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一般 46-04 收斂
制臭 1.000% Alcloxa 尿囊素氯(化)羥基鋁尿囊素氯(化)羥基鋁尿囊素氯(化)羥基鋁尿囊素氯(化)羥基鋁

一般 46-05 抗菌 0.05%:抗菌
3.00%:沖洗 alkyldimethylbenzylammonium chloride
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

甲羥銨甲羥銨甲羥銨甲羥銨

‧防

腐劑

一般 46-02 抗菌 0.05%抗菌,
0.5沖洗 Alkylisoquinolinium bromide

一般 46-01 潤膚 0.2%:潤膚
0.5%:沖洗 Allantoin 尿囊素尿囊素尿囊素尿囊素
鎮靜

消炎

抗敏

一般 46-03 收斂 1.000% Alum 明礬明礬明礬明礬

一般 46-04 收斂
制臭 1.000% Aluminum Chlorohydroxy allantoin 收斂

脫臭

一般 46-33 美白 7.000% Arbutin 熊果素, 熊果熊果素, 熊果熊果素, 熊果熊果素, 熊果苷,苷,苷,苷, 美白

一般 46-32 美白 2.000% Ascorbyl Glucoside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CCCC配糖體, 維配糖體, 維配糖體, 維配糖體, 維

生素生素生素生素CCCC醣甘,醣甘,醣甘,醣甘,

抗氧

化生素生素生素生素CCCC醣甘,醣甘,醣甘,醣甘, 化

一般 46-05 抗菌 0.05%:抗菌
3.00%:沖洗 Benzalkonium Chloride 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苯紮氯銨, 氯化苯二

甲羥銨甲羥銨甲羥銨甲羥銨
防腐

一般 46-06 抗菌 0.1%抗菌,
0.5%沖洗 Benzethonium Chloride 甲甲甲甲苄苄苄苄索氯銨索氯銨索氯銨索氯銨 防腐

一般 46-07 收斂 3.000% Bismuth subnitrate 堿式硝酸鉍, 次硝酸堿式硝酸鉍, 次硝酸堿式硝酸鉍, 次硝酸堿式硝酸鉍, 次硝酸

鉍鉍鉍鉍

一般 46-29 毛根.頭皮.刺激/止癢 1% (總含量) Cantharides tincture 斑蝥素, 斑蝥酊斑蝥素, 斑蝥酊斑蝥素, 斑蝥酊斑蝥素, 斑蝥酊

一般 46-29 毛根.頭皮.刺激/止癢 1% (總含量) Capsicum tincture 辣椒酊辣椒酊辣椒酊辣椒酊

一般 46-36 防止黑斑.雀斑 0.500% Chamomile ET 洋甘菊, 甘洋菊,洋甘菊, 甘洋菊,洋甘菊, 甘洋菊,洋甘菊, 甘洋菊,
鎮靜

消炎

美白

一般 46-08 抗菌 0.05%:抗菌
01%:沖洗 Chlorhexidine Digluconate 氯己定二葡糖酸鹽,氯己定二葡糖酸鹽,氯己定二葡糖酸鹽,氯己定二葡糖酸鹽,

洗必泰葡萄糖酸洗必泰葡萄糖酸洗必泰葡萄糖酸洗必泰葡萄糖酸
防腐

一般 46-08 抗菌 0.05%:抗菌
01%:沖洗 Chlorhexidine gluconate 氯己定葡糖酸鹽氯己定葡糖酸鹽氯己定葡糖酸鹽氯己定葡糖酸鹽 防腐

一般 46-09 抗菌 0.500% Chloroxylenol 氯二甲酚氯二甲酚氯二甲酚氯二甲酚

一般 46-24 抗菌 0.500% Climbazole 氯咪巴唑氯咪巴唑氯咪巴唑氯咪巴唑 防腐一般 46-24 抗菌 0.500% Climbazole 氯咪巴唑氯咪巴唑氯咪巴唑氯咪巴唑 防腐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一般 46-37 不限量 Deltalin
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D2, D2, D2, D2, 維維維維

他命 他命 他命 他命 D2, D2, D2, D2, 麥角鈣化麥角鈣化麥角鈣化麥角鈣化

一般 46-38 不限量 DL-Panthenol 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B5, B5, B5, B5,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原原原原B5, ...B5, ...B5, ...B5, ...

‧保

溼

一般 46-46 不限量 DL-α- Tocopheryl Nicotinate 

一般 46-43 不限量 DL-α-Tocopherol

一般 46-44 不限量 dl-α-Tocopheryl Acetate 醋酸鹽維他命醋酸鹽維他命醋酸鹽維他命醋酸鹽維他命E, E, E, E, 醋醋醋醋

酸生育酚酯,酸生育酚酯,酸生育酚酯,酸生育酚酯,
保溼

一般 46-38 不限量 D-Panthenol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B5, B5, B5, B5, 泛醇,泛醇,泛醇,泛醇, 保溼

一般 46-38 不限量 D-Pantothenyl Alcohol

一般 46-45 不限量 D-α-Tocopheryl Acetate

一般 46-35 美白 0.500% Ellagic Acid 韖花酸, 柔花酸,韖花酸, 柔花酸,韖花酸, 柔花酸,韖花酸, 柔花酸,
抗氧

化

美白

一般 46-37 不限量 Ergocalciferol 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

化醇,化醇,化醇,化醇,

一般 46-29 毛根.頭皮.刺激/止癢 1% (總含量) Ginger tincture 生薑酊生薑酊生薑酊生薑酊

一般 46-10 抗菌 0.300% Halocarban 鹵卡班鹵卡班鹵卡班鹵卡班 收斂

一般 46-19 抗菌 1.000% Homosulfamine 磺胺劑磺胺劑磺胺劑磺胺劑

一般 46-11 抗菌 0.100% Isopropyl Methylphenol 異丙基甲基酚異丙基甲基酚異丙基甲基酚異丙基甲基酚 防腐

一般 46-31 美白 2.000% Kojic Acid 麴酸麴酸麴酸麴酸 美白

一般 46-02 抗菌 005%抗菌,
05沖洗 Lauryl isoquinolinium bromide 月桂基溴化異月桂基溴化異月桂基溴化異月桂基溴化異喹啉喹啉喹啉喹啉

氮氮氮氮鎓鎓鎓鎓

界面

抗靜

電

一般 46-30 美白 3.000% Magnesium Ascorbyl Phosphate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CCCC磷酸鎂鹽,磷酸鎂鹽,磷酸鎂鹽,磷酸鎂鹽,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CCCC磷酸鎂,磷酸鎂,磷酸鎂,磷酸鎂,

抗氧

化

美白

一般 46-11 抗菌 0.100% O-Cymen-5-OL 繖花醇, 繖花醇, 繖花醇, 繖花醇, O-O-O-O-繖花烴-5-繖花烴-5-繖花烴-5-繖花烴-5-
一般 46-11 抗菌 0.100% O-Cymen-5-OL

醇醇醇醇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一般 46-12 抗菌 0.300% o-Phenylphenol 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
‧防

腐劑

一般 46-12 抗菌 0.300% Orthophenylphenol 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鄰苯基苯酚, 鄰-苯酚 防腐

一般 46-38 不限量 Panthenol 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B5, B5, B5, B5,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原原原原B5, ...B5, ...B5, ...B5, ...

‧保

溼

一般 46-23 抗菌 0.5%:抗菌
1.0%:沖洗 Piroctone and its monoethanolamine salt

一般 46-23 抗菌 0.5%:抗菌
1.0%:沖洗 Piroctone olamine 吡吡吡吡羅克酮乙醇胺鹽,羅克酮乙醇胺鹽,羅克酮乙醇胺鹽,羅克酮乙醇胺鹽,

吡吡吡吡羅克酮 乙醇胺鹽羅克酮 乙醇胺鹽羅克酮 乙醇胺鹽羅克酮 乙醇胺鹽

‧防

腐劑

一般 46-03 收斂 1.000% Potassium alum 鉀明礬鉀明礬鉀明礬鉀明礬

一般 46-39 不限量 Provitamin B 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B5, B5, B5, B5,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原原原原B5, ...B5, ...B5, ...B5, ...

‧保

溼

一般 46-38 不限量 Provitamin B5 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維生素原B5, B5, B5, B5,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

原原原原B5, ...B5, ...B5, ...B5, ...

‧保

溼
一般 46-38 不限量 Provitamin B5

原原原原B5, ...B5, ...B5, ...B5, ... 溼

一般 46-40 不限量 Retinyl acetate 視黃醇乙酸酯視黃醇乙酸酯視黃醇乙酸酯視黃醇乙酸酯

一般 46-41 不限量 Retinyl Palmitate 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A, A, A, A, 維維維維

他命他命他命他命AAAA酯,酯,酯,酯,

抗氧

化

一般 46-22 抗菌 0.500% selenium disulfide 二硫化硒二硫化硒二硫化硒二硫化硒

一般 46-34 美白 3.000% Sodium Ascorbyl Phosphate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CCCC磷酸鈉鹽磷酸鈉鹽磷酸鈉鹽磷酸鈉鹽
抗氧

化

美白

一般 46-21 抗菌 21.000% Sodium salt of sulphosuccinic acid  half ester of undecylenic acid monoethanola mide

一般 46-13 抗菌 03%:抗菌
05%:沖洗 Thiram 硫蘭, 得恩地硫蘭, 得恩地硫蘭, 得恩地硫蘭, 得恩地

一般 46-15 抗菌 0.3%:抗菌
0.5%:沖洗 Trichlorocarbanilide 三氯對稱二苯三氯對稱二苯三氯對稱二苯三氯對稱二苯脲, 脲, 脲, 脲, 三三三三

氯碳氯碳氯碳氯碳酰酰酰酰苯胺苯胺苯胺苯胺

一般 46-15 抗菌 0.3%:抗菌
0.5%:沖洗 Triclocarban 三氯卡班, 三氯碳酸三氯卡班, 三氯碳酸三氯卡班, 三氯碳酸三氯卡班, 三氯碳酸

苯胺苯胺苯胺苯胺
防腐

一般 46-14 抗菌 0.300% Triclosan 三氯沙, 三氯羥二酚三氯沙, 三氯羥二酚三氯沙, 三氯羥二酚三氯沙, 三氯羥二酚

醚,醚,醚,醚,
防腐

保溼

一般 46-16 潤膚去角質 5.000% Urea 尿素, 碳尿素, 碳尿素, 碳尿素, 碳酰酰酰酰二胺二胺二胺二胺
保溼

鎮靜

消炎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一般 46-42 不限量 Vitamin A 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維他命AAAA
抗氧

化

一般 46-40 不限量 Vitamin a acetate 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維生素AAAA醋酸酯醋酸酯醋酸酯醋酸酯
抗氧

化

一般 46-41 不限量 Vitamin A palmitate 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棕櫚酸維他命A, A, A, A, 維維維維

他命他命他命他命AAAA酯,酯,酯,酯,

抗氧

化

一般 46-37 不限量 Vitamin D2
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麥角鈣化醇, 麥角骨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化醇, 維生素 D2, D2, D2, D2, 維維維維

他命 他命 他命 他命 D2, D2, D2, D2, 麥角鈣化麥角鈣化麥角鈣化麥角鈣化

一般 46-17 收斂 10%
(不含10%) Zinc Oxide 氧化鋅氧化鋅氧化鋅氧化鋅
收斂

防曬

一般 46-18 收斂 2.000% Zinc phenolsulfonate 苯酚磺酸鋅苯酚磺酸鋅苯酚磺酸鋅苯酚磺酸鋅 收斂

一般 46-20 抗菌 1.000% Zinc pyrithione 吡吡吡吡硫翁鋅, 活膚鋅硫翁鋅, 活膚鋅硫翁鋅, 活膚鋅硫翁鋅, 活膚鋅 防腐

一般 46-25 抗菌 0.001% 感光素101號一般 46-25 抗菌 0.001% 感光素101號

一般 46-26 抗菌 0.005% 感光素201號

一般 46-27 抗菌 0.005% 感光素301號

一般 46-28 抗菌 0.004% 感光素401號

抗菌 33 1.000% Aminoether型之antihistamine

抗菌 17 殺菌 5.000% Climbazol〔1-(4-chlorophenoxy)-1-(imidazolyl)-3,3-dimithylbutan-2-one

抗菌 31 Estradiol 雌素二醇, 雌二醇雌素二醇, 雌二醇雌素二醇, 雌二醇雌素二醇, 雌二醇

抗菌 31 Estrone 雌酮, 雌素酮雌酮, 雌素酮雌酮, 雌素酮雌酮, 雌素酮

抗菌 31 Ethynylestradiol 乙炔基雌二醇乙炔基雌二醇乙炔基雌二醇乙炔基雌二醇

抗菌 23 角質軟化
面皰預防 0.2～2% Salicylic acid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BBBB酸酸酸酸 美白

Selenium sulfide抗菌 03%: (香皂類05%) Selenium sulfide 硫化硒硫化硒硫化硒硫化硒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抗菌 11 面皰預防治療 2.000% Sulfur 硫磺硫磺硫磺硫磺
抗靜

電

防腐 3-24 防腐 0.100% 1,2-Dibromo-2,4-dicyanobutane

防腐 3-28 防腐 1.0%(限沖洗) 1-phenoxypropan-2-ol

防腐 3-14 防腐 15.000% 2,4-dichlorobenzene methanol

防腐 3-13 防腐 2.000% 2-benzyl-4-chlorophenol

防腐 3-06 防腐 0.100% 2-bromo-2-nitropropane-1,3-diol 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

二醇,二醇,二醇,二醇,
防腐

防腐 3-15 防腐 00015%(黏膜處禁用) 2-p-dimethylaminostyryl-3-heptyl-4-Methylthiazorium iodide

防腐 3-10 防腐 3.000% 3-p-chlorophenoxy-propane-1,2 diol3-p-chlorophenoxy-propane-1,2 diol

防腐 3-16 防腐 1.000% 4,4-dimethyl-1,3-oxazolidine

防腐 3-26 防腐 0.5%
(黏膜處禁用) 4-chloro-m-cresol 4-氯間甲酚4-氯間甲酚4-氯間甲酚4-氯間甲酚 防腐

防腐 3-27 防腐 0.250% 4-hydroxychlorobenzene

防腐 3-21 防腐 0.100% 4-isopropyl-m-cresol

防腐 3-05 防腐 0.10%(限沖洗) 5-bromo-5-nitro-1,3-dioxane 5-溴-5-硝基-1, 3-二5-溴-5-硝基-1, 3-二5-溴-5-硝基-1, 3-二5-溴-5-硝基-1, 3-二

噁烷噁烷噁烷噁烷
防腐

防腐 3-04 防腐 0.100% 6,6-dibromo-4,4-dichloro2,2-methylene diphenol)

防腐 3-17 防腐 3.000% 7-ethylbicyclooxazolidine 7-乙基二環噁唑7-乙基二環噁唑7-乙基二環噁唑7-乙基二環噁唑啉啉啉啉 防腐

防腐 3-01 防腐 0.100% Benzalkonium bromide and saccharinate

防腐 1-01 防腐 1.000% Benzoates

Benzoic acid防腐 1-02 防腐 0.200% Benzoic acid 安息香酸, 苯甲酸安息香酸, 苯甲酸安息香酸, 苯甲酸安息香酸, 苯甲酸 防腐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腐 3-02 防腐 1.000% Benzyl Alcohol 苯甲醇苯甲醇苯甲醇苯甲醇

‧防

腐劑

‧溶

劑‧

防腐 3-03 防腐 0.15%(限沖洗) Benzylhemiformal 苄苄苄苄基半縮甲醛基半縮甲醛基半縮甲醛基半縮甲醛 防腐

防腐 3-25 防腐 0.300% Biphenyl-2-ol

防腐 3-04 防腐 0.100% Bromochlorophene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防腐

防腐 3-06 防腐 0.100% Bronopol 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2-溴-2-硝基-1, 3-丙

二醇,二醇,二醇,二醇,
防腐

防腐 3-07 防腐 1.0% 
5.0%(限沖洗)
0.01%(黏膜接觸) Cetylpyridinium chloride 西西西西吡吡吡吡氯銨氯銨氯銨氯銨

界面

抗靜

電乳

化

防腐 3-08 防腐 0.1%  
0.3%(限沖洗) Chloramine T 氯胺 氯胺 氯胺 氯胺 TTTT 防腐

防腐 3-11 防腐 0.05%
0.1%(限沖洗) Chlorhexidine 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 防腐防腐 3-11 防腐 0.05%
0.1%(限沖洗) Chlorhexidine 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氯己定 防腐

防腐 3-12 防腐 0.1% 
0.001%(黏模接觸) Chlorhexidine dihydrochloride 氯己定二鹽酸鹽氯己定二鹽酸鹽氯己定二鹽酸鹽氯己定二鹽酸鹽 防腐

防腐 3-09 防腐 0.1%
(噴霧類禁用) Chlorobutanol 三氯叔丁醇三氯叔丁醇三氯叔丁醇三氯叔丁醇 防腐

防腐 1-03 防腐 0.500% Chlorocresol 氯甲酚氯甲酚氯甲酚氯甲酚 防腐

防腐 3-13 防腐 0.200% Chlorophene 苄苄苄苄氯酚氯酚氯酚氯酚 防腐

防腐 3-10 防腐 0.300% Chlorphenesin 氯苯甘醚氯苯甘醚氯苯甘醚氯苯甘醚 防腐

防腐 X 防腐 0.500% Dehydroacetic Acid 脫氫醋酸, 去水醋酸,脫氫醋酸, 去水醋酸,脫氫醋酸, 去水醋酸,脫氫醋酸, 去水醋酸,
‧防

腐劑

防腐 1-04 防腐 0.500% Dehydroacet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腐 X Diazolidinyl Urea 重氮烷基咪唑重氮烷基咪唑重氮烷基咪唑重氮烷基咪唑脲, 双脲, 双脲, 双脲, 双

咪唑烷基咪唑烷基咪唑烷基咪唑烷基脲,脲,脲,脲,

‧防

腐劑

防腐 3-14 防腐 0.150% Dichlorobenzyl alcohol 二氯苯甲醇二氯苯甲醇二氯苯甲醇二氯苯甲醇 防腐

防腐 3-16 防腐 0.100% Dimethyl oxazolidine 二甲基噁唑烷二甲基噁唑烷二甲基噁唑烷二甲基噁唑烷 防腐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腐 3-15 防腐 0.0015%(黏膜處禁用) Dimethylaminostyryl heptyl methyl thiazolium iodide
二甲氨基苯乙烯基二甲氨基苯乙烯基二甲氨基苯乙烯基二甲氨基苯乙烯基

庚基甲基碘化庚基甲基碘化庚基甲基碘化庚基甲基碘化噻噻噻噻唑唑唑唑

鎓鎓鎓鎓

防腐 3-25 防腐 3.000% Diphenyl-2-ol 聯二苯, 二苯基聯二苯, 二苯基聯二苯, 二苯基聯二苯, 二苯基 防腐

防腐 2-01 防腐 0.6%其總釋出之Free -Formaldehyde量,不得超過 1,000 ppm. DMDM Hydantoin 二羥甲基二甲基乙二羥甲基二甲基乙二羥甲基二甲基乙二羥甲基二甲基乙

內內內內酰脲酰脲酰脲酰脲
防腐

防腐 3-18 防腐 0.1%
(噴霧類禁用) Glutaral 戊二醛戊二醛戊二醛戊二醛 防腐

防腐 3-18 防腐 0.1%
(噴霧類禁用) Glutaraldehyde 戊醛, 戊二醛戊醛, 戊二醛戊醛, 戊二醛戊醛, 戊二醛

防腐 3-22 防腐 0.150% Hexamethylenetetramine

防腐 3-19 防腐 0.100% Hexamidine and its salts

防腐 3-20 防腐 0.100% Hexetidine 海克替啶海克替啶海克替啶海克替啶 防腐

防腐 2-02 防腐 0.6%其總釋出之Free -Formaldehyde量,不得超過 1,000 ppm. Imidazolidinyl Urea 尿素醛, 咪唑尿素醛, 咪唑尿素醛, 咪唑尿素醛, 咪唑啉啉啉啉基尿基尿基尿基尿

素,素,素,素,
防腐

防腐 3-21 防腐 0.100% Isopropyl cresols 異丙基甲酚類異丙基甲酚類異丙基甲酚類異丙基甲酚類 防腐

防腐 3-22 防腐 0.150% Methenamine 烏洛托品烏洛托品烏洛托品烏洛托品 防腐

防腐 3-23 防腐 0.200% Methenamine 3-chloroallylochloride

防腐 3-29 防腐 2.000% Methylacetic acid

防腐 3-24 防腐 0.1%
(限沖洗) Methyldibromo Glutaronitrile 甲基二溴戊二, 甲基甲基二溴戊二, 甲基甲基二溴戊二, 甲基甲基二溴戊二, 甲基

二溴戊二二溴戊二二溴戊二二溴戊二腈腈腈腈

‧防

腐劑

防腐 3-25 防腐 0.300% o-Phenylphenol and its salts

防腐 1-05 防腐 1.000%(總量) PARA-Hydroxy Benzoic Acid Ester 對一羥基苯甲酸酯對一羥基苯甲酸酯對一羥基苯甲酸酯對一羥基苯甲酸酯 防腐

防腐 3-26 防腐 0.300% P-chloro-m-cresol p-p-p-p-氯-氯-氯-氯-m-m-m-m-甲酚甲酚甲酚甲酚
‧防

腐劑

防腐 3-27 防腐 0.250% p-Chlorophenol p-p-p-p-氯苯酚氯苯酚氯苯酚氯苯酚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腐 1-06 防腐 0.100% Phenol 酚類酚類酚類酚類 防腐

防腐 3-28 防腐 1.%(限沖洗) Phenoxyisopropanol 苯氧異丙醇苯氧異丙醇苯氧異丙醇苯氧異丙醇 防腐

防腐 3-29 防腐 2.000% Propion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腐 2-03 防腐 0.200% Quaternium-15 季銨鹽-15季銨鹽-15季銨鹽-15季銨鹽-15 防腐

防腐 1-07 防腐 0.100% Resorcin 間苯二酚, 雷索辛間苯二酚, 雷索辛間苯二酚, 雷索辛間苯二酚, 雷索辛 防腐

防腐 1-09 防腐 1.000% Salicylates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BBBB酸酸酸酸 美白

防腐 1-08 防腐 0.200% Salicylic acid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水楊酸, BBBB酸酸酸酸

防腐 3-30 防腐 0.500% Sodium Dehydroacetate 去水醋酸鈉, 脫氫乙去水醋酸鈉, 脫氫乙去水醋酸鈉, 脫氫乙去水醋酸鈉, 脫氫乙

酸鈉酸鈉酸鈉酸鈉

‧防

腐劑
防腐 3-30 防腐 0.500% Sodium Dehydroacetate

酸鈉酸鈉酸鈉酸鈉 腐劑

防腐 3-30 防腐 0.500% Sodium hydroxymethylamino acetate

防腐 3-30 防腐 0.500% Sodium hydroxymethylglycinate 羥甲基甘氨酸鈉羥甲基甘氨酸鈉羥甲基甘氨酸鈉羥甲基甘氨酸鈉 防腐

防腐 1-10 防腐 0.500% Sorbic Acid 山梨酸, 己二烯酸山梨酸, 己二烯酸山梨酸, 己二烯酸山梨酸, 己二烯酸
‧防

腐劑

防腐 1-10 防腐 0.500% Sorb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腐 3-31 防腐 0.800% Thianthol

防腐 3-32 防腐 0.200% Undecanoic acid 十一烷酸十一烷酸十一烷酸十一烷酸
‧乳

化劑

防腐 3-32 防腐 0.200% Undecylen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腐 3-32 防腐 0.200% Undecylen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曬 1-15 防曬 10.000% 2,2 dihydroxy 4,4 dimethoxy benzophenone 防曬

防曬 1-29 防曬 10.000% 2,2,4,4 tetra-hydroxy benzophenone 二苯酮-2二苯酮-2二苯酮-2二苯酮-2 防曬防曬 1-29 防曬 10.000% 2,2,4,4 tetra-hydroxy benzophenone 二苯酮-2二苯酮-2二苯酮-2二苯酮-2 防曬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曬 1-14 防曬 10.000% 2,4 Dihydroxybenzophenone

防曬 1-16 防曬 10.000% 2,5-diisopropyl methyl cinnamate 防曬

防曬 1-08 防曬 10.000% 2-ethylhexyl 4-methoxycinnamate
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

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

酯酯酯酯

防曬

防曬 1-03 防曬 8.000% 2-ethylhexyl p-dimethyl amino benzoate 防曬

防曬 1-31 防曬 10.000% 2-ethylhexyl-2-cyano-3 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 防曬

防曬 1-22 防曬 5.000% 2-hydroxy 4-methoxy benzophenone sodium sulfonate 二苯酮-5二苯酮-5二苯酮-5二苯酮-5 防曬

防曬 1-04 防曬 6.000% 2-hydroxy-4-methoxybenzophenone 二苯酮-3二苯酮-3二苯酮-3二苯酮-3 防曬

防曬 1-05 防曬 5.000% 2-hydroxy-4-methoxybenzophenone-5-sulphonic acid 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 防曬5.000% 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

防曬 1-10 防曬 4.000% 2-phenylbenzimidazole5-sulfonic acid and salts 防曬

防曬 1-48 防曬 4.000% 3-(4-Methylbenzylidene)-dl-camphor 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苄苄苄苄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
防曬

限量

防曬 1-39 防曬 2.000% 3-benzylidene camphor 3-亞3-亞3-亞3-亞苄苄苄苄基樟腦基樟腦基樟腦基樟腦
防曬

限量

防曬 1-31 防曬 10.000% 3-diphenyl acrylate 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 防曬

防曬 1-48 防曬 4.000% 4-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 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苄苄苄苄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
防曬

限量

防曬 1-46 防曬 10.000% Amiloxate
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

戊酯, 戊酯, 戊酯, 戊酯, p-p-p-p-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

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13 防曬 10.000% Amyl p-dimethylaminobenzoate 二甲基 二甲基 二甲基 二甲基 PABA PABA PABA PABA 戊酯戊酯戊酯戊酯 防曬

防曬 1-12 防曬 3.000% Avobenzone 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

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
防曬

防曬 1-12 防曬 3.000% Avobenzone 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

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
防曬

3.000% Avobezone 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 ‧防
防曬 1-12 防曬 3.000% Avobezone 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

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

‧防

曬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曬 1-14 防曬 10.000% Benzophenone-1 二苯酮-1二苯酮-1二苯酮-1二苯酮-1 防曬

防曬 1-04 防曬 6.000% Benzophenone-3

防曬 1-05 防曬 5.000% Benzophenone-4 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二苯酮-4 防曬

防曬 1-22 防曬 5.000% Benzophenone-5 二苯酮-5二苯酮-5二苯酮-5二苯酮-5 防曬

防曬 1-15 防曬 10.000% Benzophenone-6 二苯酮-6二苯酮-6二苯酮-6二苯酮-6 防曬

防曬 1-40 防曬 3.000% Benzophenone-8 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
防曬

限量

防曬 1-18 防曬 10.000% Benzophenone-9 二苯酮-9二苯酮-9二苯酮-9二苯酮-9 防曬

防曬 1-41 防曬 6.000% Benzylidene camphor sulfonic acid 亞亞亞亞苄苄苄苄基樟腦磺酸基樟腦磺酸基樟腦磺酸基樟腦磺酸
防曬

限量限量

防曬 1-44 防曬 10.000% Bisimidazylate 防曬

限量

防曬 1-12 防曬 3.000% Butyl Methoxydibenzoylmethane 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帕索 1789, 丁基甲氧

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基二苯甲醯基甲烷

‧防

曬

防曬 1-42 防曬 6.000% Camphor benzalkonium methosulfate 樟腦苯紮銨甲基硫樟腦苯紮銨甲基硫樟腦苯紮銨甲基硫樟腦苯紮銨甲基硫

酸鹽酸鹽酸鹽酸鹽

防曬

限量

防曬 1-02 防曬 5.000% Cinoxate 西諾沙酯西諾沙酯西諾沙酯西諾沙酯 防曬

防曬 1-43 防曬 10.000% Diethylhexyl butamido triazone 二乙基己基丁醯胺二乙基己基丁醯胺二乙基己基丁醯胺二乙基己基丁醯胺

基三基三基三基三嗪嗪嗪嗪酮酮酮酮

防曬

限量

防曬 1-40 防曬 3.000% Dioxybenzone 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二苯甲酮, 二苯酮-8
防曬

限量

防曬 1-17 防曬 0.200% Dipropylene glycol salicylate 雙丙甘醇水楊酸酯雙丙甘醇水楊酸酯雙丙甘醇水楊酸酯雙丙甘醇水楊酸酯
界面

乳化

防曬 1-44 防曬 10.000% Disodium Phenyl Dibenzimidazole Tetrasulfonate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防曬

限量

防曬 1-06 防曬 7.000% Drometrizole 甲酚曲唑甲酚曲唑甲酚曲唑甲酚曲唑 防曬

防曬 1-33 防曬 15.000% Drometrizole trisiloxane 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
防曬防曬 1-33 防曬 15.000% Drometrizole trisiloxane 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甲酚曲唑三矽氧烷,

麥素寧濾光環麥素寧濾光環麥素寧濾光環麥素寧濾光環
防曬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曬 1-48 防曬 4.000% Enacamene 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4-甲基亞苄苄苄苄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亞基樟腦
防曬

限量

防曬 1-08 防曬 10.000% Escalol 557
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

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

酯, ...酯, ...酯, ...酯, ...

‧防

曬

防曬 1-49 防曬 10.000% Ethoxylated ethyl-4-aminobenzoate PEG-25 PEG-25 PEG-25 PEG-25 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

酸酸酸酸

防曬

限量

防曬 1-19 防曬 1.000% Ethylene glycol salicylate

防曬 1-08 防曬 10.000% Ethylhexyl methoxycinnamate
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

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

酯,酯,酯,酯,

防曬

防曬 1-20 防曬 10.000% Glyceryl octanoate dimethoxycinnamate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防曬

防曬 1-45 防曬 3.000% Glyceryl PABA 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

酯酯酯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45 防曬 3.000% Glyceryl p-aminobenzoate 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甘油對氨基苯甲酸

酯酯酯酯

防曬

限量酯酯酯酯 限量

防曬 1-19 防曬 1.000% Glycol salicylate 乙二醇水楊酸酯乙二醇水楊酸酯乙二醇水楊酸酯乙二醇水楊酸酯 防曬

防曬 1-21 防曬 0.010% Guaiazulene 愈創薁愈創薁愈創薁愈創薁 色料

防曬 1-07 防曬 10.000% Homomethyl salicylate 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 防曬

防曬 1-07 防曬 10.000% Homosalate 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甲基水楊醇 防曬

防曬 1-46 防曬 10.000% Isoamyl p-methoxycinnamate
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

戊酯, 戊酯, 戊酯, 戊酯, p-p-p-p-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

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46 防曬 10.000% Isopentyl-4-methoxycinnamate
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對甲氧基肉桂酸異

戊酯, 戊酯, 戊酯, 戊酯, p-p-p-p-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甲氧基肉桂

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酸異戊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23 防曬 10.000% Isopropyl-p-methoxy cinnamate & diisopropyl cinnamate Ester mixture 防曬

防曬 1-47 防曬 5.000% Menthyl Anthranilate 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47 防曬 5.000% Meradimate 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47 防曬 5.000% Methyl p-aminobenzoate 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
防曬

限量
防曬 1-47 防曬 5.000% Methyl p-aminobenzoate 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鄰氨基苯甲酸酯

限量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曬 1-24 防曬 刪除 Methyl salicylate 水楊酸甲酯水楊酸甲酯水楊酸甲酯水楊酸甲酯

防曬 1-28 防曬 10.000% Mexoryl sx
對苯二亞甲基二樟對苯二亞甲基二樟對苯二亞甲基二樟對苯二亞甲基二樟

腦磺酸, 麥素寧濾光腦磺酸, 麥素寧濾光腦磺酸, 麥素寧濾光腦磺酸, 麥素寧濾光

環環環環

防曬

防曬 1-44 防曬 10.000% Neo Heliopan AP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防曬

限量

防曬 1-31 防曬 10.000% Octocrylene 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歐托奎雷, 奧克立林 防曬

防曬 1-03 防曬 8.000% Octyl dimethyl PABA 戊烷基二甲對胺基戊烷基二甲對胺基戊烷基二甲對胺基戊烷基二甲對胺基

苯甲酸苯甲酸苯甲酸苯甲酸
防曬

防曬 1-09 防曬 5.000% Octyl salicylate 水楊酸鹽水楊酸鹽水楊酸鹽水楊酸鹽 防曬

防曬 1-08 防曬 10.000% Octylmethoxy cinnamate
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

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

酯酯酯酯

防曬

防曬 1-25 防曬 10.000% Oxybenzone sulfonic acid 防曬防曬 1-25 防曬 10.000% Oxybenzone sulfonic acid 防曬

防曬 1-26 防曬 10.000% Oxybenzone sulfonic acid trihydrate 防曬

防曬 1-04 防曬 6.000% Oxybenzone,

防曬 1-01 防曬 4.000% P-aminobenzoic acid 對胺基安息香酸, 對對胺基安息香酸, 對對胺基安息香酸, 對對胺基安息香酸, 對

氨基苯甲酸鹽氨基苯甲酸鹽氨基苯甲酸鹽氨基苯甲酸鹽
防曬

防曬 1-08 防曬 10.000% Parsol MCX
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桂皮酸鹽, 4-甲氧基

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肉桂酸-2-乙基己基

酯, ...酯, ...酯, ...酯, ...

‧防

曬

防曬 1-49 防曬 10.000% PEG-25 PABA PEG-25 PEG-25 PEG-25 PEG-25 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對氨基苯甲

酸酸酸酸

防曬

限量

防曬 1-13 防曬 10.000% Pentyl dimethyl PABA 二甲基 二甲基 二甲基 二甲基 PABA PABA PABA PABA 戊酯戊酯戊酯戊酯 防曬

防曬 1-11 防曬 1.000% Phenyl salicylate 水楊酸苯酯水楊酸苯酯水楊酸苯酯水楊酸苯酯

防曬 1-50 防曬 6.000% Polyacrylamidomethyl benzylidene camphor
聚丙烯醯胺甲基亞聚丙烯醯胺甲基亞聚丙烯醯胺甲基亞聚丙烯醯胺甲基亞

苄苄苄苄基樟腦基樟腦基樟腦基樟腦

防曬

限量

防曬 1-27 防曬 0.200% Sodium salicylate 水楊酸鈉水楊酸鈉水楊酸鈉水楊酸鈉 防腐

防曬 1-50 防曬 12.000% TEA Salicylate 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
防曬

防曬 1-50 防曬 12.000% TEA Salicylate 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
防曬

限量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防曬 1-28 防曬 10.000% Terephthalylidene dicamphor sulfonic acid and its salts 防曬

防曬 1-30 防曬 25.000%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鈦二氧化鈦二氧化鈦二氧化鈦
防曬

色料

防曬 1-50 防曬 12.000% Triethanolamine Salicylate 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
防曬

限量

防曬 1-50 防曬 12.000% Trolamine Salicylate 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三乙醇胺水楊酸鹽
防曬

限量

防曬 1-32 防曬 2%～20%收斂
限量10%以下 Zinc oxide 氧化鋅氧化鋅氧化鋅氧化鋅
防曬

收斂

防曬 10.000% Diethylamino Hydroxybenzoyl Hexyl Benzoate

二乙基氨基羥基苯二乙基氨基羥基苯二乙基氨基羥基苯二乙基氨基羥基苯

甲甲甲甲酰酰酰酰苯甲酸己酯, 二苯甲酸己酯, 二苯甲酸己酯, 二苯甲酸己酯, 二

乙氨基羥苯甲醯基乙氨基羥苯甲醯基乙氨基羥苯甲醯基乙氨基羥苯甲醯基

苯甲酸己酯苯甲酸己酯苯甲酸己酯苯甲酸己酯

‧防

曬

染髮 17 染髮 1.500% 0-Chloro-p-phenylenediamine sulfate

染髮 18 染髮 0.500% 1, 4-Diamino anthraquinone

染髮 23 染髮 0.500% 1, 5-Dihydroxy naphthalene

染髮 07 染髮 0.500% 1-amino-4-methylamino anthraquinone

染髮 19 染髮 1.000% 2, 4, Diaminophenol sulfate

染髮 24 染髮 1.000% 2, 6-Diaminopyridine

染髮 21 染髮 0.500% 2,4-diaminophenoxyethanol hydrochloride
2, 4-二氨基苯氧乙醇2, 4-二氨基苯氧乙醇2, 4-二氨基苯氧乙醇2, 4-二氨基苯氧乙醇

鹽酸鹽鹽酸鹽鹽酸鹽鹽酸鹽
色料

染髮 08 染髮 2.500% 2-amino-4-nitrophenol 2-氨基-4-硝基苯酚2-氨基-4-硝基苯酚2-氨基-4-硝基苯酚2-氨基-4-硝基苯酚

染髮 09 染髮 1.500% 2-amino-5-nitrophenol

染髮 10 染髮 1.500% 2-amino-5-nitrophenol sulfate

染髮 04 染髮 3.000% 2-nitro-14-diaminobenzone(nitro-p-phenylenediamine)

染髮 26 染髮 1.500% 3,3'-Iminodiphenol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染髮 20 染髮 1.000% 4, 4-Diamino diphenylamine sulfate

染髮 25 染髮 0.500% 5-(2-Hydroxy ethylamino)-2-methylphenol

染髮 06 染髮 4.500% 5-amino-o-cresol sulfate

染髮 15 染髮 6%(以NH3計) Ammonia solution

染髮 染髮 12.000% Hydrogen peroxide 過氧化氫, 雙氧水過氧化氫, 雙氧水過氧化氫, 雙氧水過氧化氫, 雙氧水

染髮 染髮 06%w/v (以Pb計) Lead acetate 醋酸鉛醋酸鉛醋酸鉛醋酸鉛 色料

染髮 13 染髮 2.000% M-aminophenol m-m-m-m-氨基苯酚氨基苯酚氨基苯酚氨基苯酚 色料

染髮 32 染髮 不得添加 M-phenylenediamine hydrochloride染髮 32 染髮 不得添加 M-phenylenediamine hydrochloride

染髮 16 染髮 1.500% N-bis (4-aminophenyl)-2,5-diamino-1,4-quino-diamine

染髮 32 染髮 3.500% Nitro-p-phenylenediamine sulfate

染髮 37 染髮 0.500% N-phenyl p-phenylenediamine hydrochloride

染髮 35 染髮 2.000% N-phenyl-p-phenylenediamine N-N-N-N-苯基-苯基-苯基-苯基-p-p-p-p-苯二胺苯二胺苯二胺苯二胺 色料

染髮 36 染髮 4.500% N-phenyl-p-phenylenediamine acetate

染髮 12 染髮 3.000% O- Aminophenol sulfate

染髮 11 染髮 3.000% O-aminophenol o-o-o-o-氨基苯酚氨基苯酚氨基苯酚氨基苯酚 色料

染髮 05 染髮 1.000% p-Amino-o-cresol

染髮 14 染髮 3.000% P-aminophenol p-p-p-p-氨基酚氨基酚氨基酚氨基酚 色料

染髮 03 染髮 4.000% P-aminophenol sulfate 暫無暫無暫無暫無 色料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染髮 38 染髮 3.000% Picramic acid 苦氨酸苦氨酸苦氨酸苦氨酸 色料

染髮 27 染髮 1.000% P-methylaminophenol p-p-p-p-甲氨基苯酚甲氨基苯酚甲氨基苯酚甲氨基苯酚 色料

染髮 28 染髮 3.000% P-methylaminophenol sulfate p-p-p-p-甲氨基苯酚硫酸鹽甲氨基苯酚硫酸鹽甲氨基苯酚硫酸鹽甲氨基苯酚硫酸鹽 色料

染髮 30 染髮 3.000% P-nitro-m- phenylenediamine sulfate

染髮 01 染髮 4.000% P-phenylenediamine 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對苯二胺 色料

染髮 34 染髮 4.500% P-phenylenediamine sulfate p-p-p-p-苯二胺硫酸鹽苯二胺硫酸鹽苯二胺硫酸鹽苯二胺硫酸鹽 色料

染髮 39 染髮 1.000% Sodium picramate 苦氨酸鈉苦氨酸鈉苦氨酸鈉苦氨酸鈉 色料

染髮 41 染髮 4.500% Toluene-2, 5-diamine hydrochloride 甲苯- 甲苯- 甲苯- 甲苯- 2，52，52，52，5二胺鹽酸二胺鹽酸二胺鹽酸二胺鹽酸

鹽鹽鹽鹽
染髮 41 染髮 4.500% Toluene-2, 5-diamine hydrochloride

鹽鹽鹽鹽

染髮 02 染髮 5.000% Toluene-2,5-diamine 甲苯-2, 5-二胺甲苯-2, 5-二胺甲苯-2, 5-二胺甲苯-2, 5-二胺 色料

染髮 42 染髮 4.500% Toluene-2,5-diamine sulfate 甲苯-2, 5-二胺硫酸甲苯-2, 5-二胺硫酸甲苯-2, 5-二胺硫酸甲苯-2, 5-二胺硫酸

鹽鹽鹽鹽
色料

染髮 40 染髮 0.500% Toluene-3,4-diamine 甲苯-3, 4-二胺甲苯-3, 4-二胺甲苯-3, 4-二胺甲苯-3, 4-二胺 色料

美白 OK 美白 1%-2% 3-o-ethyl ascorbic acid 3-O-3-O-3-O-3-O-乙基抗壞血酸醚乙基抗壞血酸醚乙基抗壞血酸醚乙基抗壞血酸醚
抗氧

化美

白

美白 OK 美白 1%-2% 3-O-Ethyl Ether

美白 不需申請含藥美白 0.500% 5,5'-Dipropyl-Biphenyl-2,2'-Diol 二丙基聯苯二醇二丙基聯苯二醇二丙基聯苯二醇二丙基聯苯二醇

抑制

黑色

素形

成及

美白 OK 美白 1%-3% Benzoic acid,2-Hydroxy-4-Methoxy-,Mono Potassium Salt

美白 OK 美白 1%-2% Ethyl Ascorbic Acid 3-O-3-O-3-O-3-O-乙基抗壞血酸乙基抗壞血酸乙基抗壞血酸乙基抗壞血酸

醚, 乙基抗壞血酸,醚, 乙基抗壞血酸,醚, 乙基抗壞血酸,醚, 乙基抗壞血酸,

‧抗

氧化

‧美

白

美白 OK 美白 1.0%-2.0% L-Ascorbic Acid 抗壞血酸, 維他命抗壞血酸, 維他命抗壞血酸, 維他命抗壞血酸, 維他命CCCC

衍生物,衍生物,衍生物,衍生物,

抗氧

化美

白

美白 OK 美白 1%-3% Potassium 4-Methoxysalicylate 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 美白美白 OK 美白 1%-3% Potassium 4-Methoxysalicylate 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 美白



分類 項別 用途 限量 成份 中文名稱
一般
用途

美白 不需申請含藥美白 1%-3% Potassium methoxysalicylate 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甲氧基水楊酸鉀

抑制

黑色

素形

成及

美白 含藥 美白 2.000% Rhododendrol 杜鵑醇杜鵑醇杜鵑醇杜鵑醇

抑制

黑色

素形

成及

美白 不需申請含藥美白 2~3% Tranexamic Acid 傳明酸,抗凝血酸, 止傳明酸,抗凝血酸, 止傳明酸,抗凝血酸, 止傳明酸,抗凝血酸, 止

血環酸,血環酸,血環酸,血環酸,

抑制

黑色

素形

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