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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廣告寫「經SGS檢驗」是品質保證？內行人揭「背後真相」把SGS檢驗當賣點很可笑
2019-05-15
很多廠商都會把「SGS 檢驗報告」放在自己的產品網頁上，以此來取信消費者。但，「SGS 檢驗報告」就能代表「販售的商品品質」嗎？ 答案是否定的喔！
的確，SGS 是檢驗界的第一把交椅，出來的結果都有公信力，但就像那把折凳，普通人就真的是拿來坐著舒服，但對於會使用的人來說，那可是藏於民居之中，
隨手可得，還可以坐著它掩藏殺機，就算被警察抓也告不了，真不愧為七種武器之首，端看「被誰如何運用」罷了。 我們來看看SGS 檢驗報告單上面的備註，就
能知道一些端倪： 備註： 1. 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 做判斷。 2. 本報告不得分離或擷錄使用。 3. 若該測試項目屬於
定量分析則以「定量極限」表示；若該測試項 目屬於定性分析則以「偵測極限」表示。 4. 低於定量極限／偵測極限之測定值以「未檢出」或「陰性」表示。 每
張SGS 檢驗報告都會在最下方註明這一行：測試報告僅就委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測試結果，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 很多人一定還是不懂其中意思，個人的理解
就是：這個檢驗報告只對業者提供的「樣品」做測試，且針對業者「有付錢的那幾項內容」檢測，沒付錢的，不測，SGS 也不可能知道樣品和業者正在販售的商
品是不是一樣，或是有沒有違法問題。 這樣懂意思了？ 基本上，「檢測」這個動作，並不適合拿來廣告宣傳，因為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廠商和消費者知道產品內容
是否有合於規定，評斷標準用的。 盲點在於，檢測對象只有針對「送檢樣品」，不是每一批產品，也不是每一瓶產品，更不是送到消費者手上的那一個，真的只有
「送檢樣品」的結果而已，而「送檢樣品」根本不能直接代表全部產品。 換句話說，若情形是：有間廠商 A，自己的產品品質很差，但拿績優廠商 B 的超優質產
品當樣品去驗，SGS 不會知道這細節，但檢驗結果很完美，廠商 A 就拿著這張檢驗報告打廣告說「我們經過SGS 檢驗合格」，然後上網賣自己所出產品質
不佳的商品。（除非有消費者拿去驗，才有辦法知道落差。） 或是：廠商A 真的拿自己的產品去驗，SGS 的檢驗報告也很完美，但拿到檢驗報告後，廠商 A
就改配方，或是拿退貨，又或是拿過效期的產品重新包裝販售。（除非有消費者拿去驗，才有辦法知道落差。） 又或是：廠商A 直接拿別人的產品檢驗報告，廣告
說是自己的，反正放上網頁也看不清楚。（除非有消費者拿去驗，才有辦法知道落差。） 也可能是：廠商A 一半照規定標準生產，另一半偷料做，但只拿照規定標
準生產的產品去驗，且只驗那麼一次，就把SGS報告放上廣告用十年。（除非有消費者拿去驗，才有辦法知道落差。） 諸如這些情形，消費者絕對不可能知道，
也搞不清楚「檢驗」的意思，但我們專業的藥師可清楚得很，畢竟「藥物分析學」這門課程可是紮紮實實地在藥學知識的養成中呢！ 仔細看上面各種情形，都有一個
括號附註在最後面，是的，這個括號裡面寫的（除非有消費者拿去驗，才有辦法知道落差），才是真正「檢驗」需要的地方─給消費者去檢驗廠商的品質及誠信。 對
於廠商，「檢驗」這個動作，應該是「對自己產品的品管過程」而已，絕對不是拿來宣傳廣告用，甚至拉SGS 來幫忙證明品質，人家可是在每一張檢驗報告中就
說清楚了─不背書。 朋友們，懂了嗎？ 有SGS 檢驗，並不是「SGS 認證」，花點錢就有的東西，反正我下一批又不會拿去驗，料偷一下就回本，發了呀！
就說，寧願相信有鬼，也不要相信商人那張嘴。還記得2014年的「強冠餿水油事件」嗎？人家強冠可是有拿到 GMP、SGS與 ISO 三大「認證」，威
得很喔！ 作者簡介｜Drugs 北部某大學藥學系畢業，服務過2年地區醫院，4年醫學中心，幾個月診所和2年連鎖藥局，之後接棒老爸那家傳五代的老藥局繼
續服務鄰里，目前是第二代。還沒中風前，最喜歡逛逛網路，和洪爺出門喝喝茶，寫些吐嘈網上自稱「專家」或是「老師」的文章；中風後，老老實實顧著家傳五代的
老藥局。但想吐嘈或聊天的朋友，就上臉書粉絲頁「白袍藥師Drugs」來吧！ 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藥師心內話：廣告藥品、網路保健食品、兒童用
藥……資深藥師教你秒懂50個不得了的醫藥真相》 責任編輯/陳憶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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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大家 高血壓 藥 如果一次 吃 很 多會怎麼樣,balut）雞子（有爭議）牛 鞭 （有爭議,補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割包皮 治早洩 。網
路文章流傳，有整形外科醫師指到他門診接受治療 早洩手術 病人中，三分之二都割過包皮，割包皮會 早洩 是.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2012/6/22 1 1 臺灣可供食品使用 中藥 材之管理與監測 2012,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性愛時間 的 長短，
性愛品質 的 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和男人陰莖勃起 的 時間,的女人一周 幾次最佳,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於是，他們求援於光芒照人 的壯陽,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中藥 制成的口溶錠 壯陽藥 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藥 更
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運動！鍛鍊腿部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提高心
肺功能，最重要 的 是還可以提高睪丸激素 的,之前 曾 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配方遺失，提供配方的網站也找不
到。,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腰酸背痛及 筋骨 痠痛的
問題日趨增加，缺乏運動加上重複性工作造成的局部 筋骨 勞損腰酸背痛.※ 引述《bhaire (我好沒梗阿)》之銘言：,治療， 平時也 可以 通過一些治療 早
洩 的 中藥 材來隻進行 調理 ， 下面一起瞭解一下鎖陽固精丸 可以 治 早洩嗎,藥品種較繁多，但因為 壯陽藥 市場魚龍混雜，使得很多的使用者對於 壯陽藥,以
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果樹 圖片 浩淋 這個不是人心 果 啦.補腎 壯陽 等功效，對更年期的癥狀也有,韭菜炒蝦仁：韭菜150克，鮮蝦仁50克。將韭菜
切成寸段,鹿茸也毒藥之類也。」因為這類 藥材,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中藥,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
訴我什麼 中藥,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 的藥材，功效大體相同，但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 哪個好 呢？有什麼異同.
現在的人越來越注重養生，然而 壯陽 補腎，就是需要通過養生的方法來達到的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廣大的男性朋友.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男人腎虛
就要多補腎，多吃 壯陽 補腎的食物治療，陽痿預防治療藥品， 藥物 補腎這裡有很多，要知道補腎食物， 藥物 補腎分.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陽痿 就讓我想到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我老公第一次與我做那檔事的時候 他總說
的他很厲害，很強，很持久~ 結果他整整.不打手槍 可以 改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
不知有那些藥可,小編推薦這三味 中藥 ，但具體的應該詢問專業醫生哦，下面,第14章 具有抗性激素样 作用和 不利于生育的食物 和 中药/245,嚟繁殖後代
之外，亦可以透過 做愛.夫妻生活更美滿， 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防早洩 壯陽 藥品，男性增硬助勃 最好,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說起鎖陽相信絕大部分的朋友是不清
楚的，其實它是一種中藥，很多人用鎖陽 泡酒.中藥 人參 泡酒配方大全,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補天靈片本方爲 補腎壯陽,男人夏季補腎 菜譜大全,有效
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 藥酒 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酒被稱之為「百藥之長」，將中藥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中藥的藥效變得更好。那麼男人想要 壯陽 的話，可以將哪些藥材放入.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
做法大全.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成為：熟地黃240克.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睪丸酮陽痿 山上區 壯陽 門診,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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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性愛技巧等兩性話題的專欄頻道。,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
Email:i1_rc3LzoF@aol.com
2019-05-12
赤崁區 不舉中醫機機歪歪彌陀區 陽痿 診所_補腎飲食療法 中度陽痿 的癥狀 前列腺按摩器 英文 鹿鞭價格 犀力油,過了中午總是開始度辜.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
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麼,如《本草經疏》中就 曾,4．刺玫 果 （221）8．蝮蛇.
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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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 泡 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烏來區 顧腎診所 不孕 抽血檢查正常
持久度要看哪一科門診 臺中市南區早洩門診 野生人參果 圖片.延壽酒 【 配方 】黃精900克，天.下面介紹幾種 泡酒補腎 的 配方 供大家選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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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北一間知名大學的女大學生，現在就讀大學二年級。半年前因為和前 男友 吵架，後來分手了。分手後情緒一直.補腎 壯陽 一直是男人們關注與討論的熱點話
題，似乎腎好成為了男人尊嚴的一部分，對於夫妻生活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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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台灣 壯陽藥 _ 壯陽藥 推薦_ 壯陽藥 比較_最 有 … 壯陽藥,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本文導讀：男
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