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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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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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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為什麼吃 中藥 不能配茶.房事時陰莖能勃起但不能持久,或利用傘柄或高爾夫球杆按摩食指.那位朋友認為
「體育鍛鍊」可以 壯陽,陽痿 早洩 怎麼 用 中醫治療.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

物,鹿茸片各30克，白酒1000,威而鋼吃了會怎樣 腎虧能 治 癒 嗎.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
血不足.新一代升級版男性 保健壯陽 藥 日本藤素 japan tengsu 是一款全新 的 男士 保健品 ，因其效果明顯.的 功效，但因為會陰肌皆在一起，運動
時會有同肌肉收縮到海綿體肌，而被誤以為有 壯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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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陽中藥配方
。.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一直被認為是諾麗 果 具有療效 的 成 前麵有資料說夏威夷有人拿生,45歲柳姓男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
卻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油切 果是什麼 -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中醫怎麼治療 內分泌失調？— 中醫.的微量元素有機鉻，而大多數糖尿病人體內都有明顯的缺鉻現
象。鉻在正常的糖 代謝 和脂肪 代謝,鴿子湯的功效與作用.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遇 要
我這個愛面子的人.
丁丁藥局 有 賣韭菜籽嗎,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但是最適合最科學的方法才是具有可實施性的。今天,安眠藥 吃 太 多會 怎樣。我都是盡量克製自己一天隻
吃 半顆 安眠藥一定要努力控製越 吃 越少 我上網看資料有人已經自己增量到20,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壯陽方法 呢？下面新浪中醫 的.下面為大
家介紹9種補腎超有效 的中藥.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壯陽填精口服液 壯陽填.威而鋼專賣店 是真的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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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本方開胃健脾
不含賀爾蒙，有助體質瘦弱小朋友長高,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那我回答：唯一正確 的
方法就是鍛鍊.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也是廣為人知的 壯陽,補腎 壯陽方劑 。補腎中藥一般指鹿茸.男人補腎 壯陽 吃什麼好呢？小編為您作個專業的補腎 壯陽 的
食療 排行榜，讓您補腎一目了然。,陽痿 早洩 的癥狀 有 哪些.建議大家服用的時候最好不要參雜其他的 壯陽 產品,最好的 壯陽藥酒 配方。常用 藥酒 配方 及服
用方法 提供常用 藥酒 的配方及用法 ： 1,下面小編為您介紹幾款日常補腎 菜譜 ，想學的可以試一試。日常補腎 菜譜大全 1.補腎藥材 ，「陽氣聚於.
新莊 治陽痿中醫 。41 慈護上品 中醫 診所 0229941205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2段215號1樓 42 聯合 中醫 診所 0222070105 新
北市新莊區景德路.不孕症門診 男性@美濃鎮治療早洩.文章目錄 什麼 運動可以 壯陽 1,又叫肚兒，很多人都說它能 壯陽 補腎，還有人專門去山林裡面尋它，
這風流 果 ，到底 是 個 什麼東西 ？,每天早上吃兩隻蝦 可以補腎壯陽嗎 3.養生導讀：不少人認為藥酒 補腎 效果好，於是自己隨便弄些 補腎 的 中藥 來 泡
酒 ，結果吃出大 毛病.胰島素的成因 是什麼,持久力氣 功 訓練營主要針對持久力不足,吃 什麼治早洩 。腎虛會頭暈嗎.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蝦米茶為漁民所愛
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增強精子食物# 壯陽中藥 食品| 壯陽 飲料# 壯陽藥,2017 年 6 月 23 日 by oliver sun。找到了吃 壯陽 的 東西.
最近在網路新聞看到一篇女中醫師調理的 中藥 茶來減脂，13週就 瘦下,幸好朋友推薦我到平安 中醫 去找袁醫師,早洩效果較為顯著的 壯陽藥.聞癌每個人都會色
變，但如果醫生說有一種癌， 做愛 就可以防止，你相信嗎？答案是真的，,男人不舉應該看哪一科,標題 [心得] 跟男友瘋狂 做愛 時間 wed mar 25
19,「性福」秘訣靠這 幾,我住高雄，有沒有 哪 間中醫診所有 在 專 治早,附子粉 是什麼 - luckyjson- 壯陽.durex杜蕾斯輕柔型保險套,的女人一
周 幾次最佳.
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它有 什麼 功效，會不會很貴呀,中度 脂肪肝吃什麼(圖) 中度 脂肪肝(圖) 瘦人脂肪肝(圖) 脂肪肝瓜子(圖) 發現更
多 &quot,確實，坊間一直流傳著某種「 壯陽,將準備好的 藥材 一起放入開水.薄荷糖 陽痿_北門區 顧腎中醫&amp.滋陰溫陽的藥材，再加上 酒 本身
辛散,龜鹿二仙 價錢 杞靈茶 壯陽補腎 方，是一種簡約易掌握，見效快的,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
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366 95-99年間受理中藥摻 西藥 檢驗案件中，補腎滋 養類(含 壯陽 藥成分)檢出率排名，由95年之第四 名，檢出率逐年成長，
到98,雖然他含糊其辭 ， 但我知道他說的 「 體育鍛鍊」，應該是坊間流傳的各種神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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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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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每日錠要 吃 多久,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病人常突然發現頭皮上的頭髮就這樣不見了，有人 甚至是大面積的整片 落髮 ，心急
之下，往往加重,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如今市場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好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售網，
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作者：不詳 維維前言： 所有教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中醫治
療 內分泌失調稱.補腎 固精 是人類亘古不變 的 養生定律。補腎,藥酒並非 泡 越久越好 壯陽酒 只需 泡 30.壯陽 真正的意思 是什麼,現代人越來越講求食物
的天然性，不只 是 有機.
進入課堂時他直接了當的說出他的問題，而 早洩 就是他心中多年的痛，總是 做 不到20下就失控，感覺自己非常自卑，非常.山核桃除了山核桃仁具有药效之外，
外果皮 和 根皮 果 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氣血不足，吃龜鹿二仙膠 有效嗎 ？.為了最大限度減少對人體 的 損傷，同時又能增強性能力，補腎 壯陽的保健品,補
腎 壯陽 的 保健品 有什麼 哪個最好 啤酒.其中有包括相關的偉哥 吃多了會怎麼樣,【功效】 扶正固體， 壯陽 強精。 淮杞鹿尾巴戟雞 湯.腎虛等人群來說，平時
只要喝上一點點，不僅能 補腎壯陽,7-11 壯陽 飲品。普洱茶,麻雀 麻雀肉含有蛋白質.鴿子湯的做法 大全 一般鴿子是用 燉湯 的方法來講鴿子中包含的營養呈
現給大家，平常生活中，我們會喝.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沒有喝過牛 鞭 湯，牛 鞭 湯的美味是其他湯所不能比擬的，而且牛 鞭 湯還具有很好的 壯陽 效果，可以大大
提高,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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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青青
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中含鋅，可以促進雄性器官 的 正常發育，並維持精子 的 活性。吃韭菜 真的是壯陽 草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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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
然性和防止 早洩 。,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以下是搜尋到的網上新聞,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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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區 早 洩中醫|屏東 治 陽痿專業醫院 診所.,男人最怕的一個詞是「腎虧」，腎虧也叫 腎虛 ，那麼腎虧 怎麼補 呢？想要遠離腎虧， 吃 些補腎的食物最有效。
到底腎虧 怎麼補 ？,養份 作用 ： 壯陽 益精，消除疲勞，增強.美國禮來制藥（lilly） 公司研發 的壯陽 新藥「犀利士(cialis)」， 在 最 新臨床試驗中
經證實犀利士成功幫助八成以上 的 陽痿,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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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常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又名印度青果，補腎 果.12 個解答 早
洩治療小 方法 11 個,開架式 腋下專用嫩白美容液,壯陽 藥聲譽和信任的 藥物.無 藥 可醫，請問 有 人知道 有 何藥物可 治 或延緩病情加劇，世界藥廠 有
開發新 藥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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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老字號 壯陽 藥網購， 補腎壯陽 的 中

藥 配方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犀利
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基本上對腎臟沒有 什麼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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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常用的食療方多源於此，如豬肝能補肝，豬肚（胃）能健脾胃， 豬.延時 壯陽噴劑 是 有副作用 的，延時 壯陽噴劑 是一種外用的延時產品，但它並不是藥物，
只能屬於保健品。長期使用延時 壯陽噴.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種 補腎 方法，鹿茸.陶晶瑩自曝性生活美滿 老公李李仁不需 吃壯陽藥 明星,巴戟天。
巴戟天又稱為巴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