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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提示

為何要搽防曬產品？
紫 外 線 可 按 波 長 分為 紫 外 線 A

（UVA）、紫外線B（UVB）及紫外線C

（UVC）三段。UVC的波長約由100至

280nm，幾乎所有UVC都被大氣中的臭氧

層阻隔，故此UVC對皮膚的傷害不足為慮，

而到達地面的紫外線大多為UVA及UVB。

UVA 令皮膚變黑、老化
紫外線A（UVA）的波長約由315至

400nm，穿透力强，除可穿透大氣中的臭氧

層外，也可穿透建築物的玻璃，達至人體真

皮層，引致真皮層的膠原蛋白起變化，產生

黑色素，令皮膚變黑、老化，出現色斑和皺

紋，破壞力雖緩慢卻持久，長期接觸UVA更

可能增加患上皮膚癌的機會。

UVB 可灼傷皮膚
紫外線B（UVB）的波長約由280至

315nm，雖然大部分被大氣中的臭氧層、水

蒸氣等吸收，但仍有小部分到達地面，透射

力可達至人體表皮層，灼傷皮膚細胞，引致

皮膚發紅，是曬傷皮膚的主要波段，輕者可

致皮膚紅腫、疼痛，重者會產生水泡、脫皮，

也可能增加患皮膚癌的機會。

365 日做足防曬功夫   
夏天的紫外線強度異常高，要特別

注意防曬，其餘日子的紫外線強度雖不及

夏天，但也不能鬆懈，同樣要做好防曬，減

少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

亞 洲 區 多 以 PA 值 顯 示 防
UVA 能力

目前，防UVA能力未有統一指標。亞

洲區多以「PA」表示UVA的防護效果，指的

是Protection Grade of UVA，是根據標準方

法量度PPD（Persistent Pigment Darkening）

值所得。PA值分為4級，分別是PA+、

PA++、PA+++及最高級別PA++++，+

號越多表示防禦UVA的能力越好。

來自歐洲地區的產品，若標示了                       

標誌，表示產品的抗UVA能力大約等於產

品標示的SPF值（見下文）的三分之一或以

上。英國的產品多數以★標示防禦UVA的

能力，最佳為5粒★。美國產品則標示Broad 

Spectrum以顯示產品防禦UVA的能力。

SPF 值與防 UVB 能力
防曬產品上最常見的防曬系數為

「SPF」，即「Sun Protection Factor」，是指

針對UVB的防曬能力。簡單來說，如某防

曬產品標示SPF15，表示若膚色中等的人

士在未使用該產品前約10分鐘就曬紅了，

在使用後則約150分鐘才會曬紅，即是被

曬紅的時間延長了15倍，大約可防

止93%的UVB；如標示SPF30，雖然

SPF30在數字上是SPF15的兩倍，但

對UVB的防護能力只略高少許，大約可防

止97%的UVB；如標示SPF50，則大約可防

止98%UVB。注意這些數據是在特定環境

下得出，日常使用時，塗在皮膚上的防曬產

品未必均勻，防曬產品亦會隨汗水、擦拭而

流失，對UVB的防護能力因而受影響。

本港巿場上有標示SPF70、SPF100、

SPF130的防曬產品，產地多數是美國。不

過，澳洲、歐洲及加拿大等多國規定凡SPF

值超過50都只可標示為SPF50+，因為SPF

值再高也不能百分百隔阻UVB，如標示高

於50的SPF值，可能予人錯誤的安全感，以

為使用這些產品後，便可肆意長時間逗留

在陽光下，或誤以為毋須採用其他防曬措

施，例如戴闊邊帽、穿着編織緊密的衣服或

留在有遮陰的地方等。

UVA可引致
產生黑色素

變黑、皮膚老化

出現色斑、皺紋

常見防UVA標示
亞洲英國 歐洲 美國

預防色斑皺紋
要做足防曬

夏日炎炎，陽光份外熾熱，紫外線強度也特別高。 

紫外線會令皮膚老化，出現色斑和皺紋，嚴重時更可能 

令皮膚產生病變，增加患上皮膚癌的風險，因此，每天 

都要做足防曬措施，嚴選有足夠防禦能力的防曬 

產品，力抗UVA與UVB對皮膚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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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曬產品應 PA 值和 SPF 兼備
巿面上有不同種類的防曬產品，很多

日常使用的護膚品或化妝品例如保濕霜、面

霜、BB霜等均有防曬成分，也有適合戶外

運動或專供水上活動用的防水防汗（water 

resistant）防曬產品，以及專供兒童使用的

防曬產品。想得到較全面的防護，應選擇同

時防禦UVA及UVB的產品，換言之，既要查

看PA值，也要注意SPF值的高低。

6 個月以上兒童可按需要搽
防曬產品

幼兒皮膚特別幼嫩，容易受外在物質

影響，美國FDA建議6個月以下嬰孩避免

直接曬太陽，應逗留在有遮陰的地方並穿

上衣物，而6個月以上的兒童有需要時可搽

防曬產品。兒童一般防曬意識差，家長與

兒童外出時，應為兒童在外露的皮膚例如

面部、頸後、耳朵、雙手及內側、腿部及腳

面等，塗上適當的防曬產品，以免兒童遭

曬傷；由於紫外線的影響會積聚，重複曬

傷可能會增加患上皮膚癌的機會，所以應

從小給兒童灌輸防曬意識。

兒童需要專用防曬產品？
新西蘭消費者機構曾訪問當地衞生

局的皮膚科醫生，醫生認為兒童使用成人

防曬產品沒有安全問題，不一定要使用兒

物理性防曬成分較少導致皮膚過敏

物理性防曬成分 是 將紫外線反射

（ref l ect）或散射（scat te r），常見的物

理防曬成分（也稱礦物成分）有二氧化鈦

（titanium dioxide）及氧化鋅（zinc oxide），

二氧化鈦可阻隔UVB及部分長波的UVA，而

氧化鋅則可阻隔大部分UVA及UVB，兩者導

致皮膚過敏的機會較低。以往使用這些產品時，皮膚可能顯得較白，現時技術改進後，這

些氧化物的顆粒非常細小，使用後皮膚泛白的情況有改善。

化學性防曬成分或令皮膚過敏

化學性防曬成分是利用化學物質吸收紫外線，再轉化為熱能或可見光，常見的

化學性防曬成分類別有對氨基苯甲酸衍生物（para-aminobenzoic acid derivates，

例如PABA）、二苯甲酮類（benzophenones）、水楊酸鹽（sal icy lates）、肉桂酸鹽

（cinnamates）等。它們都具有吸收某些紫外線的功能，由於單一成分不能完全吸收紫外

線，現時防曬產品的配方通常混合幾種防曬成分，以吸收較多紫外線。 

有研究指某些防曬成分，例如二苯甲酮-3（oxybenzone或benzophenone-3）、對氨

基苯甲酸（PABA）、某些含維他命A或其相似物質，可令皮膚過敏。雖然化學性防曬成分

都經相關機構審視及研究才准許使用，但始終是化學物質，某些人士使用後可能出現過

敏，消費者若有疑問應諮詢醫生意見。

搽防曬產品會減少身體吸收維他命D而導致骨質疏鬆嗎？

醫學會會董及皮膚專科醫生陳厚毅表示，很多研究顯示，日常搽防曬產品不會增

加骨質疏鬆的風險；又指搽防曬產品主要是減少皮膚受紫外線的影響，只要均衡飲食，

身體也可從食物中攝取足夠的維他命D，例如雞蛋、三文魚、連骨沙甸魚或添加了維他命

D的牛奶或橙汁等。若有需要，也可諮詢醫生意見後，服用維他命D補充劑。

皮膚易過敏人士要避免用含oxybenzone或 PABA等物質的防曬產品？

陳醫生指oxybenzone或PABA雖是常見的致敏源，但防曬產品亦可能含其他致

敏物質例如香料和防腐劑。若產品清楚標示各種成分和含量，便可透過檢視成分標籤，

避免皮膚過敏。皮膚易過敏人士若曾用某些防曬產品而過敏，或可做貼布測試（patch 

test）找出令其致敏的成分，從而避免使用含有該成分的產品。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的數據顯示，2012年本港非黑色素瘤皮膚癌（non-melanoma 

skin cancer）的新症有895宗，比2002年（10年前）的602宗多了293宗（約48%）。有皮膚專科

醫生指出，這類病症很多時與過度曝曬有關，因此為健康着想，不應長時期在陽光下曝曬。

過度曝曬增加患皮膚癌的風險

童防曬產品。美國消費者機構檢視當地兒

童和成人防曬產品的有效成分，發現兩者

均採用FDA准許成分，而FDA並沒有將防

曬成分界定為兒童用抑或成人用，因此建

皮膚灼傷

皮膚紅腫、疼痛

常見防UVB標示

產生水泡、脫皮

UVB可引致

（SPF15﹣50+）

議家長毋須特別選購兒童專用防曬產品。

不過，也有不同機構例如美國醫生組

織及英國消費者機構認為兒童防曬產品的

成分含較少刺激皮膚的物質，例如香料、

防曬冷知識

SPF



1. 塗面的分量每次約需 5 毫升，約一

個兩元硬幣大小才足夠。塗全身的分

量約需 35 毫升。

2. 防曬噴霧不宜直接噴上面部，宜先

噴於手掌再塗抹於面上，避免不慎噴

入眼或吸入。

3. 防曬噴霧要按指示，在距離皮膚 4

吋至 6 吋（約 10 至 15 厘米）的位置

施用，若要確保覆蓋均勻，多噴幾次

後用手搽勻。

1

3

2

消費提示

使用防曬產品小常識
1. 要減低紫外線對身體的傷害，最重要是避免在陽光下曝曬。

2. 上午10時至下午2時，盡量避免日光直曬或外出。 

3. 每次搽防曬產品的用量不能少，全身塗抹約需35毫升（ml），

面部約需5毫升，大概一個兩元硬幣大小的分量，若嫌分量過

多，可分兩次塗搽，確保所用分量足夠。研究顯示，大多數人

所用的分量並不足夠，以致不能達到產品應有的防曬效果。

4. 近年推出的防曬噴霧，方便使用，獲用家受落，但使用時須小

心，用於面部時，為免不慎噴入眼或吸入，應噴於手掌再塗抹

於面上。使用時要遠離火源，不要吸煙，免生危險。應避免在

當風位置用。按掣的力度有時較難掌握，以致施用分量或覆蓋

範圍未必足夠；如想確保防曬產品覆蓋均勻，多噴幾次後用手

搽勻。

5. 多數產品應在外出前15分鐘或半小時使用，即使搽了防曬

產品，也不應肆無忌憚地待在太陽底下；必須在適當時間補

搽，約每兩小時補塗一次。流汗、抹拭皮膚或泳後都會令防曬

品流失，應即補塗。 

6. 若然紫外線指數高，單單使用防曬產品並不足夠，還要用上

闊邊帽、遮陽傘、太陽鏡及穿上長袖衣服等，最好待在陰涼

處或避免外出。

7. 使用防曬產品後，應按指示用卸妝或普通潔面產品徹底清潔

皮膚，然後塗上護膚乳液。日曬後通常感到皮膚繃緊和乾燥

不適，乃因肌膚被太陽照射後水分蒸發所致，應多塗保濕產

品及多飲水來補充流失的水分。

8. 防曬產品一般使用期限約2至3年，若儲存溫度過高或被陽光

照射，有可能變壞，失去防曬作用，應盡量儲存在陰涼地方，

產品過期則要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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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刺激皮膚的防曬成分例如對氨基苯甲酸（para-aminobenzoic 

acid，簡稱 PABA）或二苯甲酮類（benzophenones）、防腐劑

（preservatives）等，而是多採用氧化鋅（zinc oxide）或二氧化鈦

（titanium dioxide）等物理性防曬成分，可減少皮膚接觸刺激物的

機會。

家長若憂慮兒童搽防曬產品會增加他們接觸過量皮膚刺激

物質的機會，可選購供兒童用的防曬產品。

供應商宜標示詳細資料
本港雖然沒有針對防曬產品的標籤規定，但使用說明、警告

語句和注意事項等應以中英文標示，避免消費者誤用或錯用，有效

成分、成分列表或使用期限等資料有助消費者瞭解產品是否含有其

關注的物質，例如會導致過敏的物質，以及確保消費者在使用期限

前耗用產品，故此，本會建議本地供應商提供以上詳細資料供消費

者參考。

 

如何選擇防曬產品？
因應每個人的皮膚特質而選擇，例如膚色、皮膚敏感度等，

也應留意外出曬太陽的時間、活動形式和陽光強度。

1. 購買前，應檢視標籤，留意PA值（或★、    ）及SPF值，日常使

用PA+及SPF15已足夠，若長時間在戶外、高地、沙灘或於外地

旅行，便可能需用更高PA值及SPF30以上的產品。

2. 防曬產品通常有乳霜、噴霧或啫喱裝，可按個人喜好選擇適合

自己的劑型。最好在購買前試用，測試其質感和會否過敏。

3. 進行水上活動前，可選購一些聲稱適用於水上活動

的防水防汗（water resistant）產品，這類產品浸於

水中若干時間後仍有防曬效能。一般來

說，防水防汗產品比較黏稠或油膩，故此

不易隨汗水流失或被水洗去，但即使用了防水防汗

的產品，也應在泳後或抹汗後補塗。

4. 部分化學性防曬成分、香料或防腐劑可能令人致

敏，因此，敏感性肌膚人士（例如濕疹患者）宜選用一些無香

料、無氣味、無刺激皮膚物質（例如酒精）及主要採用物理性防

曬成分的基本產品。買新產品前宜先試用，或只購買細支裝。

5. 有些產品標示適用於面部及身體部位，有些則只適用於面部，

購買前要弄清楚自己的需要。

6. 部分產品建議用卸妝產品卸除，部分則建議用普通潔面產品或

清水清除，應留意使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