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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市場速報

針對改善暗瘡：LED 藍光機
市面供應的家用LED（light emitting 

diodes）光學美容機大部分為單色光學美

容機，部分則結合多種色光，在不同操作

模式下會放射出不同顏色的光線，少數型

號可同時發出不同顏色的光線。

較常見的是家用LED藍光機，聲稱

有助改善暗瘡問題，個別型號可替換不

暗瘡、皺紋、色斑等問題對不同年

齡的女性造成困擾。市面上有聲稱針對

改善暗瘡問題的家用LED藍光機、標榜

有嫩膚效能的紅光機、聲稱具除皺效果

的黃光機及聲稱有美白淡斑效用的綠

光機。這類LED美容機使用的光學美容

技術可以達到什麼功效？有何限制？

同的單色燈頭作不同美容用途，亦有個別

型號聲稱結合紅光及/或於接觸皮膚表面

發出熱能（contact heating）加強效果。

產品售價約千多元，配備的燈頭則每個約

數百元。大部分藍光機產品沒有說明所發

出光線的波長（wavelength）範圍。 

家用LED藍光機產品一般建議每日使

用1至2次，每次數分鐘，建議使用者將燈頭

直接放在已清潔的暗瘡患處，停留指定時

間，事前毋須使用任何護膚品，隨後以日常

使用的護膚品作護理便可。

專 業 用藍 光 如 何改善 暗瘡 
情況？

暗瘡發炎的過程涉及痤瘡丙酸桿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簡稱P. acnes）

的繁殖，而LED藍光可作為媒介殺死這種引

致暗瘡的細菌，改善暗瘡發炎的情況。  

2004年有體外（in-vitro）測試發現用

藍光照射痤瘡丙酸桿菌有殺菌效能。2010

年，美國有皮膚科研究報告指，暗瘡主要出

現在皮膚表層位置，故此光療技術理論上

可達到該些位置。皮脂腺內的痤瘡丙酸桿

菌會製造光敏素（porphyrins），如果光敏

素被適當的光線刺激，而能量足以產生活

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radicals）時，

自由基會破壞引致暗瘡的痤瘡丙酸桿菌，從

而減低暗瘡的數量和改善發炎情況。

在可見光（visible light）頻譜中的廣

泛波長範圍均可刺激光敏素產生光化學反

應，不過就皮脂腺內的光敏素而言，最有效

的頻譜範圍約為波長415nm的藍光。而要

刺激起細胞內的光化學反應，LED光線內

的光子（photons）必須被適當的皮膚組織

吸收。

家用 藍光機能否改善暗瘡？
紅/黃/綠光機是否有護膚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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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光敏性藥物效果較理想

利用藍光處理暗瘡患處能否奏效受

多個因素影響，例如光敏素的濃度、光線

的波長、強度及劑量、每次使用儀器照射

皮膚的時間、使用頻率、皮膚組織內的氧

氣供應情況、暗瘡的嚴重程度、受影響皮

膚的位置等。

2010年，英國皮膚科醫生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ermatologists）一

份評論文章綜合了12個小型研究，得出一

致性結論指利用光線配合光敏性藥物，與

單靠光線的療法比較，對暗瘡問題較有療

效。然而，2011年美國加州大學刊登的一

份報告則指，雖然有研究指光動能療法對

暗瘡有一定療效，不過有關的研究都屬較

小規模。

光 動 能 療 法（p h o t o d y n a m i c 

therapy，簡稱PDT）是指光療時配合使

用光敏性藥物，加強皮膚受光線照射後

產生的光化學反應，從而達到加強治療

的效果。如用於改善暗瘡問題，一般會先

在皮膚患處施用藥物如5-aminolevulinic 

acid（ALA）或methyl-aminolevul inate

（MAL），增加皮膚內的光敏素濃度，提高

光療效能，然後用藍光照射皮膚患處從而

破壞附近的目標組織（如皮脂腺）。有研

究指紅光配合藍光療效較顯著。

在暗瘡患處塗抹光敏性藥物，有助

對準局部範圍進行治療，避免其他皮膚組

織受影響；而服用光敏性藥物則方便作較

大範圍的治療。2009年，英國有皮膚科研

究報告指，光敏性藥物中有效成分的濃度

會影響光療的效果，如所用的藥物濃度較

低，光療只可能影響皮膚較淺層的位置，

需要長時間治療才可能見到改善效果。

效果因人而異　需長時間重複使用

前文提及的2010年美國皮膚科研

究報告亦顯示，由於暗瘡內微生物的繁殖

率迅速，要靠光動能療法有效控制暗瘡數

量，需要頻密使用，然而目前對於光療的

次數未有定案，故此透過針對引致暗瘡的

微生物的光學療法改善暗瘡，可能並不是

最實際可行和有效的方法。

傳統方法無效才考慮藍光療法
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膚專科陳厚毅

醫生表示，由於傳統藥物治療暗瘡已很有

成效，藍光治療通常用於傳統藥物治療無

效或病人體質不適合傳統藥物治療的情

況。在醫務所進行專業的藍光療程，病人

需要每星期到診所接受數次治療，每次約

需半小時，並須持續數月，但由於只可提

供短暫的治療效果，因此現時仍未屬於主

流的治療方法。

不能百分百消除暗瘡　
只能作輔助工具

香港皮膚科醫學院主席陳衍里醫生

指出，目前為止大部分有關藍光治療暗瘡

的研究都屬非隨機（non-randomized）性

質，參與研究的人數少，欠缺對照和長時

期的效能研究。絕大部分現有的光療技術

只能提供短暫改善效果，不能完全消除暗

瘡，而且常出現復發的情況。另根據美國

皮膚病學會的評論指，病人即使接受了一

連串的專業藍光治療，平均只見約30%至

60%的改善，而且非人人見效。

陳厚毅醫生補充，除痤瘡丙酸桿菌

外，引致暗瘡的原因尚有角質異常、油脂

分泌過盛或異常的發炎。不同人士出現暗

瘡的成因各異，單靠對付痤瘡丙酸桿菌，

治療未必全面對所有人都有療效。況且家

用LED藍光機釋出的能量通常較低，

每次可處理的皮膚範圍較小。以

家用LED藍光機處理皮膚，

藍光光線一般只能達至皮

膚表面，未必能達至皮膚

深層如膿包性暗瘡範圍，

至於能否長久改善暗瘡問題則有待更多醫

學研究支持。如有必要，可考慮在醫生指

示下，配合口服或外用藥物用家用LED藍

光機作輔助性質使用。不過，如要用作處

理大面積的暗瘡，每天可能要花長時間，

對患者而言或有難度，而改善效果亦因人

而異。

如暗瘡問題嚴重，應及早就醫作適

當治療，延誤診治可能會造成較嚴重的疤

痕和色斑沉澱問題。

可能令皮膚顏色加深
陳衍里醫生表示，由於亞洲人士皮膚

內的黑色素（melanin）較白種人多，使用

家用LED藍光機照射皮膚若干時間後，可

能會令皮膚整體顏色加深或出現色素沉澱

問題惡化，過往亦曾接獲部分病人出現類

似情況。

家用藍光機改善暗瘡效果待證
2010年英國皮膚科醫生協會指出，

利用專業光學和激光等技術處理發炎性

暗瘡仍在發展階段，對於嚴重發炎的暗瘡

問題普遍療效不大。其可能達到的改善短

暫，與塗搽一般治療暗瘡藥物的成效無大

分別。

美 國 皮 膚 病 學 會（A m e r i c a n 

Academy of Dermatology）在2011年提

出，雖然波長介乎405至420nm高強度和

窄頻的藍光有消除引致暗瘡的痤瘡丙酸桿

菌的作用，但單靠專業的藍光治療只可能

對輕微至中等發炎程度的暗瘡提供短暫性

的改善效果。過程中會有中等至

嚴重的疼痛、約維持數天的

紅斑和水腫、持續約數

星期的色素沉着等副

作用。該學會認為，雖

然部分專業診所採用

色光療法，但並非所有

家用藍光機都可提供相

同的效果。

部分家用 LED 光學美容機備

有接觸感應裝置，燈頭會於直接

接觸皮膚表面時才釋出光線。

4144309. 2013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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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皮膚老化問題：
LED 紅光、黃光及綠光機

長時間受紫外線影響，皮膚會提早

出現老化跡象，例如出現皺紋、色斑和膚

色不均等。針對這些問題，市面有售聲稱

美白除皺的家用光學美容機例如LED紅光

機，聲稱會發出波長介乎633至660nm的

紅光，用作改善皮膚膚色和減少皺紋。個別

家用LED光學美容機聲稱會釋出波長約為

590nm的黃光，亦聲稱具除皺效果；而波

長介乎525nm至530nm的LED綠光機，則

聲稱有美白淡斑效用。

這幾種色光機的用法與家用LED藍

光機相若，大部分產品建議將燈頭直接放

在清潔的皮膚上或與皮膚保持適當距離，

並停留指定時間，事前毋須使用任何護膚

品。另有少數產品建議使用儀器照射皮膚

前，先塗搽指定的護膚品。不同產品型號

建議的使用頻率分別頗大，介乎每天1次至

每星期1至2次不等。

LED 色光嫩膚機制未明
在受到紫外線影響而老化的肌膚

內，皮膚膠原蛋白的製造會減慢。主流用

於嫩膚的美容儀器的操作原理是產生光

溫熱作用，透過熱能破壞皮膚組織而刺

激皮膚組織膠原蛋白增生的反應。部分

可能會對表皮造成破壞，需時康復，引致

色素沉澱的機會亦較大，故此有非創傷性

（nonablative）嫩膚方法的需求。

部 分 研 究 指 透 過 光 能 刺 激 皮 膚

細胞活性可引發皮膚製造膠原蛋白，以

及減低可以破壞皮膚膠原蛋白的酵素

（metalloproteinases，簡稱MMP），目標

是增加皮膚組織的體積從而改善皺紋的

外觀。

20 0 8 年，西 班 牙有皮 膚學 研 究

指，L ED 光 學嫩 膚是 以非溫熱（n o n -

t h e r m a l）的 方 法，透 過 光 生物 刺 激

（photobiostimulation）反應來刺激細胞

活性和皮膚組織膠原蛋白增生。不過，其實

際效用仍存在不少爭議。同年，意大利一

份研究報告則指，波長介乎562至600nm

的光線被細胞色素氧化酶吸收後，會產生

能量和引致膠原蛋白的製造，稱為光調整

（photomodulation）作用。

LED 色光能否穿透真皮層？
一般而言，波長較大的頻譜，穿透皮

膚組織的能力較高。理論上，藍光穿透能力

最差，紅光則可能達至皮膚較深層。另一方

面，不同波長的光線可能影響的色素及皮

膚層各有不同，可能對不同皮膚組織產生

不同效果。有不少皮膚科學研究指出，血液

中的血紅素（hemoglobin）在藍光、綠光和

黃光頻譜範圍會大量吸收光源能量，皮膚

表層黑色素則在可見光範圍吸收光線，因

而削弱可能達至皮膚底層的光源能量。

照射距離和時間影響效能
LED色光美容的效能除了可能受皮

膚內光敏素的種類和濃度、皮膚組織內的

氧氣供應情況等內在因素影響外，所選用

儀器發出光線的波長、強度、處理皮膚的

時間和使用頻率以及皮膚是否清潔等外在

條件，亦至關重要。

例如光源與受處理皮膚的距離，會

影響光線達至目標範圍的能量，距離越

大，光線可能透射至表皮以下的機會越

低。撇除部分能量會被皮膚不同組織吸收

消費提示

大部分家用 LED 光學美容機

建議將燈頭直接放在皮膚上，

個別型號則建議燈頭與皮膚

保持適當距離。

個別有光學美

容組件的美容

機發出的光線

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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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光線強度會隨深入皮膚的距離增

加而大幅下降。照射皮膚的能量及時間也

會影響光療效能，如照射的時間太短（少

於數分鐘），可能不足以令細胞產生光化

學反應。

本地供應的家用LED光學美容機

中，有LED黃光/綠光機建議使用儀器照

射皮膚時，光源與皮膚保持2至3厘米距

離，照射時間約為一分鐘。香港理工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鄭家偉教授表示，如光源強

度不足，光線進入皮膚深層的程度可能十

分有限。鄭教授又引述2008年加拿大的

研究指，如光線的強度不足以令目標組織

產生生理學上的反應，即使延長照射時

間，亦無助皮膚組織產生光刺激（photo-

stimulatory）效果。

專業 LED 紅光嫩膚效能
仍有待考證

2004年丹麥有研究指，用LED進行

光生物刺激反應作嫩膚用途，臨床所得的

改善效果不明顯。因此，一般會結合機械

或化學換膚加強效果。

美國皮膚病學會在2011年指出，皮

膚學家正研究波長介乎600至950nm的

紅光對治療暗瘡、玫瑰痤瘡及去皺等的功

效。而紅光需要用長時間，以及使用多次才

可能見到明顯效果，要驗證紅光儀器改善

老化皮膚的效能會有困難。

專業 LED 黃光嫩膚和綠光淡
斑未有充分支持

儘管波長介乎綠光和黃光範圍的激

光（lasers），透過光熱分解作用，對於改善

面上毛細管擴張或血管問題的效果受到肯

定，但不代表相同波長範圍的LED光療可

以達到同等作用和效果。

2005年，美國皮膚科手術協會的

研究報告指，專業用LED黃光雖有軟化皮

膚、減低凹凸不平及皺紋的效果，但部分

人士只見到很輕微的改善。及至2008年，

前述的意大利研究報告指，用黃光進行嫩

膚，在均勻膚色和減退皺紋等方面效果不

太理想。

陳厚毅醫生表示，要達到淡斑效

果，就要破壞黑色素，但LED光線能否分

解黑色素，則有待研究支持。美國皮膚病

學會指綠光療法是一種混合紅光和黃光

的色光療法，但現時該類技術仍需更多研

究考證。

鄭家偉教授指，激光屬單色、高方

向性和凝聚性輻射光線，穿透皮膚的能力

遠較LED色光光線高。反觀市面部分家用

LED美容機，光源強度較低，部分只有數

顆LED燈泡，波長、光線照射強度和距離等

因素不明的情況下，其實際美容效能有待

更多臨床數據支持。

整形外科專科應純原醫生表示，臨

床研究顯示，單憑LED色光的嫩膚去皺效

果並不理想，不能與創傷性（如外科手術

或激光照射）和溫熱性（如射頻處理）等方

法的效果比擬。

其他家用光學美容機
本會留意到市面有低能量激光（low 

level laser）嫩膚美容機及脈衝光脫毛機供

應；脈衝光結合了不同波長的光線，當中

波長較長的會穿透較深層皮膚，波長較短

的只用於淺層皮膚。激光和脈衝光儀器普

遍都是透過熱力破壞皮膚或毛囊組織，達

到所聲稱的效果，操作時必須小心，較諸

家用LED光學美容機，可能有較大機會引

致皮膚灼傷。

總結
本文提及的各種LED色光美容中，到

現時為止，只有藍光改善暗瘡的效能較受

肯定，不過，對於嚴重暗瘡問題作用不大，

改善效果亦可能十分有限，並且極有可能

復發。其他色光美容技術即使是專業應用

情況不少仍處於研究階段，往往需要配合

光敏性藥物或其他嫩膚方法才見較明顯改

善。針對家用光學美容機的效能研究更是

缺乏。

選用光學美容儀器溫馨提示
1. 癲癇症患者不宜使用

儘管家用LED光學美容機可能引

起副作用的機會不大，不過不建議癲癇症

43

部分市面有售的家用

LED 光學美容機。

部分家用 LED 光學美容機可換

燈頭，聲稱可作不同美容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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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epsy）和畏光症（photophobic）患者

使用這些光學美容儀器，特別是部分以脈

衝（pulsed）型式輸出光線的型號。

有家用LED美容機建議消費者先進

行光敏測試，將燈頭放在手腕內側照射數

分鐘，隨後一天內留意該皮膚範圍有否不

良反應（如長時間紅腫）。

2. 色斑問題不宜自行以光學儀器

解決

一般消費者不易掌握面上色斑的性

質。陳厚毅醫生提醒，因荷爾蒙問題引致

的色斑，如盲目以光學儀器照射這類色

斑，未必可以令色斑減淡之餘，更有機會

令色斑問題惡化。

3. 服用藥物須留神　建議先諮詢

專業意見

部分藥物會增加皮膚對光線的敏感

程度，可能會令皮膚較容易被儀器射出的光

線灼傷。例如抗組織胺（antihistamines）、

部分抗生素藥物如四環素（tetracyclines）

及磺胺類（sulfonamides）藥物。服食上述

藥物期間應避免使用光學美容儀器。

此外，暗瘡患者如正服用治療暗瘡用

的異維A酸（isotretinoin），可能會令皮膚

較容易被儀器射出的光線灼傷。如要配合

藥物使用家用LED藍光機處理暗瘡，宜先

諮詢醫護人員意見。

4. 配戴護目鏡　避免直視藍光光線

雖然家用光學美容機普遍能量較

低，不過不當使用仍有可能對自己和家人

的眼睛和皮膚造成傷害，故此，選用者應

按說明小心使用。大部分光學美容機

提供給消費者的技術資料不夠詳

細，亦未必有提供護目設備，眼科

專科袁國禮醫生表示，如色光

光線強度高，不同色光均可能

損害眼睛，尤其波長介乎400

至500nm的藍光可對視網膜

（retina）造成不能逆轉的傷害，

亦可能增加患上老年性黃斑病變

（macular degeneration）的風險。

為安全起見，消費者在使用有關儀

器時，應配戴適當的護目鏡，避免用儀器

處理眼周和眼瞼（eyel ids）的皮膚，不要

直視儀器發出的光線，亦要顧及附近人士

的安全，不要將操作中儀器的光源指向他

人。使用期間應避免家中兒童走近或接觸

有關儀器。部分家用光學美容機備有接觸

感應（contact sensor）裝置，只會於燈頭

直接接觸皮膚表面時才釋出光線，理論上

可減低光線照射到眼睛的機會。

5. 注意電氣產品安全

大部分家用LED光學美容機都是充

電後使用，消費者在充電後，宜立即拔除

電源，並經常留意美容機的電池是否操作

正常。如有異常情況，不建議自行修理。

此外，大部分光學美容儀器並沒有

防水功能，如要進行清潔，應先拔除電源，

避免用水直接沖洗，否則可引致產品損壞

甚至觸電的風險。如因為人為操作不當而

損壞，可能會影響產品的保養。

6. 考慮配件供應是否穩定

部分光學美容機說明其LED燈頭只

可作某程度次數的照射，如多人共用有關

的儀器，或需要照

射的範圍大，可能

會加速 燈頭的老

化，故此使用者必

須留意儀器配件的

供應是否穩定。

本港規管現況
本港目前未有就市面供應作美容用

途的家用電子儀器或電器產品作針對性

的規管。一般而言，家用電器產品須符合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所載及適用的

安全規格，以及獲發符合安全規格證明

書。如產品作出效能聲稱，有關聲稱需具

備一定程度的支持理據，否則有機會觸犯

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下的虛假商品

說明罪行。

本會意見
家用美容儀器為消費者帶來不少方

便，與定期光顧美容中心比較，亦是較便宜

的選擇，消費者無疑會被林林總總的家用

美容儀器所吸引。儘管市面上供應的家用

美容儀器應符合基本的安全要求，但個別

人士是否適合使用，仍須視乎自身情況（例

如皮膚特性）仔細考量，也不能排除誤用

的風險，例如急於求成而過度頻密使用。

有興趣一試的消費者，在投資上千

元購買家用美容機前，應先多做功課，包

括瞭解自己的皮膚問題和體質，尋求專業

意見評估是否適宜進行有關的皮膚護理

步驟，問清楚儀器涉及的技術、操作原理

和限制，盡量向供應商索取有關的效能證

明，瞭解使用產品須注意的事項，理性分

析再作購買決定。

消費提示

使用光學美容機時，建議配戴護目鏡保護眼睛。

部分護膚品可能含反射光線物質〔例如雲母

（mica）〕，會將光學儀器發出的光線折射或散射，減

低其效能。此外，某些成分可能會增加皮膚對光線的

敏感程度，因而增加引致光敏反應（photo-allergic 

reaction）的機會，故此如要選用家用LED光

學美容機，消費者不宜在使用儀器前塗

抹自行配搭的護膚品。

是否適宜自行
配搭慣用的護膚品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