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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台歐盟化粧品法規研討會問答整理 

主  旨：檢送 104 年 8 月 5 日台歐盟化粧品法規研討會問答整理，請 查照。 

說  明：有鑑於 104 年 8 月 5 日台歐盟化粧品法規研討會盛況空前，特將問答整

理，以供業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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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全體會員、化妝品、食品、保健品、醫材產業界 

副本：社團法人台灣化妝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化妝品良好作業規範（GMP）產業發展協會 

台歐盟化粧品法規研討會問答整理 

提問 1：我們從事紋繡及睫毛生意，這是個小眾市場而不像化妝品擁有龐大商機。但我們仍

然得符合歐盟化妝品法規甚至是醫療等級的嚴格規範。先前我們已在歐洲做了許多

安全性測試都符合規範，可是按照歐盟要求我們仍需花大錢雇用當地顧問公司並支

付高額的月費。請問有其他可行的替代方案嗎? 

We do permanent makeup and lashes. It is just a small business unlike cosmetics. 

However，we have to follow new EU cosmetics directive and even the strict 

medical standard. We had made lots of safety tests but EU still requires us to hire 

a consultant company and they ask for a very expensive consultant fee EVERY 

MONTH. Are there any alternatives without paying monthly fee?  

答：紋繡與睫毛在歐盟不屬於化妝品範疇。 

提問 2：照理說歐盟化妝品法規應該一體適用所有歐盟會員國。但我們在部分國家尤其是德

國和西班牙仍遭遇非常多的問題。當地海關宣稱產品應符合該國法規而不是歐盟法

規。我們到底應該以何者的規範為依據? 

Suppose EU cosmetics directive is the major regulation in Europe. However， our 

clients still got many problems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d Spain. Their Customs 

said they have different regulation and deny EU cosmetics directive. What 

regulation should we follow now? 

答：目前歐盟市場上，各會員國在海關法令的協調上較不完整(與化妝品法規相比較)，

因此 在法規上可能會有所不同。但若各會員國在海關的法規上與歐盟化粧品法規

相牴觸，代表該會員國未依循歐盟法規行事，歐盟執委會對這樣的狀況是採取零容

忍的態度。如果有類似的狀況發生，可以向歐盟化妝品公會(亦可透過台灣駐布魯塞

爾代表處向歐盟化妝品公會)反應，歐盟化妝品公會會再向歐盟執委會反應此一問

題。 

提問 3：請問歐盟目前是否有針對 PIF 的稽查，有相關的稽查指南以供參考？ 

Is there any PIF auditing guideline/guidance/principle or reference document have 

been published? Or any publishing plan? 

答：歐盟本身並沒有類似的文件指南。但是還是有些指引(Guilelines)可以參考。 例如:

歐盟化妝品公會有出版 Guidelines on product information file (PIF) requirement，

2011，等等相關指引可供參考。 

另外，歐盟也有對安全性評估、效果宣稱等出版相關且具有法律效 力的指引

(Guilelines)。Commiss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 2013/674/EU、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655/2013、Guidelines to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655/2013。這些文件可以提供做為準備 PIF 的參考文件。 



相關網址： 

歐盟化妝品公會(Guidelines 頁面) 

https://www.cosmeticseurope.eu/publications-cosmetics- 

europe-association/guidelines.html 

歐盟執委會 (法規) 

http://ec.europa.eu/growth/sectors/cosmetics/legislation/index_en.htm 

提問 4：請問歐盟在何時會調整 Annex 中關於芳香致敏原的規定？ 

Is there any progress about more fragrance allergens， other than the listed 26 

items，wi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Annex? 

答：目前尚無新的進度；對於之前所提的許多新的過敏源可能的影響，歐盟執委會也正

會同其他專家開會討論中。 

提問 5：請問 EFfCI 針對動物試驗禁令所提出之異議目前在歐盟法院的進展如何？是否會影

響禁令的合法性？ 

How’s going about the case of “EFfCI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2014] EWHC 4222， will it shake 

the ban of animal testing? Is there anything new? 

答：預計年底前會召開聽正會討論，目前尚無結論。 

提問 6：歐盟化粧品法強制實施 GMP 至今，是否有不符的案例？若有者，會如何處理？ 

Since the “recast” have been run for 2 years， is there any case about the 

non-compliance of GMP during PIF auditing? If so， how to do with such situation 

by competent authority? 

答：在舊版的化妝品法規中，GMP 已經實施很久了。並沒有特別有問題的地方。 

提問 7：準備產品資訊檔案當中，最關鍵的是安全性評估報告(Safety assessment)。 

在歐盟上市前，每一項化妝品產品必須向 CPNP 申報。(自 2012 年 1 月開始實施)。 

我想問的是:安全性測試報告….指的是 ? 人體試驗 ?細胞試驗就可以接受?或是那

些項目?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to apply CPNP is the Safety assessment， but it is refer to 

human testing or cellular level testing? Or others? 

提問 8：那由公證單位的報告(SGS、台美)或是由學術單位、做出報告那些是可以被接受的。 

Will the Safety assessment report from SGS， First Lab or any other academic 

facility’s report will be accepted? 

答：(問 7 和問 8 兩個問題一併回答) 安全性評估報告(Safety assessment)，是 PIF 內容

的一部分，不需要通報 (Notification)，CPNP。只要是能證明產品安全性的，任何

試驗、測試報告都可以接受。 



提問 9：面膜、足膜、手膜類產品 (成品或半成品 )如要在歐洲地區銷售要先申請

CPNP(Cosmetic Products Notification Portal)， 申請後凡是歐盟國家都可沿用? 

或是每個國家都有不同的法規都要另外申請? 

Facial sheet mask ，  foot mask ，  hand mask product (completed and 

semi-completed product) needs to register at CPNP program before entering and 

selling in Europe countries， is this apply to all E.U. nations? Or does each 

country has their own restriction regarding having cosmetic products entering 

their market? 

答：在歐盟只要在各會員國之中，在 CPNP 內通報一次即可。各會員國即會有相關資料。 

提問 10：申請的責任歸屬是歐洲當地銷售的代理商、進口商、加工廠或是台灣生產工廠? 申

請時是否一定要有一位歐盟的當地販售者? Who is responsible for applying CPNP? 

EU local distributor， re-packer， manufacturer and Taiwanese manufacturer? 

And it is mandatory to have a EU local agent? 

針對歐盟相關法規以及其他問題，歐盟是否有在台灣設立任何機構可以協助這部份? 

(ie 文件申請遇到問題)? 

Is there an E.U. liaison in Taiwan who we can discuss the detail of how to 

applying CPNP and other matters? 

答：(1)通報 CPNP 的責任是＂責任人＂(ResponsiblePerson；R.P.)，通常誰被標示在

商品上的 R.P.，誰負責在 CPNP 上登錄。R.P.一定是在歐盟裡合法的法人或自

然人，也可以請第三方擔任(類似一種代理制度)，所以不一定是代理商、進口商、

製造商等。 

(2)針對歐盟相關法規以及其他問題，可向＂歐盟在台經貿辦事處＂、＂台灣駐布

魯塞爾辦事 處＂反應或諮詢。 

提問 11：請問您是否有化妝保養品成品輸入歐盟之所需所有文件與相關規範的網站或連結可

供業界查詢? 

Can you provide a link or a website where are clearly listed all the documents 

necessary to import cosmetic finished product to Europe ? 

答：如同前面的問題，歐盟方面並沒有所謂的文件清單，但是歐盟化妝品公會有出版許

多相 關的指引(Guidelines)，歐盟也有出版相關且具有法律效力的指引(Guilelines)。  

歐盟化妝品公會 (Guidelines 頁面) 

https://www.cosmeticseurope.eu/publications-cosmetics- 

europe-association/guidelines.html 

歐盟執委會 (法規) 

http://ec.europa.eu/growth/sectors/cosmetics/legislation/index_en.htm 

提問 12：以歐盟相關規範而言，目前有官方許可來取代傳統動物試驗的替代方案嗎? 

What are the animal-testing replacement tests officially approved by EU ? 

答：可以參考 EURL-ECVAM (https://eurl-ecvam.jrc.ec.europa.eu/) 組織，有定期推出



替代性試驗的相關資訊。當然，可能需要好幾個試驗才能取代一種動物試驗。 

提問 13：請問如何取得正式且合法的毒理學報告(其中特別包括如何取得 NOAEL-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How to make the legal toxicological report (especially how to get the NOAEL) ? 

答：NOAEL-No Observed Adverse Effect Level 資料的取得，原本多透過動物性實

驗，在依所得到的數據進行推估計算出化妝品上的數據。由於禁止動物性實驗的

禁令，除了利用替代性試驗取得資料外，或許可依下面的原則取得或推估化妝品

上的數據以及毒理學報告。 由原物料供應商提供:目前的案例中 90%的訊息來自

原物料供應商。一般若是廣為人知，流通已久的原物料，已有許多既有且可用的

毒理學報告，可向原物料供應商要求提供這些資料。 如果該原物料並不是上述的

情況，供應商通常會為了完成交易，自行進行各項毒理性或相關 試驗以取得資料。 

如果真的無法取得相關毒理學報告，通常會有以下兩種方法處理: 1. 會建議該配

方中不要使用這項原料。 2. 利用推估的方式取得資料。有經驗的安全評估人員，

或許可以依現有數據、資料來推估、補足原始使資料的不足，以獲得該原物料足

以使用的毒理學報告。 

 (續提問 13：現場提問)：在 2013/3 之前，已完成動物性試驗的原料，是否可以用?  

答：動物性實驗的禁令，只針對 2013/3 以後所提出的新成份，對於 2013/3 之前的

成份不會受到限制。 

提問 14：請問有哪些原料需經取得 REACH 認證? 

Which ingredients legally needs REACH documents to be used ? 

答：這個問題牽扯範圍太廣，不是化妝品這個部份能夠說明。 

以下問題現場未回覆(現場提問單沒時間回答 16~18) 

提問 15：請問化妝品安全評估報告的查核標準? 

What is the inspection standard for Cosmetic Product Safety Report? 

提問 16：歐盟是否有打算建立化妝品成分毒理安全的公開資料庫? 

Will EU Commission consider to establish a public toxicology database for 

cosmetic ingredients? 

提問 17：歐盟官方是否有提供化妝品法規方面的直接諮詢窗口? 

Which department could we ask for the assistance if we have any problem about 

the regulation? 

 



提問 18：未來幾年內法規有計畫要進行任何重大修訂嗎? 

Will there be any major improvement for the regul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 

現場提問：  

提問 1：單一成份的毒理學報告不足，但成品本身毒理學報告足以證明該產品是安全無虞的；

這種情況，如何在 PIF 中合理呈現出來? 

答：這種現象的可能性有太多種，還是應該視實際情形，由安全評估人員來決定 PIF 中

的毒 理性報告該如何呈現。  

提問 2：安全評估人員的資格?  

答：通常會依下列原則，判定是否符合安全評估人員的資格：學歷、經歷、評估化粧品

安全的經驗、在大學畢業後，是否有繼續進修相關評估的課程。通常必須有三年以

上對化妝品進行安全評估的實務經驗，才能算是有經驗的安全評估人員。 

提問 3：許多原料供應商會主動、也配合提供各項資料，但是很多情況是該原料原本並非用

於化粧品界，像是植物萃取物，請問應該如何處理?  

答：對於特定原料，如果在化妝品上的毒理性資料不足，若是在其他產業上有相關的資

料是可以拿來輔助使用的。例如植物萃取物，其成分相當複雜，在化妝品上也許還

沒有完整資訊， 但在其他產業如食品、製藥等如果已經有相關的研究，毒性報告等

等，都可以拿來輔助、推估該植物萃取物的毒理性報告。在此推薦 Eric Dufour 的著

作：化粧品植物運用的安全評估(現場中文翻譯書名)；該作者有許多相關著作可以

參考。 

(下列網址提供 Eric Dufour 相關資料著作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Eric_Dufour/publications ) 

 提問 4：如何知道所謂奈米物質是新還是舊?(依講義第 9 頁提問； In case of new 

nanomaterials being used， need to notify 6 months in advance.)  

答：這裡指的奈米物質，應該不能說新的或舊的；可以先參考歐盟化妝品法的附錄，

在附錄中有關在防曬劑、防腐劑、著色劑有正面表列的奈米物質，或有在附錄中

出現可用、限用的奈米材料，是無須通報的。除此之外，其他奈米物質都要在上

市前 6 個月通報。 

 提問 5：經銷商(Distributors)對歐盟市場是自己的產品進行標籤翻譯的動作，就必須通報 

CPNP，但是一般通報修改 CPNP 的權限在責任人(R.P.)手上，請問此時經銷商該

如何通報? 

答：在 CPNP 中可以登錄不同的使用者身份，目前經銷商和責任人都有可以登錄通報

的身分，經銷商可以有開放一定的權限以供通報相關訊息。目前仍在整合 CPNP

的系統，未來整合完會更亦於通報、查詢使用。 



 提問 6：在歐盟，PIF 可以用英文或當地語言?若其他會員國要來查驗 PIF，是請責任人攜

帶 PIF 關資料到其他會員國查驗?還是其他會員國派人至 PIF 文建存放地點查驗?  

答：1. PIF 可用英文或當地語言建立資料。 

2. PIF 應存放於責任人指定地點，因此其他會員國要查驗 PIF 時，會與該國合作協

調自行前往 PIF 指定存放地點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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