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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毛膏及脫毛泡沫
除傳統脫毛膏和脫毛乳霜外，脫毛泡

沫亦逐漸流行，質感較輕柔，容易沖洗，用

法則與膏狀或霜狀產品大同小異。

脫毛膏、脫毛乳霜和脫毛泡沫（以下

統稱脫毛膏）適合怕痛人士，除非對產品有

過敏反應，否則使用過程不會造成任何痛

楚，不會如蜜蠟產品因拉扯動作而傷害毛

囊，但缺點是較大機會引發敏感反應。此

外，相對於電動脫毛器，使用脫毛膏的程序

較繁複，要注意控制時間和徹底沖洗塗上

脫毛膏的部位。

脫毛膏的成分

最常見的脫毛劑（depilating agents）包

括巰基乙酸（thioglycolic acid）及巰基乙酸鹽

（thioglycolates），常用於脫毛膏、脫毛乳霜和

脫毛泡沫中。脫毛劑會破壞毛髮上的蛋白

質，令皮膚表面的毛髮脫落，但不可將毛髮

「連根拔起」。脫毛劑具強烈難聞的「電髮

水」氣味，這些化合物也用於燙髮（h a i r -

waving）和直髮（hair-straightening）用品。大

部分脫毛膏均加入香料，遮蓋脫毛劑的氣

味，令用者較易接受。

強鹼性可引致化學灼傷

巰基乙酸及其化合物需要在鹼性的

環境才可有效發揮其脫毛效能，因此，脫毛

膏多數同時含有氫氧化物，如氫氧化鋰

（lithium hydroxide）、氫氧化鉀（potassium

hydroxide）或氫氧化鈉（sodium hydroxide）。

強鹼性的個人護理用品長時間接觸皮膚可

能會引致大面積的化學灼傷（c h e m i c a l

burns），因此須小心控制脫毛膏在皮膚上停

留的時間。

正確使用  切忌在皮膚停留過久

將脫毛膏均勻地塗搽在需要脫毛的

皮膚上，部分產品要求用者先以暖水或冷

生活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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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來到，又是穿上背心短裙，展現美好身段

和美腿的時候，不少人會覺得「毛手毛腳」有礙觀

瞻。如果覺得電動脫毛器或剃毛器昂貴，或者怕痛，

又或嫌剃刀易刮傷皮膚，市面上還有很多自助形式

的脫毛及漂毛用品讓你選擇，常見的有脫毛膏、脫

毛乳霜、脫毛泡沫、蜜蠟、脫毛蠟紙和漂毛劑等。如

何針對性除去不同位置的惱人體毛？下文為你分析

不同除毛方法的利與弊！

炎夏除毛大法炎夏除毛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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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弄濕毛髮才塗上脫毛膏，厚度要足以遮

蓋毛髮，在皮膚停留數分鐘讓脫毛劑發揮

作用，一般產品均列明建議在皮膚上停留

的時間（recommended application time），脫

毛泡沫較脫毛膏需停留較長時間，而身體

用的脫毛膏較用於臉上的脫毛膏在皮膚上

停留的時間亦較長，但通常不超過10分鐘。

當發現毛髮開始脫落或已達產品建

議的停留時間，便應用冷水或微暖的水沖

洗。由於脫毛膏的鹼性特質，沖洗時會有

脫毛膏不應長時間留在肌膚上，要注意產品建議在

皮膚上停留的時間。

「滑潺潺」的感覺，建議先以膠棒刮走脫毛

膏或以軟海綿配合洗刷，徹底洗去已脫落

的毛髮和殘餘的脫毛膏。

避免用於身體敏感部分

每人的毛髮特質不同，脫毛膏需要在

皮膚上停留發揮效用的時間可能會有分

別。用者應留意產品說明的適用部位，一般

脫毛膏只適用於手臂、大腿和小腿，應避免

用於較幼嫩的敏感部位。除非產品有特別

說明，大部分脫毛膏均不適用於臉部、頭

皮、胸部、腋窩、比堅尼位置和雙腿內側等

敏感部位，否則容易引致敏感，甚至灼傷。

勿接觸眼睛及有傷口的皮膚

脫毛劑會刺激皮膚之餘，亦會刺激眼

睛，故此不可讓眼睛接觸到脫毛膏，更切勿

把脫毛泡沫直接噴在臉上。

皮膚科專科史泰祖醫生提醒，由於腋

窩和大腿內側等部位的皮膚較幼嫩和易受

磨擦，令化學物更易滲入和刺激皮膚，因此

在這些位置使用脫毛膏時應特別留意徹底

清洗殘餘的脫毛膏或泡沫，否則很容易產

生痕癢、紅腫和疼痛等敏感反應。

皮膚容易敏感、有傷口、皮膚乾燥、皮

膚病患者，以及曾經對任何脫毛膏有過敏

反應的人，都不宜再嘗試以脫毛膏去除體

毛。正式使用前，應先在小面積皮膚測試會

否有過敏反應，使用時要留意產品說明的

最長停留時間。

2004年《Burns》期刊曾刊登一

個真實個案，英國一年約30歲的女士

按照脫毛膏的產品說明，先測試和確

定皮膚對產品沒有敏感反應，但其後

事主未有留意產品標示的適用部位

和建議在皮膚停留的時間，便將脫毛

膏塗在恥骨位置的皮膚上，待2小時

後才沖洗，沖洗前更嘗試拉扯毛髮。

這脫毛程序結果令事主下腹、雙腿內

側位置持續疼痛和紅腫達3日，需到

急症室求診。

醒一醒小貼士：脫毛膏不宜用於敏感

部位如雙腿內側，使用產品前須留意

適用部位和建議停留在皮膚上的時

間，一般不會超過10分鐘，切勿讓脫

毛膏在皮膚上停留過久，否則可導致

嚴重灼傷。此外，沖洗脫毛膏前拉扯

毛髮會造成傷口，可令灼傷情況更為

嚴重。

慎防滑倒  保持空氣流通

使用時除了要留意皮膚的反應和脫

毛的效果外，亦要慎防脫毛膏滴落地上，尤

其浴室範圍，很容易令人滑倒，發生意外，

有滴漏時要盡快清理。此外，脫毛泡沫多以

壓縮氣罐盛載，可能含有易燃的推進劑，使

用時必須保持室內空氣流通，避免吸煙，關

掉使用中的電器，例如電風扇和洗衣機，亦

不宜儲存在高溫或陽光直射的地方。

蜜蠟
蜜蠟脫毛用品，包括不需預熱（cold

wax）和需要加熱（warm wax）的產品，亦有

兩用產品針對不同部位的毛髮，以不需預

熱的蜜蠟的用法較簡便，但任何種類的蜜

蠟都要配合蠟紙紙條使用。

使用時會引起痛楚

蜜蠟產品的好處是可將毛髮連根拔

起，脫毛效果較持久。不過使用時拉扯的動

作會令用者感到痛楚，使用不當的話，已加

熱的蜜蠟更可能會燙傷皮膚。使用過程中容

易有滴漏的情況，弄污衣物和地方，未必容

易清洗。

一般而言，預熱式蜜蠟的熱力會令毛

孔稍為擴張，脫毛效果會較理想，適合用於

去除較短小、粗硬的毛髮，如小腿上的毛。而

不需預熱的蜜蠟通常用於去除較幼細的毛

髮或較幼嫩的皮膚上，例如上唇和臉上的細

小毛髮，對皮膚造成的刺激相對較輕微。

真實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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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加熱方法及時間

使用前先依照指示處理蜜蠟，例如放

在熱水中或以微波爐加熱，待凝固的蜜蠟

加熱至液體狀。如用微波爐加熱，須留意微

波爐的輸出功率（瓦特）和加熱時間，切勿

過度加熱。如不清楚微波爐的輸出功率，或

加熱之前用剩的蜜蠟，應適當調節加熱的

時間或進行分段加熱，並觀察蜜蠟的溶解

度。例如產品建議

在微波爐加熱的

時間為20秒，當要

加熱用剩一半的

蜜蠟時，加熱時間

應 同 樣 減 半（即

10秒）。加熱之後

亦不宜立即取出使

用，應待蜜蠟稍為冷卻。

建議先以手腕內側或手背上的皮膚

測試蜜蠟的溫度，確定溫度適中才在需要

脫毛的皮膚上均勻地塗上蜜蠟，舖平蠟紙，

確保整片蠟紙緊貼皮膚表面，待蜜蠟稍為

硬化後，以逆毛髮生長的方向快速撕下蠟

紙。萬一不慎將過熱的蜜蠟塗了在皮膚上，

應立即以冷水沖洗。

脫毛蠟紙
脫毛蠟紙的用法較蜜蠟

方便，蠟紙上已預先塗上蜜

蠟，用者可免卻自己加熱和塗

搽蜜蠟的程序，避免蜜蠟滴漏

而弄污地方，以及因塗搽分量

不當而影響脫毛效果的煩惱。

適用於拔除較幼細的毛髮

不過，脫毛蠟紙的脫毛效果一般較遜

色，未必可有效去除較粗硬的毛髮，而且價

錢較貴，普遍適用於去除較幼細的毛髮或

較幼嫩的皮膚，例如去除唇毛、比堅尼和腋

下等敏感部位的體毛。此外，由於脫毛蠟紙

的操作方法簡單，可用於小腿後方這些較

難觀察脫毛效果的部位。

使用前只需先將蠟紙放於掌心內以

體溫加熱，蠟紙便可更緊貼皮膚。舖平在皮

膚上後，待蠟紙上的蜜蠟稍為硬化，便可以

逆毛髮生長的方向快速地將蠟紙撕下。

使用脫毛蠟紙去除腋毛時，宜將手臂

舉起，令脫毛位置形成較平坦的表面，撕下

蠟紙時會較順暢，脫毛效果會更理想。
留意產品標示的微波爐輸出功率、加熱時

間和蜜蠟容量。

方法/產品 功效 優點 缺點/潛在風險 不適用位置/人士

1

2

3

4

5

6

7

脫毛膏 /
脫毛泡沫

蜜蠟

脫毛蠟紙

漂毛劑

電動脫毛器*

電動剃毛器*

剃刀

暫時性除去皮膚
表面的毛髮。

將較粗硬和幼細的
毛髮連根拔起。

將較幼細的毛髮
連根拔起。

將毛髮漂成淺色，
令毛髮「不起眼」。

將毛髮連根拔起。

暫時性剃去皮膚
表面的毛髮。

暫時性剃去皮膚
表面的毛髮。

快捷、便宜、不會
引致痛楚。

便宜、效果較持久。

方便、便宜、效果
較持久。

快捷、便宜、效果
持久。

快捷、方便。

快捷、方便、
不會引致痛楚。

快捷、方便、便宜、
不會引致痛楚。

效果不持久、可能引致皮膚敏感、刺
激眼睛，與皮膚接觸時間過長或使用
不當可能引致化學灼傷。

蜜蠟容易滴漏弄污地方、使用過程會
引起痛楚、已加熱的蜜蠟可能會灼傷
皮膚、等候蜜蠟硬化需時、脫毛效果
會受使用技巧影響、拉扯動作可能令
毛囊受損、殘餘蜜蠟亦可能引致毛囊
發炎。

過程會引起痛楚、拉扯動作可能令
毛囊受損、殘餘蜜蠟可能引致毛囊
發炎。

可能引致皮膚敏感，與皮膚接觸時間
過長或使用不當會刺激皮膚，令膚色
不勻。

電動脫毛器較昂貴、過程會引起痛
楚、拉扯動作可能令毛囊受損。

電動剃毛器較昂貴、須頻密使用保持
美觀、刀片上的細菌可能引致感染、
長期剃毛可能增加毛髮倒生的機會。

容易刮傷皮膚、令皮膚表面變得乾
燥、須頻密使用保持美觀、刀片上的
細菌可能引致感染、長期剃毛可能增
加毛髮倒生的機會。

皮膚容易敏感、有傷口、皮膚乾燥的
人或皮膚病患者，以及曾經對任何脫
毛膏有過敏反應的人。正服用藥物人
士宜先諮詢醫生意見。

皮膚容易敏感、衰老及鬆弛的皮膚，
有 發 炎 、 傷 口 、 敏 感 、 曬 傷 、 痣
(moles）、疣(warts)、靜脈曲張
(varicose veins)或因糖尿病而引發的血
液循環問題，曬後的皮膚亦不適宜。

皮膚容易敏感、有傷口、皮膚乾燥的
人或皮膚病患者，以及曾經對任何漂
毛劑有過敏反應的人。

敏感部位、怕痛人士。

－

受剃刀弧度和長度影響適用和不適用
的部位。

各種家用脫毛/漂毛方法的優點和缺點

註 * 有關電動脫毛器和電動剃毛器的測試報告可參閱第380期《選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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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蜜蠟和蠟紙脫毛或會令毛
囊受損

使用蜜蠟和蠟紙前須確定脫毛部位

乾爽清潔，沒有發炎、傷口、敏感、曬傷、痣

（moles）、疣（warts）、靜脈曲張（varicose

veins）或因糖尿病而引發的血液循環問題，

日曬後的皮膚亦不宜使用蜜蠟產品。在衰老

及鬆弛的皮膚上使用蜜蠟和蠟紙脫毛，不單

會影響脫毛效果，過度拉扯皮膚更會令皺紋

和鬆弛的情況惡化。

雖然以蜜蠟和蠟紙脫毛可將毛髮連

根拔起，效果較持久，不過蜜蠟用量、厚度、

均勻度、硬化程度、撕掉蠟紙的方向和速度

都會影響脫毛效果。如果在蜜蠟未硬化時就

拉扯蠟紙，毛髮未能緊貼依附在蠟紙上，會

影響脫毛效果。拉扯蠟紙的過程可能會令皮

膚產生紅點，但大多會於數小時後消散，不

過如拉扯力度過大或方法不當亦可能令毛

囊受損，增加毛囊受感染的機會。

徹底清理剩餘的蜜蠟

如沒有徹底清洗皮膚上的蜜蠟，殘留

在毛孔內可能引致毛囊發炎。如皮膚表面留

有蜜蠟，而清水又無法徹底清除，可用凡士

林（vaseline）或嬰兒油幫助去除剩餘的蜜

蠟，部分產品附有專用濕紙巾方便用者清理

皮膚上的蜜蠟。

史泰祖醫生提醒，使用蜜蠟脫毛前宜

先以溫和皂液清潔皮膚表面，減少毛囊受細

菌感染的機會。

漂毛劑
除了脫毛，漂毛是另一種令毛髮「不

起眼」又不會帶來痛楚的方法，市面上亦有

漂毛劑套裝供消費者選擇。漂毛劑套裝通常

包 含 兩 種 組 件，包 括 乳 霜 和 催 化 劑

（activator），須按指示混和使用，塗在有需要

的地方，一般可將較幼細的毛髮（如手臂上

的幼毛）漂成淺色，使用時以混合物遮蓋需

漂染的毛髮，待數分鐘後用冷水徹底沖洗。

在皮膚上停留過久   也會刺激皮膚

與脫毛膏一樣，正式使用前應先確定

自己不會對產品有過敏反應。此外，切勿讓

漂毛劑在皮膚停留超過建議的時間，否則會

刺激皮膚，引致紅腫和痕癢，亦會漂白皮

膚，令膚色不勻。用前應先暸解產品的混和

方法和分量、用法、建議停留在皮膚的時間

及適用位置等重要資料。

剃刀
剃刀是最傳統、便宜、快捷、簡單，又

不會引致痛楚的脫毛工具，因此現時仍有

不少用家採用這種方法解決「燃眉之急」。

雖然使用剃刀的好處有許多，但只可暫時

剃走皮膚表面的毛髮，數天內毛髮又會再

長出來。

使用剃刀前，應先以酒精為刀片消

毒，確保刀片清潔、鋒利和無生 。不鋒利

的刀片剃毛效果不理想之餘，更可能因多

次磨擦皮膚而造成刺激，加上毛髮、皮屑和

油脂容易積聚在刀片上難以清除，因此需

經常替換。

注意 生　避免與人共用

使用時，留意不同弧度和長度的剃刀

可用於不同部位，直長的剃刀宜用於較平

滑的表面（如小腿），如用於眉骨、比堅尼位

置的話，則容易刮傷皮膚。

基於 生理由，不建議以同一把剃刀

去除面部、身體和敏感部位的毛髮，亦不宜

與人共用剃刀，否則局部皮膚感染的問題，

例如疣、膿胞病（impetigo），可經剃刀傳染

至身體其他部位或別人身上。此外，長期剃

毛亦可能增加毛髮倒生的機會，嚴重者可

令皮膚發炎及留有疤痕。

為了令剃毛過程更順暢，市面亦有剃

毛專用的乳霜和泡沫供選擇，這些產品可

滋潤皮膚表面、軟化毛髮、維持毛髮「立

正」，令剃刀更易剃去毛髮。

脫毛蠟紙：有不同尺寸，可切合不同部位的需要。

撕掉脫毛蠟紙時力度過大或多次拉扯有機會令皮膚

受傷。

漂毛劑：使用前須按指示混和乳霜和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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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脫毛產品適用

的部位。

為保障消費者的安全，本會已去信有

關產品供應商，要求改善產品標籤資料。此

外，本會建議消費者避免購買和使用欠缺

使用說明的脫毛或漂毛產品，避免因誤用

而損害皮膚。

正接受藥物治療的人　脫毛漂
毛須三思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代表崔俊明提

醒，乾燥的皮膚較普通皮膚對化學物質更

易產生敏感反應，正服用口服暗瘡藥異維A

酸（isotretinoin）的人，皮膚會變得特別乾

燥，較易被脫毛膏及漂毛劑的成分刺激，使

用蜜蠟脫毛亦可能增加留有疤痕的機會。

脫毛及漂毛注意事項
脫毛/漂毛前

1. 確定皮膚乾爽、無油脂和汗水，避

免塗搽任何護膚品或化妝品，包括乳霜、乳

液和粉底，以免影響脫毛效果。如使用剃

刀，剃毛前則建議先塗搽乳霜或乳液稍為

滋潤皮膚表面。

2. 確定皮膚沒有膿瘡、傷口、斑、痣、

紅腫、痛癢或曬傷。

3. 脫毛/漂毛前後避免用熱水沖洗肌

膚，應以冷水沖洗。

4. 仔細閱讀產品說明，暸解產品的正

確用法、適用部位、建議在皮膚上停留的時

間等。

5. 不論使用哪款脫毛/漂毛產品，最

好都先遵照使用步驟，在一小處部位試用，

測試皮膚的反應，如1日後該處肌膚沒有呈

不良反應，才正式使用。

6. 如正服用任何藥物，使用脫毛/漂

毛用品前宜先諮詢醫生意見。

使用時

1. 如果感到任何不適，例如皮膚有痕

癢、疼痛或灼熱的感覺，就要立即停用產

品，並用水徹底沖走脫毛/漂毛用品。假如曾

對任何脫毛膏/漂毛劑產生過敏或不良反

應，都不宜再嘗試以脫毛膏、脫毛泡沫或漂

毛劑處理體毛。

2. 留意產品的適用範圍，切勿貪方便

以「身體用」脫毛/漂毛產品用作清除或漂

染臉上的毛。

脫毛/漂毛後

1.次數不宜太頻密，避免於短時間內

以不同方法脫毛及漂毛，例如數天前曾以

剃刀清除體毛，幾天內不宜再以脫毛膏或

蜜蠟脫毛。

2. 每次脫毛/漂毛後，都應塗搽乳液

滋潤肌膚，避免在已脫毛/漂毛的皮膚上使

用含香料或香精的護膚品、香水、止汗劑或

其他含酒精成分的護理用品。

3. 避免立即曬太陽、游泳或進行水上

活動，亦不宜以熱水沖洗已脫毛/漂毛的部

位以及進行磨砂護理。

脫毛或漂毛後注意保養肌膚
脫毛或漂毛後，皮膚或多或少受到刺

激，會比平日變得敏感，易受損傷。因此，往

後數天均應注意肌膚的保養，尤其隨後的

24小時。酒精會令皮膚變得更乾，可令敏感

的情況加劇，應避免使用香水、止汗劑或其

他含酒精成分的護理用品。此外，應避免馬

上曬太陽、游泳或進行水上活動，亦不宜以

熱水沖洗已脫毛或漂毛的部位，避免進一步

刺激皮膚。如感到乾燥，建議使用無香料或

香精（unperfumed）的潤膚乳液。

切勿購買和使用欠缺說明的
產品

本會的市場調查發現，部分脫毛或漂

毛產品只有簡單的雙語警告字眼，欠缺以中

文或英文標示使用方法、分量、適用部位和建

議產品在皮膚停留的時間。其中漂毛產品更

需要用者自行混合乳霜和催化劑，用法和步

驟較繁複，使用不當未必達到預期效果之餘，

更可能因產品長時間與皮膚接觸，而引致紅

腫甚至嚴重灼傷。

剃刀：不同弧度和長度的剃刀可用於不同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