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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操作分兩類
我們在市面收集了7個電子健美腰

帶的樣本，審閱它們的報章廣告、宣傳單

張、網頁和包裝盒等資料。

7個樣本的售價由$138至$1,338，

依操作模式分兩類：第一類聲稱利用電

子產生震動（4個樣本），透過導電媒介，

包括清水、水分導電竪喱或附有黏液的

膠墊，將電脈衝由腰帶傳送到皮膚，刺激

皮下的活動神經，使肌肉自動進行收緊

放鬆運動。另一類以電推動摩打令腰帶

震動，或以氣壓令腰帶膨脹、收縮，產生

熱能和磁力（3個樣本）。

聲稱「每日20分鐘...功效相等
於做完800次Sit-Up」

樣本普遍用了「強化肌肉」、「收

市面上不少「電子健美腰帶」聲稱可「收腰」、「收手臂」、「收大腿」，有

些聲稱可「促進血液循環」，又可「加熱溶脂」，每日20、30分鐘，功效立見，不

論上班工作時或看電視都可使用，總之效用多多。但海外有銷售某牌子電子

健美腰帶的公司在電視廣告或其他途徑宣傳中，因作出誤導的聲稱而涉及調

查、訴訟，甚至須停止售賣有關產品。本港會否出現同樣問題呢？

身」、「收腰」或「瘦身」等字眼，亦有用英

文如「slimming」、「trimming」或「body

building」。在操作或功效方面都有類似聲

稱，其中兩個在包裝盒和宣傳單張稱「每

日20分鐘...功效相等於做完800次Sit-

Up」、「每日使用30分鐘，功效就相等於做

完240次Sit-Up」、「模擬人體進行Sit-Up之

狀態...證明無需做Sit-Up都可達到收腹收

腰之目的」等。

就上述聲稱，本會致函有關代理要

求提供證據支持，其中一代理提供了數

份產品測試資料，但只涉及電磁兼容性

測試的證明，測試是否會干擾其他電器；

另一些是關於管理產品生產素質的證

明，所有資料與上述聲稱和產品效能無

關。而另一代理亦向本會提交多份文件，

但當中並無使用電子健美腰帶與仰臥起

坐（Sit-Up）運動的功效比較資料，上述的

聲稱是否屬實，有待商榷。

政府的監管
1. 𦋐生署

本會將收集所得7個樣本的廣告、

宣傳聲稱，遞交𦋐生署審閱，查詢相關法

例的監管。𦋐生署回覆本會，指這些產品

並無載有任何可治病的聲稱，故沒有違

反《不良醫藥廣告條例》，不受該條例規

管。至於使用這些產品，是否能達至廣告

宣傳中聲稱的功效，𦋐生署表示無足夠

證據支持有關聲稱。𦋐生署建議消費者

在使用這些產品前，應諮詢醫生意見，瞭

解身體狀況，評估是否有需要使用有關

產品，以及查詢正確的使用方法。

2. 香港海關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任何人如供

應或出售已應用虛假或具有誤導性的商

品說明於任何商品上，包括顯示有關商

品的用途、性能或準確度，即屬違法。一

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罰款$50萬及入獄5

年。就上述電子健美腰帶的事件，海關會

電子腰帶可幫你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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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會所收集的資料，如發現有充足

證據證明有關該產品成效的商品說明是

虛假或具有誤導性的，會作出調查及

檢控。

從醫學角度看運動、減肥、
保健聲稱

鑒於某些電子健美腰帶在廣告、宣

傳中有關於運動、減肥和保健效能的聲

稱，例如：「全部腰腹肌肉會自動進行收

緊及放鬆的運動」、「配合熱療加熱溶脂，

脂肪細胞充分燃燒，增強新陳代謝」等，

就有關聲稱有否失實，本會徵詢了瑪麗

醫院內科學系屈銘伸醫生和香港物理治

療學會的意見，發現部分聲稱並不可信。

（見表）

可鍛練腹肌？
部分電子健美腰帶的賣點是可「強

化」、「結實」肌肉，聲稱每日使用20至30

分鐘，持續使用一段時間，例如一個月，

便可將鬆弛的肌肉收緊，適宜用在腹部、

臀部、大腿和手臂等部位；個別產品更聲

稱「唔駛狂做Sit-Up，靜坐閒著都可以減

幾吋腰圍」。屈銘伸醫生指出，肌肉的收

縮是由神經線傳遞收縮的訊息開始，實

質肌肉收縮是有賴肌肉釋放的電解質和

能量儲藏分子，引發肌肉纖維縮短，然後

造成肌肉收縮。因此，以任何方式產生的

電流，只能作一個開始訊息，不能消耗積

聚於脂肪的過剩能量，更不能鍛練肌肉。

以電脈衝刺激肌肉，雖然肉眼看見肌肉

收緊、放鬆，但由於肌肉沒有承受重量和

壓力，不能鍛練出「堅實」的肌肉。

用來減肥都得？
有些產品聲稱可用作「溶脂」、「燃

燒脂肪」；個別產品又稱可用作「推脂減

肥」，不用擔心「因吃減肥藥所產生的副

作用及體重反彈」。屈銘伸醫生表示，減

肥藥產生的副作用，其種類和程度會因

產品發生的效用原理，因人而異，不能一

概而論，更不能抹殺該產品本身有副作

用的可能性；並指出由過急運動引致的

減磅，減去的磅數多由蛋白質成分造成，

而當體重回升時，身體積聚的過剩能量

則以脂肪為主，故在短時間過急減肥，可

能會有反效果，例如：體重反彈。

副作用不容忽視
電子健美腰帶並不是人人適用，例

如：孕婦、剛分娩者、患有心臟病、配戴心

臟起搏器人士、癲癇症患者、有皮膚病的

人士均不宜使用，誤用可能有危險。

至於部分產品聲稱有「熱敷」、「紅

外線」、「40度恆溫」等發熱功能，可作

「按摩」、「促進血液循環」、「燃燒脂肪」

等，有關聲稱只標榜其「功效」，卻沒有詳

細說明當中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屈銘伸

醫生表示，如產生的熱力過量或偏離認

可的溫度，可能會引致接觸的皮膚灼傷；

而過量的壓力可能導致接觸的身體部位

受創傷。

每天運動加均衡飲食才是健
體、瘦身之道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表示，對肌肉

神經進行電流刺激（Neu ro -muscu l a r

Electrical Stimulation）是其中一種物理治

療方法。此種物理治療方法能針對肌肉

進行功能或感覺的電刺激，以達到鎮痛

或功能康復的目的。然而，這些電子健美

腰帶聲稱的功效卻沒有明確的醫學實

證，長時間（如30分鐘或以上）對腹部肌

肉進行電刺激，是一種被動的電療，不能

達到主動運動所帶來的效果。如果使用

方法不正確，可能引致肌肉勞損，嚴重者

或有電流灼傷的情況。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鼓勵市民每天

主動並持久地進行20至30分鐘適量的帶

氧運動，例如：游泳、健行、緩步跑等，再

配合適當的均衡飲食，才是強身健體和

瘦身的正確選擇。

不要輕信有「神奇」功效
面對五花八門的健康產品，消費者

應理性衡量，不要輕信產品有「神奇」的

功效，不單耗費金錢，得不到預期的效

果；如不當使用，還可能對健康有不良影

響。選購時須注意下述事項：

◆ 不要�眼於不�邊際的聲稱，例

如：持久、容易、輕鬆使用、不用運動或在

短時間內見效等。

◆ 不要盡信產品能針對身體個別部

位產生效能，例如：減臀部、減肚腩。

◆ 詳閱廣告內容和所有附帶資料，

例如：要達致聲稱的效果必須嚴格配合

卡路里攝取量或其他運動等。

◆ 對於廣告中陳述的成功個案須持

審慎態度。

◆ 徵詢醫生的意見，瞭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是否適合使用有關產品，

以及查詢正確的使用方法。

總結
本會觀察到市面上陸續出

現不同品牌的電子健美腰帶，還

有其他利用相關原理操作的電

專科醫生指以任何方式產生的電

流，只能作一個開始訊息，不能消

耗身體積聚於脂肪的過剩能量，更

不能鍛練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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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減肥

保健

表 : 電子健美腰帶的效能聲稱和相關醫學意見
醫學意見

效能聲稱

● 「熱敷」、「紅外線」、「遠紅外線」、「熱敷

功能」、「熱療」、「40度恆溫」：如產生的熱

力過量或偏離認可的溫度，可能引致接觸的身體

部位皮膚灼傷。
● 如磁石磁場過強，可能會干擾心臟起搏器正常

運作。

瑪麗醫院內科學系屈銘伸醫生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 This electric stimulation is passed on to the muscles
through the nerves, causing them to contract and relax.

● Sends timed pulses to muscle, which enables rhythmic
contraction.

● 訊號由腰帶傳送到肌肉的神經線，當這些神經線最集

中之地方受到刺激時，全部腰腹肌肉會自動進行收緊

及放鬆的運動
● Just 20 minutes of daily workout...helps you get results

similar to 800 sit-ups.
● 每日使用30分鐘，功效就相等於做完240次SIT-UP，從

而達致收腰的作用。
● 唔駛狂做Sit-Up，靜坐閒著都可以減幾吋腰圍。
● 模擬人體進行Sit-Up之狀態...證明無需做Sit-Up都可達到

收腹收腰之目的

肌肉的收縮是由神經線傳遞收縮的訊息開始，實質

肌肉收縮是有賴肌肉釋放的電解質和能量儲藏分子，

引發肌肉纖維縮短，然後造成肌肉收縮。因此，

任何方式產生的電流，只能作為一個開始訊息，

而不能消耗身體積聚於脂肪的過剩能量，更遑論

鍛練肌肉。

這些電子腰帶所稱

的功效並沒有明確

的醫學實證。長時

間(如30分鐘或以上)

對腹部肌肉進行電

刺激，是一種被動

的電療，並不能達

到主動運動所帶來

的效果。如使用方

法不正確，可能引

致肌肉勞損，或嚴

重者有電流灼傷的

情況。

● 柔性氣壓 - 作用：推脂、按摩。
● 用佢𣝦推脂減肥，就毋須擔心因吃減肥藥所產生的副

作用及體重反彈效應。
● 配合熱療加熱溶脂，脂肪細胞充分燃燒，增強新陳

代謝。

●「柔性氣壓」：過量的壓力可能導致接觸的身體部

位受創傷；「柔性」字眼令消費者減少警覺。
●「因吃減肥藥所產生的副作用」：減肥藥所產生的

副作用種類和程度會因產品發生效用原理，或因

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抹殺該產品本身

有副作用的可能性。
●「體重反彈效應」：過急由運動引致的減磅效應，

所減去的磅數多由蛋白質成分造成，而當體重回

升期間，身體積聚過剩能量則以脂肪為主。因

此，過急減肥可能得不償失。

● 熱敷及紅外線按摩功能，可消除長時間工作及開車的

疲勞，解除脊椎骨與神經的壓逼；臨床證實對腰患人

士有顯著療效。
● 遠紅外線：滲透身體深層，改善體質，促進血液循環。
● 醫學證實熱敷功能可紓緩女性因月事引起的腹部不

適；而其震動功能可促進血液循環，幫助腸胃蠕動，

減輕偶發性便秘症狀。
● 配合熱療加熱溶脂，脂肪細胞充分燃燒，增強新

陳代謝。
● 40度恆溫 - 作用：燃燒脂肪。
● 內置健康磁石，能調節機體陰陽平衡。

部分電子健美腰帶懷疑有誇大的聲稱，消費者必須理性衡量，不要輕信有「神奇」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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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健康產品，效能聲稱大同小異。從醫學

角度來看，部分電子健美腰帶的聲稱並

不可信，單靠這些產品是不能「結實肌

肉」或「減肥」；當中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更

不容忽視。因此，本會希望政府能加強有

關產品聲稱的管制，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本港健身產品電視廣告的規管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下簡稱影

視處）指出《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

準》（下稱《守則》），雖沒有明文規管健身

產品的聲稱，但對廣告所作聲稱的真確

性，及就提供減肥或減重療法的產品所

作的廣告，則有明確的條文規管，包括：

i. 廣告不得以任何公然或隱含的方

式作出與事實不符的描述、聲稱或說明；

或對有關產品或服務，或其是否適用於

所建議的用途，作出誤導的描述、聲稱或

說明。...（《守則》第三章第9項）

ii. 對於提供方法以達到減輕體重

或減少脂肪為目標的產品、服務及機構

的廣告，除非廣告說明該服務/產品必須

配合均衡/健康飲食習慣而達致目標，

否則持牌人不得接納。（《守則》第六章

第21g項）

iii. 持牌人必須取得確實證據，顯示

所宣傳的產品或服務應該會有效用，而且

不會有害。產品或服務宣傳的效用，必須

澳洲
去年5月澳洲公平競爭消費者委員

會（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 ion,  ACCC）向當地一間銷售

Abtronic電子健美腰帶的公司興訟，指其

在電視廣告及其他途徑宣傳該產品時涉

及誤導行為，向法庭申請永久禁制該公

司作出「一次過將肚腩變平」、「毋須費

力即可在10分鐘後達到做600次Sit-Up

的效果」，及其他違反澳洲營商手法法例

的聲稱。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該公司承認

有部分聲稱屬誤導而違法；法庭在9月判

定該公司並無合理依據聲稱該產品能結

實及強化肌肉，需在電視、報章、產品單

張及公司網頁發出消費者通告，該公司

則向法庭承諾停售該產品及銷毀存貨。

加拿大和美國
除了澳洲公平競爭消費者委員

會外，海外兩個保護消費者權益機構

亦有對Abtronic電子健美腰帶及類似產品

所作的聲稱進行調查，分別是加拿大競

爭局（Competition Bureau）和美國的聯邦

有事實支持。（《守則》第六章第21g(ii)項）

影視處兩年接35宗投訴
本會又向影視處查詢近兩年電視廣

告違反《守則》的統計數字，影視處表示

由2002年1月至2003年11月共接獲35宗

關於電視廣告涉嫌載有誤導、失實聲稱的

投訴，但所有投訴與減肥產品或提供減重

療法的廣告無關。35宗投訴經調查後，廣

管局裁定1宗投訴成立；廣管局認為播放

該廣告的兩間電視台沒有盡力確定廣告

聲稱的真確性，勸喻電視台須嚴格遵守

《守則》的條文規定。

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加拿大競爭局就當地一銷售公司

對Abtronic電子健美腰帶的市場推廣手法

進行調查。該公司其後與加拿大競爭局

達成協議，同意即時停止售賣及推廣該

產品，另不會於推廣類似產品時向公眾

作出沒有足夠或適當測試支持的聲稱，

該公司並同意繳付罰款。

在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向當地7

間推銷Abtronic電子健美腰帶的公司提

出訴訟，法庭向其中5間公司作出部分簡

易判決，永久禁制該5間公司在推銷該產

品時作出若干聲稱，當中包括：

◆ 該等器材可減吋、減脂肪或蜂窩組織

◆ 該等器材可促進肌肉增長或結實腹肌

◆ 使用該等器材等於或優勝於做腹部或

腿部運動

資料來源：2003年9月4日澳洲公平

競爭消費者委員會所發的新聞稿、 2003

年7月23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所發的

新聞稿、2002年12月16日加拿大競爭局

所發的新聞稿

本港的情況
Abtronic電子健美腰帶在本港亦有

售，本會將該產品在本港的電視廣告內

容遞交影視處審閱，獲回覆指該產品在

香港播放的廣告與在海外播放的版本不

同，沒有就減肥或減重作出明示或暗示，

而只聲稱該器材能產生脈動收縮肌肉，

影視處認為廣告並不含誤導性聲稱。

電視直銷商的回應
在本港電視直銷Abtronic電子健美

腰帶的公司回覆本會，表示該公司在本

港使用的電視廣告版本一直依從該公司

定下的嚴謹標準，不含沒有充份理據支

持的聲稱；電視廣告在播放前亦事先經

由該公司的法律部門和有關電視廣播公

司審閱和發出許可。製造商亦曾致函該

公司指出已就安全問題對產品作出改

動。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和有關電視廣播

公司沒有收到任何對Abtronic電子健美腰

帶或有關廣告的投訴。

有電子健美腰帶銷售商在海外被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