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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美化指甲多樣化
替指甲或腳甲妝扮，方法越來越多，

由最傳統的塗抹甲油，發展至貼上甲片，以

至找美甲師造水晶甲或竪喱甲都有。塗抹甲

油只要選上品質好的指甲油，花點耐性，不

難有漂亮的效果。貼甲涉及將預製人造甲片

黏貼在指甲表面，貼甲效果是加長指甲，增

加美感，但指甲會較厚硬、易脫落和不自然，

愛美女士即使是小小一片指甲也不會忽略，近年指甲美容大行

其道，流行的甲藝（nail art）包括：以亞加力、竪喱或樹脂物料延長的

水晶甲、竪喱甲或樹脂甲、立體甲藝（3-D nail art）、畫圖案、貼平面或

立體貼紙、鑲嵌飾物等等，造就了不少商機，在潮流商場不難找到美甲

店，不少女士趨之若騖。不過美甲之餘，消費者也要留意𦋐生和安全，

以及美甲店的服務水平，以免扮靚不成反帶來健康問題。

較適合偶爾出席場合時用。現時較熱門的人

造甲（或稱殖甲）有水晶甲（acrylic nail）和竪

喱甲（gel nail），不少人為此光顧美甲師。

水晶甲可做出立體花樣
先以水晶甲溶劑溶解水晶甲粉﹝多屬

亞加力（acrylic）物料，學名：丙烯酸﹞形成像

粉團的物質，塗於指甲上，美甲師需在粉團

可能變灰甲
留心水晶甲/Gel甲

留意化學物品是否放在標示清楚的容器中、工具

用後放回原處。



15選擇37210·2007

凝固前塑造出理想的甲型及圖案，由於未

硬化的粉團較黏稠，故可做出較薄但立體

的花樣。水晶甲硬度較高，或需用磨甲機打

磨出理想的厚度和型態。此外，由於水晶甲

光澤度不佳，要塗上有光澤的面油增加亮

度，或在甲面用指甲油畫上圖案、貼上花

紋、閃石等增加變化。但造水晶甲的技巧要

求較高，例如溶劑和水晶粉的比例、塑造型

態的技巧和變化，以及清理用具和指甲的

程序都很講究。

造甲過程中，溶劑會揮發和釋出氣

味，若工作間通風不良，吸入過量可能引致

氣管或皮膚敏感，指甲皮膚長期接觸溶劑

可能較易產生過敏現象。部分水晶甲物料

需要使用一種酸性基理液（primer）加強物

料與真甲的接合力，過度或長期使用或會

影響真甲令其變黃及脆弱。

卸除水晶甲（俗稱拆甲）通常會先磨

薄並鉗掉人工指甲，然後泡浸卸甲水將它

清除。

竪喱甲可貼上花紋、閃石
竪喱甲（gel nail）是統稱，部分竪喱甲

物料由水晶甲演變而來，但過程及技巧較

簡單，在指甲上塗上一些竪喱物料，其中有

亞加力成分，部分產品需用紫外光燈照射

令物料凝固，部分則不需用紫外光燈，視乎

所用物料而定。竪喱物料凝固後，可用磨甲

機或指甲銼打磨出型態。在竪喱甲的表面

上亦可畫上圖案或貼上花紋、閃石等修飾

點綴。部分產品需先塗上酸性基理液加強

真甲和物料的接合。

市面上亦有稱光療樹脂殖甲（light-

curing resin），可算是竪喱甲的一種，據稱成

分是由牙科物料研製而成的樹脂物料。在

指甲塗上樹脂物料，照射紫外光A線燈（簡

稱UV燈）使物料凝固，再用磨甲機或指甲銼

修飾甲型。使用素質較佳的樹脂殖甲物料，

配合專業技術，可加強指甲硬度或彈性、改

善甲形或替指甲矯形。

做竪喱甲時，美甲師必須先將真甲面

上的油分及污垢以磨甲機或指甲銼輕輕除

去後，再塗物料，有專業技術的美甲師更可

塑造出與真甲般薄的甲片，看來較自然，但

不可塑造立體花樣。過程中較少氣味，而且

較易掌握及所需的技巧較少，卸甲時只需用

指甲銼或磨甲機清除，竪喱甲的光澤又比水

晶甲高和持久，使用已漸漸超越水晶甲，有人

會修讀竪喱甲課程後為自己造指甲（DIY）。

用具不潔可能導致灰甲
美甲過程中，美甲師會為顧客修剪

指甲以便塑造所需的形態，有時會將保護

手或腳甲邊的表皮剪掉，或用磨甲機或指

甲銼打磨指甲，產生碎屑或灰塵。若用具

不清潔或指甲邊有傷口，細菌或真菌有機

會由裂縫或傷口進入指甲，令指甲受感

染。此外，人造甲和真甲之間可能因碰撞

或因指甲增長而有空隙，潮濕和溫暖的環

境有利真菌和細菌生長，可能影響真甲的

健康。

指甲受細菌或真菌感染可能令指甲

脫離甲床、增厚、變色，或變成灰甲等，稱為

指甲異變（nail disorder/onychodystrophy），

顏色不一定變灰，可以是黃、綠、灰黑或出現

白點。若發現指甲變色或增厚等問題又長

期不癒，可能受細菌或真菌感染，應盡早求

部分人造甲幾可亂真，看來較自然。

於指甲上搽竪喱以延長指甲。 造甲過程需用指甲銼或磨甲機打磨出理想的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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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訴個案
由2004年至2007年7月，本會共收到35宗有關美甲服務的投訴。投訴原因有買

套票後難預約、有收費項目不清楚而有爭議，也有對服務水平和素質的投訴。以下為

有關服務水平和素質的一些個案內容：

樹脂甲翹起因顧客本身指甲不平？
投訴人今年2月於美容減肥中心做面部護理加樹脂殖甲服務，費用為$480。投訴

人稱做完樹脂殖甲後，已即時發現手上的樹脂殖甲翹起，指甲表面凹凸。店方指投訴

人的指甲不平以致樹脂殖甲翹起，但投訴人指店方在過程中並沒有提及此情況。投訴

人要求即時脫除樹脂殖甲，店方遂用磨甲機磨走樹脂殖甲，磨至第二隻指甲時，投訴

人覺得太痛拒絕繼續及離開店舖。其後向本會投訴反映不滿。

用指甲鉗撬起水晶甲痛楚難當
投訴人聲稱於今年6月陪伴朋友到指甲店要求拆除水晶指甲，費用為$100。美甲

師最初用指甲鉗撬起水晶甲，其友人因痛楚大叫，並建議用磨甲機清除，但美甲師充

耳不聞，經其友人再三要求始肯轉用，投訴人和其友人質疑店方的技術水平和服務素

質，所以向本會投訴反映不滿。

殖甲不久指甲無故剝落
投訴人聲稱於2005年12月首次在某纖體公司做光療樹脂殖甲全套，費用為

$280，並於同日購買為期10次的光療樹脂殖甲全套套票，費用為$2,800。投訴人表示

在殖甲後1星期，發現指甲陸續無故剝落及出現其他問題，對該公司所用產品素質感

到非常不滿，遂向本會投訴，希望本會跟進及要求退款。

醫，切勿置之不理或塗一層甲油覆蓋了事，

亦應停止在感染的真指甲上繼續做人造

甲，直至痊癒為止。

一般情況下，美甲師不宜過度修剪或

推手甲表皮（cuticle），避免皮膚受損，並遵

守各項𦋐生程序及防感染措施，例如時常

保持用具及環境清潔，顧客用過的用具均

須徹底消毒或用完即棄，減少顧客或自己

受細菌或真菌感染的機會。

長期接觸美甲用品
可能引致敏感

美甲用品其實都含化學物質，當中有

有機溶劑（organ ic  so l ven ts）和黏膠劑

（adhesives）。人造甲物料成分普遍屬丙烯

酸酯類（acrylates），以往曾使用的人造甲的

常用成分甲基丙烯酸甲酯（m e t h y l

methacrylate，簡稱MMA），因易引致敏感及

損害指甲等原因，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FDA）及

加拿大𦋐生局（Health Canada）都不建議使

用，澳洲及新西蘭政府近年已禁用於指甲

用品，現時常用的成分是甲基丙烯酸乙酯

（ethyl methacrylate，簡稱EMA）或其他酯類；

至於卸甲的有機溶劑常用成分是丙酮

（acetone），都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簡稱VOCs），長期吸入

容易對身體造成損害，用時除了注意加強

空氣流通，以免吸入過量有機化合物外，

亦應注意遠離火種，不要吸煙等。此外，也

有小部分人士吸入或長時期接觸這些化

學物質可能會有過敏反應，例如用後出現

痕癢、紅腫或刺激皮膚，用後如有不適，應

避免再用。

怎樣選擇美甲店？
美甲服務的價錢，以每次計、每隻指

甲計或採用套票服務，無論在本港或內地

光顧美甲服務，除了關注服務價錢外，也需

留意以下各點，冀能找到服務較滿意的美

甲店。

只光顧信譽良好的店舖

■ 留意店舖的口碑，宜向相熟朋友、

親友或同事查詢。

■ 光顧前應先清楚瞭解店舖的設備、

環境𦋐生及美甲師的專業知識及技術，另

外亦可觀察美甲師雙手的人造甲效果作

為參考。

■ 先清楚自己的需要，例如想修甲、

造水晶甲或竪喱甲；如想改變指甲長度或

甲型，更需考慮會否影響日常生活習慣，例

如指甲過長可能不方便按電腦鍵盤、彈琴

生活百科

個案1

年份 投訴數字

近年有關美甲的投訴數字

2004
2005
2006

2007 (1月至7月)
總數

8
6

11
10
35

用紫外光燈照射竪喱甲令物料凝固。

個案2

個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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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戴隱形眼鏡，也可能要減少進行某些碰

撞性劇烈運動等，可與美甲師溝通和考慮

其建議。

■ 在任何美甲服務過程中或服務後，

手指或指甲都不應出現痛楚、紅腫或敏感，

不然的話，需要留意美甲師的技術或使用

的物料是否合適。

收費及預約模式要清楚

■ 不要光看標價，光顧前宜詢問清楚

收費所包括的服務項目，例如套票的次數

和內容、是否有期限、期限是否合理；加閃

粉、閃石、油彩甲、貼圖案或卸甲等是否需

額外收費。

■ 亦應瞭解預約模式及情況，例如是

否可電話預約、預約的時間及日子是否特

別繁忙及提早預約所需的時間。

工作環境乾淨，講究𦋐生

■ 觀察工作環境是否整潔乾淨，美甲

師是否注意𦋐生，例如每次服務前都會洗

手及換上新毛巾，及為顧客雙手（或雙腳）

清潔消毒等，工作檯面要乾淨及有條理，留

意化學物品是否放在標示清楚的容器中、

工具用後放回原處等。

■ 工作環境需通風良好，空氣清新及

沒有氣味。

工具須消毒，保持潔淨

■ 金屬用具最好用高壓蒸氣或專業

消毒劑消毒。

■ 無法用完即棄的修剪用具，應該用

水沖洗、擦拭並去除污垢，然後烘乾；或美

甲師為每位顧客服務前，用含70%酒精紙

巾或具殺菌功效的消毒水擦拭消毒，防止

細菌交叉感染。

■ 所有修剪用具需保持乾淨和乾燥，

減少微生物生長的機會。

專業態度及知識

■ 有關指甲製作及護理過程、使用的

產品或工具相關的問題，美甲師應能詳細

解釋每個步驟，使用哪種物料或商品及其

帶來的效果，以及教導如何保養已完成的

人造甲等。

■ 留意或查詢美甲師是否具認可的

訓練、證書或文憑，最好能在工作間展示

出來。

怎樣護理人造甲？
做了人造甲後，指甲約可保持2至3個

星期，視乎指甲的生長速度而定。因指甲的

自然生長，日子久了前半截指甲面會慢慢

長出，雖然有時指甲增長或不平時可自行

用指甲銼修飾，但如果自己處理不來，可考

慮到美甲店找美甲師修補或護理，如需卸

甲或更換款式更宜找美甲師。無論任何人

造甲，指甲完成後，不要讓指頭時常受外力

碰撞、長期浸水或接觸水等（例如職業上需

要的工作：如洗頭、洗碗或經常游泳、潛水

等），以免增加人造甲和真甲之間的空隙，

增加細菌和真菌滋生機會，亦易令甲片翹

起，甚至剝落，所以要好好保護雙手，避免碰

撞或磨損。若甲片翹起或折斷，宜盡快找美

甲師修補，即時急救應用消毒火酒消毒及消

毒膠布包紮，防止對真甲有更深的傷害。

𦋐生署意見
該署表示並未有有關美甲而致病的

統計。人造甲主要的問題是假甲和真甲之

間會有空隙，溫暖潮濕的環境易滋生細菌

和真菌，真甲一旦受感染，可能會變色或

美甲產品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屬易

燃物品，要遠離火種及不要讓兒童接觸。

增加厚度。需要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一般

都不應美甲，避免替病人作護理和醫療服

務時，增加工作不便，更甚者會增加病人

傷口感染的風險。此外，部分人士可能因

接觸美甲用品的成分產生過敏反應（即接

觸性過敏皮炎），過往診治為接觸性過敏

皮炎的病例多與業內人士時常接觸美甲

用品有關。

皮膚專科醫生意見
皮膚專科醫生史泰祖認為應否美甲

純屬個人喜好，皮膚科醫生的經驗是長時

間戴人造甲或塗指甲油，會增加指甲受細

菌或真菌感染的風險，因假甲和真甲之間

有空隙，溫暖潮濕的環境易令微生物生長，

細菌感染易導致甲溝炎（paronychia），症狀

包括甲溝發炎、紅腫和疼痛，真菌感染易導

致灰甲（fungal infection/onychomycosis），症

狀包括指甲變色、變厚和潰爛。

如要光顧美甲店，需注意店舖及美甲

師注重𦋐生的意識；若時常光顧，可自備修

甲器具，並確保修甲器具經徹底消毒才用，

修甲時應避免觸及甲床、過度修剪甲皮或

推甲皮等。不要長期頻密地塗指甲油或戴

人造甲，若發現指甲變黃及脆弱，應暫停造

甲。美甲產品多含化學物質，使用時應盡量

避免過量吸入或觸及皮膚，以減少對身體

的影響，工作間要保持空氣流通。

美甲業意見
美甲業界非常關注美甲師的專業指

甲及人造甲美容、𦋐生、消毒知識、技術及

操守等問題，故現已開始擬定有關美甲師

的專業指引，並配合教育局的資歷架構及

業界的優質學院，制訂能力級別標準，以提

升美甲師的專業水平。通過考核的美甲師，

會被評定其知識及技術水平達致某一級別，

方便其瞭解自己在行業內的位置，定下日後

持續進修及發展目標。顧客亦可根據美甲師

的能力級別，作為選擇光顧美甲店或美甲師

的參考，從而得到較大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