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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面上一旦出現皺紋，容易令人看來老了幾歲！要預防和減退幼

紋、皺紋、表情紋等，不少女士從20多歲起便不敢怠慢，每天塗抹

除皺面霜，防止歲月留痕，留住青春。若然肌膚水分含量足，部分

皺紋便相對較不明顯，故此面霜的保濕效果也很重要。

試驗以真人試用11款除皺面霜改善皺紋和保濕的效能，結果

顯示4款的除皺效能較理想，另有1款的保濕效能突出！

首次測試除皺面霜效能   

本會聯同國際消費者研究及試驗組

織（International Consumer Research & 

Testing，簡稱ICRT）安排試用者親身試驗國

際品牌的除皺面霜，參與的消費者組織來自

法國、意大利、丹麥、瑞士、瑞典、比利時、

葡萄牙、西班牙、捷克、巴西及韓國等，合共

試驗了32款除皺面霜和2款保濕面霜，並與

另一款對照保濕面霜（standard moisturizer）

作比較，用儀器量度和記錄約1000名試用

者的試用效果，收集試用者的評價和意見，

並檢視面霜樣本的標籤資料進行評審。

試驗樣本
本會刊登當中在港銷售的11款除皺面

霜的試驗結果，其中8款為日霜，1款說明可

日、夜使用，餘下2款沒有說明何時使用或

每日塗搽次數。各型號可於個人護理用品

店、美容用品連鎖店和化妝品專櫃買到，售

價懸殊，每瓶售價由$120至$1,070，按每10

毫升（或克）計則介乎$24至$214不等。

試驗和評審方法
試用者使用產品4星期

試驗於去年10月至今年1月秋冬季期

間在德國進行，每款面霜樣本安排由約30

位年齡介乎30至71歲的白種女性連續使用

4星期，試用者的平均年齡約為53歲。

使用面霜樣本前，所有試用者於第一

次測量皮膚狀況前的3日，須按指示用溫

和的清潔劑每日洗面2次，直至進行測量

當天。每次檢視或記錄皮膚狀況前，試用

者都會先待在恆溫、恆濕的冷氣房間45分

鐘，待皮膚狀況穩定。第一次測量所得的

皮膚狀況數據會用作評價面霜樣本的美容

效能的基線（baseline），從而比較使用面

霜樣本後，皮膚狀況有否明顯改善。

各試用者在不知道品牌資料的情況

下，被隨機安排在左右兩邊面塗搽不同的

面霜，一邊是所試驗的除皺面霜，另一邊是

指定的對照保濕面霜。有關的對照保濕面

霜並無標榜除皺功能，用作對照所試驗的

不同品牌除皺面霜是否具有較顯著的除皺

2款除皺及保濕表現 相對理想



545307 . 2014 選擇

高海寧

和保濕效能。該保濕面霜目前已經停售。

由於各樣本說明的每日使用次數不一，

又或沒有說明，為作出公平的比較，各款面

霜樣本都安排試用者每日早、晚各塗搽一次。

在使用面霜樣本4星期後，再進行測量，而測

量當天早上試用者並不會塗搽任何面霜，以

真實反映使用面霜樣本後的皮膚狀況。

對照保濕面霜和塗搽位置

參與是次試驗的ICRT成員組織眾

多，來自世界各地，要選擇在全部國家及

地區均有出售的同一款保濕面霜作為對照

樣本並不可能。試驗中心選用了一款有良

好保濕效能的保濕面霜作為對照樣本，目

的是以統一的方法，比較所試驗的不同除

皺面霜在使用一段時間後相對對照保濕面

霜的美容功效。試驗中，亦有將對照保濕

面霜與另外2款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包括香

港）有供應的普通保濕面霜作效能比較，

比對3款保濕面霜在美容效能上是否有顯

著差異，結果顯示全部3款的表現均看不

到有明顯差異。

測量除皺面霜樣本效能的面部皮膚

位置，必須與測量對照保濕面霜的位置

相若，兩者的效能才可以作公平的對照。

是次是以試用者面部的皮膚狀況進行對

照，並沒有利用與面部皮膚特性或暴露環

境不同的其他位置的皮膚作空白對照（no 

treatment control）。

除皺效能的評估方法
利用皮膚快速光學成像法（Fas t 

Optical In vivo Topometry of human 

Skin，簡稱FOITS），儀器在毋須直接接觸

試用者面部皮膚的情況下，測量和記錄試

用者局部皮膚範圍（眼角太陽穴位置）的

紋理，以三維（3-dimensional）圖像分析

皮膚表面的微細結構，測量皮膚的「皺紋

平均深度（wrinkle depth）」（Rz）和「平

均粗糙度（mean roughness）」（Ra），比

對試用者使用不同面霜樣本和對照保濕

面霜前、後收集到的數據。

聘用試用者要求

每款除皺面霜樣本的試用者組

合都相若，包括年齡介乎30至71歲，

平均約為53歲，白種女性，大部分都有

護膚習慣，面部皮膚健康，測量部位

沒有接受整形程序，膚質包括正常、

敏感和極敏感，有吸煙和非吸煙的，

試驗期間並沒有懷孕或餵哺母乳。

所有試用者在進行試驗前都先

接受訓練，工作人員會向試用者講解面

霜用法和每日使用次數、在左右兩邊面

塗抹不同面霜前的步驟（例如要先洗

手）、每日護理皮膚的程序（包括早、

晚使用溫和潔面產品洗面、不可使用

其他護膚品，以及要避免曝曬），以確

保將影響試驗結果的機會減至最低。

試驗的限制

試用者都是居住在德國的白種

女士，她們的皮膚特性與大部分香港

人比較可能會有差異。而她們身處的

地方的氣候，包括溫度、濕度和污染

程度等，和香港的環境亦有不同。

相對而言，白種人較易受紫外

線影響，普遍較早有皺紋，且程度較

嚴重；黃種人表皮層有較多黑色素，

相對較遲出現皺紋問題，不過較常見

受色素和皮膚下垂等問題困擾。是次

試驗沒有量度色素和皮膚下垂問題

的改善程度。

儀器在毋須直接接觸試用者面部皮膚的情況下，測量和記錄試用者眼角太陽穴位置皮膚的紋理，以三維圖

像記錄和比較（1）基線和（2）使用面霜樣本 4 星期後的狀況，從而評估在皮膚「皺紋平均深度」（Rz）和

「平均粗糙度」（Ra）的改善程度。

(1)

(2)

2款除皺及保濕表現 相對理想



6 453 2014 .07選擇

全部樣本都有除皺效果　

4款除皺效能較理想

經過4星期的試驗，全部除皺面霜和

3款保濕面霜樣本中，沒有任何一款可以完

全去除試用者面上的皺紋，而改善皺紋的

效果亦因人而異，大部分樣本的表現只屬

一般，與對照面霜的除皺效能分別不大。

11款本地有供應的除皺面霜樣本中，

4款改善皺紋的效能較對照保濕面霜稍

為顯著，獲3點評分，包括「OLAY」（#1）、

「VICHY」（#2）、「唯美達」（#9）和「倩碧」

（#10），試用者在使用有關面霜樣本後，改

善皮膚「皺紋平均深度」（Rz）或「平均粗糙

度」（Ra）的表現較對照保濕面霜優勝，與

基線比較，兩方面亦見到較顯著的改善。

其餘有6款樣本改善皺紋的表現獲2.5

點評分，與對照保濕面霜比較，除皺效果見

不到有明顯分別，但試用者用後皮膚的Rz

和Ra，與基線比較都見到較顯著的改善；1

款面霜樣本（#8）的改善皺紋表現則較對照

保濕面霜稍為遜色，但試用者用後皮膚的

Rz和Ra都見到改善效果，獲1.5點評分。

保濕效能的評估方法
利 用 皮 膚 水 分 測 量 儀

（co r n e o m e te r）量度塗搽樣本後的

保濕 效 能，在 試用者使 用產品前和使

用4星期後，分別量度和記錄眼角太陽

穴位置皮膚角質層的電容值（e l ec t r i c 

capacitance），量度所得的數值越高，代

表皮膚角質層內的水分越多。試驗除了比

對使用面霜樣本前、後的保濕效果外，亦

將面霜樣本和對照保濕面霜使用了4星期

後的效果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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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皺面霜測試結果和產品資料

編
號 品牌

型號/產品描述 
[1]

大約 
零售價 

[2]

每10
毫升/克
零售價 

[2]

聲稱 
來源地 

[1]

標示
容量/
重量 

[1]

除皺
效能

保濕
效能

試用者
評價 
[3]

標籤資料

總評 
[7]

標示
使用期 

[4]

產品
說明

本地
供應商
聯絡
方法

香料 
[5]

可能
致敏的

香料成分 
[5]

對羥基
苯甲酸酯
類防腐劑
(paraben) 

[5]

整體
[6]

1 OLAY 
新生煥膚系列高效緊緻護膚霜 
REGENERIST Moisturizer Micro-Sculpting 
Super Cream

$240 $48 中國 50克 ●●● ●●●0 ●●●0 B C 中英 有 有 有（1） 有（3） ●●●●0 ★★★1

2 VICHY
肌源再生日霜（正常至混合性皮膚） 
LIFTACTIV DERM SOURCE Global Anti-wrinkle & 
Firming Care (Normal to Combination Skin)

$380 $76 法國 50毫升 ●●● ●●●0 ●●●0 C D (12) 英 － 有 － － ●●● ★★★

3 歐萊雅 
L'ORÉAL

金致臻顏奢養緊妍日霜 
AGE PERFECT Restoring Nourishing Day Cream $249 $50 江蘇 50毫升 ●●0 ●●●0 ●●●0 C D (12) 中英 有 有 有（7） 有（1） ●●●●0 ★★★

4 雪花秀 
Sulwhasoo 

素扇凝顏防護日霜 TPF40, SPF30, PA++ 
Renodigm EX Dual Care Cream $1,070 $214 韓國 50毫升 ●●0 ●●●0 ●●●0 A B D (12) 中英 － 有 － － ●●●●0 ★★★

5 CAUDALÍE 葡萄籽抗氧緩紋保濕乳霜 
PULPE VITAMINÉE Anti-Wrinkle Cream $420 $105 法國 40毫升 ●●0 ●●●0 ●●●0 C D (9) 英 － 有 有（4） － ●●●0 ★★★

6 資生堂 
SHISEIDO 

BENEFIANCE Wrinkle Resist 24 
Day Cream SPF15 $450 $90 美國 50毫升 ●●0 ●●●0 ●●● D (12) 中英 － 有 有（8） － ●●●0 ★★★

7 NIVEA
Q10 PLUS 活膚修護日霜（混合性皮膚） 
Q10 PLUS Anti-Wrinkle Day Cream (SPF 15) 
For Combination Skin 

$120 $24 泰國 50毫升 ●●0 ●●0 ●●●0 C D (12) 中英 有 有 有（5） － ●●●●0 ★★★

8 SK-II 肌源緊緻精華面霜 
Stempower $740 $148 日本 50克 ●0 ●●●●0 ●●●0 A C 中英 有 － 有（1） 有（3） ●●●● ★★★

9 唯美達  
WELEDA

紅石榴緊緻日霜 
POME-GRANATE Firming Day Cream $503 $168 德國 30毫升 ●●● ●0 ●●●0 C 中英 － 有 有（6） － ●●●0 ★★★

10 倩碧 
CLINIQUE

特效青春修護日霜SPF 15/PA++
(乾性混合性皮膚)
Youth Surge SPF15/PA++ Age Decelerating 
Moisturizer  (Dry Combination)

$565 $113 英國 50毫升 ●●● ●0 ●●● D (24) 中英 － － － － ●●● ★★1

11

法國葉露芝 
YVES 
ROCHER 
France

植物菁華除皺煥膚系列除皺煥膚日霜SPF20 
(去面黃暗啞) 

S RUM V G TAL3 Wrinkles & Radiance 
Dazzling Cream SPF20 (Day)

$295 $59  愛爾蘭 50毫升 ●●0 ●0 ●●● C 中英 － 有 － － ●●●0 ★★1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理想，最多為5個●或★。
樣本按總評排序，若評分相同，會以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 表示沒有

[1] 資料源自產品標籤、代理商網頁或由代理商提供。

[2] 售價為本會職員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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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克）售價由市場調查結果和標示
容量/重量計算所得。

註 [3] 每位試用者完成為期4個星期的試驗後填寫問卷，就試
用面霜樣本的用後感覺，包括個人接受程度以及效能
等，給予評分。

[4] A 標示生產日期
 B 標示保質期的長短（例如3年）
 C 標示有效期限（日期）
 D 標示開封後使用期，（ ）內為標示以月計的使用期限

[5] (  ) 內為標籤所列成分中，該類成分的數量。

[6] 按成分列表、使用期、產品說明、供應商聯絡方法
等資料的標示方法、所用語言和標示位置評分。

 全部樣本都有標示成分列表。

[7] 總評評分比重如下：
 除皺效能 50%
 保濕效能 25%
 

試用者評價 15%
標籤資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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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遺傳給我的皮膚質

素較好，可是，拍劇後，

可能因為經常化妝和捱

夜，皮膚明顯變差，塗上

粉底後仍要遮蓋黑眼圈。

此外，可能笑得多，也出

現魚尾紋、虎紋。於是，

兩年前，首次買了一整套

護膚品給自己。但原來身

邊所有女性朋友早於十

多歲時，便開始護膚！

工作人員利用皮膚水分測量儀量度試用者皮膚的

水分含量。

1款保濕效能較理想

11款除皺面霜樣本中，只有「SK-II」

（#8）獲4.5點評分，表示試用者使用樣

本後皮膚水分含量與基線水平比較有較

顯著的增加，以及保濕效能較對照保濕

面霜優勝；6款樣本獲3.5點評分，有關

樣本的保濕效能與對照保濕面霜比較無

大分別，但用後皮膚角質層的平均電容

值，與基線比較見到較明顯增加；1款樣

本用後皮膚水分含量與基線水平比較有

改善，但效果較用對照保濕面霜稍為遜

色，獲2.5點評分；餘下3款樣本的保濕效

能稍遜於對照保濕面霜，而使用面霜樣本

前後，皮膚水分含量亦沒有明顯差別，獲

1.5點評分。

保濕面霜亦見輕微除皺功效

是次試驗結果顯示，保濕面霜都見到

輕微除皺效果，而保濕效能與大部分除皺

面霜比較，都看不到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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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產品描述 
[1]

大約 
零售價 

[2]

每10
毫升/克
零售價 

[2]

聲稱 
來源地 

[1]

標示
容量/
重量 

[1]

除皺
效能

保濕
效能

試用者
評價 
[3]

標籤資料

總評 
[7]

標示
使用期 

[4]

產品
說明

本地
供應商
聯絡
方法

香料 
[5]

可能
致敏的

香料成分 
[5]

對羥基
苯甲酸酯
類防腐劑
(paraben) 

[5]

整體
[6]

1 OLAY 
新生煥膚系列高效緊緻護膚霜 
REGENERIST Moisturizer Micro-Sculpting 
Super Cream

$240 $48 中國 50克 ●●● ●●●0 ●●●0 B C 中英 有 有 有（1） 有（3） ●●●●0 ★★★1

2 VICHY
肌源再生日霜（正常至混合性皮膚） 
LIFTACTIV DERM SOURCE Global Anti-wrinkle & 
Firming Care (Normal to Combination Skin)

$380 $76 法國 50毫升 ●●● ●●●0 ●●●0 C D (12) 英 － 有 － － ●●● ★★★

3 歐萊雅 
L'ORÉAL

金致臻顏奢養緊妍日霜 
AGE PERFECT Restoring Nourishing Day Cream $249 $50 江蘇 50毫升 ●●0 ●●●0 ●●●0 C D (12) 中英 有 有 有（7） 有（1） ●●●●0 ★★★

4 雪花秀 
Sulwhasoo 

素扇凝顏防護日霜 TPF40, SPF30, PA++ 
Renodigm EX Dual Care Cream $1,070 $214 韓國 50毫升 ●●0 ●●●0 ●●●0 A B D (12) 中英 － 有 － － ●●●●0 ★★★

5 CAUDALÍE 葡萄籽抗氧緩紋保濕乳霜 
PULPE VITAMINÉE Anti-Wrinkle Cream $420 $105 法國 40毫升 ●●0 ●●●0 ●●●0 C D (9) 英 － 有 有（4） － ●●●0 ★★★

6 資生堂 
SHISEIDO 

BENEFIANCE Wrinkle Resist 24 
Day Cream SPF15 $450 $90 美國 50毫升 ●●0 ●●●0 ●●● D (12) 中英 － 有 有（8） － ●●●0 ★★★

7 NIVEA
Q10 PLUS 活膚修護日霜（混合性皮膚） 
Q10 PLUS Anti-Wrinkle Day Cream (SPF 15) 
For Combination Skin 

$120 $24 泰國 50毫升 ●●0 ●●0 ●●●0 C D (12) 中英 有 有 有（5） － ●●●●0 ★★★

8 SK-II 肌源緊緻精華面霜 
Stempower $740 $148 日本 50克 ●0 ●●●●0 ●●●0 A C 中英 有 － 有（1） 有（3） ●●●● ★★★

9 唯美達  
WELEDA

紅石榴緊緻日霜 
POME-GRANATE Firming Day Cream $503 $168 德國 30毫升 ●●● ●0 ●●●0 C 中英 － 有 有（6） － ●●●0 ★★★

10 倩碧 
CLINIQUE

特效青春修護日霜SPF 15/PA++
(乾性混合性皮膚)
Youth Surge SPF15/PA++ Age Decelerating 
Moisturizer  (Dry Combination)

$565 $113 英國 50毫升 ●●● ●0 ●●● D (24) 中英 － － － － ●●● ★★1

11

法國葉露芝 
YVES 
ROCHER 
France

植物菁華除皺煥膚系列除皺煥膚日霜SPF20 
(去面黃暗啞) 

S RUM V G TAL3 Wrinkles & Radiance 
Dazzling Cream SPF20 (Day)

$295 $59  愛爾蘭 50毫升 ●●0 ●0 ●●● C 中英 － 有 － － ●●●0 ★★1

●或★愈多，表示樣本在該項目表現愈理想，最多為5個●或★。
樣本按總評排序，若評分相同，會以牌子的英文字母排序。
— 表示沒有

[1] 資料源自產品標籤、代理商網頁或由代理商提供。

[2] 售價為本會職員於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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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克）售價由市場調查結果和標示
容量/重量計算所得。

註 [3] 每位試用者完成為期4個星期的試驗後填寫問卷，就試
用面霜樣本的用後感覺，包括個人接受程度以及效能
等，給予評分。

[4] A 標示生產日期
 B 標示保質期的長短（例如3年）
 C 標示有效期限（日期）
 D 標示開封後使用期，（ ）內為標示以月計的使用期限

[5] (  ) 內為標籤所列成分中，該類成分的數量。

[6] 按成分列表、使用期、產品說明、供應商聯絡方法
等資料的標示方法、所用語言和標示位置評分。

 全部樣本都有標示成分列表。

[7] 總評評分比重如下：
 除皺效能 50%
 保濕效能 25%
 

試用者評價 15%
標籤資料 10%

封面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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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用者評價　反映普遍沒有嚴重不良皮膚反應
每位試用者完成為期4個星期的試驗後都會填寫問卷，就所

用產品（包括一款面霜樣本和對照保濕面霜）的用後感覺，包括對

產品的接受程度（例如產品的質地、易推度、黏稠度、油潤程度、

皮膚吸收速度、香料和氣味感官等），以及產品效能（例如用後皮

膚的平滑程度、定期使用後皮膚的感覺和皺紋改善情況），進行

評分。

全部面霜樣本（包括對照保濕面霜）普遍都沒有令試用者產

生嚴重的皮膚不良反應，情況令人滿意。不過，在使用面霜樣本4星

期後，普遍試用者都表示沒有見到面上皺紋有明顯改善。所有面霜

樣本獲得的評價都只屬一般。至於11款除皺面霜中獲試用

者評價稍低的樣本，可能與其質感較厚重、較難推開、較黏

膩，感覺皮膚較難吸收和氣味感官較遜色有關。

儘管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但刺激皮膚和敏感反應因人而

異，故膚質敏感人士在購買面霜產品前，宜按個人情況考慮，例如

膚質、氣候、期望改善的皮膚問題等。

標籤資料
按面霜的標籤資料，包括成分列表、使用期、產品說明、供應

商聯絡方法等資料的標示方法、所用語言和標示位置進行評分。

使用期標示方法不理想、只以英文標示產品資料，及沒有標示

本地供應商聯絡資料的樣本在此項目的評分稍低。

1

11

3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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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試用者太陽穴位置皺紋的狀況
試用產品 4 星期後

樣本 #1（OLAY）其中一位試用者，使用 4 星期後，太陽穴位置的皺紋見到縮短

和減淡的效果。

這反映部分較幸運試用者的情況， 並非所有用同款面霜的試用者都見到相若效果。

試用產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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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樣本標有成分列表

詳細的成分列表有助消費者挑選合適的面霜產品。所有樣本

都有詳盡標示，情況令人滿意。

有樣本以新方法標示使用期

樣本中，4款同時標示有效期限和開封後使用期（per iod 

after opening，簡稱PAO）；1款標示生產日期、保質期和PAO，有

效期資料較全面；2款只標示PAO。這7款有標示PAO的樣本中， 

5款的PAO為12個月，其餘2款的PAO分別為9個月和24個月，消費

者應在打開產品使用起的指定期限內用完。

2013年7月起，歐盟的化妝品條例EC 1223/2009正式全面

生效，取代其化妝品指令76/768/EEC。有樣本將使用期限以沙漏

（hour glass）符號標示，意思指產品保質期（shelf-life）少於30個月，

4

5

7

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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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膚之道，我很注重清潔和防曬。

紫外光對皮膚的傷害很大，若然不

隔離紫外光，皮膚很容易出斑、出

皺紋和乾紋。

如要保濕，多數選擇敷保濕面膜，

敷面膜前會做深層清潔和面部磨砂。

2

樣本以沙漏（hour glass）

符號標示使用期限，意思

指產品保質期少於 30 個

月，消費者應於符號附近

所示的有效日期（2016 年

1月）前使用產品。

消費者應於符號附近所示的有效日期前使用產品。過往較少見產品

以這種方法標示使用期。

廠商意見
「VICHY」（#2）和「歐萊雅」（#3）的生產商表示，該兩款面

霜產品的主要功效為改善皺紋，而是次試驗中該2款樣本在改善皺

紋方面亦見到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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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除皺面霜Q&A

Q1. 皺紋的成因及對策？

動態性皺紋由面部表情肌肉過度收

縮引起，如眼角魚尾紋、眉心皺眉紋、額頭

抬頭紋等。靜態性皺紋屬真正的皮膚老化

跡象，一般較早出現在眼睛周圍。當皮膚角

質層水分含量不足時，亦可能會有乾燥所致

的皺紋，在加強皮膚保濕後可能得以改善。

不過，如果皺紋是由膠原蛋白或彈性

纖維流失所引致，塗搽維他命A酸及其衍

生物（retinoids）有助減退細紋及改善色素

問題，但缺點是較大機會引致紅腫、脫皮、

痕癢等刺激皮膚情況。α羥基酸（AHA）

如甘醇酸（glycolic acid）和檸檬酸（citric 

acid）等亦相信可改善皮膚角質層的狀況，

從而提高真皮層內的膠原蛋白密度和改善

細紋情況，但若濃度過高亦可致紅腫和脫

皮。香港醫學會會董及皮膚專科陳厚毅醫

生表示，除皺效能較受肯定的成分例如維

化命A酸及其衍生物以及AHA的共同缺點

是可能令皮膚乾燥，選用該等成分的面霜

可於事前加強皮膚保濕。

至於較多醫學研究證實具抗氧化

功能的抗氧化劑（antioxidants）例如維他

命C、維他命B3（niacinamide）及維他命E

（tocopherol），理論上亦可透過減低皮

膚內的游離基而改善皮膚的老化情況，

當中部分亦有改善膚色的效用。而胜肽

（peptides）的除皺效能在

醫學上仍在研究中。由於科

技日新月異，日後可能會見到

其他有效除皺的成分。

消費者須留意，產品能否

帶來明顯的效果，須視乎該些成

分的濃度、整體配方、吸收度等因

素，亦需要時間才見到改善效果。護

膚品極其量只可以稍作改善，絕不可能

令時間逆轉，消除所有皺紋，或大幅度收緊

已鬆弛的皮膚。

長時間暴露於紫外線下，是加速皮

膚老化的主要元兇，可能會令皮膚粗糙度

增加，形成皺紋和色斑，甚至令皮膚失去

彈性。要有效預防皺紋的形成，須注重防

曬，儘管部分日霜產品說明有抗紫外線功

效，但如要長時間逗留室外，可能會大量

流汗，建議在需要時補塗，或考慮使用具

防水效能的防曬產品。生活作息有序，保

持身心健康，有均衡的飲食習慣，不吸煙，

都有助保持皮膚健康。

Q 2 . 標 榜「經 皮 膚科 醫 生 測 試

認可」、「不堵塞毛孔」、「不含

paraben」等產品較可靠？

目前國際間未有就「經皮膚科醫生

測試認可（dermatologist tested）」或「不

堵塞毛孔（non-comedogenic）」等聲稱訂

下統一的定義。

「經皮膚科醫生測試認可」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表示，業界普遍

會邀請皮膚科醫生就指定護膚品配方進行

臨床試驗，以確認產品的安全性，一般參

與試驗的試用者約有30人或以上，經分析

後如產品可接受作美容用途，才會作「經

皮膚科醫生測試認可」的聲稱。不過，由於

沒有統一的試驗方法，不同品牌所指的意

思可能會有差別。

陳厚毅醫生認為，試驗按什麼標準

進行、測試或認可了哪些項目，一般都無

法從聲稱中得知，建議消費者如有疑問，

宜向供應商或銷售人員查詢清楚，才作購

買決定。陳醫生又提醒消費者，即使護膚

品標榜有關聲稱，也不保證產品配方較其

他產品安全、美容效能較理想，亦不代表

不會刺激皮膚、不致敏或不會引起其他不

良皮膚反應。故此，皮膚敏感人士對任何

產品聲稱，都不能掉以輕心。

「不堵塞毛孔」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指，部分護膚品

成分以及配方調配不當，都有機會堵塞毛

孔而較易引致暗瘡問題，故建議容易有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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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專題

選擇指 南
11款樣本中，中價面霜樣本

「OLAY」（#1）既有不錯的除皺

效果，保濕效能亦不俗，「VICHY」

（#2）的除皺及保濕效果與#1相

若，亦是不錯的選擇。愛美人士須

留意普遍除皺面霜樣本的除皺功效

均屬一般，而護膚品的效能亦可能

會因人而異。

部分樣本含有可致敏的香料成分，皮膚較

容易有敏感問題的消費者宜避免選用。

瘡人士選用聲稱「不堵塞毛孔」的護膚品。

儘管沒有一致的定義，業界仍有指引建議

進行有關斑貼測試（comedogenicity patch 

test），一般會在10至20位試用者背部進

行試驗，隨後以圖像評估毛孔的狀況。

陳醫生提醒，粉刺、暗瘡的形成受多

方因素影響，單憑有關聲稱而選用護膚品

未必有助解決現有的暗瘡問題，亦不能完

全排除使用產品後可能引發暗瘡。不同品

牌的生產商就該等聲稱的定義可能有很大

差別，建議消費者不宜盡信。

「不含paraben」

適量的防腐劑對保存護膚產品有一

定功效。對羥基苯甲酸酯（paraben）類防

腐劑可以抑制微生物滋長，被廣泛應用於

護膚品中，但可能會令部分人士引起過敏

反應，部分亦有影響人體荷爾蒙的疑慮。不

過，聲稱「paraben free（不含對羥基苯甲酸

酯）」的護膚品並不代表產品不含其他防腐

劑，事實上沒有添加防腐劑的護膚品保質

期一般較短，消費者必須留意產品使用期。

對羥基苯甲酸酯類防腐劑之中，

methylparaben和ethylparaben的安全性都

已獲肯定，在歐盟、美國、加拿大、日本、中

國、台灣以及東盟地區都允許用於製造護

膚品。不過某些國家（如丹麥）目前不允許

部分對羥基苯甲酸酯例如propylparaben及

butylparaben用於製造3歲以下嬰幼兒使用

的護膚品。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表示，儘管防腐

劑和香料可能是引致皮膚刺激和敏感反應

的成分，但不代表選用不含該些成分的護

膚品就沒有引致皮膚不良反應的疑慮。

由於每人體質不同，建議消費者詳閱標

籤資料，並瞭解產品的正確用法。

陳醫生表示，如曾有使用護膚品後

皮膚敏感的紀錄，要認清自己對哪些物

質有不良反應，購買產品時應檢視產品

成分列表，除了留意產品是否含對羥基

苯甲酸酯類及其他種類的防腐劑外，亦

要留意是否含有較常見的致敏成分，例

如香料（fragrance/perfume）、可致敏的

香料成分（fragrance allergens）如benzyl 

benzoate、citral、citronellol、coumarin、

eugenol、geraniol、limonene和linalool等。

要注意敏感反應可能即時或稍後才呈現，

皮膚敏感人士在購買護膚品前，宜在腮骨

位置及手腕內側塗抹小量面霜，待24小

時觀察有否不良反應。如試用不同護膚

品都有敏感反應，或有需要進行醫學的

皮膚貼布測試（patch test），找出致敏的

源頭，以協助日後選擇合適的護膚品。

Q3.如何令除皺面霜保存更長久？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建議，用有

定時以清潔劑清洗的工具（如小棒）沾

取護膚品，隨後盡快扭緊瓶蓋，以減少

護膚品與空氣接觸，並儲存在陰涼、乾

燥和清潔的地方，可減低護膚品在使用

期內變質的機會。用手指刮取有機會令

護膚品受微生物污染。

「雪花秀」（#4）的生產商表示，該

款面霜較適合於炎熱的天氣及活動時間

使用，以防止由熱引致的皮膚老化問題，

其他時間則建議選用該品牌其他針對減

淡皺紋的面部護理產品。

「唯美達」（#9）的代理商認為，試

驗所用的對照保濕面霜的主要功效為保

濕，用作評價抗皺面霜的保濕效能並不客

觀。該公司指出，生產商表示2009年曾就

該款產品進行效能測試，結果顯示產品令

皮膚水分提升了29%。 

「法國葉露芝」（#11）的代理商

表示，生產商曾於法國衞生部（French 

Ministry of Health）認可試驗機構就該產

品進行效能測試，20位女性試用者使用產

品28天後量度及比對面上皺紋的狀況，結

果顯示皺紋的深度（wrinkle depth）和體

積（volume）都下跌了12%，而75%試用

者表示滿意產品的除皺效果。該公司稱在

皮膚水分試驗中，亦發現試用者的皮膚在

塗搽產品1小時後，皮膚水分含量提升了

63%。又指另外在一項感官試驗中，27位

試用者中有96%表示用後皮膚有保濕感

覺；81%表示細紋有改善；以及70%表示

皺紋有即時平滑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