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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美容護理趨勢
寵物美容護理四大面向
嘉誠推薦解決方案
目前台灣的寵物市場商機潛力龐大，寵物相關用品的市場將會走向更專業化與精緻化的發展

寵物商機市場逐漸增長
現今人們與毛小孩關係更加緊密
近年來受疫情影響，人們外出的頻率減
少，亦大幅提升居家與寵物相處的時間，透
過 Global Market Insights 調查報告指出
全球寵物市場規模在 2020 年達到 2,320

億美元。在全球寵物商機蒸蒸日上的同時，
台灣寵物市場亦逐漸成長中。主因為大環境
的經濟壓力間接造成少子化現象，許多年輕

（億元）

人選擇飼養寵物陪伴自己。根據內政部和農

▲（圖一）2018-2021年台灣寵物經濟規模趨勢圖

委會統計，今年全台登記家犬和家貓數量已

資料來源：內政部及動物保護資訊網

超過15歲以下的小孩人口數。根據內政部及動物保護資訊網報告指出， 2018 至 2021 年台灣寵
物經濟規模趨勢逐年上升（請見圖一），因此台灣寵物相關業者皆瞄準此寵物商機，推出一系列
寵物相關產品，從沐浴產品、美容護理、保健食品到日常起居生活用品，提供飼主完善的產品服
務。目前台灣的寵物市場仍在持續成長，可提前超前部屬，為未來龐大的商機做足準備，以在寵
物護理產品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寵物美容護理趨勢
隨著寵物市場商機逐漸擴大，寵物相關商品從生活
必需品，逐漸走向更為精緻化的路線，像是定期美容保
養、寵物服裝甚至是進行教育課程，都是為了讓寵愛的

毛小孩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體驗。根據《 2019 台灣寵
物行業白皮書 》調查指出（請見圖二），寵物的美容
花費是佔全部費用中的第二名，高達 17 % 的百分佔
比， 顯示出除了寵物食品之外，消費者亦相對重視美
容護理這塊產品需求。

▲（圖二）2019 台灣寵物花費各項占比
資料來源：《2019台灣寵物行業白皮書》

寵物美容護理四大面向
守護毛小孩嬌嫩皮膚
毛小孩的皮膚比人類的皮膚
更為脆弱（請見圖三），牠們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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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叢 ，導致皮膚問題。

▲（圖三）寵物與人類皮膚比較表

而目前寵物美容護理市場趨勢，大致分為毛髮清潔﹅口腔潔淨﹅除臭抗菌﹅抗敏護理等四
大面向（請見下圖四），嘉誠已依據各面向規畫寵物美容護理解決方案，提供後續開發寵物美
容護理商品設計上的參考。若想要了解相關更多資訊，歡迎與嘉誠業務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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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寵物的毛髮能抵擋外界的傷害，選用適合的毛髮清潔劑是非常重要的。良
好的毛髮清潔劑不僅能洗淨寵物毛髮上的各種髒污，更能減少對寵物的皮
膚與嗅覺刺激，亦能同時兼具清潔與保養效果。
口腔問題對於寵物身體影響不容小覷，可能會導致寵物進食困難，嚴重時
牙菌可能會隨血液進入血液循環，引發感染，造成器官受損等問題。清潔
寵物的牙齒不僅可以預防口臭與蛀牙，更可以減少寵物生病的風險。
寵物定期洗澡難免還是會有一些異味，通常是毛髮體味、口臭、排泄物等

異味，使用除臭抗菌產品，不僅能快速消除寵物身上的異味，添加抗菌配
方，亦能有效抑菌，使主人和寵物都可以擁有清新潔淨的空氣品質。

抗敏

寵物的皮膚比人類薄非常多，相對更為敏感。使用抗敏寵物護理產品，不

護理

僅能預防皮膚過敏與不適，還能修復皮膚層，有助於寵物的皮膚保健。

▲（圖四）寵物美容護理四大面向與解決方案

嘉誠解決方案

寵物清潔洗毛精
（HC-GL-AC-002_V1）

寵物口腔護理噴霧
（HC-WT-AC-007_V1）

寵物除臭噴霧
（HC-WT-AC-008_V1）

寵物抗敏護掌膏
（HC-OL-AC-001_V1）

寵物毛髮清潔之重要性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調查發現，消費者對寵物健康議題之關注項目
中，「皮毛保健」的重視程度排名第二。寵物的毛髮能第一時間阻隔外界的傷害，但由於台灣的
氣候相對悶熱與潮濕，容易使寵物皮膚滋生有害細菌，加上寵物外出到處玩耍，容易沾染到許多
細菌與髒污，因此選用寵物專用的毛髮清潔劑，不僅能洗淨寵物毛髮上的細菌與髒污，還能減少
寵物皮膚問題的發生機率，達到清潔與預防保護效果。

%

▲（圖五）台灣消費者對寵物健康議題關注項目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而根據中國智研諮詢調查發現，
中國寵物清潔護理產品宣稱排名中，
主要宣稱多著重於植物天然﹅中和
異味﹅抗菌殺菌﹅環保配方﹅中性
配方﹅皮膚無刺激性。像是美國品牌
Positivecare 毛管家的 SPA 毛毛癒，
不僅擁有美國專利奈米科技成份，配
方還無添加矽靈與酒精，使用低敏配
方，使寵物清潔後可緩解皮膚乾癢問
題，並中和寵物發出的異味。

▲（圖六）中國寵物清潔護理產品宣稱排名
資料來源：中國智研諮詢

寵物抗敏護理新趨勢
寵物的皮膚為皮毛生長的器官，可以調節體溫與防止水分流失，而寵物的皮膚比人類薄，相
對更為脆弱，需要花更多心力去呵護，加上台灣潮濕的氣候，容易造成寵物皮膚過敏，亦或是黴
菌的產生，因此寵物的日常皮膚護理需要
特別照護。根據 Mintel 調查報告顯示出，
在 2018 至2022 全球寵物用品宣稱趨勢
圖中，寵物皮膚問題為消費者重視的寵物
用 品 宣 稱 之 一。像 是 紐 西 蘭 品 牌
smith&burton 的萬用膏，使用 100% 純
天然成分，包括乳木果油、甜杏仁和亞麻
籽油、薰衣草精油等，並混合具有天然抗
菌的麥蘆卡蜂蜜，可按摩寵物局部皮膚，達

▲（圖七）2018-2022 全球寵物用品宣稱 TOP10

到修復舒緩，與滋養保濕的功效。

資料來源：Mintel 全球新產品數據庫（GNPD）

嘉誠寵物美容護理推薦解決方案
寵物原料應用推薦
產品名

Puricare® POE LS 9727

品牌

BASF

活性
功能

pH
範圍
溶解性
建議
用量

※ 若想要了解原料相關資訊，歡迎與嘉誠業務聯絡。
Plantix Oryza

Hermosa
Naturals

Tinocare® GL Green

TEGODEO®
A30 eco

BASF

dr.straetmans

毛髮護理

皮膚修復

口腔保健

除臭護理

3-6

-

5.0-7.5

4.5-11

水溶性

油溶性

水溶性

水溶性

0.1-0.4 %

1.0-5.0 %

1.0-10 %

1.0-4.0 %

推薦

寵物清潔洗毛精

寵物抗敏護掌膏

寵物口腔護理噴霧

寵物除臭噴霧

應用

（HC-GL-AC-002_V1）

（HC-OL-AC-001_V1）

（HC-WT-AC-007_V1）

（HC-WT-AC-008_V1）

寵物抗敏護掌膏（HC-OL-AC-001_V1 ）
Phase

Trade Name

WITARIX® MCT 60/40
(IOI)
Softigen®PURA(IOI)
Plantix Oryza
(Hermosa Naturals)
A

Phytosoothe™ LS 9766

INCI Name

Wt%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79.80

Caprylic/Capric Triglyceride, Hydrogenated Rapeseed Oil

5.00

Oryza Sativa (Rice) Bran Oil, Squalene, Phytosterols, Cera
Alba (Beeseax), Tocopherol, Tocotrienols,

1.00

Glyceryl Oleate, Polyglyceryl-3 Polyricinoleate
Brassica Campestris (Rapeseed) Sterols, Cetearyl Alcohol

1.00

IGI 1230A

Paraffin wax

8.00

Softisan® 100(IOI)

Hydrogenated Coco-Glycerides

5.00

Fragrance

0.20

(BASF)

BETRAYAL FRAGRANCE
357413

1. 將A項加熱至80℃，並攪拌均勻，即完成。
Appearance：白色固體；pH：N/A；Viscosity：N/A（Brookfield® LVDVE Viscometer S64, 20 rpm）

此款寵物抗敏護掌膏，添加 Softigen® PURA 植物凡士林，為 100% 植物來源，與傳統的
凡士林相比較無黏膩感，快速塗抹好吸收，可增加皮膚的保濕度，能在脆弱的寵物皮膚上形成
一層鎖水的保護層，無特殊氣味，亦適合嗅覺敏感的寵物使用。再添加 Plantix Oryza 米糠精
粹，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維生素E，以及維生素B1，不僅提供柔嫩與消炎的效果，同時可修護寵
物皮膚。最後添加 Phytosoothe™ LS 9766 天然植物固醇，油菜提取的天然植物固醇，修復敏
感皮膚，減少寵物搔癢的情形發生，增加寵物皮膚上的益菌，並減少壞菌的產生，達到皮膚屏
障菌落平衡，打造毛小孩的健康皮膚。此款寵物抗敏護理配方專為寵

物進行開發，不只可達到深層保濕，修復敏感皮膚，減緩紫外線帶來
的皮膚的傷害。目前寵物產品仍需遵守一般商品標示宣稱，以及動物
用藥的管理規定，不能涉及療效與治療疾病，若有任何問題可至行政
院農委會寵物食品申報網進行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