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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測試
符合鞋類產品中的危險化學
成份要求

白皮書

摘要

鞋類產品製造時所使用的化學成份對工廠工人和消費者的健康構成潛在威脅。為了因應這

些風險，全球管制機構已針對包括鞋類在內的許多消費產品範圍，對一些化學成份展開使

用限制的管理措施。本白皮書針對鞋類產品中化學成份使用的主要管制規範做概述。同

時，對於TÜV SÜD集團的認證流程如何協助鞋類產品製造商滿足規定要求，以及TÜV SÜD集
團的鞋類認證標誌如何能夠積極建立起品牌知名度和提高顧客忠誠度等內容進行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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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接觸有機溶劑可對會中
樞神經系統產生急性和慢
性影響，眾所周知的神經
功能性疾病—“shoemakers 
paralysis＂[鞋匠麻痹症] 就是
其中一個典型代表。

前言

鞋類產業內部存在的安全挑戰

目前，全球每年鞋子的生產量總數約為170億雙，從
大人的多功能工作靴及鞋、休閒鞋、時尚高跟鞋，到

適用於玩耍時穿的兒童鞋，種類眾多，範圍廣闊。鞋

類產品由多種不同類型的材料製作而成，其中包含皮

革和紡織品，又包括木頭、塑膠以及合成材料等，製

作一雙鞋所涉及的生產程序就多達100多項。然而，
製鞋材料中所含的或被用於製作程序當中使用的化學

成份可能會為工廠工人和消費者健康帶來潛在危害，

進而導致人們增加暴露於風險的擔憂。

為解決這些問題，美國、歐盟（EU）以及全球其他
行政區的管制機構已制訂出一系列標準要求，明確限

制或禁止某些化學成份在製鞋材料和製鞋程序當中使

用。不同行政區的管制條例不盡相同，對製造商和進

口商而言，這種情況又進一步提高了符合規定範流程

的複雜性。此外，為加強管制條例的執行應通過嚴格

的檢查，並且禁止不合法產品進入市場，同時立即召

回所有不符符合規定但已經流入市場的產品。

本TÜV SÜD集團白皮書概述了全球主要市場鞋類產品
和生產流程中化學成份的使用要求，並針對TÜV SÜD
集團鞋類認證標誌和認證流程如何協助鞋類製造商和

進口商滿足此類要求進行討論。本白皮書內容適合鞋

類以及其他鞋類相關產品的製造商和進口商參閱。

作為全球市場上的一個重要產業，截至2018年，銷售
的鞋和鞋類週邊產品的銷售收入預計將超過2100億美
元（USD）[1]。由於全球消費者不斷追求流行趨勢風

格和新穎設計的鞋類產品，因此，不斷變化的時尚潮

流將成為未來行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人口數量持續增

長、可支配收入水準不斷提高，尤其在亞太地區這些

實際情況能夠刺激消費市場成長需求。

滿足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對鞋類產品設計師和製造商

提出了重大挑戰。大型鞋類產品製造商依靠龐大而複

雜的全球供應鏈，以獲取原料、製作成品。如果沒有

嚴格的供應鏈管理與監管， 通常情況下，製造商通常
都不會關心製作成品過程所使用的材料。

鞋類製作流程看似並不複雜，但設計師為了打造出具

有市場吸引力和獨特外觀的產品而不斷嘗試不同材

料，因此，鞋類產品中採用的材料和化學成份數量及

種類近年來有了明顯增加。例如，皮革是一種傳統的

鞋類產品製作材料。通常，製造商會採用鞣皮劑和其

他化學成份對皮革進行加工處理，目的是防腐或軟化

皮革材料，或以更好的方式保護穿用者。很多情況

下，製造商會利用研製出的橡膠、塑膠以及合成材料

輔助或代替皮革，或採用化學成份對皮革進行加工處

理。最終，通常需要採用黏著劑、有機溶劑和其他化

學成份將已完成的部分粘合起來，製作鞋類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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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產品中危險化學成份的使用限制

鞋類產品生產過程中化學成份使用範圍的不斷擴大，

顯著提高了工廠工人和消費者承擔的安全風險。例

如，在工廠內部，黏著劑和塗飾原料中所含有機溶劑

具有可燃性，使用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火災，對

工人構成威脅。長期接觸有機溶劑還可對中樞神經系

統產生急性和慢性影響，眾所周知的神經功能性疾

病—“shoemakers paralysis＂[鞋匠麻痹症]就是其中一
個典型代表。[2] 除此以外，長期接觸鞋類產品所用的
化學成份還存在其他潛在的健康風險，可能患上白血

病（接觸苯導致）、肺癌（接觸二氯甲烷導致）和生

殖器病變（接觸甲苯導致）等嚴重疾病。[3] 

除製鞋工人承擔潛在風險以外，鞋類產品中所用化學

成份還可能對人類的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在正常使用

情況下，鞋類產品會與人體長期接觸。這種接觸可能

會引發皮膚刺激、皮疹以及其他皮膚炎反應。長期接

觸某些化學成份還有可能導致潛在有害化學成份入侵

人體內部組織和人類體液當中，使消費者面臨更加嚴

重的健康危險。

人們對於鞋類產品所含有的潛在有害化學成份的擔憂，源自化學成份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產生影響方面不斷增長

的公眾意識。正是這種意識的增強，促使歐盟、美國和其他國家相繼制訂管制條例，明確限制或禁止某些潛在

有害化學成份在鞋類產品中的使用。在以下章節當中，我們為大家提供了有關鞋類產品中化學成份使用的現行

條例的匯總資訊。

歐盟的《化學成份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

（REACH）管制條例（條例（EC）1907/2006）適用於
所有將產品投放於歐盟市場的公司，其中包括鞋類產

品製造商、進口商和零售商在內。這一管制條例設定

了化學成份使用的相關基本要求，本條例附錄17提供
了一份被歸類為“受限物質＂的化學成份與物質詳細

清單。此外，本管制條例還確定了其他屬於“高度關

注物質＂（SVHC）的化學成份。針對高度關注物質
含量超過總重的0.1%的物品，鞋類產品製造商、進口
商或零售商必須為客戶以及消費者提供充分的安全使

用說明，並根據要求對產品進行處理。[4]

美國2008年《消費品安全改進法案》（CPSIA）對各
類產品中所含特定化學成份和物質進行了明確的規

定與控制，其中包括適於12歲或12歲以下的兒童鞋類
產品。其中一項適於兒童鞋的特定化學成份規定就

是：將鞋類產品和成分中的鉛含量限制在萬分之一

（ppm）以內。此外，兒童鞋類產品中含鉛塗料或表
面塗層不得超過90ppm。

為了遵守適於《消費品安全改進法案，CPSIA》中有關
兒童用品的規定，其中包括兒童鞋類產品，要求製造商

A. 歐盟鞋類產品的化學成份要求

B. 美國鞋類產品的化學成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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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的地方行政區，華盛頓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已公

佈相關規定，限制某些有害化學成份在鞋類產品和其

他產品中的使用。華盛頓州生態部門制訂《兒童安全

產品法案》規定，同時將66種不同化學成份列為「高
度關注物質」。根據此項法案規定，當此類高度關注

化學物質在任何兒童產品中的含量超過100ppm時，
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就需要對此種化學成份的使

用情況進行彙報。此項法案涵蓋的兒童產品包括兒童

服裝和鞋類。[8]

或進口商需要證明其生產或經營的產品滿足所有相關

產品安全標準。必須在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CPSC）
同意的前提下，由受到認可的第三方廠商實驗室展開

測試工作，對此類證明提供專業性報告支援。[5]

《聯邦危險物品法案，FHSA》是另一項適於鞋類產
品所含化學成份的美國聯邦法規，此項法規明令禁止

在美國銷售任何適於兒童的含有害化學成份或物質

的玩具或其他商品，並詳細列出各類禁售物品。[6] 根

據《殺真菌劑及滅鼠劑法，FIFRA》規定，用於殺
死或抑制細菌或病菌的化學成份必須在美國環保署

（EPA）進行登記註冊，其中包括受到此類化學成份
浸漬的抗菌材料在內，例如抗真菌鞋類襯裡。[7]

C. 其他行政區的化學成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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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類產品上的TÜV SÜD集團鞋類
認證標誌是製造商為消費者提供
安全產品的承諾與保證，有助於
提升品牌的正面知名度，贏得消
費者信任。

鞋類認證的優勢

建立並維持買家信任和信心是針對各行各業製造商

提出的一項持續性挑戰。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認證
流程向零售商保證，鞋類製造商已經成功通過一套

綜合全面的產品測試與工廠檢驗，杜絕潛在有害化

學成份的使用和存在。鞋類產品上的TÜV SÜD集團鞋
類認證標誌是製造商為消費者提供安全產品的承諾

與保證，有助於提升品牌的正面知名度，贏得消費

者信任。

TÜV SÜD集團鞋類認證服務為製造商提供了以下附加
好處：

�		明符合所有適用的化學成份要求——根據所有適於

鞋類產品的化學成份要求開展產品測試是TÜV SÜD
集團鞋類認證流程的一部分，其中涉及到包括歐盟 
《化學成份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REACH）、
適於兒童鞋類的《美國消費品安全改進法》規定以

及《加州65提案》針對化學成份提出的限制要求。

�		滿足大型零售商制訂的受限物質清單（RSL）要求—— 
具體標準取決於製造商的特定需求，可酌情擴大測

試與產品評估的範圍，將符合大型零售商受限物質

清單（RSLs）的符合規定標準納入其中。另外，還
可將特定產品的屬性納入到測試範圍當中，例如鞋

底黏著力、形狀保持性以及防水性等。

�		減少總體測試與認證負擔——由於TÜV SÜD集團的
鞋類產品認證流程提出了所有必要及自願性的化

學成份限制要求，因此，製造商可避免重複開展

產品測試工作，可極大縮短新型產品進入市場的

時間。

鑒於潛在有害化學成份在鞋類中使用情況的備受關

注，許多大型零售商自發性制訂出各項有關受限

化學物質的清單。至少，這類所謂的受限物質清單

（RSLs）包括根據零售商目標市場的適用管制條例，
明令禁用或限制使用的化學成份和其他物質，然而，

在某些情況下，受限物質清單（RSLs）可能還會對管

制條例指定範圍外，但不符合其更為廣泛的商業價值

的化學成份的使用進行限制。例如，工作場所健康和

安全以及環境可持續性等。對於尋求在首選方案中增

加知名度和認可度的鞋類產品製造商而言，受限物質

清單（RSLs）可能會為其提出又一項額外的符合規定
挑戰。

D. 受限物質清單（RSLs）

或許，針對適用於美國鞋類產品中潛在有害物質的使

用要求也可能出現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全面管制條例。

《加州65提案》要求企業在讓任何人接觸800餘種列
明其中的一種或多種化學成份以前，必須提出一份 
「明確合理」的警示，提醒人們注意可能引發癌症、

生育缺陷或其他生殖風險等疾病。無論是否為兒童專

用，《加州65提案》的要求適於所有銷售於加州的產
品。[9] 作為美國經濟主導以及全球第12大經濟體《加
州65提案》明確規定限制潛在有害物質在鞋類和其他
產品當中的使用，並為眾多行業製造商建立起一個事

實上的符合規定標準，其中包括鞋類產品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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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市場定位與接受程度——TÜV SÜD集團的鞋類
產品認證標誌受到廣泛認可，被譽為是一種可信的

產品安全標誌，簡化了市場上零售商的採購及產品

驗收流程。

�		表達消費者的擔憂和想法——當產品上帶有TÜV SÜD
集團鞋類產品認證標誌的製造商充分瞭解消費者對

於產品安全的想法，以及他們在整體減少潛在有害

化學成份的使用方面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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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V SÜD集團的鞋類產品認證流程

TÜV SÜD集團的鞋類產品認證是一種全面綜合、包含多個步驟的流程，旨在整個供應鏈當中，對製造商採購原
料以及製作成品的過程進行評估。通常情況下，這一認證流程包括以下所有或部分獨立步驟：

認證及初步評估申請

第一步，製造商提出接受鞋類認證的請求。TÜV SÜD集團客戶顧問將會對這一請求進行審核，同時開展初
步評估工作，以確保鞋類產品製造商鞋類認證計畫的適用性和就緒準備程度。

原材料與最終成品測試

針對鞋類產品的材料和最終成品開展評估和測試工作，驗證其是否存在禁用或受限化學成份，是否符合歐
盟《化學成份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REACH）和《消費品安全改進法》（CPSIA）以及適用的《受限
物質清單》（RSL）標準要求。

工廠檢驗與生產線測試

下一步，TÜV SÜD集團現場審核人員會展開詳細的工廠檢驗以及廣泛的生產線檢查測試工作，其中包括生
產之前及生產過程的各個項目檢查。除此以外，檢查工作還包括產品包裝和裝船前的出貨檢測。

評估並審核測試及工廠檢驗報告

原材料和最終成品測試工作以及工廠檢驗活動完成後，TÜV SÜD集團技術專家會對所有測試和檢驗報告進
行審核，判斷相關產品製造商是否滿足所有適用的認證標準。

認證後期的檢查和測試

除最初的產品認證以外，如果想要持續使用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認證標誌，則必須接受年度工廠檢驗，
並接受持續的市場監督。執行上述步驟能夠確保新製造的和現有鞋類產品持續符合認證要求。

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認證標誌的認證與應用

測試、檢驗與審核流程順利完成後，若原材料測試,成品鞋測試和工廠審核都符合認證要求,認證申請方將
被授予使用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認證標誌的權利。可將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認證標誌顯示在產品包裝
上，或直接顯示在鞋類產品上，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哪種方案更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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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ÜV SÜD集團提供的其他鞋類產品測試與認
證服務

除測試和驗證鞋類產品是否符合化學成份限用規定以

外，TÜV SÜD集團還提供鞋類產品鞋碼是否合適的測
試與驗證服務。TÜV SÜD集團鞋類產品鞋碼適合認證
標誌是針對鞋類產品開展實際測量後，對其符合國際

鞋碼系統相關標準的一種證明。鞋碼適合標誌為消費

者做出獨立的保證，確保其購買的鞋類產品的鞋碼適

合程度符合期望標準。

TÜV SÜD集團還提供支援其他產品認證機制的鞋類產
品測試服務，其中包括歐洲合格認證（CE）、中國國
家標準GB規定、俄羅斯GOST認證以及韓國KC標誌。
此外，TÜV SÜD集團還為鞋類製造商提供一系列附加
服務，其中包括涵蓋品質體系、能源管理與社會責任

符合規定的審計及系統認證。上述服務以及其他服務

能夠�明鞋類製造商實現新產品的高效市場准入，同

時在零售商和消費者當中打造出一種安全、優質的產

品聲譽。

鞋類產品

監督產品生產流程

有害物質測試

自願測試
TÜV SÜD集團產品服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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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鞋類產品製作材料當中發現含有的化學成份，或在

鞋類產品生產過程中採用的化學成份均受到歐盟、美

國以及其他行政區管制機構的監督與管理。因此，一

系列潛在有害化學成份和在鞋類產品當中發現的其他

危險物質受到極大限制，甚至被禁止使用。除法規要

求外，大型零售商還強制要求製造商和其他供應商嚴

格遵守其自身制訂的受限物質清單，將其作為一項採

購要求。鞋類產品製造商可通過尋求認證的方法，證

明其產品符合適用的化學成份限制要求，最終成功應

對該領域的市場挑戰。除協助製造商滿足規定符合規

定要求之外，鞋類產品認證服務還有助於其在零售商

當中建立起一種積極的形象，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為

消費者提供附加優勢。

TÜV SÜD集團是一家全球領先的國際性服務機構，
旨在產品品質與安全性測試和檢驗、工程保障、管

理系統認證與培訓方面，提供一站式服務的解決方

案，TÜV SÜD集團擁有2萬多名員工，在全球設有800多
個經營場所。作為深入客戶流程中的合作夥伴，我們

的專家團隊能夠確保技術、系統和實際知識不斷實現

優化，進而提高客戶的全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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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縮寫

 CPSC – 消費品安全委員會
 CPSIA – 消費品安全改進法
 EPA – 環保局
 EU – 歐盟

 
 FIFRA – 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法案
 REACH – 《化學成份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
 RSL – 限用物質清單
 SVHC – 高度關注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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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品質與性能，成功進入全球

市場。
www.tuv-sud.com/cps

cps@tuv-sud.com

權威認證，創享價值

TÜV SÜD集團是一家一流的品質、安全和可持續性解決方案提供商，專門從事測試、檢驗、審核、認證、培訓
和知識服務。我們在全世界設有 多個據點，我們已經在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獲得認證。通過向我們的客戶
提供客觀服務解決方案，我們可以為企業、客戶和環境增加有形價值。

TÜV SÜD Taiwan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二段37號7樓 
郵遞區號：11270
電話：+886-2-2898 -6818
www.tuv-su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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