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版權所有©2022消費者委員會，並保留一切權利。未經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而複製、改編、分發、轉載或向公眾提供此文章，均屬侵犯版權。
此文章只授權予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教育城舉辦之「反斗消費 Go Go Goal」活動參加者閱覽及作非商業用途 。



22 535 2021 .05選擇

小朋友注意！

的有害物質和重金屬
蠟筆和手指畫顏料是小朋友常用的文具，沾了顏料的小手經常「捽眼捽鼻」，加上活潑好奇的年紀喜歡透過觸覺、

嗅覺和味覺，探索身邊的事物，容易攝入顏料中的有害物質。本會測試了市面上12款蠟筆和7款手指畫顏料，發現部分

樣本釋出過量鋁，多款蠟筆樣本亦檢出有害物質多環芳香烴，而部分手指畫顏料則沒有添加適當的苦味劑和沒有清楚

標示產品資料或警告字句，未能符合相關法規。測試結果亦顯示價格與產品質素無

直接關係。家長應為子女嚴選安全的美術用品，讓他們畫得開心又安全。

鋅（Zinc）
鋅的毒性較強，過量攝入會 

引致不良反應，包括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腹部絞痛、腹瀉和頭痛等。

如果長期攝入過量鋅，則有機會引致

慢性病，例如低銅狀態、鐵功能改變、

免疫功能降低和高密度脂蛋白 

水平降低等問題。

鋁（Aluminium）
不少食物和日用品中也有機會含有鋁或

其化合物，惟鋁的急性毒性較低，在日常生活

因飲食或使用含鋁用品而攝入鋁的機會不高， 

亦不會造成健康問題，但長期攝入過量的鋁則 

可能引致慢性病，例如鋁肺病（aluminosis）和

透析腦病綜合癥（dialysis encephalopathy 

syndrome）。透析腦病綜合癥的患者

有機會有言語障礙，甚至癡呆

和局部癲癇。

鉛（Lead）
攝入過量的鉛可能導致貧血、 

虛弱，以及腎臟和腦部損害。攝入 

鉛會對兒童的健康造成嚴重後果： 

6歲以下的兒童特別容易出現 

鉛中毒，有機會損害兒童的 

神經系統。

銅（Copper）
銅雖然是人體其中一種重要 

元素，但是攝入過量的銅卻對 

健康有害。長期接觸銅會刺激呼吸

系統、嘴和眼睛，並引起頭痛、 

頭暈、噁心和腹瀉等 

健康問題。

鍶（Strontium）
鍶是人體不可缺少的一種微量元素， 

與骨骼的形成有密切關係，但當人體攝入 

過量鍶時，會出現輕微的消化道問題， 

例如噁心、胃部不適等，也可引起骨骼 

生長過快，而令關節粗大、疼痛， 

嚴重時可引起骨骼變形、脆弱、 

肌肉萎縮及貧血等。

鋇（Barium）
攝入少量水溶性的鋇或 

其鹽類會導致呼吸困難，血壓 

升高，心律改變，肌肉無力， 

神經反射改變，腦部腫脹及 

損害肝、腎和心臟健康。

多環芳香烴（PAHs）
已知的PAHs對人體有危害的部位

主要是呼吸道和皮膚，屬於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當中亦有不少PAHs已被 

確定為或是潛在的致癌物質，不過 

對人類的影響視乎攝入量、接觸 

途徑、時間長短等因素。

不同有害物質
不同有害物質

的健康風險的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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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測試樣本
是次測試涵蓋19款兒童美術用品，

當中有12款蠟筆（crayons）和7款手指畫

顏料（fingerpaints）。樣本主要購自文具

店、百貨公司、玩具零售店及網上平台，每

套蠟筆售價由$10至$59，每套手指畫顏

料售價則由$42至$148。每套蠟筆樣本分

別有6至12種顏色，而手指畫顏料則分別

有4至6種顏色，大部分樣本標示的適用年

齡為3歲以上兒童。

測試項目
根據歐盟玩具法規的定義，供兒童

使用的蠟筆和手指畫顏料都屬於玩具類

別。蠟筆的測試項目包括歐盟玩具安全

標準EN71-3特定元素遷移（Migrations 

of Cer ta in E lements）和多環芳香烴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

稱PAHs）。EN71-3特定元素遷移測

試模擬小童若誤吞玩具，會有多少有

害元素釋放從而進入小童的身體，故

測試過程中會把玩具樣本完全浸泡在模

擬人體胃液的溶液，再分析玩具會釋出多

少有害元素。測試標準就不同種類的玩具

材料進入人體後的狀況，訂立了不同的遷

移上限（Migratable Limit）。

另外，蠟筆的主要成分提煉自石油，

而多環芳香烴是石油原材料中可能存在的

有害物質，因此本會亦為蠟筆樣本進行多

環芳香烴的測試，並以歐盟REACH法規和

德國自願性安全標籤計劃GS Mark當中的要

求進行分析。

手指畫顏料則按歐盟玩具安全標準

EN71-7手指畫顏料和歐盟對含液體玩具

的微生物要求進行測試。

蠟筆測試
特定元素遷移

1 2 款 蠟 筆 樣 本 中 有 4 款 檢 出

鋁（A l u m i n i u m），檢 出 量由110 至

33,000ppm，當中「Caran d'Ache」（#11）

的藍色蠟筆樣本檢出33,000ppm鋁，超

出歐盟玩具安全標準EN71-3就第一類

物質（乾燥、易碎、粉狀或易彎曲的玩

具材質 Dry, brittle, powder-like or pliable 

materials）針對鋁的遷移上限（Migratable 

Limit 5,625ppm）5倍。EN71-3將於今年5月

20日更新，第一類物質的鋁的遷移上限將收

緊至2,250ppm，樣本「Crayola」（#12）的藍

色蠟筆檢出2,600ppm鋁，超出即將更新的

遷移上限。另外，2款蠟筆樣本「SAKURA」

（#8）和「AMOS」（#9）檢出鋅（Zinc），檢

出量由110至340ppm，均低於歐盟玩具標

準EN71-3的遷移上限（3,750ppm）。

另外，2款樣本「CARIOCA」（#1）及

「Pentel」（#6）檢出鍶（Strontium），檢出

量由240至1,000ppm，均低於歐盟玩具標

準EN71-3對鍶的遷移上限（4,500ppm）。

「Caran d'Ache」（#11）檢出鋇（Barium）和

銅（Copper），檢出量分別為350至800ppm

和120ppm，均低於歐盟玩具標準EN71-3

對鋇和銅的遷移上限（分別為1,500ppm和

622.5ppm）。樣本「Pentel」（#6）檢出鉛

（Lead），檢出量為1.0ppm，低於歐盟玩具

標準EN71-3對鉛的遷移上限（2.0ppm）。

不過在一般使用情況下，因皮膚接觸

而攝入過量重金屬的機會不高，家長應確保

兒童小心使用，避免把蠟筆直接畫在皮膚

上，使用後亦要徹底清洗雙手。

本會已將相關測試的結果和產品資料

交由海關跟進。

2353505. 2021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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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YON

表一：蠟筆樣本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每套包
含顏色
數量
[2]

每套包含的顏色
[2]

大約
零售價 

[3]

聲稱
產地 
[2]

標示
適用
年齡 
[2]

特定元素
遷移量(ppm) 

[4]
評分

PAH (ppm) [5]

評分
總評 
[6]

萘 
naphtha-

lene

芘 
pyrene

菲 
phenan-
threne

苯并[g,h,i]苝 
Benzo(ghi)
perylene

1 CARIOCA
Plastic Crayons - 
Triangular (Art. 42671)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黑色，白色，紫色，粉紅色，啡色

$32 中國 3歲以上 240鍶  ●●●●● － － － －  ●●●●● ★★★★★

2 DAISO Triangle Crayon (No.84) 12
紅色，黃色，深藍色，寶藍色，淺藍色，綠色，

橙色，粉紅色，啡色，黑色，蝦肉色，白色
$12 中國 － －  ●●●●● － － － －  ●●●●● ★★★★★

3 PRIMO
Wax Triangles 
(REF.074TRI6) 6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黑色，啡色 $59 意大利 3歲以上 130-310鋁  ●●●●● 0.38 － － －  ●●●●● ★★★★★

4 STAEDTLER
Super jumbo wax crayons 
(Art. Nr. 2260 NC12) 12

淺粉紅色，淺黃色，橙色，粉紅色，紅色，紫
色，深藍色，藍色，綠色，深綠色，啡色，黑色 

$27 泰國 3歲以上 －  ●●●●● － － － －  ●●●●● ★★★★★

5 TiTi
Twist Crayons (Non-toxic) 
(TI-CP-12T) 12

粉紅色，啡色，黑色，黃色，綠色，黃綠色，
天藍色，鈷藍色，紫色，紅色，橙色，淺橙色

$40 韓國 3歲以上 －  ●●●●● － － － 0.27  ●●●●● ★★★★★

6 Pentel 極太12色 (PTCGI-12) 12
白色，黃色，綠色，淺綠色，淺藍色，深藍色，

紅色，橙色，蝦肉色，深啡色，灰色，黑色
$48 日本 －

110-1200鋁
1000鍶
1.0鉛

 ●●●0 － － － －  ●●●●● ★★★★1

7
Faber-
Castell

Erasable Crayons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黑色，紫色，粉紅色，啡色，蝦肉色

$23 中國 3歲以上 －  ●●●●● 1.20 1.70 0.22 －  ●●0 ★★★★

8 SAKURA Giant Crayon (XGY-12) 12
淺藍色，蝦肉色，紅色，黑色，灰色，白色，
深啡色，橙色，黃色，淺綠色，綠色，藍色

$39 中國 3歲以上 200-300鋅  ●●●●● 0.58 1.50 0.30 0.26  ●●0 ★★★1

9 AMOS
Wax Crayon Twisters (ITEM 
NO: RC12PST)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紫色，粉紅色，啡色，黑色，蝦肉色

$32 韓國 3歲以上 110-340鋅  ●●●●●
0.23-
0.60

0.74-
3.60

0.40 3.20
 ●0

★★★

10 Colleen
Crayon - Jumbo size (Non-
Toxic) (JC-12) 12

紅色，粉紅色，橙色，淺橙色，黃色，黃綠色，
藍色，淺藍色，綠色，紫色，黑色，啡色

$10 泰國 3歲以上 －  ●●●●●
0.20-
0.64

0.80-
8.30

1.00 3.10  ● ★★★

11
Caran 
d'Ache

Hobby Line 1/2 watersoluble 
wax pastelHobby Line 
半支裝水溶蠟筆

10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啡色，黑色，白色
$58 瑞士 3歲以上

110-33000鋁◆

350-800鋇 

120銅
 ● 1.20 － － －  ●●●●0 ★★1

12 Crayola
Washable Tripod Grip 
Crayons (Nontoxic) 
- Stage 2 Doodle

8
紅色，橙色，黃色，藍色，綠色，紫色，

黑色，啡色
$58 美國

24個月
以上

2600鋁◆  ● 0.22 1.20 － 0.24  ●●●0 ★★

歐盟EN71-3上限：
(第一類物料)

鋁：5625ppm
(2021/5/20後：2250ppm) 
鋇：1500ppm
銅：622.5ppm
鍶：4500ppm
鉛：2.0ppm
鋅：3750ppm

GS Mark對第一類物料的上限： 
Naphthalene：1ppm
Phenanthrene，Anthracene，Fluoranthene和
Pyrene的總量的上限：5ppm
其餘PAHs：0.2ppm

－  沒有檢出或包裝上沒有標示。

[1] 樣本按總評分由高分至低分列出，愈多●或★代表表現愈好。相
同評分的樣本，會按牌子的英文字母由A至Z順序排列，如樣本同
時有中英文名稱，會按牌子的中文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資料從檢視樣本的包裝或由供應商提供所得。

註 [3] 樣本的零售價為約數，是本會於2021年1月至2月購買樣本時所得的售價，僅供參考，實際售價會因
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4] 按歐盟玩具標準測試19種特定元素的遷移量，蠟筆屬於第一類物料 (乾燥、易碎、粉狀或易彎曲之
玩具材質 Dry, brittle, powder-like or pliable materials)。樣本如有多於一種顏色檢出特定元素，表
中會列出最高和最低檢出量。

 ◆ 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新，第一類物料的鋁的遷移上限將由5625ppm收緊至2250ppm。

[5] 參考德國產品安全委員會（AfPS）的PAHs測試及評估文件AfPS GS 
2014:01 PAK，檢測長期接觸的兒童用品部分物料中的18種PAHs含
量。如樣本中多於一種物料檢出PAH，表中將列出最高和最低檢出量。

[6] 總評分比重：
 特定元素遷移 50%  PAHs總量 50%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

若樣本在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評分。

表二：PAHs相關法規和要求

歐盟
REACH
法規的
要求

苯并[a]芘（Benzo [a]py rene），苯并[e]芘（Benzo [e]py rene），苯并[a]蒽
（Benzo[a]anthracene），苯并[b]荧蒽（Benzo[b]f luoranthene），苯并[j]
荧蒽（Benzo[j]f luoranthene），苯并[k]荧蒽（Benzo[k]f luoranthene），屈
（Chrysene），二苯并[a,h]蒽（Dibenzo[a,h]anthracene）

在正常使用或合理預見情況下，會與皮膚直接接觸及長時間或重複性短時間接
觸，或者可能被啃咬的橡膠或塑膠部分，其所含的上述8種PAHs的含量限值為：
1. 玩具：0.5ppm; 2. 其他消費品：1.0ppm

德國自願
性安全

標籤計劃
GS Mark
限制的
15種
PAHs

除以上REACH的要求外，德國亦限制下列7種PAHs：苯并[g,h,i]苝(Benzo[ghi]
perylene），茚并[1,2,3-c,d]芘（Indeno[1,2,3-cd]pyrene），菲（Phenanthrene），芘
（Pyrene），蒽（Anthracene），荧蒽（Fluoranthene），萘（Naphthalene）

第一類物料的上限：
Naphthalene：1ppm
Phenanthrene，Anthracene，Fluoranthene和Pyrene的總量的上限：5ppm
其餘PAHs：0.2ppm

1
2

3

4

5

6

12

11
8

9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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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多環芳香烴（Polycycl ic Aromatic 

Hydrocarbons，簡稱PAHs）常見於塑膠、

橡膠和潤滑油中的雜質，亦可能是原材料

中的添加劑或溶劑。歐盟《化學品註冊、評

估、許可和限制法規》（簡稱REACH法規）

限制8種PAHs在消費品及玩具中的含量。

本港現時沒有就玩具或兒童用品中PAHs的

含量設定上限。而德國的自願性安全標籤

計劃GS Mark對玩具中的PAHs含量有更嚴

謹的要求，該計劃除了同樣限制REACH法

規特定的8種PAHs外，另加上7種PAHs（詳

表一：蠟筆樣本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每套包
含顏色
數量
[2]

每套包含的顏色
[2]

大約
零售價 

[3]

聲稱
產地 
[2]

標示
適用
年齡 
[2]

特定元素
遷移量(ppm) 

[4]
評分

PAH (ppm) [5]

評分
總評 
[6]

萘 
naphtha-

lene

芘 
pyrene

菲 
phenan-
threne

苯并[g,h,i]苝 
Benzo(ghi)
perylene

1 CARIOCA
Plastic Crayons - 
Triangular (Art. 42671)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黑色，白色，紫色，粉紅色，啡色

$32 中國 3歲以上 240鍶  ●●●●● － － － －  ●●●●● ★★★★★

2 DAISO Triangle Crayon (No.84) 12
紅色，黃色，深藍色，寶藍色，淺藍色，綠色，

橙色，粉紅色，啡色，黑色，蝦肉色，白色
$12 中國 － －  ●●●●● － － － －  ●●●●● ★★★★★

3 PRIMO
Wax Triangles 
(REF.074TRI6) 6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黑色，啡色 $59 意大利 3歲以上 130-310鋁  ●●●●● 0.38 － － －  ●●●●● ★★★★★

4 STAEDTLER
Super jumbo wax crayons 
(Art. Nr. 2260 NC12) 12

淺粉紅色，淺黃色，橙色，粉紅色，紅色，紫
色，深藍色，藍色，綠色，深綠色，啡色，黑色 

$27 泰國 3歲以上 －  ●●●●● － － － －  ●●●●● ★★★★★

5 TiTi
Twist Crayons (Non-toxic) 
(TI-CP-12T) 12

粉紅色，啡色，黑色，黃色，綠色，黃綠色，
天藍色，鈷藍色，紫色，紅色，橙色，淺橙色

$40 韓國 3歲以上 －  ●●●●● － － － 0.27  ●●●●● ★★★★★

6 Pentel 極太12色 (PTCGI-12) 12
白色，黃色，綠色，淺綠色，淺藍色，深藍色，

紅色，橙色，蝦肉色，深啡色，灰色，黑色
$48 日本 －

110-1200鋁
1000鍶
1.0鉛

 ●●●0 － － － －  ●●●●● ★★★★1

7
Faber-
Castell

Erasable Crayons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黑色，紫色，粉紅色，啡色，蝦肉色

$23 中國 3歲以上 －  ●●●●● 1.20 1.70 0.22 －  ●●0 ★★★★

8 SAKURA Giant Crayon (XGY-12) 12
淺藍色，蝦肉色，紅色，黑色，灰色，白色，
深啡色，橙色，黃色，淺綠色，綠色，藍色

$39 中國 3歲以上 200-300鋅  ●●●●● 0.58 1.50 0.30 0.26  ●●0 ★★★1

9 AMOS
Wax Crayon Twisters (ITEM 
NO: RC12PST) 12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紫色，粉紅色，啡色，黑色，蝦肉色

$32 韓國 3歲以上 110-340鋅  ●●●●●
0.23-
0.60

0.74-
3.60

0.40 3.20
 ●0

★★★

10 Colleen
Crayon - Jumbo size (Non-
Toxic) (JC-12) 12

紅色，粉紅色，橙色，淺橙色，黃色，黃綠色，
藍色，淺藍色，綠色，紫色，黑色，啡色

$10 泰國 3歲以上 －  ●●●●●
0.20-
0.64

0.80-
8.30

1.00 3.10  ● ★★★

11
Caran 
d'Ache

Hobby Line 1/2 watersoluble 
wax pastelHobby Line 
半支裝水溶蠟筆

10
紅色，黃色，藍色，淺藍色，綠色，淺綠色，

橙色，啡色，黑色，白色
$58 瑞士 3歲以上

110-33000鋁◆

350-800鋇 

120銅
 ● 1.20 － － －  ●●●●0 ★★1

12 Crayola
Washable Tripod Grip 
Crayons (Nontoxic) 
- Stage 2 Doodle

8
紅色，橙色，黃色，藍色，綠色，紫色，

黑色，啡色
$58 美國

24個月
以上

2600鋁◆  ● 0.22 1.20 － 0.24  ●●●0 ★★

歐盟EN71-3上限：
(第一類物料)

鋁：5625ppm
(2021/5/20後：2250ppm) 
鋇：1500ppm
銅：622.5ppm
鍶：4500ppm
鉛：2.0ppm
鋅：3750ppm

GS Mark對第一類物料的上限： 
Naphthalene：1ppm
Phenanthrene，Anthracene，Fluoranthene和
Pyrene的總量的上限：5ppm
其餘PAHs：0.2ppm

－  沒有檢出或包裝上沒有標示。

[1] 樣本按總評分由高分至低分列出，愈多●或★代表表現愈好。相
同評分的樣本，會按牌子的英文字母由A至Z順序排列，如樣本同
時有中英文名稱，會按牌子的中文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資料從檢視樣本的包裝或由供應商提供所得。

註 [3] 樣本的零售價為約數，是本會於2021年1月至2月購買樣本時所得的售價，僅供參考，實際售價會因
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4] 按歐盟玩具標準測試19種特定元素的遷移量，蠟筆屬於第一類物料 (乾燥、易碎、粉狀或易彎曲之
玩具材質 Dry, brittle, powder-like or pliable materials)。樣本如有多於一種顏色檢出特定元素，表
中會列出最高和最低檢出量。

 ◆ 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新，第一類物料的鋁的遷移上限將由5625ppm收緊至2250ppm。

[5] 參考德國產品安全委員會（AfPS）的PAHs測試及評估文件AfPS GS 
2014:01 PAK，檢測長期接觸的兒童用品部分物料中的18種PAHs含
量。如樣本中多於一種物料檢出PAH，表中將列出最高和最低檢出量。

[6] 總評分比重：
 特定元素遷移 50%  PAHs總量 50%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limiting factor），

若樣本在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評分。

表二：PAHs相關法規和要求

歐盟
REACH
法規的
要求

苯并[a]芘（Benzo [a]py rene），苯并[e]芘（Benzo [e]py rene），苯并[a]蒽
（Benzo[a]anthracene），苯并[b]荧蒽（Benzo[b]f luoranthene），苯并[j]
荧蒽（Benzo[j]f luoranthene），苯并[k]荧蒽（Benzo[k]f luoranthene），屈
（Chrysene），二苯并[a,h]蒽（Dibenzo[a,h]anthracene）

在正常使用或合理預見情況下，會與皮膚直接接觸及長時間或重複性短時間接
觸，或者可能被啃咬的橡膠或塑膠部分，其所含的上述8種PAHs的含量限值為：
1. 玩具：0.5ppm; 2. 其他消費品：1.0ppm

德國自願
性安全

標籤計劃
GS Mark
限制的
15種
PAHs

除以上REACH的要求外，德國亦限制下列7種PAHs：苯并[g,h,i]苝(Benzo[ghi]
perylene），茚并[1,2,3-c,d]芘（Indeno[1,2,3-cd]pyrene），菲（Phenanthrene），芘
（Pyrene），蒽（Anthracene），荧蒽（Fluoranthene），萘（Naphthalene）

第一類物料的上限：
Naphthalene：1ppm
Phenanthrene，Anthracene，Fluoranthene和Pyrene的總量的上限：5ppm
其餘PAHs：0.2ppm

情見表二），並對該15種PAHs的總含量設

限制要求。

全部樣本符合 REACH 法規

全 部 蠟 筆 樣 本 均 沒 有 檢 出 歐 盟

REACH法規限制的8種PAHs，包括較受關

注且屬人類致癌物質的苯并[a]芘（Benzo[a]

pyrene），符合REACH法規的要求。

8 款蠟筆樣本檢出 PAHs

測 試 結 果 顯 示 8 款 蠟 筆 樣 本

分 別 檢 出 1至 4 種 P A H s，包 括 苯 并

[g , h , i]苝（Benzo [g h i] p e r y l e n e）、菲

（Phenanth rene）、芘（Pyrene）和萘

（Naphtha lene）。#8、#9和#10

均檢出該4種PAHs。7款樣本檢出

萘，檢出量由0.20至1.20ppm，當

中「Faber-Castel l」（#7）和「Caran 

d'Ache」（#11）的黑色蠟筆均檢出

1.20ppm萘，超出德國自願性安全

標籤計劃GS Mark限制第一類物料

的上限（1ppm）。另有5款樣本檢

出芘，檢出量由0.74至8.30ppm，

當中「Col leen」（#10）的黑色蠟筆

檢出8.30ppm芘，超出德國自願性

安全標籤計劃GS Mark對4種PAHs

（Phenanthrene，Anthracene，

Fluoranthene和Pyrene）總量的上

限（5ppm）。4款樣本檢出菲，檢出

量由0.22至1.00ppm。5款樣本的

黑色蠟筆檢出苯并[g,h,i]苝，檢出量

由0.24至3.20ppm，均超出德國自願性安全

標籤計劃GS Mark限制第一類物料的上限

（0.2ppm）。PAHs測試結果發現黑色蠟筆樣

本的PAHs含量較高，相信因為PAHs是一種

常見黑色色素（Carbon Black）的雜質之一。

 

接觸 PAHs 有什麼健康風險？

根據歐盟的《化學物質和混合物分類、

標示與包裝法規》（CLP法規）的分類，萘屬

於第二類致癌物質（Carcinogenic）及第四類

急性毒性（Acute Toxic），而菲則屬於第四

類急性毒性。苯并[g,h,i]苝是對海洋環境和生

態有害的物質，至於芘在歐盟則未有統一分

類，但有海外研究指芘可能與大部分多環芳

香烴類一樣有致癌風險。由於測試樣本主要

供年紀較小的兒童使用，他們有機會在使用

產品時把蠟筆放進口中，令PAHs的攝入風

險增加。另外，萘本身具揮發性，故此亦可能

從呼吸吸入。而菲和芘屬於皮膚和呼吸道致

敏物，有機會因長時間接觸而引致紅疹或過

敏反應。本會促請產品生產商應盡力降低產

品中PAHs含量，以保障兒童的健康。

總括而言，12款蠟筆樣本中，有7款檢

出有害金屬，當中2款的鋁檢出量更超出即

將更新的歐盟玩具安全標準的上限。而12

款樣本中有8款檢出不同種類的PAHs，當

中7款檢出的PAHs含量更超出德國自願性

安全標籤計劃GS Mark訂下的安全標準上

限。家長宜小心選擇，及盡量陪同子女使用

該些產品，避免誤食，而在使用後要徹底清

潔雙手。 

測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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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報告

手指畫顏料測試
根據歐盟的《玩具安全法規》（Toy 

Safety Directive），由於兒童會直接用手指

塗抹顏料，而且手指畫顏料一般設計予年

紀較小的兒童使用，因此與其他玩具產品

相比，手指畫顏料對兒童具有更高的健康

風險。例如，在可預見的使用情況下，顏料

會長時間接觸皮膚，甚至不能排除年幼兒

童不小心進食顏料，或用沾了顏料的手擦

眼睛或面部。因此，歐盟設計了一套獨立的

安全標準（EN71-7）以監管手指畫顏料的

風險。

歐盟玩具標準EN71-7對手指畫顏料

訂下化學、標示警告字句和成分的要求，

詳情見表三。

有害雜質測試結果

根 據 歐 盟 玩 具 標 準 E N 7 1 -7 的

要求，手 指畫 顏料 不可含有 有害雜質

（Impurit ies），包括Primary Aromatic 

Amines（PAA）、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Hexachlorobenzene及Benzo(a)

pyrene（BaP）。測試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

沒有檢出有害雜質。

苦味劑測試結果

歐盟標準要求手指畫顏料應加入

認可苦味劑（embittering agent），包括

Naringin或denatonium benzoate，同時要

求該2種苦味劑的濃度分別不少於1%和

4ppm，以確保手指畫顏料加入的苦味劑

可提供足夠的苦度，即使兒童不小心把顏

料放進口中，仍會因濃烈苦味而把顏料吐

出。測試結果顯示7款樣本中有3款（#13，

#15及#16）檢出denatonium benzoate，

其濃度亦符合標準要求。其餘4款樣本，

「JOVI」（#14）、「Jar Meló」（#17）、

「MUNGYO」（#18）和「Crayola」（#19）

則沒有檢出該2種苦味劑，未能符合歐盟

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

酸鹼度測試結果

長期接觸過酸（pH值太低）或過鹼

（pH值太高）的產品對皮膚都有機會造

成刺激。根據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手

指畫顏料的pH值不應低於4或高於10。測

試結果顯示1款手指畫顏料的酸鹼值介乎

6.2至6.8，近乎中性（neutral）；其餘6款

樣本屬於鹼性（alkaline），檢出的酸鹼值

介乎8.8至9.8，全部符合歐盟玩具標準

EN71-7的要求。

標示警告字句

歐盟標準要求手指畫顏料的包裝上

應標示以下字句及資料：

1. 在包裝上印有：警告「3歲以下

的兒童應在成人的監護下進行。Warning.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adults.」的字句。

2. 在 包 裝 上 應 印 上 防 腐 劑

（preservative）和苦味劑（embittering 

agent）的名稱。

3. 包裝上應印上製造商，其授權代表

或進口商的名稱，商標名稱和/或商標以及地

址。玩具應印有能夠識別的類型、批次、序列

號或型號等資料。

表四：手指畫顏料樣本的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容量/ 
重量 
[2]

每套包
含顏色
數量 [2]

每套包含的顏色 [2]
大約

零售價
[3]

聲稱
產地 
[2]

標示適用 
年齡
 [2]

EN 71-7

評分
特定元素 

遷移量 (ppm) 
[8]

評分
亞硝胺 
(ppm) 

[9]
評分

微生物
含量 
[10]

評分
總評 
[11]

有害
雜質 
[4]

pH 
[5]

苦味劑測試 
[6]

標示警告
字句及標籤

資料 [7]

13 GIOTTO be-bè Finger Paint (COD.F467200) 15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148 法國 3歲以上 － 9.7-9.8
Denatonium 
benzoate

b ●●●● － ●●●●● － ●●●●● － ●●●●● ★★★★★

14 JOVI Finger Paints (ART. 540) 35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啡色
$42 

西班
牙

2歲以上 － 8.8-9.0 － a b c ●●●● － ●●●●● － ●●●●● － ●●●●● ★★★★★

15
LEFRANC 
BOURGEOIS

my first washable finger 
paints (B007098) 80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

$108 法國 18個月以上 － 9.3-9.5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130鋁 ●●●●0 － ●●●●● － ●●●●● ★★★★★

16 STAEDTLER
Finger paints (Art. Nr.8814) 
手指畫顏料

10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90 德國 3歲以上 － 9.2-9.3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 ●●●●● － ●●●●● － ●●●●● ★★★★★

17 Jar Meló Finger paint (ITEM: JA91142) 6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紫色

$109 中國 2歲以上 － 6.2-6.8 － a ●●●0 － ●●●●● － ●●●●● － ●●●●● ★★★★1

18 MUNGYO Finger paint (MFP-6AJ) 10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白色，紫色

$70 韓國 3歲以上 － 8.9-9.5 － － ●●0 0.3-0.4鉛 ●●●●● － ●●●●● － ●●●●● ★★★★

19 Crayola
Washable Fingerpaint Kit 
(Nontoxic) 88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58 美國 12個月以上 － 9.6 － c ●●● 1200鋁◆ ● － ●●●●● － ●●●●● ★★★

歐盟EN71-3上
限：(第二類物料)

鋁：1406ppm 
(2021/5/20後：560ppm)
鉛：0.5ppm

－ 沒有檢出或包裝上沒有標示。

[1] 樣本按總評分由高分至低分列出，愈多●或★代
表表現愈好。相同評分的樣本，會按牌子的英文
字母由A至Z順序排列，如樣本同時有中英文名
稱，會按牌子的中文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資料從檢視樣本的包裝或由供應商提供所得。 

[3] 樣本的零售價為約數，是本會於2021年1月至 
2月購買樣本時所得的售價，僅供參考，實際售價
會因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註 [4]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有害雜質包括
Primary Aromatic Amines (PAA),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 Hexachlorobenzene, Benzo(a)pyrene 
(BaP)含量不應超出上限。是次測試，全部樣本均沒有
檢出有害雜質。

[5]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手指畫顏料的酸鹼
度應介乎4.0和10.0之間。

[6] 歐 盟 標 準 要求手 指 畫 顏 料 應 加 入 認 可 的 苦 味 劑
（embittering agent），包括Naringin或denatonium 
benzoate，而2種苦味劑的濃度應不少於1%和4ppm。

[7] 歐盟標準要求手指畫顏料的包裝上應符合以下
要求： 

 a 警告「3歲以下的兒童應在成人的監護下進

行。Warning.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adults.

 b 在包裝上應印上防腐劑（preservative）和苦味

劑（embittering agent）的名稱。
 c 包裝上應印上製造商，其授權代表或進口商的名

稱，商標名稱和/或商標以及地址。玩具應印有
能夠識別的類型、批次、序列號或型號等資料。

[8] 按歐盟玩具標準測試19種特定元素的遷移，手
指畫顏料屬於第二類物料(液體，有黏性的物料
Liquid or sticky materials)。

 ◆ 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新，第二類物料的
鋁的遷移上限將由1406ppm收緊至560ppm。

[9] 歐盟玩具安全標準EN71-12中要求適用於36個月
以下之兒童的手指畫顏料不能含超過0.02ppm的
亞硝胺或1ppm的亞硝胺化合物。是次測試，全部
樣本均沒有檢出亞硝胺或亞硝胺化合物。

[10] 歐盟對玩具訂立微生物要求，按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19) 
以及European Pharmacopoeia 
(9.8 Edition)進行測試，菌落總數
（total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指標限值為1000CFU/g，而霉菌
和酵母菌總數（total combined 
molds and yeast count）訂立指
標限值為100CFU/g。測試結果顯
示全部樣本均符合歐盟要求。

[11] 總評分比重：
 EN71-7測試 50%
 特定元素遷移 20%
 亞硝胺測試 15%
 微生物測試 15%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

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
（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
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
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
評分。

表三：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
部分要求
手指畫

顏料當中
的成分

不能含有急性毒性（Acute Toxic），器官毒
性（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icity），致癌
物質（Carcinogenic）等類的化學物質

防腐劑 只能使用標準內附表B列出的防腐劑

特定元
素遷移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3訂出特定元素遷移
的要求

有害
雜質

有害雜質（Impurities）包括Primary Aromatic 
Amines（PAA），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Hexachlorobenzene，及 Benzo(a)
pyrene（BaP）不應超出標準訂立的上限

味道 手指畫顏料應加入認可的苦味劑Naringin
或denatonium benzoate

酸鹼度
（pH)

手指畫顏料的酸鹼度應介乎4.0和10.0
之間

亞硝胺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12訂出亞硝胺的要求

標示警
告字句 包裝上應貼上適當的警告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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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手指畫顏料樣本的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容量/ 
重量 
[2]

每套包
含顏色
數量 [2]

每套包含的顏色 [2]
大約

零售價
[3]

聲稱
產地 
[2]

標示適用 
年齡
 [2]

EN 71-7

評分
特定元素 

遷移量 (ppm) 
[8]

評分
亞硝胺 
(ppm) 

[9]
評分

微生物
含量 
[10]

評分
總評 
[11]

有害
雜質 
[4]

pH 
[5]

苦味劑測試 
[6]

標示警告
字句及標籤

資料 [7]

13 GIOTTO be-bè Finger Paint (COD.F467200) 15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148 法國 3歲以上 － 9.7-9.8
Denatonium 
benzoate

b ●●●● － ●●●●● － ●●●●● － ●●●●● ★★★★★

14 JOVI Finger Paints (ART. 540) 35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啡色
$42 

西班
牙

2歲以上 － 8.8-9.0 － a b c ●●●● － ●●●●● － ●●●●● － ●●●●● ★★★★★

15
LEFRANC 
BOURGEOIS

my first washable finger 
paints (B007098) 80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

$108 法國 18個月以上 － 9.3-9.5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130鋁 ●●●●0 － ●●●●● － ●●●●● ★★★★★

16 STAEDTLER
Finger paints (Art. Nr.8814) 
手指畫顏料

10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90 德國 3歲以上 － 9.2-9.3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 ●●●●● － ●●●●● － ●●●●● ★★★★★

17 Jar Meló Finger paint (ITEM: JA91142) 6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紫色

$109 中國 2歲以上 － 6.2-6.8 － a ●●●0 － ●●●●● － ●●●●● － ●●●●● ★★★★1

18 MUNGYO Finger paint (MFP-6AJ) 10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白色，紫色

$70 韓國 3歲以上 － 8.9-9.5 － － ●●0 0.3-0.4鉛 ●●●●● － ●●●●● － ●●●●● ★★★★

19 Crayola
Washable Fingerpaint Kit 
(Nontoxic) 88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58 美國 12個月以上 － 9.6 － c ●●● 1200鋁◆ ● － ●●●●● － ●●●●● ★★★

歐盟EN71-3上
限：(第二類物料)

鋁：1406ppm 
(2021/5/20後：560ppm)
鉛：0.5ppm

－ 沒有檢出或包裝上沒有標示。

[1] 樣本按總評分由高分至低分列出，愈多●或★代
表表現愈好。相同評分的樣本，會按牌子的英文
字母由A至Z順序排列，如樣本同時有中英文名
稱，會按牌子的中文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資料從檢視樣本的包裝或由供應商提供所得。 

[3] 樣本的零售價為約數，是本會於2021年1月至 
2月購買樣本時所得的售價，僅供參考，實際售價
會因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註 [4]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有害雜質包括
Primary Aromatic Amines (PAA),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 Hexachlorobenzene, Benzo(a)pyrene 
(BaP)含量不應超出上限。是次測試，全部樣本均沒有
檢出有害雜質。

[5]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手指畫顏料的酸鹼
度應介乎4.0和10.0之間。

[6] 歐 盟 標 準 要求手 指 畫 顏 料 應 加 入 認 可 的 苦 味 劑
（embittering agent），包括Naringin或denatonium 
benzoate，而2種苦味劑的濃度應不少於1%和4ppm。

[7] 歐盟標準要求手指畫顏料的包裝上應符合以下
要求： 

 a 警告「3歲以下的兒童應在成人的監護下進

行。Warning.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adults.

 b 在包裝上應印上防腐劑（preservative）和苦味

劑（embittering agent）的名稱。
 c 包裝上應印上製造商，其授權代表或進口商的名

稱，商標名稱和/或商標以及地址。玩具應印有
能夠識別的類型、批次、序列號或型號等資料。

[8] 按歐盟玩具標準測試19種特定元素的遷移，手
指畫顏料屬於第二類物料(液體，有黏性的物料
Liquid or sticky materials)。

 ◆ 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新，第二類物料的
鋁的遷移上限將由1406ppm收緊至560ppm。

[9] 歐盟玩具安全標準EN71-12中要求適用於36個月
以下之兒童的手指畫顏料不能含超過0.02ppm的
亞硝胺或1ppm的亞硝胺化合物。是次測試，全部
樣本均沒有檢出亞硝胺或亞硝胺化合物。

[10] 歐盟對玩具訂立微生物要求，按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19) 
以及European Pharmacopoeia 
(9.8 Edition)進行測試，菌落總數
（total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指標限值為1000CFU/g，而霉菌
和酵母菌總數（total combined 
molds and yeast count）訂立指
標限值為100CFU/g。測試結果顯
示全部樣本均符合歐盟要求。

[11] 總評分比重：
 EN71-7測試 50%
 特定元素遷移 20%
 亞硝胺測試 15%
 微生物測試 15%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

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
（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
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
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
評分。

表三：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
部分要求
手指畫

顏料當中
的成分

不能含有急性毒性（Acute Toxic），器官毒
性（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icity），致癌
物質（Carcinogenic）等類的化學物質

防腐劑 只能使用標準內附表B列出的防腐劑

特定元
素遷移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3訂出特定元素遷移
的要求

有害
雜質

有害雜質（Impurities）包括Primary Aromatic 
Amines（PAA），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Hexachlorobenzene，及 Benzo(a)
pyrene（BaP）不應超出標準訂立的上限

味道 手指畫顏料應加入認可的苦味劑Naringin
或denatonium benzoate

酸鹼度
（pH)

手指畫顏料的酸鹼度應介乎4.0和10.0
之間

亞硝胺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12訂出亞硝胺的要求

標示警
告字句 包裝上應貼上適當的警告字句

版權所有©2022消費者委員會，並保留一切權利。未經消費者委員會授權而複製、改編、分發、轉載或向公眾提供此文章，均屬侵犯版權。 
此文章只授權予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教育城舉辦之「反斗消費 Go Go Goal」活動參加者閱覽及作非商業用途 。



準EN71-3對鉛的遷移上限（Migratable Limit 

0.5ppm），但由於檢出量接近上限，而樣本

屬於液體，有機會增加攝入鉛的風險，因此

家長應陪同子女使用產品，使用後立即清洗

雙手，以減少誤食顏料的風險。

亞硝胺測試結果

亞硝胺（Nitrosamine）是有機胺化

物，其大部分成員都屬於致癌物。歐盟玩

具安全標準EN71-12中要求適用於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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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9

18

17

表四：手指畫顏料樣本的測試結果
樣
本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容量/
重量
[2]

每套包
含顏色
數量 [2]

每套包含的顏色 [2]
大約

零售價
[3]

聲稱
產地 
[2]

標示適用 
年齡
 [2]

EN 71-7

評分
特定元素 

遷移量 (ppm) 
[8]

評分
亞硝胺 
(ppm) 

[9]
評分

微生物
含量 
[10]

評分
總評 
[11]

有害
雜質 
[4]

pH 
[5]

苦味劑測試 
[6]

標示警告
字句及標籤

資料 [7]

13 GIOTTO be-bè Finger Paint (COD.F467200) 15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148 法國 3歲以上 － 9.7-9.8
Denatonium 
benzoate

b ●●●● － ●●●●● － ●●●●● － ●●●●● ★★★★★

14 JOVI Finger Paints (ART. 540) 35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啡色
$42

西班
牙

2歲以上 － 8.8-9.0 － a b c ●●●● － ●●●●● － ●●●●● － ●●●●● ★★★★★

15
LEFRANC 
BOURGEOIS

my first washable finger 
paints (B007098) 80毫升X5 5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

$108 法國 18個月以上 － 9.3-9.5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130鋁 ●●●●0 － ●●●●● － ●●●●● ★★★★★

16 STAEDTLER
Finger paints (Art. Nr.8814) 
手指畫顏料

100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90 德國 3歲以上 － 9.2-9.3
Denatonium 
benzoate

a b c ●●●●● － ●●●●● － ●●●●● － ●●●●● ★★★★★

17 Jar Meló Finger paint (ITEM: JA91142) 6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橙色，紫色

$109 中國 2歲以上 － 6.2-6.8 － a ●●●0 － ●●●●● － ●●●●● － ●●●●● ★★★★1

18 MUNGYO Finger paint (MFP-6AJ) 100毫升X6 6
紅色，黃色，藍色，
綠色，白色，紫色

$70 韓國 3歲以上 － 8.9-9.5 － － ●●0 0.3-0.4鉛 ●●●●● － ●●●●● － ●●●●● ★★★★

19 Crayola
Washable Fingerpaint Kit 
(Nontoxic) 88毫升X4 4 紅色，黃色，藍色，綠色 $58 美國 12個月以上 － 9.6 － c ●●● 1200鋁◆ ● － ●●●●● － ●●●●● ★★★

歐盟EN71-3上
限：(第二類物料)

鋁：1406ppm 
(2021/5/20後：560ppm)
鉛：0.5ppm

－ 沒有檢出或包裝上沒有標示。

[1] 樣本按總評分由高分至低分列出，愈多●或★代
表表現愈好。相同評分的樣本，會按牌子的英文
字母由A至Z順序排列，如樣本同時有中英文名
稱，會按牌子的中文筆劃由少至多順序排列。

[2] 資料從檢視樣本的包裝或由供應商提供所得。

[3] 樣本的零售價為約數，是本會於2021年1月至
2月購買樣本時所得的售價，僅供參考，實際售價
會因零售店及地區而有差異。

註 [4]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有害雜質包括
Primary Aromatic Amines (PAA),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 Hexachlorobenzene, Benzo(a)pyrene
(BaP)含量不應超出上限。是次測試，全部樣本均沒有
檢出有害雜質。

[5] 根據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要求，手指畫顏料的酸鹼
度應介乎4.0和10.0之間。

[6] 歐 盟 標 準 要求手 指 畫 顏 料 應 加 入 認 可 的 苦 味 劑
（embittering agent），包括Naringin或denatonium
benzoate，而2種苦味劑的濃度應不少於1%和4ppm。

[7] 歐盟標準要求手指畫顏料的包裝上應符合以下
要求：
a 警告「3歲以下的兒童應在成人的監護下進

行。Warning.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adults.

b 在包裝上應印上防腐劑（preservative）和苦味

劑（embittering agent）的名稱。
c 包裝上應印上製造商，其授權代表或進口商的名

稱，商標名稱和/或商標以及地址。玩具應印有
能夠識別的類型、批次、序列號或型號等資料。

[8] 按歐盟玩具標準測試19種特定元素的遷移，手
指畫顏料屬於第二類物料(液體，有黏性的物料
Liquid or sticky materials)。

◆ 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新，第二類物料的
鋁的遷移上限將由1406ppm收緊至560ppm。

[9] 歐盟玩具安全標準EN71-12中要求適用於36個月
以下之兒童的手指畫顏料不能含超過0.02ppm的
亞硝胺或1ppm的亞硝胺化合物。是次測試，全部
樣本均沒有檢出亞硝胺或亞硝胺化合物。

[10] 歐盟對玩具訂立微生物要求，按
British Pharmacopoeia (2019)
以及European Pharmacopoeia
(9.8 Edition)進行測試，菌落總數
（total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指標限值為1000CFU/g，而霉菌
和酵母菌總數（total combined 
molds and yeast count）訂立指
標限值為100CFU/g。測試結果顯
示全部樣本均符合歐盟要求。

[11] 總評分比重：
EN71-7測試 50%
特定元素遷移 20%
亞硝胺測試 15%
微生物測試 15%
總評除根據比重計算外，
計算程式亦包括限制因素
（limiting factor），若樣本在
重要項目表現不理想，便
會啟動限制因素，減低總
評分。

表三：歐盟玩具標準EN71-7的
部分要求
手指畫

顏料當中
的成分

不能含有急性毒性（Acute Toxic），器官毒
性（Specific Target Organ Toxicity），致癌
物質（Carcinogenic）等類的化學物質

防腐劑 只能使用標準內附表B列出的防腐劑

特定元
素遷移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3訂出特定元素遷移
的要求

有害
雜質

有害雜質（Impurities）包括Primary Aromatic 
Amines（PAA），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Hexachlorobenzene，及 Benzo(a)
pyrene（BaP）不應超出標準訂立的上限

味道 手指畫顏料應加入認可的苦味劑Naringin
或denatonium benzoate

酸鹼度
（pH)

手指畫顏料的酸鹼度應介乎4.0和10.0
之間

亞硝胺 應符合玩具標準EN71-12訂出亞硝胺的要求

標示警
告字句 包裝上應貼上適當的警告字句

檢視各樣本的包裝發現有只有3款產品

（#14，#15及#16）完全符合歐盟標準的要

求，餘下4款樣本「GIOTTO be-bé」（#13）、

「Jar Meló」（#17）、「MUNGYO」（#18）和

「Crayola」（#19）的包裝上分別欠缺標準要

求的資料或警告字句，本會促請有關供應商

盡快改善產品的標籤，保障消費者安全。

特定元素遷移測試結果

7款手指畫顏料樣本中有2款（#15及

#19）檢出鋁，檢出量分別為130及1,200ppm，

檢出量符合歐盟玩具標準EN71-3對第二類

物質針對鋁的遷移上限（Migratable Limit 

1,406ppm）。EN71-3將於今年5月20日更

新，第二類物質的鋁的遷移上限將收

緊至560ppm，樣本「Crayola」

（#19）的藍色顏料檢出

1,200ppm鋁，超出即

將更新的遷移上限。

另外樣本「MUNGYO」

（#18）檢出鉛，檢出量為

0.3至0.4ppm，符合歐盟玩具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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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或進食蠟筆碎片。在使用蠟筆後，必

須徹底清洗雙手和書桌。

海關回應
一般在香港供應的玩具及兒童產

品，其產品安全受《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

條例》（《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監管。

根據《條例》，製造商，進口商及供應商在

出售玩具及兒童產品時，須符合《條例》

附表1及附表2內其中一套指定標準內所載

全部適用於該產品的規定。此外，《玩具

及兒童產品安全（附加安全標準或規定）

規例》（《規例》）亦規定，在本港出售的玩

具及兒童產品，必須符合該《規例》所訂

明的附加安全標準或規定，包括須附有識

別標記（即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的名

稱及香港地址）和適用於該產品的雙語警

示或警告（即其安全存放，使用，耗用或處

置的任何警示或警告）等資料及須符合玩

具及兒童產品所含塑化劑的濃度規定。

兒童繪畫顏料是《條例》附表2所規

管的產品之一，《條例》訂明四套適用於

兒童繪畫顏料的安全標準，即歐洲標準

BS EN71-3:2019，美國材料及試驗學會

標準ASTM F963-17，澳洲/新西蘭聯合

標準AS/NZS8124.3:2012及國際標準ISO 

8124-3:2010。

就今次消費者委員會的測試報

告中所提及未能通過歐洲標準測試之產

品，海關已作出跟進。海關一向十分關注

玩具及兒童產品的安全問題，亦有常設機

制，透過風險評估，就不同類型之產品進

行巡查及抽取相關樣本作合適的安全測

試。根據《條例》，違例者如屬首次定罪，

可被罰款$10萬及監禁1年，而其後各次定

罪，可被罰款$50萬及監禁2年。

廠商回應
「STAEDTLER」（#4及#16）的代理

商表示該公司的產品在推出前已經過嚴格

測試，並符合歐盟玩具安全標準的要求。

而#16的測試結果亦證明苦味劑的含量符

合歐盟玩具安全標準EN71-7的建議劑量，

相信能有效防止小童誤食該產品。

「Faber-Castell」（#7）的代理商表示

該公司的產品在推出前已經過嚴格測試，並

符合德國自願性安全標籤計劃GS Mark第

二A類物料的要求。為提高產品質素和符合

GS Mark對第一類物料的要求，該公司將推

出新一款有紙條包裝蠟筆產品，以降低兒

童直接接觸蠟筆的風險。

「Caran d’Ache」（#11）的代理商

表示該產品已於2013年停止生產，而產品

符合當時的歐盟玩具安全法規。該公司指

其改良後的新產品已符合最新歐盟玩具要

求。該公司又指德國的PAHs要求屬自願標

籤，非香港或歐洲認證。該公司利用2015年

生產的樣本進行PAHs測試，測試結果顯示

該產品符合要求。另外，該公司又指產品包

裝上已標示只適合3歲以上兒童使用。

「Crayola」（#12及#19）的代理商表

示該公司的產品符合美國和加拿大的安全

標準，能夠在香港市場售賣。

「Jar Meló」（#17）的代理商向本會

提供產品的相關國內玩具安全標準測試結

果，並表示該產品已加入苦味劑。

「MUNGYO」（#18）的代理商表示其

生產商指產品已加入苦味劑Naringin，而該

公司亦已要求生產商更正警告字句和標籤

資料。該公司指已將產品全數下架，更正標

籤後再重新上架。 

以下之兒童的手指畫顏料不能含有超過

0.02ppm的亞硝胺或1ppm的亞硝胺化合

物。測試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沒有檢出亞

硝胺或亞硝胺化合物。

微生物含量測試

歐 盟 對 含 液 體 的 玩 具 訂 立 微

生物 要 求，按《 英 國 藥 典 》（B r i t i s h 

Pharmacopoeia）及《歐洲藥典》（European 

Pharmacopoeia）進行測試，測試結果顯示

全部樣本檢出的菌落總數、霉菌和酵母菌總

數均符合歐盟要求。

總括而言，7款手指畫顏料樣本中，有

2款檢出鋁，當中1款的鋁檢出量超出即將更

新的歐盟玩具安全標準的上限。4款樣本沒

有按歐盟玩具標準加入苦味劑，另有4款樣

本的包裝欠缺標準要求的資料或警告字句。

由於手指畫顏料主要供年幼兒童使用，本會

促請生產商盡快改善產品的配方和包裝，以

降低兒童使用該等產品的風險。

選擇和使用美術用品小貼士

● 選擇兒童美術用品時，應細閱產品包裝

上的指示，按兒童的年齡、肌肉發展狀

況等，選擇合適的類別。例如，3歲或以

下的兒童的手部尚未完全發

展，或較難掌握小肌肉的控

制，故應選擇較粗的筆

桿，或特別為幼童設計的

美術用品。

● 在選擇手指畫顏料時，先了解產品可能

含有的致敏成分，並且在使用時陪同兒

童一起創作，不但可以增添親子樂趣，亦

可減少誤食顏料的風險。

● 由於部分蠟筆樣本檢出有害物質，家長

應提醒幼童不要把蠟筆直接畫在皮膚

上。另外亦可考慮選用有塑膠筆桿的蠟

筆，減少直接接觸蠟筆的時間，以降低攝

入有害物質的風險。

● 在使用蠟筆時，如發現蠟筆部分地方已

分裂成小碎片，應盡快清理，以防幼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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