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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7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0月5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195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蕭美琴、蔡適應、呂孫綾等 25 人，鑑於歐盟、美國
、紐西蘭、南韓、印度、巴西等國家均已開始推動禁用動物
實驗化粧品之法規，若我國能與時俱進跟隨國際社會之步伐
，於化粧品產業禁用動物實驗，不僅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化粧
品產業之差異，並朝向發展尊重生命、友善動物之社會，亦
能有助提升我國化粧品產業形象。另有國家的法規作為規範
後盾，做為業者沒有做相關動物實驗的保證，更能幫助業者
出口商品到歐盟等國，讓國際看見更安全、更進步的台灣化
粧品形象。爰擬具「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使消費者能清楚知悉其使用之化粧產品製作過程，爰增加規定，要求現在市面上所有化
粧品樣品及成品之製造、加工、進口及販賣廠商，對於商品製造過程中產品有無做動物實
驗均應清楚標示，讓消費者知曉產品製作之過程，以供消費者做為消費時選擇產品之考量
依據。
二、又化粧品實際上已有其他實驗方法製造品質極佳且零殘酷的新產品，而完全不需要經由動
物實驗來證實其安全性。例如經由在實驗室所培養的人造人體組織上做實驗的效果，其已
經能證實比使用兔子等動物實驗能得到更好的測試結果；又現代化的試管實驗法亦可以區
分有毒及無毒的化粧品成分，而不需經由任何殘忍痛苦的動物活體實驗過程。
三、是以，基於對動物生命之尊重及人道保護觀點之落實，明訂輸入或製造化粧品之原料、半
成品、樣品及成品進行安全性試驗時，不得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且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
之國內外化粧品原料、半成品、樣品及成品均不得販賣之，並明訂處罰之相關規定。
四、為減少對於化粧品產業之衝擊，增訂落日條款，給於化粧品動物實驗禁令之施行二年緩衝
之時程，逐步施行禁止化粧品動物實驗及銷售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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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六條

化粧品之標籤、仿單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化粧品之標籤、仿單

明確於第一項規定要求現在市

或包裝，應依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之規定，分別刊載廠名

或包裝，應依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之規定，分別刊載廠名

面上所有化粧品之製造、加工
、進口及販賣廠商，對於商品

、地址、品名、許可證或核
准字號、成分、有無動物實

、地址、品名、許可證或核
准字號、成分、用途、用法

製造過程中，有無動物實驗應
清楚標示，讓消費者有知曉產

驗、用途、用法、重量或容
量、批號或出廠日期。經中

、重量或容量、批號或出廠
日期。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品製作過程之權利，以供消費
者消費時做為選擇產品之考量

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
，並應刊載保存方法以及保

指定公告者，並應刊載保存
方法以及保存期限。

依據。

存期限。
前項所定應刊載之事項

前項所定應刊載之事項
，如因化粧品體積過小，無

，如因化粧品體積過小，無
法在容器上或包裝上詳細記

法在容器上或包裝上詳細記
載時，應於仿單內記載之。

載時，應於仿單內記載之。
其屬國內製造之化粧品，標

其屬國內製造之化粧品，標
籤、仿單及包裝所刊載之文

籤、仿單及包裝所刊載之文
字以中文為主；自國外輸入

字以中文為主；自國外輸入
之化粧品，其仿單應譯為中

之化粧品，其仿單應譯為中
文，並載明輸入廠商之名稱

文，並載明輸入廠商之名稱
、地址。

、地址。
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

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
藥品者，應標示藥品名稱、

藥品者，應標示藥品名稱、
含量及使用時注意事項。

含量及使用時注意事項。

第七條 輸入化粧品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第七條 輸入化粧品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為使消費者能清楚其使用之產
品製作過程，爰於第一項及第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有無動物實驗及其用途之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連同標

二項增加規定，要求現在市面
上所有化粧品之製造、加工、

申請書，連同標籤、仿單、
樣品、包裝、容器、化驗報

籤、仿單、樣品、包裝、容
器、化驗報告書及有關證件

進口及販賣廠商，對於商品製
造過程中有無動物實驗應清楚

告書及有關證件，並繳納證
書費、查驗費，申請中央衛

，並繳納證書費、查驗費，
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

標示，讓消費者有知曉產品製
作過程之權利，以供消費者消

生主管機關查驗；經核准並
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輸入。

；經核准並發給許可證後，
始得輸入。

費時做為選擇產品之考量依據
。

輸入化粧品未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輸入化粧品未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有無動物實驗及其用途之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連同標

申請書，連同標籤、仿單及

籤、仿單及有關證件，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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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件，並繳納審查費，
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納審查費，申請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備查。但經中央衛生

。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
告免予備查者，不在此限。

主管機關公告免予備查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醫療或毒劇藥品
之名稱、用量、規格及申請

第一項醫療或毒劇藥品
之名稱、用量、規格及申請

書之格式、樣品之數量、標
籤及仿單之份數及證書費、

書之格式、樣品之數量、標
籤及仿單之份數及證書費、

查驗費之金額；第二項申請
書之格式、標籤、仿單之份

查驗費之金額；第二項申請
書之格式、標籤、仿單之份

數及審查費之金額，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數及審查費之金額，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製造化粧品含有醫
療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

第十六條 製造化粧品含有醫
療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

為使消費者能清楚其使用之產
品製作過程，爰於第一項及第

有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
稱、有無動物實驗及製造要

有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
稱及製造要旨之申請書，連

二項增加規定，要求現在市面
上所有化粧品之製造、加工、

旨之申請書，連同標籤、仿
單、樣品、包裝、容器及化

同標籤、仿單、樣品、包裝
、容器及化驗報告書，並繳

進口及販賣廠商，對於商品製
造過程中，有無動物實驗均應

驗報告書，並繳納證書費、
查驗費，申請中央衛生主管

納證書費、查驗費，申請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經核

清楚標示，讓消費者有知曉產
品製作過程之權利，以供消費

機關查驗；經核准發給許可
證後，始得製造。

准發給許可證後，始得製造
。

者消費時做為選擇產品之考量
依據。

製造化粧品未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製造化粧品未含有醫療
或毒劇藥品者，應提出載有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有無動物實驗及其用途之

原料名稱、成分、色素名稱
及其用途之申請書，連同標

申請書，連同標籤、仿單及
有關證件，並繳納審查費，

籤、仿單及有關證件，並繳
納審查費，申請直轄市或縣

申請直轄市或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備查。但經中央衛

（市）衛生主管機關備查。
但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生主管機關公告免予備查者
，不在此限。

免予備查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

第一項申請書之格式、
樣品之數量、標籤、仿單之

樣品之數量、標籤、仿單之
份數及證書費、查驗費之金

份數及證書費、查驗費之金
額；第二項申請書之格式、

額；第二項申請書之格式、
標籤、仿單之份數及審查費

標籤、仿單之份數及審查費
之金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之金額，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定之。

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之一

輸入化粧品

之樣品，應提出載有品名、
成分、數量、用途及有無動

第二十三條之一

輸入化粧品

對於輸入化粧品之樣品為使消

之樣品，應提出載有品名、
成分、數量、用途之申請書

費者能清楚其使用之產品製造
過程，爰於第一項增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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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實驗之申請書，並檢附有
關證件，申請中央衛生主管

，並檢附有關證件，申請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證明。

要求現在市面上所有化粧品之
樣品，若於製作過程中就有無

機關核發證明。化粧品販賣
、製造業者或學術研究試驗

化粧品販賣、製造業者或學
術研究試驗機構，為申請查

動物實驗應清楚標示，讓消費
者有知曉產品製作過程之權利

機構，為申請查驗或供研究
試驗之用，所輸入之含有醫

驗或供研究試驗之用，所輸
入之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化

，以供消費者消費時做為選擇
產品之考量依據。

療或毒劇藥品化粧品或化粧
品色素，亦同。

粧品或化粧品色素，亦同。
前項物品之容器及包裝

前項物品之容器及包裝
上，應載明「樣品」字樣，

上，應載明「樣品」字樣，
不得販賣。

不得販賣。
第二十三條之二

輸入或製造

本條新增，基於對動物生命之

化粧品之原料、半成品、樣
品及成品進行安全性試驗時

尊重及人道保護觀點之落實，
明訂輸入或製造化粧品之原料

，不得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
。

、半成品、樣品及成品進行安
全性試驗時，不得以動物作為

以動物作為試驗對象之
國內外化粧品原料、半成品

試驗對象。以動物作為試驗對
象之國內外化粧品原料、半成

、樣品及成品不得販賣之。

品、樣品及成品不得販賣之。
違反第七條第一

配合第二十三條之二條文新增

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
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

項、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
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

，爰於本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
訂處罰規定，違反規定者，處

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

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三條
之二第一項、第二項禁止規

二十三條第一項禁止規定之
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金，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
並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撤銷其有

定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
五萬元以下罰金；其妨害衛

關營業或設廠之許可證照。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其妨
害衛生之物品沒收銷燬之。

生之物品沒收銷燬之。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或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

禁止規定情節重大或再次違
反者，並得由各該主管機關

第二項禁止規定情節重大或
再次違反者，並得由各該主

撤銷其有關營業或設廠之許
可證照。

管機關撤銷其有關營業或設
廠之許可證照。

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廠有
第一項情事者，除處罰其行

法人或非法人之工廠有
第一項情事者，除處罰其行

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工廠
之負責人處以該項之罰金。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七條第一

第二十七條

為人外，並對該法人或工廠
之負責人處以該項之罰金。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第三十五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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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除中

施行。

，本條增訂第二項落日條款，
給於化粧品動物實驗禁令之施

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
第二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

行二年緩衝之時程，逐步施行
禁止化粧品動物實驗及銷售之

二項，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自公布後二年施行外

規定。

，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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