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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半永久延長睫毛」？
所謂的「半永久延長睫毛」服務，坊

間又稱「植眼睫毛」，是指在原有的睫毛上

用黏合劑（adhesives）逐條黐上假睫毛，每

次黐上眼睫毛的費用由數百元至千多元不

等，視乎假睫毛的品質、數量和款式，如要

同時黐下眼睫毛或要指定技術人員提供服

務，或須額外收費。

假 睫 毛 的 物 料 普 遍 為 合 成 纖 維

（synthetic fibres）或絲（si lk），少數店

舖聲稱所用的是動物毛髮例如貂鼠毛

（mink）。假睫毛有不同的數量、長度、弧

度、粗幼度和顏色供選擇。在接受服務前，

建議先瞭解所用的假睫毛物料，並向技術

人員說明想要的效果，一般分為自然、較明

顯和較誇張等效果。一般而言，使用較多、

較長、較鬈曲及較粗的假睫毛，效果會較

誇張。如想效果自然，或需使用不同組合

的假睫毛，例如眼角用較短的，眼睛中段

用較長和鬈曲的假睫毛，可造出洋娃娃般

較圓大的效果。

程序實況
技術人員會先為客人清潔眼睛附近位

置和睫毛，過程中或會用上稀釋的酒精，確

保睫毛上沒有殘餘睫毛液、化妝品、塵埃或

油脂，並在眼肚位置敷上眼膜或貼上保護

貼。梳理睫毛後，技術人員會用鉗子，將假

睫毛逐條用黏合劑黐上距離真睫毛根部約

1.5至2毫米的位置，每隻眼睛會接上約40

至80條假睫毛；期間或須小心調整每條睫

毛的角度，令效果顯得自然。隨後會用冷風

吹乾黏合劑。整個過程約需1至2小時。

會用上哪種黏合劑？
本會檢視部分提供美睫服務的美容

中心的網頁資料，發現只有個別美容中心

說明所用黏合劑的主要成分為氰基丙烯

酸酯（cyanoacrylates）。這種成分亦會用

於醫療上作為黏合皮膚傷口的黏合劑，或

製造一般家用或工業用的超能膠，特性

是只要塗上數滴在物件的其中一面，當接

觸到微量的水分，便會迅速產生聚合作用

（polymerization），發揮黏貼效果。此外，

甲醛（formaldehyde）亦是常見用於睫毛黏

合劑的成分。

雖然黏合劑並非直接塗抹在皮膚

上，但上述成分均具揮發性，使用時會揮

發出刺激性氣體，可能刺激眼睛，皮膚和

呼吸道，有機會令人不適。故此，美睫過程

應在空氣流通的地方進行，遠離火種，期

間應盡量閉上眼睛。

部分黏合劑可能加入橡膠（rubber）

或乳膠（latex）成分，以增加其延展性，應

注意部分人士可能對這些成分有敏感反

應，在眼皮上產生紅斑。

部分美容中心指，皮膚較敏感人士可

選用供敏感膚質用的黏合劑，這類黏合劑

可能揮發出的氣霧較少，不過所黏貼的假

睫毛維持的時間會較短暫。

潛在不同風險
所用化學物可致不適　

不潔假睫毛和用具可致細菌感染

加 拿 大 眼科 醫 學會（C a n a d i a n 

Ophthalmological Society）在2013年發

表的研究報告指，半永久延長睫毛服務曾

有引致細菌性角膜炎（bacterial keratitis）

部分美容中心稱所

用的黏合劑主要成

分為氰基丙烯酸酯

（cyanoacrylates）。

為了營造一雙大而有神的明眸，有些愛美人士每天都會戴

上假眼睫毛，但配戴與卸除確實花上不少時間。坊間不少美容

中心提供所謂的「半永久延長睫毛」（semi-permanent eyelash 

extensions）服務，聲稱效果可維持數星期，在真睫毛上嫁接

假睫毛，既可營造出娃娃般的大眼睛，看起來精神奕奕，也省

卻每天配戴假眼睫毛或塗搽睫毛液的時間。不過，在眼睛附近

以化學黏合劑黐假睫毛，會否容易造成刺激反應？會否影響

真睫毛的生長甚或導致脫落？

每次進行程序前，應確保

所用的工具已作妥善消毒。

導致永久失去真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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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眼睫毛」的潛在風險
愛美人士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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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士可能會對程序所用的保護貼有敏感反應。 嫁接假睫毛前後的效果。

技術人員會在原有的睫毛上，用鉗子和黏合劑

逐條黐上由合成纖維、絲或動物毛髮所造的假

睫毛，嫁接上距離真睫毛根部約1.5至 2毫米

的位置。每隻眼睛會接上40至80 條假睫毛，

如希望效果自然，或需使用不同組合的假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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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個案中一名女士在進行有關程序

數天後，左眼出現刺激反應，情況持續4

星期後，開始感到痛楚及畏光，視力亦出

現模糊。經醫學診斷，發現該名女士在眨

眼期間，睫毛上已乾涸的黏合劑接觸到

眼角膜出現潰瘍的位置，隨後在其角膜組

織內檢驗出流感嗜血桿菌（Hemophi lus 

influenza）。經處方藥物治理後，發炎問題

得到解決。

該報告另引述一份日本相關醫學研

究，在2007至2010年期間，日本有107位

21至52歲的女士因眼睛受感染（ocu lar 

disorders）而到眼科醫生診所求醫，懷疑

由嫁接假睫毛所用的黏合劑、溶解劑和

眼皮保護貼所致，最普遍是患上角膜結

膜炎（keratoconjunctivitis）及敏感性瞼

緣炎（allergic blepharitis），其次是由眼

皮保護貼引致的角膜受損（conjunctival 

erosions），以及在拆卸假睫毛時因按壓眼

睛以致眼白充血。

該份日本研究報告指這些問題的懷

疑成因可能是（1）程序過程中黏合劑或溶

解劑直接觸及眼睛；（2）黏合劑未有徹底

乾透和固化，在洗面或洗澡時，清水將未乾

透的黏合劑沖入眼內；（3）黏合劑揮發出

來的氣體入眼，而揮發程度可能受人體體

溫和濕度所影響；（4）眼睛淚液可能會溶

解出已固化黏合劑的甲醛成分，引起眼睛

炎症。報告另指出，黏合劑要徹底乾透和

固化約需5至6小時，期間釋出的氣霧仍可

令眼睛受損。至於溶解劑所含的成分亦可

能會刺激眼睛和呼吸系統。

香港美容業總會發言人表示，美容中

心所用的假睫毛衞生與否，主要依靠操作

人員的自我監管，從業員應確保程序前已

進行適當的消毒和衞生程序。

消費者如光顧服務，要留意美容中

心的技術人員有否採取適當的預防感染措

施，例如技術人員有否先洗手，戴上新的

口罩和即棄手套，工具（包括所用的鉗子、

睫毛刷）和假睫毛是否全新開封或已經過

適當的消毒處理，以防止不潔的用具導致

眼睛受感染。

消費者亦須留意，嫁接假睫毛後，如

欠缺適當清潔，濃密的睫毛在溫暖潮濕的

環境下，有機會成為細菌滋生的溫床。在

進行程序後，如眼睛持續出現痕癢或經常

感到有異物入眼等情況，建議立即求醫診

治。業界如發現擬進行程序的消費者眼睛

有感染情況，不宜為其施行相關程序。

空間通風不善可刺激呼吸道

整個嫁接睫毛程序最少花上一個小

時，應確保狹小的空間內空氣流通，否則，

在通風不理想的情況下，黏合劑揮發出來

的氣體除可能刺激眼睛及皮膚外，濃度高

的氣體更可能刺激客人甚至技術人員的呼

吸道。

2013年，芬蘭有職業健康研究報告

提出，為客人從事嫁接假睫毛服務的美容

從業員，有機會因為長時間使用黏合劑

和暴露於具有其揮發物質的環境中，而出

現職業性哮喘（occupational asthma）和

鼻炎（rhinitis）。另外，亦有黏合劑引致技

術人員患上敏感性接觸性皮膚炎（allergic 

contact dermatitis）的紀錄。

本港職業安全健康局指，從事有關業

務的店舖應掌握有關化學品的物料安全資

料表和使用說明，以作評估並採取相應措

施減低風險。適當的通風設備、按需要使

用適當分量的化學品、用後扭緊瓶蓋避免

洩漏，都可減低程序中使用的化學品（包括

黏合劑和溶解劑）揮發出來的物質造成不

良反應的風險。如從業員在工作場所持續

出現鼻塞和流鼻水等症狀，可能有需要改

善工作場所的通風設備，有必要時可考慮

佩戴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如手套和護眼

罩），亦可到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求助。

長時間接上假睫毛及不當拉扯　

可導致永久失去真睫毛！

美睫效果需要花錢花時間維持效

果，一旦進行了程序，可能需要每個月到美

容中心重新嫁接新睫毛，用家看慣了這新

模樣，可能會愈來愈接受較誇張的款式，

以維持閃亮大眼睛的效果，假睫毛對真睫

毛造成的負荷卻也愈來愈重。如真睫毛持

續負載假睫毛，有機會因拉扯或超出負荷

而脫落，長久可能會影響部分真睫毛的再

生，以致永久性減少真睫毛的數量！ 

技術人員欠經驗可致風險
千萬別以為黏合劑塗得愈多愈厚，黏

貼效果就愈好，塗得太多除有機會影響黏

合的強度和速度外，亦可能會將多根睫毛

黏合在一起，影響真睫毛的正常生長，引起

痛楚，甚或引致瞼腺炎（styes）及影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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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的正常開合。如技術人員經驗較淺或缺乏

相關技術訓練，有機會因操作不當而引致嚴

重後果。消費者在接受服務前，可先向技術

人員查閱其相關資歷及技術訓練的證明。

香港美容業總會指，現時美容培訓機

構和產品供應商都有提供相關訓練課程，操

作人員若通過培訓及技能評估便可獲發相

關證書。

效果可以維持多久？
部分美容中心的網頁資料，聲稱睫毛

「增長」效果可維持約兩至六星期不等，實

際可以維持多久，除了視乎所用的黏合劑、

技術人員的手藝外，亦受個人眼部位置的油

脂分泌、睫毛生長周期、護膚、化妝及生活

習慣等因素所影響。

睫毛會自然脫落
即使沒有嫁接上假睫毛，睫毛一般會

於3至4星期自然脫落，一旦進行了美睫程

序，假睫毛亦會隨真睫毛一起脫落。如有搓

揉眼睛的習慣，或眼部油脂分泌較旺盛，會

加快睫毛的脫落。

使用油性產品　
縮短假睫毛壽命

進行美睫程序後，愛美人士或需要改

變過往的化妝和護膚習慣。例如要棄用具

良好防水效能的眼部化妝品（例如防水眼線

筆、睫毛液和眼影），因為卸除這些彩妝用

品所用的卸妝油或其他油性潔面用品會削

弱真假睫毛間的接合，加快假睫毛的脫落。

消費者應細閱所有進行程序前、後的

注意事項。部分美容中心在服務條款

上列出處理消費者查詢和投訴的熱線

電話，消費者應記錄下來，以便在進

行程序後出現問題時可致電查詢。

消費提示

進行程序後，或需改變

過往的化妝和護膚習

慣，例如棄用眼部防水

化妝品、卸妝油或其他

油性潔面和護膚用品。

進行美睫程序前，先在耳背後

塗搽少量黏合劑，以確定不會

產生不良反應。

睫毛，效果亦未必好看，而睫毛太短則會

增加眼睛觸及黏合劑的機會，考慮進行程

序前要三思。

香港眼科醫院顧問醫生袁國禮提醒，

患有眼疾、眼睛容易受感染、最近曾接受

眼部手術（例如激光矯視）等人士，或已知

會對程序所用的黏合劑成分和保護貼有敏

感反應人士，不建議強行接受服務。由於

眼部感染可於短時間內惡化，如在進行程

序後感到不適，建議立即求醫診治。另一

方面，消費者須留意，有些問題未必會即時

顯現，例如假睫毛剝落後跌

入眼內，眼角膜與微細的纖

維磨擦可引致角膜受損，但

假睫毛纖維未必可憑肉眼

觀察得到。另提醒消費者，

切勿購買DIY套裝自己進行

「植睫毛」程序，否則，來

源和安全程度不明的睫毛

套裝產品，以及粗疏的技

巧，容易引致永久性傷害。

給業界的建議
應告知消費者所用黏合劑和溶解劑

的成分，避免使用含有可致敏成分的黏合

劑。如可行，建議先為客人進行敏感測試，

例如在手腕內側、耳背後等位置塗搽少量

黏合劑，隨後48小時確定無不良反應後，

才進行美睫程序會較安心。另須確保所用

的假睫毛和工具衞生安全。

此外，要延長美睫效果，應避免在眼周位

置使用油性防曬用品或護膚油產品；而使

用睫毛夾亦有機會令睫毛折斷。

睫毛脫落可能造成尷尬情況
不可小看修整所需費用

進行程序後，無論是自然還是人為

因素令睫毛脫落，都有機會令睫毛間出現

顯眼的空隙，或出現疏密不均的情況，期間

或需另付費用進行修補，費用介乎百多元

至數百元不等，視乎要補上多少條假睫毛

而定。如大部分假睫毛已脫

落或想轉換睫毛款式，或有

需要付款拆卸餘下的，並重

新嫁接上新的假睫毛。拆卸

所需費用約由$50至$300

不等。

給消費者的建議
本會收到的投訴個案

中，除了有黏合劑入眼導致不適的個案外，

部分個案涉及店舖結業、套票逾期無法使

用、預約服務後因未能準時抵達而遭拒絕

提供服務、團購套票後遭要求額外付費轉

換睫毛款式等涉及服務合約、使用條款及

銷售手法等問題。建議消費者在購買套票

和簽訂合約時，留意相關條款。另有部分

個案的投訴人則不滿意美睫效果，例如左

右眼不對稱、睫毛雜亂、高低不平，甚至有

阻礙視線、效果僅可維持數天等情況。

本身睫毛太疏散的人士，即使接上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