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具商品標示基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使現行商品標示更完善，並基於國際接軌、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經營效率 

間調和，經濟部推動商品標示法全盤修正，業奉總統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公布，配合前開修正，爰擬具文具商品標示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修正草案，其

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基準授權法源之條次。(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修正進口商品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稱為應標示事項。(修正規

定第三點) 

三、明定本次修正之生效日期。(修正規定第五點) 

 

 

 

 

 

 

 

 

 

 

 

 

 

 



 

 

文具商品標示基準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基準依商品標示法第十
二條規定訂定之。 

一、 為建立文具商品正確標
示，維護生產者信譽，保
護消費者之權益與使用
者之安全，特依「商品標
示法」第十一條規定，訂
定本基準。惟外銷文具商
品得依輸入國規定標示
之。 

一、配合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
日修正公布之商品標示法
(下稱本法)，修正授權法
源之條次，並酌修文字。 

二、商品外銷時，其標示應依
據外銷地之法令規定，並
不適用本基準，爰刪除本
點末段規定。 

二、本基準所稱文具係指紙

質、木質、金屬、塑（橡）
膠、化學、油墨等為基材
供書寫、辦公或教育用之
商品，依性質分為二類： 

(一)特殊性文具商品：包括具
有危險性、化學（毒）性
或時效性之下列文具商
品： 

1.化學類文具（含揮發性有
機溶劑或公告列管之有
毒化學物質）：如修正

液、油性筆、印台等。 

2.黏著類文具：如快乾膠、
瞬間膠、樹脂、雙面膠、
漿糊等。 

3.金屬類文具及刀具：如圖
釘、大頭針、削鉛筆機、

鉛筆刨、美工刀、剪刀、
刀片、拆信刀等。 

4.光學類文具：如雷射筆
等。 

5.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特殊
文具商品。 

(二)一般性文具商品：前款以
外之文具商品。 

二、本基準所稱文具係指紙

質、木質、金屬、塑（橡）
膠、化學、油墨等為基材
供書寫、辦公或教育用之
商品，依性質分為二類： 

(一)特殊性文具商品：包括具
有危險性、化學（毒）性
或時效性之下列文具商
品： 

1.化學類文具（含揮發性有
機溶劑或公告列管之有
毒化學物質）：如修正

液、油性筆、印台等。 

2.黏著類文具：如快乾膠、
瞬間膠、樹脂、雙面膠、
漿糊等。 

3.金屬類文具及刀具：如圖
釘、大頭針、削鉛筆機、

鉛筆刨、美工刀、剪刀、
刀片、拆信刀等。 

4.光學類文具：如雷射筆
等。 

5.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特殊
文具商品。 

(二)一般性文具商品：前款以
外之文具商品。 

本點未修正。 

三、文具商品應標示下列事
項： 

(一)一般性文具商品： 

1.商品名稱。 

2.國內製造之商品，應標示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
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
話；進口之商品，應標示

三、應標示事項： 

(一)一般性文具商品應標示事
項： 

1.商品名稱。 

2.製造廠商之名稱及電話；
其為進口者，應標示代理
商、進口商或經銷商之名
稱、電話、原始製造商名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款：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二目： 

1.前段參考本法第六條第一
項及其立法理由，酌作文
字修正。按該立法理由略
以，實務上進口商品在國



 

 

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地

址、服務電話及國外製造
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
稱。 

3.原產地。 

(二)特殊性文具商品： 

1.商品名稱。 

2.國內製造之商品，應標示
製造商、委製商或分裝商
之名稱、地址及服務電
話；進口之商品，應標示
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地

址、服務電話及國外製造
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名
稱。 

3.原產地。 

4.主要成分或材料。 

5.化學類及黏著類文具應標
示有效日期。  

6.主要用途及使用方法。 

7.注意事項或緊急處理方
法。 

8.警告標示。範例如下表： 

文具種類 
警告標示內
容範例 

1.修正液 

【警告】應
於通風良好
處使用。 

【警告】勿
置於高溫或
日照。 

2.雷射筆 

【警告】使
用時雷射光
勿 對 人 眼

睛。 

3.快乾膠 

【警告】應
於通風良好
處使用。 

【警告】請
勿吞食。 

 

稱、地址及原始製造地。 

(二)特殊性文具商品應標示事
項： 

1.商品名稱。 

2.製造廠商之名稱及電話；
其為進口者，應標示代理
商、進口商或經銷商之名
稱、電話、原始製造商名
稱、地址及原始製造地。 

3.主要用途及使用方法（使
用方法得另行印製使用說
明書）。 

4.主要材質或成分。 

5.注意事項或緊急處理方
法。 

6.有效日期(限化學類及黏
著類文具標示之)。 

7.警告標示。 

內銷售模式多元，尚有代

理商或經銷商等情形，尚
難逐一列舉，故代理商或
經銷商等均涵蓋在「進口
商」之範疇。為利實務運
作，業者仍得依所涉實際
情形，如實標示代理商、 

經銷商或進口商。 

2.後段參考本法第六條第二
項規定，訂明進口商品應
標示「國外製造商或國外
委製商之外文名稱」。另前

開進口商品倘係國內業者
以 OEM 方式委託國外業
者製造者，其與國外製造
(委製)後再進口至國內之
情況有別。因委製商為國
內廠商，爰可將「國外製
造商或國外委製商之外文
名稱」標示為國內委製商
之中文名稱。 

3.後段末句「原始製造地」，
參考本法第六條之應標示
事項用語，修正為「原產

地」，並移列新增為本款第
三目。 

三、修正第二款：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另參
考本法第六條應標示事項
之順序，調整本款目次順
序。 

(二 )修正第二目並增訂第三
目：修正理由如前述「二、
(二)修正第二目」之說明。 

(三)修正第四目：「主要材質或

成分」修正為「主要成分
或材料」。 

(四)修正第五目：由原第六目
移列，並酌修文字及標點
符號。 

(五)修正第六目：由原第三目
移列，並刪除「使用方法
得另行印製使用說明
書」，因其性質屬標示方
法，而非應標示事項，爰
移列第四點第一款。 



 

 

(六)修正第七目：由原第五目

移列。 

(七)修正第八目：由原第七目
及原第四點第五款末段移
列。 

四、文具商品之標示方法： 

(一)前點之應標示事項應以固
定標籤、印刷標示或吊牌
(掛牌)標示於本體、最小
單位包裝之明顯處或於說
明書標示之。但一般性文
具商品，其表面積四十平

方公分以下、筆類直徑一
點六公分以下，或單張散
裝出售者，得以其他足以
引起消費者辨識之顯著方
式標示。 

(二)標示所用之文字及數字，
長寬各應零點一五公分以
上。 

(三)標示事項應以清晰、簡明
易懂之字體、文字或圖解
說明，以利識別。 

(四)前點第二款第八目之警告

標示，所用之字體或符
號，其顏色應與底色不同
且易於辨識，「警告」二字
字體二字字體長寬各應零
點三公分以上。 

四、文具應依下列方法標示 

(一)標示事項應以固定標籤、
印刷標示或吊牌(掛牌)標
示於本體或最小單位包裝
之明顯處。但一般性文具
商品，其表面積四十平方
公分以下、筆類直徑一點

六公分以下，或單張散裝
出售者，得以其他足以引
起消費者辨識之顯著方式
標示。 

(二)標示所用之文字及數字，
長寬各應零點一五公分以
上。 

(三)標示事項應以清晰、簡明
易懂之字體、文字或圖解
說明，以利識別。 

(四)進口文具出售時或外銷文
具改為內銷時，應附中文

標示及說明書，其內容不
得較原產地之標示及說明
書簡略。 

(五)警告標示所用之字體或符
號，其顏色應與底色不同
且易於辨識，「警告」或「注
意」二字字體長寬各應零
點三公分以上，其種類及
文字內容範例如下表： 

文具種類 
警告標示內

容範例 

1.修正液 

【警告】應
於通風良好
處使用。 

【警告】勿
置於高溫或
日照。 

2.雷射筆 

【警告】使
用時雷射光
勿 對 人 眼
睛。 

一、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款，由原第三點
第二款第三目「使用方法
得另行印製使用說明書」
移列，並參考本法第十條
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三、考量進口文具商品出售時

或外銷文具商品改為內
銷時，均屬於流通進入國
內市場陳列販賣，自應依
本基準第三點規定，標示
對於進口商品所要求之
應標示事項，爰刪除原第
四款。 

四、修正第四款： 

(一)原第五款移列。 

(二)增列「前點第二款第八目
之」等文字，並刪除「注
意」二字，以避免與前點

第二款第七目「注意事項
或緊急處理方法」混淆。 

(三)本款末段關於警告標示之
種類及文字內容範例，移
列前點第二款第八目。 



 

 

3.快乾膠 

【警告】應

於通風良好
處使用。 

【警告】請
勿吞食。 

 

五、本基準自中華民國一百十
二年五月十八日生效。 

五、本基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施行。 

本基準修正規定，自公告
日生效。 

配合本法施行日期，修正本基
準之生效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