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洸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襲嚴謹的醫學實證經驗，堅持以專業及高品質的理念來

執行工作，結合各方面的專業積極投入醫妝領域，藉以提高產業競爭力。持續研發

生產生醫美容、營養保健、美妝保養系列產品及天然植萃原料，同時根據消費者

的獨特性，提出全面性的專業醫妝建議來滿足與解決消費者的需求。

本公司所研發的產品配方以「安全」為主要訴求，絕不添加有害人體的物質，所

有產品在上市前均經過嚴格的測試，以確保產品的品質穩定與安全性。從研發設

計、生產製造、品質管制到客戶服務皆由專業團隊嚴格遵循 ISO規範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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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推出自有品牌Dr.Hsieh®達特醫系列醫妝產品，主要銷售通路：網路與電視購物。

     2010年

首創研發居家型杏仁酸系列產品，奠定「全球杏仁酸第一品牌」的專業形象。

     2011年

研發醫師謝明浚先生秉持以皮膚醫學科技為出發點，希望能有效解決消費者的肌

膚問題、恢復健康肌膚，透過整合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的方式，成立「洸鼎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2012年

(1) 參與國際展覽活動：香港亞太美容展。

(2) 積極與政府共同研發計畫專案，更與多所知名大學建立產學合作研究新原料。

公司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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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 擴廠於高雄市大寮區，完成了專業的廠房建置，並擁有完善先進的廠房設施

     與生產設備。

(2) 積極延攬優秀人才，成立產品研發實驗室，持續精進於產品的研究開發，使

     產品穩定創新且更具多樣性。

(3) 持續參與國際展覽活動：香港亞太美容展、中國上海美妝博覽會。

     2014年

(1) 通過 ISO 9001：2008版化妝品的研發與製造品保認證系統。

(2) 高雄中山旗艦門市、誠品生活館達特醫專櫃陸續開設。

(3) 在屏東縣萬巒鄉開設「無毒農園試驗場」，以天然無害的方式，自行種植Dr.Hsieh®

     達特醫的植物萃取原料，確保原料品質，從源頭開始為消費者嚴格把關。

     未   來

將以「誠信、專業、互助、和諧」為出發，推動Dr.Hsieh®達特醫系列醫妝產品成

為品質保證、行銷全世界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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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技術勇於創新

有鑒於市場對於保養品的需求逐漸增加，洸鼎積極與政府共同開發計畫專案，更

與多所知名大學建立產學合作，積極研究開發新原料。

▍已陸續完成的核心成分及技術

   ‧ 萃取物微細胞劑型的經皮吸收

   ‧ 南國薊萃取

   ‧ 牡丹皮萃取

   ‧ 香蕉花萃取、香蕉皮萃取

   ‧ 橙皮萃取

   ‧ 蘭花萃取

   ‧ 杏仁酸研究 

102年
國科會計畫

『南國薊萃取』

『萃取物微胞劑型
的經皮吸收』

102年經濟部
SBIR PhaseⅡ

『南國薊萃取』

101年經濟部
SBIR PhaseⅡ

102年 SBIV

『香蕉花萃取』

101年高雄SBIR

『牡丹皮萃取』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牡丹皮萃取』

『蘭花萃取』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香蕉皮萃取』

國立成功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杏仁酸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橙皮萃取』

高雄醫學大學

『南國薊萃取』

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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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美學概念    最高衛生規格與標準流程進行研發

洸鼎生技擁有生醫研發實驗室及先進的實驗儀器設備，實驗室主持人同時也是研

發團隊成員之一的謝明浚醫師秉持嚴謹的精神，以多年醫學背景，不斷致力於皮

膚保養的研究。2013年成立「生醫研發實驗室」，除了符合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

外，亦可直接掌控配方成份的差異性。同年也設置「皮膚檢測分析室」，研發的

每一項產品都需經過皮膚檢測分析室嚴格的臨床測試合格，才能投入量產與上市！

從製程中的抽樣實驗、定性定量分析、穩定性測試、生菌數分析，每個環節皆秉

持著最嚴謹的研究態度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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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控制，保持完美，不放過任何細節，為了讓客戶對原料更加放心與安心，本

公司已經設立專屬的「無毒農園試驗場」，掬一把泥土，開始將小苗栽植在自己

家鄉的泥土裡， 期望為客戶嚴格把關，提供最高品質的無毒原料。

無毒
農園
試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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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認證

專利
&

專業認證

優良認證
榮獲國家品質金牌獎

ISO證書
洸鼎生技通過

ISO 9001:2008品質認證

台灣優良產品金鑽獎
國家品質金牌獎

專利：牡丹皮萃取物
抑制脂肪細胞堆積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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洸鼎生技擁有無塵室製造包裝廠房，具備完整的生產製程。

專業的
生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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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萃取
‧牡丹皮萃取  ‧杏仁酸萃取  ‧松樹皮萃取  ‧積雪草萃取  ‧水飛薊萃取

‧魚腥草萃取  ‧蝴蝶蘭萃取  ‧桑白皮萃取  ‧印度醋栗萃取

‧荷葉萃取     ‧知母萃取     ‧槐花萃取     ‧刺梨萃取      

▍醫美原液
‧杏仁酸純液 ‧杏仁花酸美白純液

▍Dr.Hsieh®達特醫系列醫妝產品
臉部清潔：
‧卸妝水 ‧卸妝乳 ‧卸妝凝露 ‧卸妝油 ‧洗面乳 ‧慕斯 ‧潔顏粉末

化妝水：
‧保濕型：極潤化妝水、雙元玻尿酸保濕露

‧美白型：傳明酸美白調理水       ‧抗敏型：積雪草舒敏還原液

‧修護型：抗老緊緻青春露          ‧抗痘型：薄荷涼感調理水

精華液：
‧保濕型：玻尿酸潤澤精華          ‧美白型：牡丹極致美白精華

‧抗敏型：積雪草舒敏精華          ‧修護型：蠶絲細緻緊緻精華

‧抗痘型：杏仁酸煥膚精華

乳   液：
‧保濕型：凡士林極潤乳液          ‧美白型：花酸淨白乳液

‧抗敏型：舒敏水乳液                ‧修護型：接骨木修護乳液

‧抗痘型：杏仁酸抗痘乳液

乳   霜：
‧保濕型：極潤滋養霜                ‧美白型：牡丹美白乳霜

‧抗老型：維他命A抗老乳霜        ‧修護型：接骨木修護乳霜

面   膜：‧片狀面膜 ‧泥狀面膜 ‧凍膜

安   瓶：‧保濕安瓶 ‧定妝安瓶

美容油：‧滋潤調理型：白芒花調理精華油      ‧抗老修護型：生長因子時空膠囊

眼   周：‧眼部精華液：印度醋栗亮眼精華液   ‧眼部乳液：牡丹美白亮眼修護乳液

‧眼霜：蝴蝶蘭修護眼霜

身體護理：‧沐浴露 ‧沐浴乳 ‧身體乳 ‧嬰兒油 ‧舒緩按摩油

服務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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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源起    因為珍貴，所以更珍惜

2004年謝明浚醫師在國際美容暨美塑學會的安排下，到美國拜會著名的皮膚科醫

師兼生化博士Dr. James E. Fulton，討論未來肌膚保養產品發展趨勢。Dr. Fulton
認為時下許多保養品，添加非必要的化學成分，對肌膚是很大的負擔。謝醫師不

禁開始為眾多的消費者感到擔憂，在這種使命感驅使下，謝明浚醫師萌生如何運

用大自然所賜予的豐富資源來改善肌膚的想法，並開始著手研究植物萃取技術，

經過多年來的反覆測試，終在2009年創立以植萃成份為主的Dr.Hsieh®達特醫

醫妝品牌。

對於自家的商品，謝明浚醫師希望每位客人使用後都能感受植物神奇的力量，我

們將天然的植萃融入Dr. Hsieh®達特醫的每一種保養品中，你路上所見的任何一根

小草，對我們來說都有可能是無上的珍寶。

研發總監

認識
達特醫

天然：以大自然植萃成分為主，Dr. Hsieh®達特醫希望藉由外在

的美麗，讓您更有自信，增進心靈的美好。

實證：以醫學級功效為前提來研發設計產品，每一項成分的有效性，

皆會通過專業實驗研發人員反覆的安定性與虐待性檢測。

安全：產品上市前，皆經過Dr.Hsieh®檢測中心精密的皮膚敏感性、

氣味、觸感、安定性等多項檢測，為消費者做最嚴格的把關。

「天然、實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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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我最大  美妝大賞  
專櫃最佳美白精華液賞
‧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2014柯夢波丹 美容奧斯卡 獲獎
‧最佳抗老獎 ─ EGF活妍緊緻肌因
‧最佳保濕獎 ─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液

 2013/14 Beauty美人誌
 美人大賞
【開架入圍TOP 6】
‧30%杏仁酸抗痘凝膠(達克痘)
‧杏仁酸抗痘潔顏慕斯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洗面乳

 Fashion Guide
 專業評鑑獎
【乳液類TOP 1】
‧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2014柯夢波丹
開架醫美大賞 獲獎
‧氨基酸潔顏乳
‧杏仁酸去痘調理化妝水

2013柯夢波丹
美容奧斯卡
年度開架最佳清潔獎
‧杏仁酸抗痘潔顏慕斯

Fashion Guide網友評鑑【特優】
‧20%杏仁酸深層煥膚精華原液
‧30%杏仁酸抗痘凝膠(達克痘)
‧玻尿酸長效保濕精華乳
‧PRP賦活微整霜膜
‧杏仁花酸植萃美白精華液
‧蘭珂植萃緊緻眼霜
‧全效控油防曬隔離液
‧全效控油防曬CC液

2013 Beauty美人誌
美人大賞 開架獲獎
‧30%杏仁酸抗痘凝膠
   (達克痘)

得
獎
榮
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