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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為電鬚刨用家而設的
鬚前護理用品

選用電動鬚刨的男士們，一般都會

乾剃（dry shaving），剃鬚時只要開動電

動鬚刨即可，毋須用上剃鬚泡沫等剃鬚用

潮流所趨，近年香港街頭確

實多了留鬚型男。不過大多數男

士依然堅持每日刮清鬍子，給人

精神抖擻的好印象。你試過睡眼

惺忪以致用剃鬚刀刮傷皮膚嗎？

剃鬚後會皮膚痕癢、乾燥脫皮、紅

腫，甚至長出疑似暗瘡的粒粒？不

想面上「傷痕纍纍」，男士們應留

意剃鬚前後的皮膚護理。我們為

你檢視了31款鬚前、剃鬚及鬚後

用的產品資料，讓你知所選擇，剃

鬚時更得心應手！

品。不過，為了減低對皮膚的影響，坊間亦

有針對電動鬚刨用家而推出的鬚前（pre-

shaving）用品，聲稱用作滋潤、保護及鎮靜

皮膚，塗搽在鬍鬚位置，待乾後用電動鬚

刨剃鬚即可，毋須用水沖洗。

剃
鬚
護
理
用
品
？

如
何
揀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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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鬚前的護理步驟
 剃鬚刀和電動鬚刨是最常用的剃鬚工具，講究的男士亦會利用刮刀、小剪刀

和鉗子修剪鬍鬚。要成為不羈型男，絕不是放任滿腮鬍渣，必須定時修整鬍子的

長度和外形。

 剃鬚對皮膚可能引致的刺激受下列因素影響：

■ 刀片的鋒利程度

■ 施用刀片的角度和壓向皮膚的力度

■ 事前對鬍鬚的處理（使用剃鬚刀宜先濕潤皮膚和鬍鬚；用電動鬚刨則宜保持

鬍鬚乾爽）

■ 有否使用適當的剃鬚護理用品（如鬚前或剃鬚用品）

 無論選用哪種剃鬚工具，都建議先用潔面產品進行清潔，去除面上的污垢及

油脂。剃鬚刀的用家尤其要注意，清潔面部除了可以去除油垢，還可以軟化鬍

鬚，令鬍鬚更易被刀片刮除。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除了為皮膚做好準備，剃鬚前亦應確保

已適當處理剃鬚工具，例如確保剃鬚刀的刀

片夠鋒利，變鈍的刀片可能要刮好幾次才

可剃淨鬍鬚，多次用刀片刮向皮膚會造成

刺激或令其變得乾燥，容易刮損皮膚。

 電動鬚刨雖然較耐用，但刀頭或刀

網亦會因使用而變鈍或破損，需要不

時替換；刀頭藏有鬍屑除可能影響剃

鬚效能外，積聚的碎屑亦可能滋生細

菌，必須定期清理，或添加潤滑油以

確保刀頭轉動或擺動順暢。如要用刮

刀或小剪刀，可先用酒精浸泡數分鐘

進行消毒。

本會檢視了若 干鬚前產品，當中

有產品標示含有霍霍巴種子油（jojoba 

oi l），可作為毛髮和皮膚調理劑，滋潤皮

膚；另有產品聲稱含有微細粉末，用後粉

末會留在皮膚上，令皮膚乾爽，以順滑刀

頭及剃得較徹底。此外，有鬚前產品標

示含酒精（alcohol），加入鬚前護理用品

中，可去除皮膚表面的油脂及污垢，亦可

作為收歛劑（astringent），減低細菌感染

的機會。

配合剃鬚刀用的剃鬚泡沫、
剃鬚膏及剃鬚啫喱

電動鬚刨雖然方便，但對於鬍鬚生

長速度較快的人，傳統剃鬚刀較貼面，剃

得較乾淨，因此仍有不少捧場客。使用剃

鬚刀時，建議先用溫水弄濕皮膚和鬍鬚，

令剃鬚過程較順暢舒適，一般稱為濕剃

（wet shaving）。由於刀片會同時刮除皮

膚的角質層，可能造成較大的刺激反應，

使用剃鬚（shaving）用品可減低剃鬚過程

中的不適。

常見的剃鬚用品有剃鬚泡沫、剃鬚膏

及剃鬚啫喱，市面亦有部分產品可作剃鬚

和潔面二合一的用途，適合剃鬚刀用家，具

軟化鬍鬚、滋潤皮膚及順滑刀片的作用。大

部分產品的用法是於剃鬚前塗搽在有需要

的位置，待數分鐘後用刀片刮除鬍鬚，再

用清水沖洗乾淨。

剃鬚泡沫普遍含易燃成分　

使用儲存須留神

優質的剃鬚泡沫的泡沫應細緻穩

定，讓其有充分時間停留在皮膚及鬍鬚表

面提供軟化作用，且容易被水沖洗乾淨。

市面部分產品即擠即用，毋須自行揉出泡

沫，尤其適合心急一族。不過須留意這些

產品普遍含易燃及/或壓縮氣體，例如石

油氣（LPG）、異丁烷（isobutane）、丙烷

（propane）和丁烷(butane)，使用及儲存

時必須遠離火種或熱源，並於通風環境下

▲剃鬚泡沫普遍含易燃成分，如石油氣 (LPG)、異

丁烷 (isobutane)、丙烷 (propane) 和丁烷 (butane)

等，使用及儲存必須遠離火種或熱源。

使用。

剃 鬚 膏 及 剃 鬚 啫 喱 普 遍 含 較 高

比例的濕潤劑（humecta n t s）如甘油

（glycerin）、山梨醇（sorbitol），以免塗上

皮膚後容易乾掉，具柔軟皮膚的作用，適合

皮膚較乾燥的男士。剃鬚啫喱一般都是透

明的，塗上皮膚後可清楚看到鬍鬚的位置，

方便刮除鬍子。雖然剃鬚膏和剃鬚啫喱含

有乳化劑以便沖洗，不過與剃鬚泡沫比較，

留在皮膚和剃鬚刀上的殘餘，仍需較長時

間才可以完全洗淨，使用上較不便。

每次使用剃鬚刀後，應徹底沖洗刀

片上的殘餘剃鬚用品；電動鬚刨則

要定期清理藏於刀頭的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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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剃鬚 / 護膚小百科
Q1. 哪些人需要使用剃鬚護理用品？

答：建議鬍鬚蜷曲、較硬、較多、較濃密、毛孔較大、油脂

旺盛，或經常在剃鬚時剃損皮膚等人士，可考慮使用適當的剃鬚護理用品。

Q2. 為什麼剃鬚後，有些人面上會長出貌似暗瘡的粒粒？怎樣預防？

答：剃鬚後經常出現暗瘡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毛髮生長時倒插入皮膚表層內

而引致發炎，稱為「假性毛囊炎」（Pseudofolliculitis barbae，又稱剃刀腫

塊），較常見於毛髮捲曲的人士。情況嚴重者可引致疤痕、色素沉澱、繼發

性感染，或形成疤腫(keloid)，影響儀表。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剃鬚時不宜

剃得太貼面，應使用適當護理用品例如剃鬚泡沫，順着毛髮生長方向剃鬚，

或改用電動鬚刨，亦有助減少這情況出現。

Q3. 剃鬚後是否有必要使用鬚後護理用品？可否用一般乳霜代替？

答：剃鬚後，面上可能會有微細的傷口，鬚後水含酒精，可減少細菌感染的機

會，一般乳霜則未必具有收歛傷口的作用。使用任何產品前，都必須確定自

己不會對產品產生敏感反應，以及產品並未過期或變質。

Q4. 哪些人不建議使用鬚後護理用品？

答：面部皮膚患有濕疹、有傷口或毛囊發炎（如暗瘡）等人士，都不建議使用鬚

後護理用品，否則可能加劇皮膚的問題。

Q5. 不少男士護理用品都標榜具「醒膚」作用，真的可以「煥醒」肌膚嗎？ 

答：所謂「醒膚」其實是塗搽產品後有冰涼爽快的感覺，酒精和薄荷腦等成分都

可產生這種感覺，不過爽快感覺未必持久。如不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如熬夜

或抽煙，即使用了護膚品，亦不能改善皮膚老化的問題。此外，男士亦不能

疏忽防曬的功夫，應每日塗搽適當的防曬用品。

    資料來源：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膚專科醫生陳厚毅提供

▲於成分列表中，酒精 (alcohol) 列於首位，代表

酒精在配方中佔較高比例。皮膚敏感人士宜選用

不含酒精或含量較低的產品。

鬚後水多含高濃度酒精
除鬚後水外，乳液和乳霜狀的鬚後

（post-shaving）護理用品亦十分普遍。酒

精是鬚後護理用品中常見的成分之一，在鬚

後水產品中的比例較高，除有輕微收歛傷

口、減少細菌感染的作用，亦可降低皮膚表

面的溫度及提供清爽的感覺。不過，如酒精

濃度過高，亦可能令某些人士產生炙熱的

不適感覺，尤其在刮損了的位置。他們可考

慮選用酒精含量較低或不含酒精的鬚後護

理用品（如鬚後乳液或乳霜）。

尿 囊 素（a l l a n t o i n）和 薄 荷 腦

（menthol）都是常見於鬚後護理用品的

成分，前者具抗炎、紓緩和潤膚作用，後者

屬清涼劑（cooling agent），皮膚接觸到有

清涼感覺，具強烈氣味，濃度過高可能令

皮膚感覺炙熱或刺激眼睛。除了提供紓緩

作用，鬚後護理用品亦含有甘油、丁二醇

(butylene glycol)、蘆薈、透明質酸(sodium 

hyaluronate)等濕潤劑或保濕劑，保濕及滋

潤皮膚。

慎防敏感長疹子  留意成分
含有香料的剃鬚護理用品，較易令男

士們產生敏感反應，嚴重者可能會於鬍鬚

位置及頸項附近長出疹子，因此挑選產品

時須留神，細閱產品成分資料。來自歐、美

的個人護理用品普遍會以英文詳細列明成

分資料，方便消費者查閱。

建議皮膚敏感人士留意產品是否含

有酒精，並檢視酒精在產品成分中的排列

次序。如酒精成分列於較前位置，代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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鬚前護理用品
(配合電動鬚刨使用)

1

2

3

鬚後護理用品

剃鬚用品(配合剃鬚刀使用)

15

12

7
18

17

910
11

13

4
8 5

6
16 14

28

21

24

26

29

27

31 25

20

19

22

2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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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比例較高；相反，如列於較後位置，表示

酒精的比例較小。不含酒精或含量較低的

產品較適合皮膚容易敏感的人士。

此外，敏感人士亦應留意成分列表

中所列的香料成分。根據歐盟對化妝品標

籤資料的規定，如產品含有26種較普遍的

香料致敏源（fragrance allergens）達至某

濃度，必須於產品成分表列明，協助消費

者挑選合適的產品。是次見於各樣本中較

普遍的香料致敏源有檸檬烴（limo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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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部分男士剃鬚護理用品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1]

聲稱 
來源地

大約 
零售價 

[2]

標示
容量/重量 

(毫升)

每10毫升/克
售價 
[2]

標籤資料 [3]

用法 
 [4]

成分列表
[5]

有效限期 
[6]

鬚前護理用品(配合電動鬚刨使用)

1 無添加 FANCL MEN'S 剃鬚液(配合電鬚刨使用) Pre Shave Lotion 日本 $98 18 $54.4 中 □ ②③④ (2M)

2 GATSBY 鬚前水 Pre-Shave Lotion 日本 $35 140 $2.5 中 英 — —

3 LAB SERIES Electric Shave Solution 英國 $205 100 $20.5 中 英   ■ ④ (24M)

剃鬚用品(配合剃鬚刀使用)

剃鬚泡沫

4 GATSBY 剃鬚泡沫 Shaving Foam 日本 $35 190克 $1.8 中 英   — —

5 吉列 Gillette Foamy 剃鬚膏/刮鬍泡(檸檬味) Lemon Lime Shaving Cream 泰國 $35 210克 $1.7 中          ■ ②③

6 LAB SERIES Maximum Comfort Shave Gel 美國 $190 200 (198克) $9.5 ($9.6) 英      ■ —

7 LANEÍGE HOMME 男士水分舒爽潔面泡沫 Fresh Cleansing Foam 
(Two-in-One Cleansing Foam - Shaving and Cleansing) 韓國 $150 180 $8.3 中 英     ■ ①②

8 MISSHA HOMME Urban-Soul Vitalizing Foaming Cleanser 韓國 $198 130克 $15.2 英    ■ ②④  (12M)

9 NIVEA for Men 男仕補濕剃鬚泡沫 Moisturising Shaving Foam 德國 $39 200 (193克) $1.9 ($2.0) 英  ■ ①

10 舒適 Schick HYDRO防敏剃鬚啫喱泡 HYDRO Sensitive Shave Gel 美國 $40 240 (236克) $1.7 ($1.7) 中  ■ ①③

11 舒適 Schick 刮鬍泡/剃鬚膏(敏感膚質專用配方) Shave Guard Foam 中國 $36 220 (210克) $1.6 ($1.7) 中  ■ ②③

剃鬚膏

12 CLINIQUE Skin Supplies for Men 剃鬚乳霜 Cream Shave 比利時 $130 125 $10.4 英    ■ ④  (24M)

13 無添加 FANCL MEN'S 剃鬚膏(配合剃鬚刀使用) Pre Shave Gel 日本 $98 120克 $8.2 中  □ ②③④  (2M)

14 KIEHL'S 經典剃鬚膏 - White Eagle 
"Close-Shavers" Squadron Ultimate Brushless Shave Cream - White Eagle 美國 $165 150 $11.0 英   * ■ ④  (12M)

15 THE BODY SHOP for Men 秘魯人參根剃鬚膏 Maca Root Shave Cream 英國 $119 125 $9.5 (      ) ■ ④  (12M)

剃鬚啫喱

16 GATSBY 剃鬚啫喱 Shaving Gel (Cool-Type) 印尼 $35 205克 $1.7 中 英  — —

17 NATIO FOR MEN Smooth Shave Gel 澳洲 $68 150克 $4.5 英      ■ ④  (12M)

18 ORBIS Men's Shaving Gel 日本 $119 150克 $7.9 (    ) — ①④  (12M)

鬚後護理用品

鬚後水

19 BIOTHERM HOMME 溫泉鬚後保濕露  Aquatic Lotion - After-Shave for Normal Skin 法國 $250 200 $12.5 英 ■ —

20 GATSBY 鬚後水 After-Shave Water 日本 $35 140 $2.5 中 英 — —

21 吉列 Gillette Series After Shave Splash (Cool Wave) 法國 $47 50 $9.4 — ■ ①④  (36M)

22 LANEÍGE HOMME 男士水分舒爽細膚水 Refresh Skin Refiner 韓國 $220 130 $16.9 中 英 ■ ②③

23 MISSHA HOMME Urban-Soul Aftershave Classic 韓國 $282 120 $23.5 英 — ④  (12M)

24 Shiseido Zen for Men After Shave Lotion 法國 $390 100 $39.0 英 ■ ④  (12M)

鬚後乳液/乳霜

25 CLARINS MEN 鬚後舒緩乳霜 After Shave Soother 法國 $280 75 $37.3 中 英 ■ ④  (12M)

26 CLINIQUE Happy For Men 香氛鬚後乳霜 After Shave Balm 英國 $260 100 $26.0 — ■ ④  (24M)

27 KIEHL'S 男士鬚後潤膚露 The Ultimate Men's After-Shave Balm and Moisturizer 美國 $160 125 $12.8 英 ■ ④  (12M)

28 LAB SERIES Razor Burn Relief Ultra 英國 $295 100 $29.5 中 英 ■ ④  (24M)

29 NATIO FOR MEN Calming Aftershave Balm 澳洲 $88 200 $4.4 英 ■ ④  (12M)

30 NIVEA for Men 男仕鬚後補濕乳 Multi-Protecting Post Shave Balm 德國 $42 100 $4.2 英 ■ ①②④  (12M)

31 THE BODY SHOP for Men 秘魯人參根鬚後乳 Maca Root Razor Relief 英國 $159 100 $15.9 — ■ ④  (12M)

— 代表無標示   

[1] 按產品品牌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2] 售價為本會職員於２月的市場調查所得，會因時間、地點和零售點
不同而有差異。每10毫升或每10克售價按調查所得的零售價及其
標示容量/重量計算。 

 如產品同時標示其容量及重量，(  )內為計算所得的每10克售價。

[3] 標籤資料按產品的中文及英文標籤資料。

[4]  標示先搓揉出泡沫再塗搽上剃鬚位置   
 標示先弄濕剃鬚位置

   標示用後不用過水
 *  標示不用加水，剃鬚後使用爽膚水和潤膚霜

(供應商表示，使用產品剃鬚期間不用加水，剃
鬚後可因應個人需要用濕毛巾或清水清潔)

  標示用後須用清水沖淨
 (  ) 內為供應商提供資料

[5] － 沒有標示
 ■ 完全標示
 □ 不完全標示

註 [6] ① 產品標示使用期限 
 ② 產品標示生產日期 
 ③ 產品標示儲存期/保質期
 ④ 產品標示開封後使用期，(  )內為產品標示的

開封後使用期(以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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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部分男士剃鬚護理用品

編
號

品牌 
[1]

產品名稱 
[1]

聲稱 
來源地

大約 
零售價 

[2]

標示
容量/重量 

(毫升)

每10毫升/克
售價 
[2]

標籤資料 [3]

用法 
 [4]

成分列表
[5]

有效限期 
[6]

鬚前護理用品(配合電動鬚刨使用)

1 無添加 FANCL MEN'S 剃鬚液(配合電鬚刨使用) Pre Shave Lotion 日本 $98 18 $54.4 中 □ ②③④ (2M)

2 GATSBY 鬚前水 Pre-Shave Lotion 日本 $35 140 $2.5 中 英 — —

3 LAB SERIES Electric Shave Solution 英國 $205 100 $20.5 中 英   ■ ④ (24M)

剃鬚用品(配合剃鬚刀使用)

剃鬚泡沫

4 GATSBY 剃鬚泡沫 Shaving Foam 日本 $35 190克 $1.8 中 英   — —

5 吉列 Gillette Foamy 剃鬚膏/刮鬍泡(檸檬味) Lemon Lime Shaving Cream 泰國 $35 210克 $1.7 中          ■ ②③

6 LAB SERIES Maximum Comfort Shave Gel 美國 $190 200 (198克) $9.5 ($9.6) 英      ■ —

7 LANEÍGE HOMME 男士水分舒爽潔面泡沫 Fresh Cleansing Foam 
(Two-in-One Cleansing Foam - Shaving and Cleansing) 韓國 $150 180 $8.3 中 英     ■ ①②

8 MISSHA HOMME Urban-Soul Vitalizing Foaming Cleanser 韓國 $198 130克 $15.2 英    ■ ②④  (12M)

9 NIVEA for Men 男仕補濕剃鬚泡沫 Moisturising Shaving Foam 德國 $39 200 (193克) $1.9 ($2.0) 英  ■ ①

10 舒適 Schick HYDRO防敏剃鬚啫喱泡 HYDRO Sensitive Shave Gel 美國 $40 240 (236克) $1.7 ($1.7) 中  ■ ①③

11 舒適 Schick 刮鬍泡/剃鬚膏(敏感膚質專用配方) Shave Guard Foam 中國 $36 220 (210克) $1.6 ($1.7) 中  ■ ②③

剃鬚膏

12 CLINIQUE Skin Supplies for Men 剃鬚乳霜 Cream Shave 比利時 $130 125 $10.4 英    ■ ④  (24M)

13 無添加 FANCL MEN'S 剃鬚膏(配合剃鬚刀使用) Pre Shave Gel 日本 $98 120克 $8.2 中  □ ②③④  (2M)

14 KIEHL'S 經典剃鬚膏 - White Eagle 
"Close-Shavers" Squadron Ultimate Brushless Shave Cream - White Eagle 美國 $165 150 $11.0 英   * ■ ④  (12M)

15 THE BODY SHOP for Men 秘魯人參根剃鬚膏 Maca Root Shave Cream 英國 $119 125 $9.5 (      ) ■ ④  (12M)

剃鬚啫喱

16 GATSBY 剃鬚啫喱 Shaving Gel (Cool-Type) 印尼 $35 205克 $1.7 中 英  — —

17 NATIO FOR MEN Smooth Shave Gel 澳洲 $68 150克 $4.5 英      ■ ④  (12M)

18 ORBIS Men's Shaving Gel 日本 $119 150克 $7.9 (    ) — ①④  (12M)

鬚後護理用品

鬚後水

19 BIOTHERM HOMME 溫泉鬚後保濕露  Aquatic Lotion - After-Shave for Normal Skin 法國 $250 200 $12.5 英 ■ —

20 GATSBY 鬚後水 After-Shave Water 日本 $35 140 $2.5 中 英 — —

21 吉列 Gillette Series After Shave Splash (Cool Wave) 法國 $47 50 $9.4 — ■ ①④  (36M)

22 LANEÍGE HOMME 男士水分舒爽細膚水 Refresh Skin Refiner 韓國 $220 130 $16.9 中 英 ■ ②③

23 MISSHA HOMME Urban-Soul Aftershave Classic 韓國 $282 120 $23.5 英 — ④  (12M)

24 Shiseido Zen for Men After Shave Lotion 法國 $390 100 $39.0 英 ■ ④  (12M)

鬚後乳液/乳霜

25 CLARINS MEN 鬚後舒緩乳霜 After Shave Soother 法國 $280 75 $37.3 中 英 ■ ④  (12M)

26 CLINIQUE Happy For Men 香氛鬚後乳霜 After Shave Balm 英國 $260 100 $26.0 — ■ ④  (24M)

27 KIEHL'S 男士鬚後潤膚露 The Ultimate Men's After-Shave Balm and Moisturizer 美國 $160 125 $12.8 英 ■ ④  (12M)

28 LAB SERIES Razor Burn Relief Ultra 英國 $295 100 $29.5 中 英 ■ ④  (24M)

29 NATIO FOR MEN Calming Aftershave Balm 澳洲 $88 200 $4.4 英 ■ ④  (12M)

30 NIVEA for Men 男仕鬚後補濕乳 Multi-Protecting Post Shave Balm 德國 $42 100 $4.2 英 ■ ①②④  (12M)

31 THE BODY SHOP for Men 秘魯人參根鬚後乳 Maca Root Razor Relief 英國 $159 100 $15.9 — ■ ④  (12M)

— 代表無標示   

[1] 按產品品牌英文名稱順序排列。  

[2] 售價為本會職員於２月的市場調查所得，會因時間、地點和零售點
不同而有差異。每10毫升或每10克售價按調查所得的零售價及其
標示容量/重量計算。 

 如產品同時標示其容量及重量，(  )內為計算所得的每10克售價。

[3] 標籤資料按產品的中文及英文標籤資料。

[4]  標示先搓揉出泡沫再塗搽上剃鬚位置   
 標示先弄濕剃鬚位置

   標示用後不用過水
 *  標示不用加水，剃鬚後使用爽膚水和潤膚霜

(供應商表示，使用產品剃鬚期間不用加水，剃
鬚後可因應個人需要用濕毛巾或清水清潔)

  標示用後須用清水沖淨
 (  ) 內為供應商提供資料

[5] － 沒有標示
 ■ 完全標示
 □ 不完全標示

註 [6] ① 產品標示使用期限 
 ② 產品標示生產日期 
 ③ 產品標示儲存期/保質期
 ④ 產品標示開封後使用期，(  )內為產品標示的

開封後使用期(以月計)

芳樟醇（linalool）、檸檬醛（citral）、香豆素

（coumarin）、法呢醇（farnesol）及香葉醇

（geraniol）等。

部分男士對氣味較敏感，可能會怕產

品的氣味太濃或香味太女性化，選購前亦

應先確定自己接受產品的氣味。

標籤資料有待改善
部分剃鬚用品用法標示不清

本會搜集了31款剃鬚護理用品，包括

3款為電動鬚刨用家而設的鬚前水，15款配

合剃鬚刀使用的剃鬚用品，以及13款鬚後

用品，檢視它們的標籤所載的資料。鬚前和

鬚後產品一般不需過水，不過剃鬚用品則普

遍用後要用清水沖淨，但有個別產品標示產

品不用加水，剃鬚後使用爽膚水和潤膚霜。

樣本中，大部分剃鬚泡沫都是擠出泡

沫後，塗上剃鬚位置即可，部分則須先搓

揉至泡沫狀才塗搽上面，至於剃鬚膏和剃

鬚啫喱，部分說明塗搽上已濕潤的皮膚，

剃鬚後再用水沖淨即可；個別則要先搓揉

至產生泡沫再抹上面。7款剃鬚膏和剃鬚

啫喱中，2款未有以中文或英文說明是否直

接塗搽上面，還是需要先揉成泡沫，亦未

有說明用後是否需要用水沖洗。至於標示

不用加水的剃鬚產品，本會向其供應商查

詢產品用法，供應商表示使用產品剃鬚期

間不用加水，剃鬚後可因應個人需要用濕

毛巾或清水清潔。

本會認為用法標示不清，使用者未必用

上正確方法使用產品，以致影響剃鬚效果，

亦可能增加刮損皮膚的機會，更會影響用後

的舒適程度，建議產品以中、英文列明用法。

▲見於各樣本中較普遍的香料致敏源，皮膚敏感人士應先進行皮膚測試，確保產品不致敏才購買。

6 款產品欠標示成分資料

樣本中有6款欠缺以中文或英文標

示成分資料，另有2款只列出部分成分。雖

然本港法例未有規定個人護理用品必須列

出全部成分，但本會建議產品供應商自願

性在產品包裝上提供有關資料，以便消費

者瞭解產品是否含有容易引致敏感反應的

成分。

6 款沒有標示有效限期

樣本中6款沒有標示使用期限(expiry 

date)、生產日期(manufacture date)、保質

期(shelf-life)或開封後使用期(period after 

opening)。其餘6款列明使用期限，其中3

款同時說明開封後使用期；5款標示生產日

期和儲存期/保質期，消費者可從而推算產

品的使用期限，及時打開產品使用；1款只

標示生產日期和開封後使用期；13款樣本

則只標示開封後使用期。

有標示開封後使用期的樣本，所建議

的使用期由2至36個月。為免用了過期護理

用品影響皮膚健康，本會建議消費者於開

啓產品時，自行標示打開使用的日期以作

提示。

本會意見
消費者宜按膚質及個人需要(如質

感和氣味)，選擇適合的剃鬚護理用品。如

可行，建議先將小劑量產品塗於頸項、手

腕內側或其他不顯眼處，留意會否出現痕

癢或紅腫等反應。使用任何剃鬚護理產品

後，如出現皮膚不適情況，應立即停用，並

用清水沖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