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003 324   選擇 25

搜查網

認識染髮劑
根據配方和附�時間的長短，染髮

劑分永久性、半永久性、漸進式及暫時性

4種。

永久性染髮劑

用永久性染髮劑染髮不褪色直至

新髮長出。通常每盒分成兩瓶裝，將染色

藥劑與氧化劑分開，以保證產品的功效。

染色藥劑通常含煤焦油（Coal-tar）

物質，如對苯二胺（p-Phenylenediamine或

稱p-Diaminobenzene，簡稱p-PDA）及對甲

苯二胺（p-Toluenediamine，簡稱p-TDA）

等，這類物質可能導致部分人士產生皮

膚紅腫、痕癢，甚至發炎等敏感反應，此

外，部分煤焦油物質有致癌的可能性，例

如：間二胺基苯甲醚（4-Me t h o x y -m -

phenylenediamine，簡稱4-MMPD），曾發現

引致試驗動物致癌，亦能滲透動物及人

體皮膚。

氧 化 劑 通 常 採 用 過 氧 化 氫

（Hydrogen Peroxide），俗稱「雙氧水」，作

用是將染色藥劑變成有色的化合物。雙

氧水兼有漂白功能，會將頭髮的底色變

淺及對頭髮造成直接傷害。

施用時須按一定比例將染色藥劑

和氧化劑混合，可以完全遮蓋白髮，將髮

色變深、變淺或者改變色澤，顏色附在頭

染髮秘笈
染髮已不是「銀髮族」的專利，現時不少男女老幼都

趕潮流，染髮變成「金毛族」。在十多歲已開始染髮人士，

長時間接觸染髮劑對健康有何影響？不當使用染髮劑，

可能導致皮膚過敏反應，染髮變成「豬頭」，如何避免？

髮上不會褪色。不過四至六星期後髮根

新長部分重現原來髮色，這時候會出現

兩截顏色，需要補染。

除混合型外，亦有不需混合使用的

軟膏型，直接施用於頭髮上，藉氧化過程

令頭髮變色。

半永久性染髮劑

半永久性染髮劑將染料直接加於

頭髮上，染料的分子較細，容易滲透頭髮

內而造成髮色的變化。使用後，在洗髮時

常可見顏料被洗出，但通常可經過6至7

次洗髮也不褪色。

合成染料的半永久性染髮劑施用

時只要如普通洗頭一樣，將頭髮用染髮

劑洗一遍後沖洗即可。天然染料的則利

用植物染料如指甲花（Henna，又稱海靈

草）及菊科植物。用海靈草的則要加熱

（如焗髮）一段時間，最長達兩小時，

使頭髮變軟及有彈性，讓色素深入髮內，

並與硫分子產生反應及染色，由於與

硫鏈結合，故海靈草染髮劑有護髮的功

效。不過若重複施用可能產生不自然的

紅褐色。

漸進式染髮劑

漸進式染髮劑又名金屬染髮劑，如

一些廣告所稱用後頭髮漸漸變黑色，多

數含醋酸鉛（Lead Acetate）或硝酸銀

（Silver Nitrate）等金屬鹽，施用於頭髮後，

金屬鹽在光、熱及氧化劑作用下會漸漸

氧化，變成有色金屬物，達致頭髮染色的

目的，不過，變色過程緩慢，必須重複使

用才能達到預期中的顏色深度，男性較

多採用。

此外，還有一種配方可令頭髮逐漸

變深，就是焦倍酚（Pyrogallol）及焦亞硫酸

鈉（Sodium meta bisulphate），較常見於棕

色及粟色的染髮劑。

暫時性染髮劑

暫時性染髮劑可以暫時改變頭髮

的顏色，像顏料一樣附在頭髮表面，對髮

質損傷較小，染出來的頭髮仍然會保持

良好的光澤和彈性。但暫時性染髮劑染

料分子較大，只能留存在頭髮的表面，牢

固度甚差，一經洗濯便褪色，因此要將白

髮染黑的人士不喜使用。不過，卻適合追

求時尚髮式的年青人，利用有較多顏色

選擇的暫時性染髮劑，可隨時隨意在頭

髮噴上顏色及圖案，加添髮上姿彩。

染髮慎防過敏
一般人使用染髮劑都擔心產生敏

感反應。染髮劑內部分成分具刺激作用，

可能令部分人士患上「接觸性皮膚炎」。

半永久性 漸進式

永久性 暫時性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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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曾報道，在英國至少有兩宗個

案，涉及使用染髮劑後出現過敏反應，頭

部嚴重腫脹，雙目無法睜開，送院救治始

回復正常。兩事主均表示已按照包裝的

指示做，但沒有按照建議進行皮膚過敏

測試。

皮膚科醫生史泰祖表示，本地每年

都有不少用染髮劑後引發過敏反應的個

案，這可能是因為染髮前無進行皮膚過

敏測試。

過敏性接觸皮膚炎是體質敏感的

人只要碰到一點抗原（如染料）就會過

敏。過敏性接觸皮膚炎不一定在第一次

染髮出現，可能是幾個月、幾年以後，或

者是染髮很多次以後，當體內對這個抗

原的敏感度建立起來便出現徵狀。會否

過敏和個人體質有關，是無法預測的。因

此，為防過敏，第一次染髮或轉用新染髮

劑時，務必進行皮膚過敏測試，無敏感反

應才進行染髮。若發生了過敏反應，則應

考慮更換其他牌子或型號的染髮劑，並

進行皮膚過敏測試。

醫生建議年青人不宜染髮
暫時性、半永久性染髮劑的化學成

分較少，對人的傷害不會太大，但永久性

染髮劑的化學成分能進入頭髮，破壞髮

質，令染髮後的頭髮變得乾燥、失去光澤

和彈性，且成分中更可能含引致過敏性

接觸皮膚炎的物質如苯二胺（Phenylene-

diamines）。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對染髮劑

有敏感反應。接觸性皮膚炎會造成頭皮

發炎，症狀是癢，繼而紅、腫，更嚴重會

痛，抓得太厲害就會皮膚破損，甚至細菌

感染。長期、重複染髮會進一步破壞髮

暫時性永久性 半永久性 漸進式

● 顏色選擇多
● 施用方便
● 不能完全遮蓋白髮
● 不可將髮色變淺
● 一經洗濯就褪色

● 顏色選擇多
● 施用較困難，需小心
量度和混合成分

● 完全遮蓋白髮
● 可將髮色變深、變淺
或改變色澤

● 不褪色
● 髮根新長部分需補染

● 顏色選擇較少
● 施用方便
● 可將髮色保持或變
深，但不可染淺

● 可經過6至7次洗髮
過程不褪色

● 只可染黑、棕等
深顏色

● 須重複施用
● 用後想再染其他
永久性染髮劑會
較難上色

● 不褪色
● 需補染

各類染髮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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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頭髮會容易折斷、開叉。染髮劑成分

始終是化學物有一定副作用，過往亦曾

有研究指出長期接觸染髮劑成分中的苯

二胺可能與膀胱癌有關連，但這說法至

今尚未被證實，為安全起見，年輕人不宜

染髮，如要染髮較宜用暫時性或半永久

性染髮劑；年長消費者應盡量減少使用

染髮劑特別是永久性類別，例如減少染

髮的次數、不要時常改變頭髮顏色、拉大

染髮間距（兩次染髮時間至少相隔1個

月）等。

檢閱永久性染髮劑標籤資料
樣本

走進超級市場、連鎖式藥房及美髮

用品專門店，擺放的染髮劑產品多到眼

花繚亂，除了揀喜愛的顏色，也不要忽略

產品標籤資料。我們搜集了30款永久性

染髮劑的資料，教你怎去選擇。

法例要求的資料

按本港法例第138章《藥劑業及毒

藥條例》規定，如化妝品含有該條例管制

的成分，則受管制，而含有苯二胺

（P h e n y l e n e d i a m i n e s）、甲苯二胺

（Toluenediamines）或其他烷化苯二胺

（Alkylated-benzene diamines）或含有它們

的鹽類的染髮劑，則根據該條例，必須在

包裝上標示成分、含量及中英文警告：

「注意：此藥可使某些人士皮膚嚴重發炎，

須照專家指示使用（Caution：This pre-

paration may cause serious inflammation of

the skin in certain persons and should be

use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exper t

advice）」。

30款樣本中，22款含有苯二胺及/

或甲苯二胺，但其中只有11款列出法例

要求的所有資料，包括成分、含量及適當

的中英文警告句語。此外，有8款標示可

能含苯二胺及/或甲苯二胺，或無標示成

分資料，由於不能從標示資料中準確掌

握產品有否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或甲苯

二胺，所以未能評定有否列出法例要求

的資料。本會已將有關資料交予𦋐生署

跟進。

染髮劑的成分資料很重要，消費者

有權知道，避免使用曾導致他們過敏反

應的成分的產品，保障身體健康。因此，

染髮劑的代理商及製造商有責任在產品

包裝上清楚列出成分的資料，以方便消

費者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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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編
號

牌子/型號/顏色 來源地
售價
[1]

有否列出法例
要求的資料
[2] 中英文使用指導

[3]

香港廠商
聯絡及製造/
有效日期
的資料
[4]含量

中英文
警告

標示成分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Phenylenediamines)

標示成分含法例管制的甲苯二胺(Toluenediamines)

標示成分可能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Phenylenediamines)及/或甲苯二胺(Toluenediamines)

標示成分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Phenylenediamines)及甲苯二胺(Toluenediamines)

部分永久性染髮劑的產品資料

1 Garnier Nutrisse
卡尼爾研究中心營彩滋養染髮霜甘草黑色10

－ $38.9 有 有 ABCDEFGH I J

2 L'oréal Excellence Creme Natural Black
優媚霜自然黑色1

印尼 $68.0 有 有 ABCDEFGH I J

4 Bigen Hair Color Brown Black
美源雅絲髮色素棕黑色7G

日本 $37.9 有 有 ABCDEGH I J

3 Revlon Top Speed Haircolor Deep Mohogany Brown
露華濃快速護髮染髮霜深酒紅褐5

－ $48.0 有 有 ABCDEFGH I J

5 Bigen Speedy Hair Color Conditioner Brownish Black
美源髮采黑髮霜棕黑色882

日本 $42.9 有 有 ABCEFG I J

—6 Revlon Colorstay Soft Black
露華濃采綻竪喱乳霜黑色3

－ $42.9 有 有 ABCEFGH I J a

7 Kokusai Hair Color Natural Black
黑彩染髮膏自然黑髮色#83

日本 $42.0 有 有 AE I

9 L'oréal Féria 3D Color Cool Traupe
紛瑩冷艷灰褐31

印尼 $59.9 － 有 ABCDEFGH I J

—10 Revlon Colorsilk Brown-Black
露華濃麗然染髮劑棕黑色2N

美國 $29.9 － 有 ABCEFGH I J a

13 Restoria Express Natural Black
愛麗絲特快染髮霜天然黑色1.2

澳洲 $60.9 － ※ ABCEFGH I J

—14 Scarlett Soft-System Professional Cream Color + Protein Black 1N/0 荷蘭 $46.0 － － ACEG c

17 Garnier Color Creme-Gel Ultra Long Lasting Blue Black
卡尼爾研究中心超持久染髮乳藍黑色210

印尼 $49.0 有 有 ABCDEFGH I J

19 Wella Viva Color Chestnut Brown
威娜瑩彩染髮霜栗子色54

泰國 $36.9 － ※ ABCDEFGH I J

—21 Clinic Coating Color Deep Blue Black
花男子專業染髮霜B2

韓國 $44.0 － － BCDEFGH I J a

ABCDEFGH I J有 ※22 Wella Bleach & Color Natural Brown
威娜嬌彩染淺加色髮乳自然啡色

日本 $36.9

12 Just For Men Natural Real Black
男人話題髮威即時染色染髮劑黑色

美國 $69.9 有 ※ ABCEFGH I J

11
Clairol Hydrience Dark Brown
海倩水溶性染髮乳霜深啡色48

美國 $56.9 有 ※ ABCDEFGH I J

18 Wella Color Cream Decore Black 2/0 － $39.9 － ※ ABCDEFGH I J

20 Wella Wellaton Hi-Speed Natural Dark Brown
威娜護然彩快速染髮霜自然深啡色4N

日本 $44.9 － ※ ABCDEFGH I J

15 Blauné Treatment Color Cream
倍采盈護髮染髮霜自然黑色8

日本 $54.9 有 有 ABCDEFGH I J

16 Lavenus Hair Color Ash Brown
藍蓓絲護髮染髮液炭灰啡

日本 $57.9 有 有 ABCDEFGH I J

—8 KWTM Natural Black天然黑色#2 － $48.0 有 有 ABCDG a

23 IDA PB Permanent Colorant 2.00 Natural Black自然黑2-N － $18.0 不適用 ABCDEGH I J

—24 Goldwell Topchic Dark Brown 3-N 德國 $38.0 不適用 ABDEFGH I J c

搜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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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編
號

牌子/型號/顏色 來源地
售價
[1]

有否列出法例
要求的資料
[2] 中英文使用指導

[3]

香港廠商
聯絡及製造/
有效日期
的資料
[4]含量

中英文
警告

無標示成分

標示成分可能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Phenylenediamines)及/或甲苯二胺(Toluenediamines)

－ : 無標示。
[1] 表列為本會購入價，售價隨店舖、區域和推廣時段有差異，只供參考。
[2] 本港法例規定含有苯二胺(Phenylenediamines)、甲苯二胺
(Toluenediamines)或其他烷化苯二胺(Alkylated-benzene diamines)或
含有它們的鹽類的染髮劑須在包裝上標註成分、含量及中英文警告句語
「注意:此藥可使某些人士皮膚嚴重發炎，須照專家指示使用」。
有 :有列出有關資料。
— :沒有列出有關資料。
※ :沒有列出法例規定的警告句語，但有類似的警告用語。
不適用 :不能從標示資料中準確掌握產品有否含法例管制的苯二胺或甲

苯二胺，因此未能評定有否列出法例要求的資料。

[3] A : 可能會引起敏感反應。
B : 皮膚過敏性測試的指示。
C : 切勿用於染眉毛或睫毛。
D : 避免觸及眼睛。
E : 若染髮劑入眼，應立即以清水沖洗。
F : 頭皮損傷時勿使用染髮劑。
G : 染髮後應徹底沖淨頭髮。
H : 染髮時緊記戴上手套。
I : 置放於兒童觸及不到的地方。
J : 建議染髮前或後的7至15日內不等，切勿電髮。
否則可能會對頭髮造成損傷或褪色。

a : 部分使用指導只有英文。
b : 部分使用指導只有中文。
c : 使用指導只有英文。

[4] : 香港廠商電話。

: 香港廠商地址。

: 製造日期/有效日期。

部分永久性染髮劑的產品資料

ACDEH c不適用 —28 Visón Salerm Colouring Cream Pure Black 1 西班牙 $46.0

—26 Igora Royal Color Creme Black 1-0 － $32.0 不適用 ABCEFGH c

—27 Farmen Hair Colour - Cream Black 2/0 意大利 $40.0 不適用 ACEGH c

ABDEFGH I J b不適用30 Salon De Pro Dark Brown
髮廊之寶無香料快速染髮乳霜深棕色6

日本 $38.9

ADEGH I J a不適用25
Faddy Color Permanent Hair Color Reddish Brown
艾的染髮系列啡紅色 6VR/6.26

－ $28.0

注

ABCDEFGH I J不適用29 Gatsby Hair Color Remake Natural Black天然黑色 印尼 $38.0

至於懷疑致癌物質4-MMPD，是次

樣本未見有標示該成分。

顏色與成分有關嗎？

可否從顏色揀選不含苯二胺或甲

苯二胺的染髮劑呢？我們買了3款型號不

同顏色共28個樣本來分析。檢查結果發

現只3個顏色（淺金紅色、火燄紅色及加

強銅金色）的標示成分沒有苯二胺及甲

苯二胺；2個紅色樣本屬同一型號，但這

個型號的其他紅色仍發現標示含甲苯二

胺，顯示上述兩成分很大機會存於永久

性染髮劑中。

其實，永久性染髮劑的染色藥劑

含多種染料成分，經雙氧水氧化這些染

料後，才可變成所要的顏色。苯二胺及甲

苯二胺是常用染料，混合其他染料可生

成不同顏色如黑色、棕色、紅色、褐色、銅

色、金色等。

故消費者頗難單憑顏色去判斷染

髮劑是否含苯二胺或甲苯二胺，應檢視

產品所列的成分資料。

中英文使用指導

現時很多人替自己或找朋友幫忙

染髮，產品上的警告及使用說明便顯得

特別重要，例如切勿用於染眉毛或睫毛、

頭皮損傷時勿使用染髮劑、置放於兒童

觸及不到的地方等，如消費者得不到這

些重要資料，有可能導致意外發生。30款

樣本並非全部有詳盡警告及使用說明，

代理商及製造商宜加以改善。

其他重要資料

在選購染髮劑時，生產日期或有效

日期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否則有可能買

到過期產品，用後得不到應有效果，甚至

影響身體健康。30款樣本有17款標示生

留意含苯二胺或甲苯二胺產品有否依法例要求標示

成分名稱、含量及警告句語

產日期或有效日期。

產品標示廠商的香港地址和電話，消

費者遇到問題時，便可聯絡廠商。11款樣本

無列出香港地址及電話號碼。

本文部分資料由

皮膚科醫生史泰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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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膚過敏測試
染髮劑可能導致個別人士過敏，所

以首次染髮或轉用新產品時，必須進行

皮膚過敏測試。

測試：以棉花棒將測試染髮劑塗在

耳後或手臂內側，範圍約半吋左右，自然

風乾，時間宜由24至48小時不等（以產品

指示為準），切勿觸摸。染髮劑風乾前，避

免沾染衣服。如30分鐘後染髮劑仍未乾，

表示塗抹過量，須用化妝棉或面紙輕輕

壓乾。盡量避免於進行皮膚過敏性測試

當日洗澡。如無法避免，切勿淋濕測試皮

膚範圍。若塗抹後即產生出疹、發紅、腫

脹、痕癢、刺激等皮膚異常反應，應立即以

水沖洗及停止

使用。如在48小

時內產生不適

狀況，應立即停

止測試，並即以

清水沖洗。如48

小時內無異狀，

即可進行染髮。

不宜使用染髮劑的人士
皮膚或身體曾出現任何過敏症狀、

嚴重出疹，染髮有機會觸發過敏症，或可

能令症狀更加嚴重。如果有下列狀況，切

勿染髮。

●曾經因染髮劑而感染過發炎，或

曾在染髮時或染髮後產生皮疹、發紅、痕

癢等不適現象。

●皮膚過敏測試時出現異狀。

●頭部、面部或頸部有發腫、外傷或

皮膚病。

●月經來臨時、懷孕或可能妊娠期間。

●剛剛生育、病中、康復不久或有其

他任何不適。

●曾患腎病或血液上的疾病，使用

前應諮詢醫生意見。

●身體輕度發燒、疲乏、心悸或呼吸

困難等症狀，及容易流鼻血、月經或因其

他原因出血不易停止。

忌用
切勿用染髮劑染睫毛和眉毛，很容

易導致眼部附近過敏，產生紅腫、發炎、

感染等。若過敏反應嚴重，甚至可能失

明，故千萬不要讓染髮劑接觸眼部。

電髮後勿馬上染髮
電髮分還原及中和兩個步驟。還原

過程在鹼性條件下進行，令頭髮伸縮性

的二硫化鍵（Disulphur Bond）切斷；中和

過程則在酸性條件下進行，使二硫化鍵

重組，讓頭髮回復彈性。頭髮經過這般劇

烈的化學處理後，應給予一段時間休養

生息，切勿馬上染髮。同理，染髮後亦不

應立即電髮，兩者應最少相距一至兩個

星期。

另外，電髮和染髮的化學反應是

相反的，永久性染髮劑一般在鹼性環境

下進行，與電髮的中和過程不合，會影響

最終結果。

事前準備功夫
●使用前詳讀說明書，依照指示施

用。

●使用任何種類染髮劑前，宜先做

皮膚過敏測試，可參考產品上的說明書。

●產品若標註供專業人士使用，最

好不要自行買回家使用，因產品可能需

要特別或專業的程序處理才能獲得預期

的效果。

●每個牌子和型號都有特定的配

方，不要胡亂配用其他牌子的產品。

●應先除下眼鏡、隱形眼鏡、耳環及

頸鏈。

●避免衣物沾染無法清洗的染髮

劑，應用毛巾或膠布遮蓋。

●為免弄髒地板或臉盆，應鋪上報

紙或其他遮蓋物。

慎選用具
●用染髮劑

時應戴上膠手套，

以免手部皮膚接觸

染髮劑。

●一般染髮

劑內附有手套及適

當的用具，按指示

混合後可將染髮劑

直接施用於頭髮

上，省卻到處張羅

適當用具的麻煩。

●使用永久

性染髮劑時，不應

用金屬容器混合染

膏及氧化劑，因氧

化劑會與金屬發生

氧化作用，影響染

髮效果，應使用塑

膠器皿。

搜查網

染髮篇

皮膚過敏測試後無異狀才進行染髮

產品內附適當用具，毋須到

處張羅，並避免用了不適合

用具，影響染髮效果

用時必須戴上膠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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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洗頭
●使用半永久性染髮劑，必須先把

頭油去清。因油脂會影響與染髮劑混合

在一起的界面活性劑的正常發揮，以及

染色的深淺效果。

●相反，使用永久性染髮劑，若頭髮

並非太髒、或沒有使用過多美髮用品如

護髮素，最好不要在之前洗頭，因為頭上

油脂有保護頭皮免受染髮劑的化學成分

直接接觸的功效，亦減少了敏感的危機。

不過在染髮後，務必將頭上所有殘留物

質洗淨及中和。

●染髮後頭髮可能變得較粗糙，宜

選用酸性洗髮水。

使用後
●如頭部、面部、頸部有皮疹、發紅、

痕癢或水泡等症出現，切勿用手抓過敏

部位，或自行判斷使用藥物，應立即延醫

診治。

染髮劑應妥善處理和存放
●混合後的永久性染髮劑必須即時

使用，否則會影響染髮效果，所以應將殘

餘的已混合染髮劑沖洗乾淨。切勿將混和

後的染髮劑留於密封的瓶內，以避免瓶子

可能因染髮劑氧化膨脹而引起爆裂。

●應把染髮劑存放妥當，放置在陰

涼、乾燥、兒童不能觸及的地方。

本刊8月份（322期）刊登了隨身空氣

淨化機的測試報告，其後收到樣本#2、#3及

#8的製造商來函，表示3個樣本皆為該廠於

美國生產的同款產品。來函內容主要包括以

下幾點：

1. 本會的測試並非針對保護距離機頂

格柵190毫米的呼吸範圍（breathing zone）的

隨身空氣淨化機而設計。

2. 該廠從未聲稱產品具對抗SARS的臭

氧殺菌效能。該廠產品不是臭氧殺菌器，而是

將致病的粒子排除在呼吸範圍之外的靜電場

產生器。

3. 該廠在任何情況下，從未在呼吸範

圍內錄得超出0.05 ppm的臭氧濃度。

4. 該廠產品經美國大學醫學研究中心

測試，及被世界權威審議發現可藉�產品在

呼吸範圍產生的靜電屏蔽，顯著地減低感染

經空氣傳播的SARS、感冒、天花、碳疽病等的

危險。

5. SARS快將再次出現。因全球科學界認

同該廠產品的效能，勸止香港的潛在用者利用

該廠產品去拯救生命，實屬可悲。

綜合𦋐生署及香港醫學會的意見，本

會對以上各點有以下回應：

1. 本會於報告中已清楚解釋，由於國

際間並無針對小型隨身空氣淨化機的標準，

故測試時參照國際電工委員會對家用空氣

淨化機的標準。

2. 該款產品的其中一個本港代理商，

在預購表格上有「...殺滅98%細菌，更可消

滅細小至0.1微米的細菌」的字眼，明顯與

廠商所述不同。

3. 使用這類會釋出臭氧的小型隨身空

氣淨化機時，在環境空氣積聚的臭氧濃度，

會受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在室內還是室外使

用、是否長時間逗留在同一地點、空氣流通

的情況等。若果使用者長時間在細小的空間

和空氣流通較差的環境使用這些產品，空氣

中的臭氧濃度會較高。再者，用者與產品的

距離亦會影響用者暴露於臭氧的程度。

4. 𦋐生署認為現階段隨身空氣淨化機

減低感染SARS的功效仍未被科學界及醫療

界廣泛認同。該署在本刊報告中對釋出臭氧

的小型隨身空氣淨化機發表的意見，與世界

其他執法機構，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和

加拿大𦋐生部大致相同。

5. 香港醫學會梁子超醫生認為關於

SARS的很多方面仍屬未知，不同傳播途徑的

相對重要性仍富爭議性。再者，在某實驗室

環境得出的結果，未必可以概括多變的實際

環境，特別是附近有持續發出病原體的源頭。

梁醫生認為任何負離子產生器或靜電

沉澱器的保護聲稱，在這階段僅屬推測。相

反，一些儀器產生的臭氧水平，令人關注。鑒

於對健康的潛在影響，若這類儀器要作重要

的醫學用途，最好受相關的監管機構嚴謹審

查。在沒有適當證明和認可的情況下，對任

何有關效能及安全的聲稱均應抱保留態度。

該製造商於收到本會回應後，再次致

函本會，對產品殺菌問題有如下立場：產品

能殺菌和將細菌排除在呼吸範圍之外，惟此

方面仍需進一步研究探討。此外又指出美國

一所實驗室剛完成對該廠產品的測試，在完

全符合IEC標準的測試環境下，量得的臭氧

濃度不高於0.03 ppm。當新的保護技術出現

時，「廣泛認同見解」（widely held opinion）並

不適用。因為所謂「廣泛認同見解」均已為時

數十年，即使美國的環保署（EPA）與食品及

藥物管理局（FDA）所持的亦然，而有關機構

及本港的𦋐生署都沒有對這種技術進行大

學水平的研究。

小心染髮劑入眼
●小心染髮劑及沖洗染髮劑時液體

流入眼內，造成眼睛損傷。若不慎入眼，

不可揉擦眼睛，應立即以清水沖洗，如仍

感刺激痕癢，盡速延醫診治。切勿自行判

斷使用藥物。

●染髮期間，若出現任何皮膚問題，

如皮疹、發紅、發炎、痕癢及刺激，應立刻

停止染髮，並將染髮劑徹底沖洗乾淨，免

得情況惡化。

●勿讓染髮劑沾染臉部或頸部。沾

上了應立即以清水沖洗。染髮劑停留在

皮膚上的時間愈久，愈難清洗。

●染髮過程切勿超過指定時間。

回應隨身空氣淨化機製造商來函
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