及 /或
改善生殖泌尿問題的症狀，例

如尿頻、小便便意急迫、滴

尿、尿流減弱 /小便無力、排尿

困難、夜尿、前列腺機能阻滯

及不能控制排尿或失禁。  

無  

3.  調節內分泌系統及 /或維持或改

變荷爾蒙分泌，包括幫助維持

荷爾蒙於最佳水平、刺激丘腦

下部、增加雌激素分泌、促進

女性荷爾蒙正常分泌、調節女

性內分泌機能、改善男性荷爾

蒙分泌不平衡、幫助男女維持

荷爾蒙分泌平衡、刺激荷爾蒙

分泌、調節內分泌、平衡內分

泌、增加生長荷爾蒙分泌、刺

激甲狀腺。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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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欄 
聲稱 

第 2 欄 
豁免 

4.  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及 /或改

變胰臟機能，包括調節血糖、

抑制或減低葡萄糖的吸收、降

低血糖水平、增加體內糖分的

新陳代謝、適合糖尿病病人服

用、抗血糖、適合高血糖人士

服用、改善胰臟機能、刺激胰

島素分泌。  

(a)  在 (b)段的規限下，容許作出以下的聲稱 –  
(i)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糖的

人士服用。” ;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sugar.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血糖。” ; 

(iii)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以關注

血糖的人士為對象。” ; 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sugar. 此產品

供關注血糖的人士服用。”。 

(b) 就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或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註冊的產品而言，只

有在有關的廣告清楚地包含下述的卸責聲明的情

況下，才容許作出(a)(i) 、 (ii)  、 (iii)及 (iv)段
所提述的聲稱  -  

“This product is not registered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 the Chinese Medicine 
Ordinance.  Any claim made for it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evaluation for such reg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or prevent 
any disease.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

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

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

用。”。 

(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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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欄 
聲稱 

第 2 欄 
豁免 

5.  調節血壓，包括調節血壓、控

制血壓、減低血壓、適合高血

壓人士服用。  

(a)  在 (b)段的規限下，容許作出以下的聲稱 –  
(i)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品適合關注血壓

的人士服用。” ;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pressure.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血壓。” ; 

(iii)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品以關

注血壓的人士為對象。” ; 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pressure. 此產

品供關注血壓的人士服用。”。 

(b) 就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或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註冊的產品而言，只

有在有關的廣告清楚地包含下述的卸責聲明的情

況下，才容許作出(a)(i) 、 (ii)  、 (iii)及 (iv)段
所提述的聲稱  -  

“This product is not registered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 the Chinese Medicine 
Ordinance.  Any claim made for it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evaluation for such reg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or prevent 
any disease.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

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

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

用。”。 

(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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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欄 
聲稱 

第 2 欄 
豁免 

6.  調節血脂或膽固醇，包括預防

高血脂、幫助維持正常血脂、

降血脂、減低或調節膽固醇、

平衡血內膽固醇、使血管中的

膽固醇排出體外、適合高血脂

或高膽固醇人士服用。  

(a)  在 (b)段的規限下，容許作出以下的聲稱 –  
(i) “This product is suitable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 / cholesterol. 此產品適合

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士服用。” ; 

(ii) “This product may assist in stabilizing blood 
lipids / cholesterol. 此產品或有助於穩定血

脂/膽固醇。” ; 

(iii) “This product is intended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 / cholesterol. 此
產品以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士為對象。” ; 
及 

(iv)  “This product is for the consumption by 
people concerned about blood lipids/ 
cholesterol. 此產品供關注血脂/膽固醇的人

士服用。”。 

(b) 就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 章)或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註冊的產品而言，只

有在有關的廣告清楚地包含下述的卸責聲明的情

況下，才容許作出(a)(i) 、 (ii)  、 (iii)及 (iv)段
所提述的聲稱  -  

“This product is not registered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or the Chinese Medicine 
Ordinance.  Any claim made for it has not been 
subject to evaluation for such registration.  This 
product is not intended to diagnose, treat or prevent 
any disease. 此產品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或《中醫藥條例》註冊。為此產品作出的任

何聲稱亦沒有為進行該等註冊而接受評核。此產

品並不供作診斷、治療或預防任何疾病之

用。”。 

(見附註) 

附註：如有關的廣告完全或主要採用英文或中文，則第 2 欄所述的任何一項聲稱可只採

用該種語言，但如在同一廣告內包含第 2 欄所述的任何其他聲稱或卸責聲明，則

該其他聲稱或卸責聲明(視屬何情況而定)亦須只採用該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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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附表 4 禁止發布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1.  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包

括消除乳房的乳腺阻塞、幫助消

除致病因素或腫塊、減輕相關的

不適症狀、幫助改善乳房組織的

新陳代謝、有效地分解及消除不

正常細胞組織及腫塊。  

• 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  

• 消除乳房的乳腺阻塞  

• 幫助消除致病因素或腫塊  

• 減輕相關的不適症狀  

• 幫助改善乳房組織的新陳代謝  

• 有效地分解及消除不正常細胞組織及腫塊  

• 減輕乳房腫痛 

• 消除乳腺障礙 

2.  調節生殖泌尿系統的機能及/或改

善生殖泌尿問題的症狀，例如尿

頻、小便便意急迫、滴尿、尿流

減弱 /小便無力、排尿困難、夜

尿、前列腺機能阻滯及不能控制

排尿或失禁。  

• 調節生殖泌尿系統的機能  

• 改善生殖泌尿問題的症狀  

• 改善尿頻、小便便意急迫、滴尿、尿流減

弱/小便無力、排尿困難、夜尿  

• 改善前列腺機能阻滯  

• 改善不能控制排尿或失禁  

• 解除尿頻的煩惱 

• 舒緩夜尿、尿頻、尿滴煩惱 

• 調正及維護前列腺細胞健康 

• 能有效舒緩夜尿問題 

• 利用鋸棕櫚去治療面對夜尿頻繁問題的男

士，結果發現他們的症狀有明顯改善，包

括夜尿、尿頻及尿滴的情況也顯著減少  

• 科學實驗證實了柳葉菜、蕁麻和番茄紅素

有助改善尿頻和夜尿問題  

• 凡有下列現象者應即服用：尿急、尿頻、滴

尿、尿流細無力、夜尿多、排尿斷續不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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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 有助膀胱肌肉收縮，加強泌尿系統健康 

• 改善洩尿、小便不利、尿閉 

• 改善緊張性膀胱 

3.  調節內分泌系統及/或維持或改變

荷爾蒙分泌，包括幫助維持荷爾

蒙於最佳水平、刺激丘腦下部、

增加雌激素分泌、促進女性荷爾

蒙正常分泌、調節女性內分泌機

能、改善男性荷爾蒙分泌不平

衡、幫助男女維持荷爾蒙分泌平

衡、刺激荷爾蒙分泌、調節內分

泌、平衡內分泌、增加生長荷爾

蒙分泌、刺激甲狀腺。  

• 調節內分泌系統  

• 維持荷爾蒙分泌  

• 改變荷爾蒙分泌  

• 幫助維持荷爾蒙於最佳水平  

• 刺激丘腦下部  

• 增加雌激素分泌  

• 促進女性荷爾蒙正常分泌  

• 調節女性內分泌機能  

• 改善男性荷爾蒙分泌不平衡  

• 幫助男女維持荷爾蒙分泌平衡  

• 刺激荷爾蒙分泌  

• 調節內分泌  

• 平衡內分泌  

• 增加生長荷爾蒙分泌  

• 刺激甲狀腺  

• 令骨骼之間的軟組織受到生長荷爾蒙刺激而

再度活躍，達到骨骼生長之效 

• 改善內分泌失調，內分泌紊亂 

• 維持男女荷爾蒙分泌正常 

• 平衡荷爾蒙分泌 

• 幫助維持荷爾蒙分泌正常 

• 維持更年期的內分泌正常 

• 啟動青春年齡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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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 幫助內分泌均衡 

• 令身體分泌出更高的雌性荷爾蒙水平 

• 天然植物成份能令身體分泌更多雌性荷爾蒙 

• 剌激身體分泌更多雌性荷爾蒙 

• 針對人體分泌機能減弱而設計的純中藥保健

品 

• 調理身體的內分泌腺體，如垂體、甲狀旁

腺、胰腺、腎上腺、卵巢、睪丸等產生激素

的分泌腺體，令它們能健康的分泌激素，及

時阻止身體有關內分泌減弱所引致的健康問

題 

• 維持荷爾蒙的正常運作 

• 疏通分泌腺道，排走積聚於甲狀腺毒素  

4.  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及/或改變

胰臟機能，包括調節血糖、抑制

或減低葡萄糖的吸收、降低血糖

水平、增加體內糖分的新陳代

謝、適合糖尿病病人服用、抗血

糖、適合高血糖人士服用、改善

胰臟機能、刺激胰島素分泌。  

• 調節體內糖分或葡萄糖  

• 改變胰臟機能  

• 調節血糖  

• 抑制或減低葡萄糖的吸收  

• 降低血糖水平  

• 增加體內糖分的新陳代謝  

• 適合糖尿病病人服用  

• 抗血糖  

• 適合高血糖人士服用  

• 改善胰臟機能  

• 刺激胰島素分泌  

• 強效促進胰臟健康 

• 平衡胰島素自然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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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 有效加強糖分代謝 

• 穩定血糖指數 

• 平衡身體的胰島素值 

• 將血糖維持於穩定水平 

• 穩定血糖 

• 使胰島素組織在 2-5 個療程內恢復正常的分泌

功能 

• 使血糖,尿糖平衡地下降到正常值 

• 15 天活化胰島素體 

• 1 個月後胰島細胞再生 

• 恢復自身胰島功能 

• 糾正糖代謝紊亂 

• 平衡血糖 

• 增進身體耐糖功能 

• 強化胰臟細胞功能 

• 有助維持胰臟正常 

• 減低血糖及胰島素不穩定問題 

• 有效穩定血糖指數 

• 控制胰島素不平衡問題 

• 阻止腸道吸收過多糖份,減少糖份攝取量 

• 增加糖類的利用,增加胰島素敏感度 

• 有效維持血糖值 

• 控制血糖 

• 對血糖有明顯改善 

• 血糖高人仕的營養補充品 

• 防止血糖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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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 對血糖偏低有改善 

5.  調節血壓，包括調節血壓、控制

血壓、減低血壓、適合高血壓人

士服用。  

• 調節血壓  

• 控制血壓  

• 減低血壓  

• 適合高血壓人士服用  

• 有助維持血壓正常 

• 穩定血壓 

• 舒緩血壓 

• 防高血壓 

• 解除血壓危機 

• 解除血壓不穩 

• 維持血壓健康 

• 最適合有血壓偏高傾向人仕 

6.  調節血脂或膽固醇，包括預防高

血脂、幫助維持正常血脂、降血

脂、減低或調節膽固醇、平衡血

內膽固醇、使血管中的膽固醇排

出體外、適合高血脂或高膽固醇

人士服用。  

• 調節血脂  

• 調節膽固醇  

• 預防高血脂  

• 幫助維持正常血脂  

• 降血脂  

• 減低或調節膽固醇  

• 平衡血內膽固醇  

• 使血管中的膽固醇排出體外  

• 適合高血脂或高膽固醇人士服用  

• 降低膽固醇 

• 降膽固醇 

• 穩定血脂、膽固醇 

• 調降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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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第 1 欄  

附表 4 禁止發布  
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  

• 有效降低有害膽固醇 

• 改善血管內血脂積聚情況 

• 降血脂及膽固醇的功效 

• 維持正常血脂及膽固醇水平 

• 有助維持膽固醇正常 

• 有助改善血脂及膽固醇水平 

• 改善惡性膽固醇 

• 幫助膽固醇維持在健康水平 

• 增加好膽固醇 

• 對膽固醇有明顯改善 

載於附錄 4 的例子只是禁止發布涉及「口服產品」的廣告聲稱的例子，並不是所有禁止

發布的廣告聲稱的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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