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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為了保持肌膚潤澤光滑，女士每天早晚都抹上美白乳液、防曬乳液、保濕 喱、潤膚露、晚間

修護精華等等不同護膚品，日搽夜搽，長期使用，當然對護膚品所含成分的安全性緊張萬分。

自去年本會發表報告指出注射隆胸物料聚丙烯 胺水凝膠（hydrophilic polyacrylamide

gel，簡稱PAAG）會引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後，公眾十分關注美容護膚品內是否同樣含有「丙烯

胺單體（acrylamide monomer）」，一種可能引致神經中毒的化學物，含量又會否引起健康問題。

為釋消費者的疑慮，本會搜集市面共30款面霜和潤膚產品，檢驗丙烯 胺單體殘留量，當中7款檢

出丙烯 胺單體。

面霜驗出微量
丙烯 胺單體丙烯 胺單體

胡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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揀護膚品注重產品在哪

製造和含有什麼成分，

希望成分比較天然，譬如

採用植物成分，而不想有

太多化學成分。如果化學

成分太多，可能很快見到

效果，皮膚明顯變靚了，

但卻不知長遠對身體有

何影響。

由於拍戲的關係，經常

被太陽曬，再加上頻密

落妝、補妝，所以我比較

重清潔和保濕的功夫，

不會偷懶！

之前去了一趟紐西蘭，天

氣非常乾燥，風很大，臉

龐乾得像硬皮，回港後急

不及待去了做臉部護理

「滋潤」一番。

護膚品一般不會用丙烯 胺單體作

原料，而是用聚丙烯 胺（polyacrylamide，簡

稱PAM）。將PAM加入護膚品中，有穩定、產

生泡沫、增加黏度和形成薄膜等作用，塗抹

含PAM的護膚品後會有幼滑和透出光澤的

感覺。

有可能損害健康的物質並非PAM本

身，而是沒有聚合的丙烯 胺單體。這些單

體的出現，原因是產品製造過程中，要將丙

烯 胺單體完全變成聚合物，有一定難度，

因此，加有PAM的產品中，不排除會有少量

丙烯 胺單體。護膚品中丙烯 胺單體的殘

餘量主要視乎配方中PAM的含量和種類。丙

烯 胺單體可能會透過皮膚接觸進入人體。

檢測樣本
共30款面霜和潤膚乳液樣本，每瓶由

$32至$530，聲稱來源地包括日本、韓國、

泰國、法國、美國、德國和澳洲等地。樣本購

自個人護理商店、連鎖化妝品公司、百貨公

司專櫃和化妝品公司。其中12款在標籤上

標示含有聚丙烯 胺（PAM）成分。

國際標準
中國

中國的《化妝品 生規範》，並沒有

限制在化妝品使用PAM的濃度，但規定從

2007年7月1日起，駐留類（即塗抹後不會

沖洗）護膚產品中的丙烯 胺單體最大殘

留量是0.1mg/kg（或ppm），而其他產品則

是0.5 mg/kg（或ppm）。

歐洲

歐洲委員會化妝品指引（76/768/

EEC）同樣沒有限制在化妝品使用PAM的

濃度，但規定在塗抹後毋須清洗的身體護

理產品中，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不可超過

0.1 mg/kg（或ppm）；其他化妝品包括沖水

式產品，例如洗頭水，則不可超過0.5 mg/kg

（或ppm）。

美國

美國化妝品成分評審（CIR）2006年

版的資料顯示，若殘餘丙烯 胺單體少於

5 ppm，在美容護膚品配方中採用PAM是安

全的。

檢測方法
PAM有很多種類，分子

量（molecular weight）不

一，暫時未有標準方

法可以準確檢測和

分 析 護 膚 品 中 的

PAM含量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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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品牌

產品名稱
[1]

聲稱
來源地

容量

130 毫升

40 毫升

40 克

50 毫升

50 克

125 毫升

50 毫升

60 毫升

30 毫升

30 毫升

75 克

50 克

50 克

30 毫升

150 毫升

75 毫升

50 毫升

125 毫升

100 克

60 克

100 毫升

40 毫升

50 克

50 毫升

75 毫升

50 毫升

150 毫升

100 克

30 毫升

75 毫升

日本

法國

韓國

美國

馬來西亞

泰國

—

韓國

法國

—

澳洲

泰國

中國

—

日本

德國

美國

—

日本

韓國

日本

法國

台灣

意大利

中國

美國

泰國

—

摩納哥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美白乳液(清爽型)

Rich Compensating Cream

Aqua Fresher Blue Water Cream

抗曬乳液 SPF 15 Daily Moisture Lotion SPF 15

美白日間保濕防曬乳液 SPF 35 PA+++ White UV Protection Moisturiser SPF 35 PA+++

可伶可俐清爽潤膚露 Clean & Clear Oil-Free Moisturiser

超微水深層補濕凝霜 Ultramicro Aqua Moisturizing Cream

水庫凝肌精華Water Bank Essence

Matte Face Lotion (with purifying essential oil of A.O.C. lavender)

White Perfect Re-Lighting Whitening Radiance Boosting Double Essence

抗敏甘菊綠茶修護晚霜 Green Tea & Chamomile Night Cream (sensitive skin)

水凝防護乳霜 SPF15 Moisture Defense Cream SPF 15

舒緩保濕 喱 Aqua Relaxing Gel

美肌之湯全效溫泉神仙霜 Vita Aqua-SPA All Mighty Cream

豆乳美肌乳液 Nameraka Honpo Soy Milk Lotion

水份面霜(配合敏感皮膚) Moisturizing Cream (For sensitive skin)

The Skincare Multi-energizing Cream

保濕潤膚露 Hydrating Light Moisturiser

骨膠原修護乳液 Facial Lift Emulsion

波爾多紅酒營養霜 Bordeaux Cream

Rise 乳液 I Rise Milk I

Hydracristal Fluide Thermal

活水彈彈膏 Deep Hydrating Gel

綠茶潤面霜 Green Tea Cream

微泉清新保濕滋潤乳液 Vinch Spring Moisturizing Lotion

海洋膠原夜間修護精華 (水氧緊緻晚霜) Aquafirm Replenishing Night Cream

Extra White Whitening Emulsion

Moisture Aqua Cream

Source Therapie Superactiv

防曬淨白乳液(UV) White Radiance UV Natural Lightening Lotion

Aqua Label

Avene

DoDo Club

伊莉莎伯雅頓 Elizabeth Arden

柔美 Eversoft

強生 Johnson & Johnson

伊之情 ISQUEEN

Laneige

L'Occitane

歐萊雅 L'Oréal Paris

Natio

露得清 Neutrogena

旁氏 Pond's

Regene

珊娜 SANA

德國施巴5.5 Seba Med

資生堂 Shiseido

Simple

SKII

Skin Food

Sofina

Uriage

Za

Natura House

巴黎雪完美 Sewame Paris

H2O+

Fasio

Claudia

Biotherm

Olay

[1] 括號內為代理商向本會提供的產品中文名稱。

[2] 本會職員於10月上旬的市場調查所得，會因時間、地點和零售點不同而有差異。
調查時，#5、#25、#26、#28和#29已經停售，故該型號的價錢為6月購買樣本時的價格。

[3] — 表示無檢出，即丙烯 胺單體含量低於測試方法檢測下限。
中國《化妝品 生規範》2007年版和歐洲委員會化妝品指引(76/768/EEC)
規定，駐留類護膚(或塗抹後毋須清洗)產品中的丙烯 胺單體最大殘留量是
0.1mg/kg (或ppm)，而其他化妝品則是 0.5mg/kg (或ppm)。

註

面霜及潤膚乳液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測試結果

封面專題

1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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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價
[2]

標示含
聚丙烯 胺

檢出
丙烯 胺單體

含量 (mg/kg)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7

0.25

0.38

0.82

1.38

1.58

1.60

—

有

有

—

—

—

—

有

有

有

有

—

—

—

—

—

—

—

有

—

—

—

—

有

—

有

有

—

有

有

美國化妝品成分評審(CIR)2006年版的資料顯示，

若殘餘丙烯 胺單體少於 5 ppm，在美容護膚品

配方中採用聚丙烯 胺(PAM)是安全的。

$99

$360

$102

$192

$50

$40

$76

$280

$200

$149

$124

$90

$50

$148

$48

$92

$300

$33

$530

$165

$225

$153

$95

$150

$32

$330

$70

$90

$430

$90

5
8

76

109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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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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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歐盟和美國的參考標準均

沒有說明有關化妝品中丙烯 胺單體的檢

測方法，因此本會以化驗所設計方法，採用

高效液相串聯質譜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Mass Spectrometry，簡稱HPLC-MS/MS）進行

檢測，檢測下限為0.05 mg/kg。如樣本中的

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低於這個下限，便屬

「無檢出」。

檢測結果
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屬安全水平

7款樣本檢出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

為每公斤0.07毫克（0.07 mg/kg）至最高每

公斤1.6毫克（1.6 mg/kg），其中5款在產品

標籤標示含PAM成分，其餘2款則沒有標示。

檢測結果為每公斤0.25毫克至每公

斤1.6毫克的6個樣本，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

高於中國和歐盟有關毋須清洗的身體護理

產品的標準上限（0.1 mg/kg），但全部7款樣

本的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都低於美國CIR

2006年版建議的上限，屬安全水平。

該7款樣本中，有較平價的產品，亦有

購自百貨公司專櫃的品牌。

此外，另有7個樣本標示含聚合物

PAM，但測試結果顯示，樣本的丙烯 胺

單 體 殘 餘 量 都 低 於 測 試 方 法 檢 測 下 限

（0.05 mg/kg），屬「無檢出」。

丙烯 胺對健康的影響

加入美容護膚品中的PAM本身無毒，

丙烯 胺亦會透過日常飲食進入人體，較常見於以超過120℃高溫烹調、含豐

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例如餅乾和脆片類食品），在烤焗和油炸食物時，高溫有可能

產生丙烯 胺。此外，經PAM處理的食水和香煙的煙霧亦可能含有丙烯 胺。

此外，根據食環署2003年有關食物中的丙烯 胺的研究結果，以及1995年香

港成人飲食調查和2000年本港中學生食物消費量調查估計，本港一般市民每天從

食物攝取的丙烯 胺量，以每千克體重計，約為0.3 mg，一般中學生約為0.4 mg，顯

示攝取量處於較低水平。

（NICNAS）認為，公眾透過皮膚接觸含PAM

的護膚品而引致健康風險的機會很微。

美國CIR評審委員會認為，雖然丙烯

胺單體有機會透過皮膚和黏膜進入人

體，但在高濃度的情況下才有機會引致神

經中毒。按一般方法日常使用護膚品，引致

神經中毒的機會極低。

歐盟化妝品及非食品科學委員會

（SCCNFP）1999年已表示，長期使用含PAM

但丙烯 胺單體含量符合標準的美容護膚

品是不會增加患癌的風險。2002年歐盟聯

合研究中心就丙烯 胺亦有發表風險評估

報告，表示使用含P A M 的護膚品的誘變

（mutagenicity）和致癌（carcinogenicity）的風

險很低。

總結
雖然測試發現部分護膚品含丙烯

胺單體，不過有關產品的丙烯 胺單體殘

餘量均符合美國CIR 2006年的建議上限。從

護膚品中攝取丙烯 胺單體的劑量很微

小，在一般情況下使用美容護膚品，應該不

會對消費者的健康構成顯著的風險。

以目前市面護膚品中檢測到的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依指示使用產品應該不

會對身體造成任何負面影響。不過，本會鼓

勵業界盡量控制其產品中丙烯 胺單體殘

餘量，確保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並符合有

關國際標準。

為安全起見，消費者在使用護膚品

前，宜先塗小劑量在手腕內側位置，測試有

否發紅、痕癢、紅腫等敏感反應，確定對產

品無敏感反應才正式使用。香港醫學會皮

膚專科史泰祖醫生提醒消費者，需定期檢

查皮膚狀況，

如使用護膚品

後出現痕癢、

紅腫、脫皮等

情況，應立即

停用。

飲食中亦可能攝取到丙烯 胺

而丙烯 胺單體則是神經毒素。在工業上，

經常接觸高劑量丙烯 胺單體的工人， 有

可能會透過皮膚和呼吸攝入這種化學物，

而引致皮膚和眼部敏感、發紅疹、潰瘍等。

在長期接觸者當中，曾引致神經中毒個案。

不過，所有不良反應都是可逆轉（reversible）

的─只要離開暴露的環境，不良反應便

會慢慢消失。

在致癌性方面，世界 生組織（WHO）

屬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 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

基於在動物身上的測試結果，將丙烯 胺

單體歸類為第2A組，即可能令人類患癌物

質（proba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雖然丙烯 胺單體在動物測試中令

動物患癌，但暫時缺乏有關這種化學物質

直接引致人類患癌的科學報告。即使長期

暴露在含丙烯 胺單體的空氣或皮膚經常

接觸丙烯 胺單體的工人，都未有科學證

據顯示這種物質會令他們致癌。

使用護膚品中毒風險低

丙烯 胺單體對人體的影響，取決於

攝取的途徑、劑量和接觸的時間。相比工業

上經常接觸高劑量丙烯 胺單體的工人，

美容護膚品使用者攝取丙烯 胺單體的劑

量低很多。暫時國際間未曾列舉因為使用

含殘餘丙烯 胺單體的護膚品而引致嚴重

健康問題的個案。

澳洲The National Industrial Chemicals

Not i f icat ion and Assessment Sc 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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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的意見
PAM是一種用途廣泛的化工原料。以

往主要集中注意經常接觸其單體的工人的

健康問題和吸煙者的攝取量。

近年，世界各地重新關注丙烯 胺單

體及PAM的安全。主要原因是在本世紀初，

瑞典食品安全局發現經高溫處理的食物，含

有高量的丙烯 胺。WHO的資料顯示，目前

仍未有證據確立從一般食物攝取丙烯 胺

單體引致神經中毒和癌症，而從化妝品中攝

取丙烯 胺單體的劑量遠低於一般食物。

響產品。此外，廠商會重新研究產品配方，

並確保在產品中不會加入丙烯 胺單體。

「H2O+海洋膠原夜間修護精華（水

氧緊緻晚霜）」（#26）的美國生產商表示，

以LC/MS儀器驗測了3個不同批號的同款

產品，其中包括與本會樣本相同的批次，

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均低於0.1 ppm，符合

中國、歐盟和美國等地的要求，生產商強調

一直關注並確保產品符合國際上的標準。

有關產品在香港已於本年7月停售。

「Fasio Extra White Whitening Emulsion」

（#27）的生產商表示，以設計方法抽驗了3

個批號（包括與本會測試的同一個批號）的

同款產品以及有關原料，發現各個批號的丙

烯 胺單體殘餘量較本會檢出的為低，相信

使用有關產品可能損害健康的機會很微。生

產商確認並重申有關產品所使用的原料均

經過嚴格的 生管理，包裝物料亦不含有丙

烯 胺單體或有關物質，因此，能保證使用

有關產品絕對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損害。

「Biotherm Source Therapie Superactiv」

（#29）的代理商認為，中國和歐盟只立例規

管源自PAM的丙烯 胺單體，只有美國有建

議化妝品中丙烯 胺單體的總含量（5

ppm），有關產品中的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

遠低於該標準。因此，代理商表示該產品對

消費者是安全的，不過會暫時停止售賣有關

貨品，直至消費者對此事得到清晰的瞭解。

「Olay 防曬淨白乳液（UV）」（#30）的生

產商表示，曾諮詢歐洲COLIPA的意見，建議

面霜和乳液產品中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的最

高上限，可參考歐盟有關其他化妝品0.5 ppm

的標準。此外，有關產品已於2007年10月停

止採用原有配方，所有於本年10月後生產的

有關產品將會採用新配方。目前，該產品符

合美國有關要求，消費者可放心使用。

由於丙烯 胺單體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取決於攝取的劑量和接觸時間，以這次護

膚品檢測到的丙烯 胺單體殘餘量而言，

若依指示使用市場上可買到的美容護膚

品，應該不會對身體健康構成顯著的風險。

海關的意見
一般在本港供應予私人使用的消費

品，包括護膚品的安全方面均受《消費品安

全條例》規管。 該條例所指的一般安全規

定，並沒有就護膚品中的丙烯 胺單體殘

餘量訂定標準上限。基於 生署對安全問

題的意見，海關認為在正常情況下使用有

關產品是安全的，未有證據顯示有供應商

已抵觸了本港的有關法例。雖然如此，海關

會不斷留意在港出售的護膚品是否合理地

安全，並會對違規者採取行動。

化妝品同業協會的意見
化妝品同業協會法規委員會主席理

事梁忠良先生表示，護膚品中的丙烯 胺

單體主要源自加入的PAM。丙烯 胺單體並

非化妝品成分，在化妝品中存有微量的丙

烯 胺單體是生產上的背景殘留。是次檢

測的30款面霜和潤膚乳液的丙烯 胺單體

殘餘量均遠低於美國CIR的建議上限，顯示

所有產品都是安全的。

代理商的意見
「柔美美白日間保濕防曬乳液」（#5）

的代理商表示，產品已經停售。

「巴黎雪完美微泉清新保濕滋潤乳

液」（#25）的代理商表示，本會測試的樣本

是在2005年年底生產，而中國《化妝品 生

規範》有關規例則於2007年執行。在產品生

產年份並未對丙烯 胺單體作任何具體監

管。而2006年起生產的產品配方經已重新

調整，不過代理商已安排從市面全面回收

有關產品。

「Claudia Moisture Aqua Cream」（#28）

的代理商表示，已從零售商回收所有受影

由於暫時欠缺有關化妝品中含有

多少PAM的研究，因此歐盟2002年的風

險評估報告中，假設每種產品含高達

2%PAM，PAM中含高達0.01%丙烯 胺

單體，估計成年人每日從非沖洗（leave-

on）和沖洗式（rinse-off）產品，包括身體

乳液、頭髮造型產品、指甲油和肥皂等

日 用 品 中，每 日 可 能 接 觸 到 最 高

（reasonable worst-case scenario）0.067毫

克（0.067mg/day）丙烯 胺單體。

如果以是次檢測到最高丙烯 胺

單體殘餘量1.6mg/kg的樣本計算，假設

每日早晚各使用1克面霜或乳液，從面

霜或乳液中可能接觸到的丙烯 胺單體

殘餘量：

使用有關產品可接觸到的丙烯

胺單體，遠低於歐盟估計每日從化妝品

中最高可接觸到的丙烯 胺單體殘餘，

約為其5%。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所有護

膚品和化妝品都含有PAM。相信即使使

用有關護膚品，損害健康的機會很微。

使用護膚品會接觸多少丙烯
胺單體？

= ( 1.6 mg
  ×  1 g × 2 )/day

= ( 1.6 mg
  × 2 g )/day

= 0.0032 mg/day

1000 g

1 kg

消費者可參考產品成分標籤，檢視產品是否含有聚丙

烯 胺（polyacrylami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