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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4 日 

衛授食字第 1081201387 號 

訂定「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附「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部  長 陳時中 

化粧品標示宣傳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認定準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標示、宣傳或廣告涉及虛偽、誇大，或醫療效能

之認定，應就其傳達予消費者之品名、文字敘述、圖案、符號、影像、聲音或其他訊

息之相互關聯意義，依整體表現綜合判斷之。 

第 三 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化粧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

定為涉及虛偽或誇大： 

一、與事實不符。 

二、無證據，或證據不足以佐證。 

三、逾越本法第三條化粧品定義、種類及範圍。 

四、附件一所列涉及影響生理機能或改變身體結構之詞句。 

第 四 條  化粧品之標示、宣傳或廣告內容，依其種類及品目範圍或成分，使用附件二例示

所列通常得使用之詞句，或附件三例示所列成分之生理機能詞句，認定為未涉及虛偽

或誇大。 

第 五 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化粧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表述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定

為涉及醫療效能： 

一、 涉及預防、減輕、診斷或治療疾病、疾病症候群或症狀，或如附件四所列之

其他醫療效能詞句。 

二、涉及藥品或醫療器材之效能或同等意義詞句。 

第 六 條  本準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附件一 
涉及影響生理機能或改變身體結構之詞句 

1. 活化毛囊 

2. 刺激毛囊細胞 

3. 增加毛囊角質細胞增生 

4. 刺激毛囊讓髮絲再次生長不易脫落 

5. 刺激毛囊不萎縮 

6. 堅固毛囊刺激新生秀髮 

7. 增強(增加)自體免疫力 

8. 增強淋巴引流 

9. 改善微血管循環、功能強化微血管、增加血管含氧量提高肌膚帶氧率 

10. 促進細胞活動、深入細胞膜作用、減弱角化細胞、刺激細胞呼吸作用，提高

肌膚細胞帶氧率 

11. 進入甲母細胞和甲床深度滋潤 

12. 刺激增長新的健康細胞、增加細胞新陳代謝 

13. 促進肌膚神經醯胺合成 

14. 維持上皮組織機能的運作 

15. 放鬆肌肉牽引、減少肌肉牽引 

16. 重建皮脂膜、重建角質層 

17. 促進(刺激)膠原蛋白合成、促進(刺激)膠原蛋白增生 

18. 有效預防落髮/抑制落髮/減少落髮、有效預防掉髮/抑制掉髮/減少掉髮 

19. 頭頂不再光禿禿、頭頂不再光溜溜 

20. 避免稀疏、避免髮量稀少問題 

21. 預防(防止)肥胖紋、預防(防止)妊娠紋、緩減妊娠紋產生 

22. 瘦身、減肥 

23. 去脂、減脂、消脂、燃燒脂肪、減緩臀部肥油囤積 

24. 預防脂肪細胞堆積 

25. 刺激脂肪分解酵素 

26. 纖（孅）體、塑身、雕塑曲線 

27. 消除掰掰肉、消除蝴蝶袖、告別小腹婆 

28. 減少橘皮組織 

29. 豐胸、隆乳、使胸部堅挺不下垂、感受托高集中的驚人效果 

30. 漂白、使乳暈漂成粉紅色 

31. 消除浮腫 

32. 不過敏、零過敏、減過敏、抗過敏、舒緩過敏、修護過敏、過敏測試 

33. 醫藥級 

34. 鎮靜劑、鎮定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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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種類 品目範圍 通常得使用之詞句例示或類似之詞句 

一、洗髮

用化粧

品類 

(一)洗髮精、

洗髮乳、洗

髮霜、洗髮

凝膠、洗髮

粉 

(二)其他 

1.清潔毛髮頭皮髒汙、清潔毛孔髒汙 

2.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舒緩/強化滋養/強健髮根 

3.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舒緩/強化滋養頭皮 

4.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舒緩/強化滋養頭髮 

5.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舒緩/強化滋養毛髮 

6.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舒緩/強化滋養髮質 

7.防止髮絲分叉、防止髮絲斷裂 

8.調理因洗髮造成之靜電失衡，使頭髮易於梳理 

9.防止(減少)毛髮帶靜電 

10. 補充(保持)頭髮水分、補充(保持)頭髮油分 

11. 使頭髮柔順富彈性 

12. 防止(去除)頭皮之汗臭/異味/不良氣味 

13. 防止(去除)頭髮之汗臭/異味/不良氣味 

14. 使濃密、粗硬之毛髮更柔軟，易於梳理 

15. 保持/維護/維持/調理頭皮的健康（良好狀態） 

16. 保持/維護/維持/調理頭髮的健康（良好狀態） 

17. 使頭髮呈現豐厚感、使頭髮呈現豐盈感、毛髮蓬

鬆感（非指增加髮量） 

18. 頭皮清涼舒爽感 

19. 使秀髮氣味芳香 

20.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21. 回復年輕光采、晶亮光澤、青春的頭髮、呈現透

亮光澤、迷人風采、迷人光采（彩）、清新、亮

麗、自然光采（彩）、自然風采  

22. 去除多餘油脂、控油、抗屑*1 

23. 其他類似之詞句 

二、洗臉

卸粧用

化粧品

類 

(一)洗面乳、

洗面霜、洗

面凝膠、洗

面泡沫、洗

面粉 

(二)卸粧油、

卸粧乳、卸

粧液 

(三)其他 

1. 清潔肌膚、滋潤肌膚、調理肌膚、去除髒汙 

2. 去角質、促進角質更新代謝 

3. 淨白(嫩白)肌膚、美白肌膚、亮白肌膚、白皙 

4. 去除多餘油脂、控油、抗痘*1*2 

5.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6. 促進肌膚新陳代謝 

7. 展現肌膚自然光澤 

8. 通暢毛孔、緊緻毛孔、淨化毛孔、收斂毛孔 

9. 使人放鬆的○○○香氛 

10. 晶亮光澤、青春的容顏、呈現透亮光澤、均勻膚

色、清新、亮麗、細緻肌膚、恢復生機、肌膚乾

爽/平滑/柔嫩感、幫助維持肌膚健康（良好狀

態）、幫助肌膚呼吸 

11. 其他類似之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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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沐浴

用化粧

品類 

(一)沐浴油、

沐浴乳、沐

浴凝膠、沐

浴泡沫、沐

浴粉 

(二)浴鹽 

(三)其他 

1. 清潔肌膚、滋潤肌膚、調理肌膚、去除髒汙 

2. 去角質、促進角質更新代謝 

3. 淨白(嫩白)肌膚、美白肌膚、亮白肌膚、白皙 

4. 去除多餘油脂、控油、抗痘*1*2、保濕*1 

5.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6. 促進肌膚新陳代謝 

7. 展現肌膚自然光澤 

8. 通暢毛孔、緊緻毛孔、淨化毛孔、收斂毛孔 

9. 使人放鬆的○○○香氛 

10. 晶亮光澤、青春的容顏、呈現透亮光澤、均勻膚

色、清新、亮麗、細緻肌膚、恢復生機、肌膚乾

爽/平滑/柔嫩感、幫助維持肌膚健康（良好狀

態）、幫助肌膚呼吸 

11. 其他類似之詞句 

四、香皂

類 

(一)香皂 

(二)其他 

1. 清潔肌膚、滋潤肌膚、調理肌膚、去除髒汙 

2. 去角質、促進角質更新代謝 

3. 淨白(嫩白)肌膚、美白肌膚、亮白肌膚、白皙 

4. 去除多餘油脂、控油、抗痘*1*2、保濕*1 

5.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6. 促進肌膚新陳代謝 

7. 展現肌膚自然光澤 

8. 通暢毛孔、緊緻毛孔、淨化毛孔、收斂毛孔 

9. 使人放鬆的○○○香氛 

10. 晶亮光澤、青春的容顏、呈現透亮光澤、均勻膚

色、清新、亮麗、細緻肌膚、恢復生機、肌膚乾

爽/平滑/柔嫩感、幫助維持肌膚健康（良好狀

態）、幫助肌膚呼吸 

11. 其他類似之詞句 

五、頭髮

用化粧

品類 

(一)頭髮滋養

液、護髮

乳、護髮

霜、護髮凝

膠、護髮油 

(二)造型噴

霧、定型髮

霜、髮膠、

髮蠟、髮油 

(三)潤髮劑 

(四)髮表著色

劑 

1.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強化滋養/強健髮根 

2.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強化滋養頭皮 

3.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強化滋養頭髮 

4.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強化滋養毛髮 

5. 滋潤/調理/活化/活絡/強化滋養髮質 

6. 防止髮絲分叉、防止髮絲斷裂 

7. 調理因洗髮造成之靜電失衡，使頭髮易於梳理 

8. 防止(減少)毛髮帶靜電 

9. 補充(保持)頭髮水分、補充(保持頭髮)油分 

10. 使(增加)頭髮柔順富彈性頭髮 

11. 防止頭皮之汗臭/異味/不良氣味 

12. 防止頭髮之汗臭/異味/不良氣味 

13. 減少頭髮不良氣味 

14. 保持(維護)頭皮的健康、保持(維護)頭髮的健康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03 期  20190604  衛生勞動篇 

 

  



 

(五)染髮劑 

(六)脫色、脫

染劑 

(七)燙髮劑 

(八)其他 

15. 使秀髮氣味芳香 

16.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17. 保濕、護色、增添髮色光澤 

18. 改善(修護)毛躁髮質、改善(修護)乾燥髮質 

19. 塑型、造型、定型、頭髮強韌 

20. 捲髮、直髮、改善髮流 

21. 毛髮蓬鬆感/毛髮豐盈感/毛髮空氣感/毛髮輕盈

感（皆非指增加髮量） 

22. 強化(滋養)髮質、回復年輕光采、晶亮光澤、青

春的頭髮、呈現透亮光澤、迷人風采(光采)、清

新、亮麗、自然光采(風采) 

23. 其他類似之詞句 

六、化粧

水/油/

面霜乳

液類 

(一)化粧水、

粘液狀化

粧水、化粧

用油 

(二)保養皮膚

用乳液、乳

霜、凝膠、

油 

(三)剃鬍水、

剃鬍膏、剃

鬍泡沫 

(四)剃鬍後用

化粧水、剃

鬍後用面

霜 

(五)護手乳、

護手霜、護

手凝膠、護

手油 

(六)助曬乳、

助曬霜、助

曬凝膠、助

曬油 

(七)防曬乳、

防曬霜、防

曬凝膠、防

曬油 

1.防止肌膚粗糙、預防乾燥、舒緩肌膚乾燥、預防皮

膚乾裂、減少肌膚乾澀、減少肌膚脫屑、減少肌膚

脫皮 

2.清潔/柔軟/滋潤/潔淨/緊緻/調理/淨白/保護/光

滑/潤澤/滋養/柔嫩/水嫩/活化/賦活/安撫/舒緩/

緊實/修復/修護/呵護/防護肌膚 

3.通暢毛孔、緊緻毛孔、淨化毛孔、收斂毛孔 

4.保持(維持)肌膚健康（良好狀態） 

5.調理肌膚油水平衡、平衡肌膚油脂分泌、控油、抗

痘*1*2 

6.形成肌膚保護膜 

7.提升肌膚舒適度 

8.柔白、亮白、嫩白、美白、皙白、改善暗沉 

9.水嫩、補水、鎖水、保水、保濕、使肌膚留住/維

持水分 

10.調理刮鬍後之皮膚 

11.調理肌膚紋路、使肌膚回復柔順平和的線條（輪廓

線） 

12.提升肌膚對環境傷害的保護力、增強(強化)肌膚的

防禦力/抵抗力/保護力/防護能力、增強(強化)表

皮的防禦力/抵抗力/保護力/防護能力 

13.舒緩肌膚(乾燥)不適感、舒緩肌膚壓力、舒緩疲倦

的肌膚 

14.使肌膚散發香味、使肌膚散發光彩（采） 

15.美化胸部肌膚 

16.維持肌膚彈性、回復肌膚彈性、恢復肌膚彈性、使

肌膚有光澤、使肌膚由內而外恢復光澤亮麗 

17.延緩(防止)肌膚老化、延緩(防止)肌膚衰老 

18.淡化(撫平)皺紋、淡化(撫平)細紋、淡化(撫平)

紋路 

19.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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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糊狀(泥

膏狀)面膜 

(九)面膜 

(十)其他 

的壓力 

20.肌膚清爽、清涼感 

21.飽滿（彈力）肌膚 

22.幫助/改善/淡化/調理黑眼圈*1、幫助/改善/淡化/

調理熊貓眼*1、幫助/改善/淡化/調理泡泡眼*1 

23.俏顏（於註明「配合按摩使用」後，始得加註） 

24.晶亮光澤、青春的容顏、呈現透亮光澤、重返青春、

重返年輕、對抗肌膚老化、少女般的美麗(青春)、

迷人風采、迷人光采（彩）、均勻膚色、美體、清

新、亮麗、細緻肌膚(毛孔)、自然光采（彩）、自

然風采、幫助維持肌膚健康（良好狀態） 

25.緊俏、豐潤肌膚 

26.其他類似之詞句 

七、香氛

用化粧

品類 

(一)香水、香

膏、香粉 

(二)爽身粉 

(三)腋臭防止

劑 

(四)其他 

1. 維持肌膚乾爽 

2. 保護(滋潤)皮膚、保護(滋潤)肌膚 

3. 修飾容貌(膚色) 

4. 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舒緩

您的壓力 

5. 肌膚香味怡人 

6. 緩解肌膚黏膩感 

7. 遮蓋肌膚油光 

8. 使肌膚呈現細緻 

9. 掩飾體味 

10.○○精油有著○○香氣（因產品香味而導致之效果

可視其表現方式予以刊登） 

11.其他類似之詞句 

八、止汗

制臭劑 

(一)止汗劑 

(二)制臭劑 

(三)其他 

1. 止汗、減少汗漬(黃印)、清新乾爽 

2. 制臭、抗異味、掩飾(減少)體味 

3. 其他類似之詞句 

九、唇用

化粧品

類 

(一)唇膏、唇

線筆 

(二)唇蜜、唇

油 

(三)唇膜 

(四)其他 

1.保護肌膚 

2.修飾美化膚色、修飾容貌 

3.遮蓋斑點/皺紋/細紋/瑕疵/疤痕 

4.防止嘴唇乾裂、保護嘴唇，預防乾燥、滋潤嘴唇、

使嘴唇光滑、撫平嘴唇細紋、保持(維護)嘴唇健

康、使唇部水潤(豐潤) 

5.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使心情

愉快 

6.立體臉部肌膚輪廓、修飾立體唇部肌膚 

7.潤色、隔離、均勻膚色 

8.增添肌膚晶亮光澤、提亮肌膚色澤 

9.粧感好氣色 

10.自然光采（彩）、自然風采、自然膚色 

11.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覆敷 (一)粉底液、 1. 保護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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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粧

品類 
粉底霜 

(二)粉膏、粉

餅 

(三)蜜粉 

(四)臉部(不

包含眼部)

用彩粧品 

(五)定粧定色

粉、劑 

(六)其他 

2.修飾美化膚色、修飾容貌 

3.遮蓋斑點/皺紋/細紋/瑕疵/疤痕/粗大毛孔/黑眼

圈/痘疤、填補凹凸不平之毛孔 

4.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使心情

愉快 

5.立體臉部肌膚輪廓、修飾立體唇部肌膚 

6.潤色、隔離、均勻膚色 

7.使眼周肌膚更具深邃感 

8.增添肌膚晶亮光澤、提亮肌膚色澤 

9.粧感好氣色 

10.自然光采（彩）、自然風采、自然膚色 

11.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一、眼

部用化粧

品類 

(一)眼霜、眼

膠 

(二)眼影 

(三)眼線 

(四)眼部用卸

粧油、眼部

用卸粧乳 

(五)眼膜 

(六)睫毛膏 

(七)眉筆、眉

粉、眉膏、

眉膠 

(八)其他 

1. 保護肌膚 

2.修飾美化膚色、修飾容貌 

3.遮蓋斑點/皺紋/細紋/瑕疵/疤痕/粗大毛孔/黑眼

圈/痘疤、填補凹凸不平之毛孔 

4.使用時散發淡淡○○○（如玫瑰）香氣，可使心情

愉快 

5.立體臉部肌膚輪廓、修飾立體唇部肌膚 

6.潤色、隔離、均勻膚色 

7.使眼周肌膚更具深邃感 

8.增添肌膚晶亮光澤、提亮肌膚色澤 

9.粧感好氣色 

10.描繪線條美化眼部肌膚 

11. 使睫毛有濃密纖長感、放大眼神、使眼神具深邃

感 

12. 自然光采（彩）、自然風采、自然膚色 

13. 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二、指

甲用化粧

品類 

(一)指甲油 

(二)指甲油卸

除液 

(三)指甲用

乳、指甲用

霜 

(四)其他 

1. 保護指甲 

2. 維護/維持/保持指甲健康 

3. 美化指甲外觀 

4. 脫除指甲油 

5. 加強指緣保濕 

6. 散發香氛 

7. 強韌指甲 

8. 增加指甲的亮度 

9. 修護(改善)指甲 

10.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三、美

白牙齒類 

(一)牙齒美白

劑 

(二)牙齒美白

牙膏 

1. 美白 

2. 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四、非 (一)非藥用牙 於註明「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後，始得宣稱。 

1.清潔牙齒/潔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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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 用 牙

膏、漱口

水類 

膏 

(二)非藥用漱

口水 

2.潔白牙齒/淨白牙齒/亮白牙齒/幫助牙齒恢復自然

白淨/幫助恢復牙齒自然齒色/恢復、展現牙齒自然

光澤/幫助回復牙齒自然亮/淨/潔白 

3.清新口氣/幫助保持口氣清新 

4.預防口腔異味/幫助減少口臭/幫助去除口中異味/

幫助去除(對抗)不良或壞口氣 

5.保持口腔健康/清潔口腔/淨化口腔/保持口腔潔淨

/幫助維護牙齒健康/幫助保護口腔健康/幫助強化

口腔健康/幫助促進口腔健康/幫助改善口腔健康/

幫助去除飲食後口中黏膩感 

6.幫助去除牙漬/幫助減輕牙漬(垢)/幫助移除牙漬

(垢)/幫助減少牙漬(垢)附著/幫助去除煙垢/茶漬

/有色污垢/外源性色斑 

7.幫助去除牙菌斑/幫助對抗牙菌斑/幫助清除牙菌

斑 

8.降低牙周病發生率 

9.美白牙齒*2 

10.其他類似之詞句 

十五、其

他及綜合

性內容 

 1. 抗菌*1 

2. 草本、植萃 

3. 減緩(舒緩)因乾燥引起的皮膚癢、減緩(舒緩)因

乾燥引起的皮膚敏感、減緩(舒緩)因乾燥引起的皮

膚泛紅 

4. 芳香調理 

5. 放鬆心情或使人放鬆 

6. 有機○○成分*3 

7. 天然○○成分*4 

8. 揭示有機或天然驗證機構之名稱或標章*5 

註一：註記「*1」者，特別應具備客觀且公正試驗數據佐證，始得宣稱。 

註二：註記「*2」者，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五年後，須符合化粧品產品資訊檔案管

理辦法規定，其中應包括客觀且公正科學性佐證或其他足以證明其功效者。 

註三：註記「*3」者，為化粧品中如添加之成分係經國際或國內有機驗證機構驗

證，且提出證明文件者。 

註四：例示詞句註記「*4」記號者，為化粧品中添加之天然成分，如係直接來自

植物、動物或礦物等，並未添加其他非天然成分，且未有顯著改變本質或

去除部分成分之製程者。或為化粧品中添加之天然成分，如係來自植物、

動物或礦物等天然來源，依國際或國內天然驗證機構之相關製程處理，且

經國際或國內天然驗證機構驗證；或符合國際標準化組織(ISO)規範，並提

出證明文件者。 

註五：例示詞句註記「*5」記號者，為化粧品通過國際或國內有機或天然驗證機

構驗證，且取得有機或天然標章，並經原驗證機構同意，且提出有關證明

文件者。 

註六：產品具其他種類之特性者，詞句例示可流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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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種類 成分 成分之生理機能詞句例示或類似之詞句 

非
藥
用
牙
膏
、
漱
口
水
類 

一、氟化物（總含氟量

1500ppm以下） 

於註明「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後，始得宣稱。 

1.幫助預防齲齒/蛀牙 

2.幫助去除引起蛀牙的細菌 

3.強化琺瑯質/強健牙齒/強健琺瑯質/增強琺瑯質 

4.抗酸蝕 

5.透過再礦化修護琺瑯質損傷/修復、修護琺瑯質/

幫助琺瑯質再礦化/促進琺瑯質再礦化 

6.幫助預防牙齦問題/固齒護齦/幫助強健牙齦(組

織)/幫助並維持牙齦(組織)健康/幫助促進牙齦

(組織)緊實 

7.其他類似之詞句 

二、其他具右列效果之

成分 

三、具右列效果之成分 

於註明「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後，始得宣稱。 

1.幫助預防齲齒/蛀牙 

2.幫助去除引起蛀牙的細菌 

3.其他類似之詞句 

四、檸檬酸鉀

（Potassium 

Citrate）5.53%以下 

於註明「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後，始得宣稱。 

1.幫助緩解(舒緩)牙齒因冷、熱、碰觸所引起的

酸、疼與不適感 

2.幫助緩解(舒緩)敏感性牙齒的疼痛(酸痛) 

3.減低敏感性牙齒疼痛 

4.抗敏感 

5.其他類似之詞句 

五、硝酸鉀(Potassium 

Nitrate )5%以下 

六、其他具右列效果之

成分 

七、三氯沙（Triclosan）

0.3%以下 

於註明「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後，始得宣稱。 

1.減少牙菌斑/抑制牙菌斑 

2.減少牙齦問題之發生率 

3.減少口腔問題之發生率 

4.減少細菌滋生之發生率 

5.減少牙齦出血之發生率/幫助預防牙齦流血問題 

6.減少牙齦炎之發生率 

7.減少牙結石之發生率 

8.牙齦護理 

9.其他類似之詞句 

八、其他具右列效果之

成分 

註：本附件三之詞句宣稱，除須加註「配合正確刷牙習慣」外，仍須符合化粧品產

品資訊檔案管理辦法規定，其中應包括客觀且公正科學性佐證或其他足以證明

其功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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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涉及其他醫療效能之詞句 

1. 換膚 

2. 平撫肌膚疤痕 

3. 痘疤保證絕對完全消失 

4. 除疤、去痘疤 

5. 減少孕斑、減少褐斑 

6. 消除(揮別)黑眼圈、消除(揮別)熊貓眼、消除(揮別)泡泡眼、消除(揮別)眼袋 

7. 預防(消除)橘皮組織、預防(消除)海綿組織 

8. 消除狐臭 

9. 預防抵抗感染、避免抵抗感染、加強抵抗感染 

10. 消炎、抑炎、退紅腫、消腫止痛、發炎、疼痛 

11. 殺菌、抑制潮濕所產生的黴菌 

12. 防止瘀斑出現 

13. 除毛、脫毛 

14. 修復受傷肌膚、修復受損肌膚 

15. 治療肌膚鬆弛、減輕肌膚鬆弛  

16. 皺紋填補、消除皺紋、消除細紋、消除表情紋、消除法令紋、消除魚尾紋、

消除伸展紋 

17. 微針滾輪、雷(鐳)射、光療、微晶瓷、鑽石微雕 

18. 生髮、毛髮生長、促進毛髮生長、刺激毛髮生長 

19. 睫毛（毛髮）增多 

20. 藥用*1、藥皂*1、藥水、藥劑 

註：註記「*1」記號者，自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施行日前輸入及製造（以製造

日為準）者，得於原記載之保存期限內繼續販賣，至該法施行日起五年屆滿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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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604-1392
	1081201392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fals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6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6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0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JC200103)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730068006F0077007700650032003000310030003000370032003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61007200650073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5B5370523754C18CEA005D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UseName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tru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