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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發放

世界綠色組織推出全港第一個
擁有更高、更安全標準的嬰兒產品「正面清單」
更多新聞圖片: https://goo.gl/jA6s4H

(香港‧11 月 20 日)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資料，全世界至少有 87,000 種被
用於商業用途的化學物。 然而，由於要測試個別化學物的毒性需時太久，而且
成本高昂，所以我們能夠完全掌握其毒性的化學物，可謂鳳毛麟角。 亦因此，
全球政府只能根據有限的信息及研究，來制定商業產品的安全規章。

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世界綠色組織（WGO）與三間國際認可的化驗室發展
一種「三防方法」，以提出更高的嬰兒產品安全標準。本會與科技夥伴將通過
（1）化學分析、（2）國際成份篩查以及（3）生物測試的產品列入「嬰兒食
品 和 個 人 護 理 產 品 —— 正 面 清 單 」 , 或 瀏 覽 以 下 連 結 -http://wgo.org.hk/whitelist/en/lotion.php。

整個項目為期 3 年，由第一期發佈的嬰兒潤膚露開始，測試範圍將涵蓋更多不
同的產品類別，預計每年公佈 4 次。，希望為消費者提供最新的產品安全標準，
推動製造商、供應商和零售商追求更高的安全標準 (詳細請參閱附件(一)：正面
清單) 。

測試詳情
根據本會早前於街頭進行的「香港父母選購嬰兒潤膚露習慣調查」，我們選出
最多受訪者常去的七間零售商購買樣本。有關樣本會分別進行化學分析、成份
篩查及生物測試。化學分析；即測量每個產品樣本中特定化學品（例如重金屬，
甲醇和游離甲醛）的含量。成份篩查；即檢查其成份有沒有被歐盟、美國、中
國和日本政府等禁止使用。生物測試則透過生物對每種產品內化學物的反應，
測試出產品中的䧳激素/類䧳激素含量（EEQ）及濃度水平有否超出世界衞生組
織標準(詳細可見附表（二））。

而世衞早已明言，過量的䧳激素/類䧳激素可以干擾人體內分泌系統和破壞激
素的關鍵功能，嚴重者可引致不育及致癌，所以生物測試十分重要。只有通過
這三重測試的產品才會被列入正面清單中，確保該等產品具備更高安全標準。

調查結果：6 成以上受訪者不知道自己所選購的嬰兒用品中有甚麼成份
為了進一步探討公眾對嬰兒潤膚露的了解及認知，世界綠色組織早前以街頭問
卷形式，成功訪問了 200 名育有 3 歲以下幼兒的父母。超過 8 成的受訪者表示，
擔心所購買的嬰兒潤膚露的安全性。然而，只有 22％的受訪者會閱讀產品的成
分標籤。惟 61％的人不確定材料當中是否含有有害成份，另有 53％受訪者不
知道使用含有超標䧳激素/類䧳激素（䧳激素/類䧳激素化學物會增加身體中的
䧳激素水平）嬰兒潤膚露的後果。結果顯示，雖然大多數家長關心產品安全，
他們卻不知道產品潛在的健康風險，亦不知道要警惕、留意甚麼。

本會追訪當中 37 名家長對正面清單的評價，近 100％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正
面清單作為參考，會於選購嬰兒潤膚露時，參考清單資料。 76％的受訪者更表
示，他們不會購買「正面清單」以外的產品。這調查結果證實了這項研究和正
面清單的重要性。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博士表示：「上述調查結果顯示，本港父母對產品安全
標準的意識不足，正面清單正好可以協助他們作出更明智的決定。我們重申，一般市
面的嬰兒產品已符合政府的安全規定，但我們希望訂立更高的安全標準，以推動生產
商只生產不會傷害人體和污染環境的產品。」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博士(圖右)與司徒敬豪醫生一起公佈第一期正面清單--嬰
兒潤膚露

司徒敬豪醫生指孕婦接觸含有雌激素產品，吸收過量雌激素，可以禍及三代健康。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博士推出正面清單及認證標籤，供市民參考。

世界綠色組織
「世界綠色組織」是關注社會和環境議題的嶄新環保團體，透過以科學為本的政策研
究及深入完善的地區工作項目，改善經濟、環境和民生，幫助各界特別是基層市民應
對挑戰，並落實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免責聲明： http://wgo.org.hk/whitelist/en/termsandconditions.php
傳媒查詢：
行政總裁 余遠騁博士

傳訊經理 王慧恩女士

電話 : 2391-1693/ 9041 3527

電話 :

2991-9126/ 9229 4626

電郵 : williamyu@thewgo.org

電郵 :

noelwong@thewgo.org

附件（一）：正面清單──嬰兒潤膚露
產品
港幣 150 或以下
Cow Soap
Baby Milk
Lo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強生嬰兒
NATURALS™
乳液

Chicco Baby
Moments
嬰兒滋潤霜

Aleva Naturals
寶寶輕柔保濕
乳

Cetaphil Baby
嬰兒潤膚露

Live
Clean(Baby)
Soothing Relief
Baby Lotion
with soothing
oatmeal and
chamomile
(沒有中文名
稱)

Dr Brown's
Baby Lo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Healthy
Times® 紫羅蘭
嬰兒
潤膚露

Suanvinex
Massage Body
Lo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德國珊諾
Szanosan 寶寶
潤膚乳

Avado 有機牛
油果油嬰兒補
濕乳

Atopico 茶花油
補濕水

深海肌元
潤膚露

港幣 151 或以上
Atorrege
ATORREGE
AD+ Body milk
抗敏保濕潤膚
乳

Love Boo 紅石
榴嬌嫩寶寶護
膚乳

澳洲純天然 BB
全效修護保濕
乳

Atopalm
Skin Barrier
Func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Bubba Blue
有機洋甘菊嬰
兒潤膚露

Baby Bee Baby
Bee Nourishing
Lo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California
Baby 有機抗敏
無香料潤膚露

CNP
Laboratory
Face & Body
Moisturizer
(沒有中文名
稱)

STELAPROTECT
®潤膚乳

Gaia Natural 有
機舒緩護膚乳
液

Mambino
有機清爽舒敏
潤膚露

Greenicare
美國有機嬰兒
保濕潤膚露

Derma+care
(沒有中文名
稱)

First Light
Organics for
Baby
(沒有中文名
稱)

美國雅兒嬰兒
潤膚露

Eco.Kid 有機減
敏保濕滋潤護
膚乳

SWISSNATU
RLICH Baby
Dreamy Lotion
(沒有中文名
稱)

附件（二）：測試方法
標準:必須通過所有測試的產品，才能列於正面清單上。
1) 生物測試：產品必須通過䧳激素/類䧳激素內分泌干擾化學（EDC）測
試，分析化學物相互作用和影響人體的方式。（如前所述，內分泌干擾
物是對人體中的激素產生負面影響並導致致命健康問題的化學物質）。
為了通過，產品不能超過可接受的䧳激素/類䧳激素等效濃度（EEQ）的
份量。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世衛
組織）出版，關於“Estradiol-17beta 聯合糧農組織/世衛組織食品添加劑
聯合專家委員會（JECFA）評價” WHO），雌二醇-17β的可接受的每
日攝入量（ADI）為 0-50ng / kg 體重。
2) 化學：產品必須通過所有重金屬，甲醇和游離甲醛含量等化學測試。測
試標準是根據中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2015 年修訂的「化妝品安全和技術
標準」中有關 i）重金屬污染 - 第 1 部分一般，表 2（3.4）有害限量化
妝品產品中的元素規定，其中嬰兒護膚產品標準如下──
 重金屬
a. 砷（As）≤2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b. 鉛（Pb）≤10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c. 汞（Hg）≤1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d. 鎘（Cd）≤5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e. 甲醇≤2000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f. 游離甲醛≤2000 毫克/千克（百萬分之一）

3) 成份篩查：產品不得含有被以下政府或相關管理部門禁止使用的材料；
包括已證實會引起併發症、生態毒性或經科學安全評估證明造成污染的
化學物，有關政府、相關部門及條例如下──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美國在食品、藥物、化妝品和醫療設
備中使用的顏色添加劑概要〉和〈禁用和限製成份〉
•歐盟：歐盟委員會第 1223/2009 號
•中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化妝品安全和技術標準〉（2015）
•日本：〈化妝品標準〉（2000）
本會透過不同測試方法，確認有關產品符合上述更高標準──
1) 水中銀(國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專利技術，首先將產品中提取適當
份量，再將鯖鱂魚胚胎放置其中二十四小時，當鯖鱂魚接觸到䧳激素/
類䧳激素時，其肝臟便會發出熒光綠色。該公司以光的強度將被定量並
與 17β-雌二醇劑量反應曲線，計算測試產品中的䧳激素/類䧳激素
（EEQ）濃度及其活躍性。
2) 化學測試使用幾種不同的測試方法。 為了測試重金屬，微波消解法（其
增加熱分解的速度和重金屬在溶液中的溶解度，使得重金屬可以被定量）
和電感耦合氬等離子體質譜法（其檢測金屬和非金屬 並通過離子化樣品
並分離離子來量化它們）。 甲醇分析使用氣相色譜 - 火焰離子化檢測器
（FC-FID），其測量氣流中甲醇的濃度。 為了測試游離甲醛，使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UV-VIS），其測量由於特定分子（在這種情況下為游
離甲醛）的吸收而使光束通過樣品之後光束的衰減。
3) 使用國際準則，確保嬰兒產品中沒有被國際禁止使用的材料或成份。
合作夥伴：以下是協助世界綠色組織進行生物、化學和成份篩查測試的官方合
作夥伴及實驗室。
世界綠色組織：是一個獨立、非牟利的嶄新環保團體；我們關注保育及與環境
有關的民生和經濟議題，提供整合的三赢方案，推動社會綠色變革。世界綠色
組織透過以科學為本的政策研究，深入完善的社區工作，與公眾分享研究成果，
提出建議，旨在提升環境質素、改善市民生活、加強市民環保意識，並推動綠
色經濟。同時，世界綠色組織會就社會各階層，尤其弱勢社群的生活需要，推
出與環境相關的扶貧項目，回應因環境變化而引起的社會矛盾，創造綠色經濟
機遇，落實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水中銀（國際）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生物測試及成份篩查)：於 2010 年 10
月成立，是一間具創新性及多次獲得國際獎項的生化物科技公司。其利用鯖鱂
及斑馬魚的胚胎進行毒性測試 FET，代替傳統的動物實驗。水中銀透過前瞻性
的科技推出證書計劃及確立安全指標，幫助利益攸關者作出更安全、更明智的
決擇。公司懷著「產品越安全，世界越美好」的願景，結合科學技術及社會責
任，改善消費產品安全，保護環境。水中銀團隊曾服務國際化妝和護膚品牌、
食物及飲料國際企業、知名測試實驗室以及政府部門。同時按國際準則進行成
份篩查，確保嬰兒產品中沒有被國際禁止使用的材料或成份。
香港 ALS (提供化學測試)：是全球最大及最多元化的分析測試服務供應商。其
事業及服務主要分為四個部門：礦物（地球化學、冶金學礦場及視察）、生命
科學（環境、食品及藥物、動物健康及電子產品）、能量（煤、石油和 天然氣）
及工業（資產管理及摩擦學）。不論是數量或是整合性，ALS 均是全球指標。
在質量、顧客服務、創新性及技術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績，聲譽良好。業務系統
化及標準化正標誌著 ALS 對人類及環境的重要承諾。
德國萊因 TUV (提供化學測試)：德國萊因 TUV 是全球領先的技術供應商。自
1872 年成立以來，一直提供安全及可持續的方案，應對由人類、環境與科技三
者相互作用而引發的不同挑戰。作為一間獨立、中立及專業的企業，德國萊因
承諾創造一個滿足人類及環境所需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