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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是女人的天性」，台灣的女性不像國外的女性，喜歡將自己曬成古銅色，

台灣女性認為愈白愈美麗，甚至要像藝人蕭薔一般晶瑩剔透，永遠曬不黑。該如

何保養才能讓自己的皮膚既健康又白白水水呢？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你容易忽略

的小細節，以及選用適合自己膚質的保養品都是非常重要的。 

 

防曬與美白 

（一） 何時開始防曬 

無論你今年幾歲，只要你從現在開始做好防曬，一定來得及。據統計，一生當中

接受的紫外線量約有 75%是在 20 歲以前，六個月以上的小朋友已經可以使用防

曬乳液，六個月以下可以儘量用傘、衣服遮。 

（二） 防曬的重要 

常常曝曬在陽光下，對皮膚是一種傷害，將沒有做防曬保養的女生和有做防曬保

養的女生做比較，沒有做防曬保養的，皮膚顯得容易老化。這是紫外線對皮膚的

影響之一，其他的還有黑色素沈澱。要減低這種傷害，最基本的方法是使用防曬

乳液，或是減少出現在陽光下的機會。 

（三） 選擇防曬乳液 

在選擇防曬乳液方面，如果你今天要去海邊、郊外，可能要選擇防曬係數高一點

的乳液，係數高者，摸起來較油膩較濃稠，也較易阻塞毛孔；係數低者，較為清

爽。如果你是屬於不容易長痘子的膚質，又能忍受臉上油膩的感覺，可以使用係

數高的防曬乳液。平常洗完臉後會塗上一層乳液，這時你可以用防曬乳液取代其

他乳液，可以省去一道乳液的手續。 

（四） 在室內也要防曬 

還有一點很重要的，雖然抹上防曬乳液才出門，不表示你就不會曬黑，要視曝曬

的量、地點，如果你曝露在正中午的陽光下，或是在陽光下的時間過久，或在海

邊持續待上一陣子，一樣會曬黑的。想要確保不曬黑，除了擦防曬乳液之外，撐

傘，穿長袖衣物，戴寬邊帽，同樣可以減低被曬黑的程度。有的人曬過還會給他

"白回來"，有的人可是曬一次就很難"白回來"了，要避免被曬黑，完全的"裝備"

是很重要的。 

你是否注意到，待在燈光正下方工作太久，不知不覺也會有黑色素沈澱？像投射

燈、鹵素燈等，在美容院，燈光的強弱可以有美化的效果，如果你在這樣加強的

效果燈光下工作，時間久了，皮膚的顏色也會有些改變。無論在室內或室外，防

曬都是很重要的。 

（五） 隔離霜的迷思 

市面上有一些隔離霜，強調可以完全隔離紫外線和陽光，使用隔離霜有一個迷

思，當你隔離陽光的同時，是不是也把你的毛孔隔離起來，使它不能呼吸呢？這



是值得注意的。 

（六） 維他命 D3 的攝取 

現在許多人擔心骨質疏鬆症的問題，認為曬太陽可以產生維他命 D3，而 D3 可以

幫助鈣質的吸收，其實只要留在一般的陽光下幾分鐘就夠了，甚至可以利用清

晨，陽光不是很強的時間，出去運動個五分鐘，就能得到陽光中的維他命 D3，

現在每個人的營養都很足夠，對於是否利用陽光補充維他命 D3 可以不必太過擔

心。 

（七） 防曬品正確的塗抹方式 

1. 每天早上出門前三十分鐘，就應該使用。 

2. 不論天氣的型態、室內室外，都應該使用；因為紫外線 A 光可以穿透玻璃，

燈光也含有紫外線，所以都應該防曬。 

3. 每二到三小時補充一次；汗水會沖刷掉防曬品，若無法減少流汗的機會，只

好多補充。若需從事大量流汗的戶外運動或游泳，則應選購抗水性的防曬品為佳。 

4. 別忘了手臂，脖子；別只照顧那張水水的臉，手臂、脖子可是將來最容易出

現老人斑和皺紋的地方。 

 

洗臉 

（一） 如何使用適合自己的洗臉用品 

每天洗臉的目的只是為了將多餘的皮脂、表皮最外層已脫落的壞死細胞、殘存的

化妝品和一天下來環境中的污垢洗去，只要適當強度的清潔用品就可以，適合自

己的東西，才是最好的。如何知道自己所使用的產品適不適合自己呢？只要用手

邊的洗臉產品配合溫水將自己的臉好好洗一遍，用柔軟的乾毛巾輕輕擦乾後等二

十分鐘。如果此時您覺得臉部有緊繃的感覺，甚至乾乾澀澀的，那麼你的洗臉用

品應該是太強了；反之這時候如果有點油膩感，則表示你的東西太溫和了。 

洗臉產品要隨著季節改變，你的臉會隨季節而變，也會隨年齡而變，所以我們應

該要順應臉部的變化做改變。皮膚到了冬天，因為環境中的溫度和溼度下降的關

係，水分蒸發會加快，油脂分泌也會減少。如果這時候再使用夏天時的洗臉用品，

有時候會將殘存的油脂洗去太多而出現過份乾燥的現象，嚴重者甚至會出現溼

疹。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隨著季節的交替選擇適合自己當時狀況的洗臉用品。隨著

年紀的增長也會有皮膚變乾的傾向；應該隨著年紀的增長調整自己的洗臉產品。 

（二） 一天該洗幾次臉 

一般人的直覺反應，都認為既然臉部油脂較多是長痘痘的重要因素之一，那麼每

天應該多洗幾次臉，洗個五、六次也無所謂。這樣的觀念其實不太正確，因為光

是油脂單一因素是不會長痘痘的，所以要靠洗臉來根除痘痘是相當困難的工作，

長痘痘時最好隨時保持臉部的清潔，除此之外，臉部的皮脂腺有一個特有的現

象，那就是過於頻繁的洗臉反而會加速油脂的分泌。所以正確的洗臉次數應該是

兩次，早晚各一次，平常時間最多只用清水加洗一次；如果還是覺得很油，平時

可以用吸油面紙擦拭臉部出油的部份，而不是一味的多洗臉。 



 

果酸換膚 

（一） 何謂果酸 

果酸是一個結構式，只要帶有這個結構式就可以稱它為果酸。甘醇酸﹝Glycolic 

Acid﹞是存在甘蔗中的果酸，其分子量為 76，是所有果酸中分子量最小的一種。

除了從水果，酸奶中也可以提煉出果酸。已知的果酸可以分成三大類： 

1. Alpha hydroxy acids﹝a-氫氧基酸﹞ 

2. Beta hydroxy acids﹝b-氫氧基酸﹞ 

3. Alpha and beta hydroxy (BF) acids﹝a，b-氫氧基酸﹞。 

（二） 何謂果酸換膚 

果酸換膚屬於化學換膚的一種，即使用酸或一些化學藥品塗在皮膚上，造成皮膚

表皮破壞。皮膚表皮的最底層有基底細胞層，有生長細胞的作用，將皮膚破壞之

後會刺激它長出新的細胞，甚至連真皮層都會長出新的組織，這個原理即化學換

膚。化學換膚分為淺層、中層、深層，果酸換膚是屬於淺層的(表淺化學換膚術)，

因為東方人容易色素沈澱，早期並不盛行，自從發現了果酸換膚後，對東方人會

比較適合，才造成流行。 

果酸換膚的效果聽起來很神奇，將你的皮膚去掉一層，讓它再長出新的，但有一

個潛在危機，尤其是東方人的膚質，很容易造成色素沈澱。 

（三） SLE 的病友是否適合果酸換膚 

如果 SLE 病人想做換膚，建議是在緩解期，在皮膚完全沒有問題時做比較恰當，

因為果酸換膚是完全破壞皮膚表層的動作，傷害很大。如果你有一些皮膚問題像

痘痘、毛孔粗大、皮膚有斑(並非真的去斑)、細紋等，果酸換膚可以解決這些問

題。 

（四） 以果酸保養品取代換膚 

不做果酸換膚，可以果酸的保養品來取代。由於換膚是用化學藥品將皮膚去除一

層，對皮膚造成的傷害機率增加，有些人做過果酸換膚後，皮膚變得比較敏感，

但非所有人都這樣。若臉上有痘痘的問題，不做換膚，可以使用果酸的保養品，

視個人膚質來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使用果酸保養品剛開始會刺刺癢癢的，如果

皮膚痘痘比較多，可以選用液狀的果酸產品；如果是皮膚較乾燥，可以使用乳液

型的果酸產品。 

目前有些果酸產品有保溼的作用，其實果酸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被使用，最早使用

者是埃及豔后。在美國，果酸被研究來治療魚麟癬，魚麟癬是皮膚角質化，角質

層變厚留在皮膚上的症狀，而果酸是作用在角質層的最底層，讓新陳代謝得到改

善，進而發展成美容用品，現在更發展到皮膚乾澀可以用果酸來保溼，要注意的

是必須針對不同的膚質選用不同的果酸產品。 

（五） 是不是將水果切片貼在臉上就可以取代果酸產品呢？ 

果酸的產品在提煉過程中，仔細計算過其 ph 值，經過成份的純化，如果你使用

水果切片，缺點在於同樣的水果其酸鹼質不同，例如檸檬，酸度太高，危險性也



高，檸檬皮和皮膚接觸後，皮膚接觸陽光會造成色素沈澱，檸檬汁可以喝但不要

直接貼在臉上，小黃瓜無妨，因為它不如檸檬的酸度來得高，如果無法判別水果

本身的酸度是否適合你，最好能以果酸保養品來替代。 

 

維他命 C 

（一） 維他命 C適合 SLE 病人 

適合 SLE 病人的保養品還有維他命 C，據 SLE 的病人皮膚的病理切片顯示，表皮

受到破壞，免疫球蛋白遭到破壞，真皮層也受到破壞，經治療過之後，皮膚因使

用過類固醇而變薄，可以使用維他命 C的產品，它是一種酵素在體內的作用，維

他命 C對皮膚的膠原蛋白的合成是重要的關鍵，就像皮膚有傷口時多吃維他命

C，傷口復原較快的道理是一樣的。但是吃進去的維他命 C，被皮膚吸收的部份

大約是 7～9%，其他都在身體中，從皮膚直接塗維他命 C，吸收度較高。 

（二） 抗自由基的天然保養品 

維他命 C有抗自由基的作用，自由基是體內分子不穩定的反應，它會去抓身體其

他的分子，造成不穩定反應，甚至癌症也是因為自由基造成身體一連串的反應(如

癌化)，而導致癌症。 

生活環境中的許多地方可以發現自由基，例如鹽酥雞，同一鍋油重覆炸過許多

次，脂肪的東西是最容易氧化的，就算是在不動的狀態下也會氧化，油脂氧化會

產生自由基，同一鍋油不斷重覆使用，產生更多的自由基，在享受美味的同時，

無形中吃進許多毒素，如果你想吃鹽酥雞，最好是自己製作，既乾淨又能吃的安

心。 

抗自由基的食物隨手可得，例如青菜、水果都有抗自由基的作用，或是補充維他

命 C、維他命 E、beta 胡蘿蔔素等等，都有抗自由基的作用。 

（三） 含維他命 C的保養品 

皮膚曬到紫外線會造成老化，而維他命 C也有抗老化的作用。 

維他命 C的攝取途徑中，吃水果比喝果汁好，維他命 C容易氧化，榨成果汁更容

易因氧化而流失。而要讓維他命 C留在保養品中是一大學問，選購含維他命 C

的保養品時，最好是選擇含有左旋維他命 C 的產品，維他命 C 分為左旋與右旋，

讓身體有吸收作用的是左旋維他命 C。市面上有許多產品是維他命 C的衍生物，

擦在皮膚上其中約有 15%會轉化成左旋維他命 C為身體利用，有部份專櫃品牌的

維他命 C保養品，大部份是屬於維他命 C的衍生物，可利用率會較低。另外，若

這項產品已經變色就不能購買，使用時要在一定期間內用完，免得因氧化而失去

效果。在價格方面，並非昂貴的產品才是好的保養品。 

 

化妝水的迷思 

購買保養品時，除非你對化妝品的成份非常了解，一般消費者通常都是在試用過

許多的品牌後，甚至於花了許多的金錢，才會真正找到適合自己的保養品。相信

大家都有這樣的經驗，到專櫃選購保養品時，專櫃小姐會建議你使用一種以上的



的化妝水，讓人眼花燎亂，聽起來好像每一種都很有效，不知不覺中你可能就花

了一堆冤枉錢。 

化妝水是什麼？簡單來說，它就是一種含水、酒精以及其他成份像水楊酸等的水

溶液，被用來除去皮膚的表皮壞死細胞，油份或是殘留的清潔劑、化妝品。所以，

化妝水常見的用途，是給油性皮膚的人除去皮膚上多餘的油脂，和臉上殘存的化

妝品。其實在使用市面上洗面乳的同時，就已經將臉上的油脂去除了。 

化妝水可以用在外面流了汗又不方便洗臉時，用化妝水來擦拭。化妝水的收斂及

保溼效果有限，只擦化妝水，水份蒸發會帶走更多的水份，皮膚反而會更乾！如

果希望皮膚有多一點水份，最好是洗完澡趁皮膚保水達到最高時，在浴室馬上擦

上乳霜保住水份，會有較佳的效果。為什麼分為柔軟化妝水和收斂化妝水，收斂

化妝水中含有酒精的成份，容易把油脂洗掉；柔軟化妝水則有一些保溼成份，但

沒有太多去油脂的作用。 

 

A 酸 

A 酸(Tretinoin)是維他命 A的一種衍生物。是一種藥物，擦了可能會脫皮，皮

膚會變紅，會有刺激感，但是它有防老化的作用。傳統上，A酸被定位為去角質

的藥品，因為它會將表皮的角質層最上層的角質去除。經過 A酸的治療，麥拉寧

色素在表皮的分布變得更均勻。此外，它還能刺激真皮中膠原蛋白的生成，使皮

膚更具彈性。 

因為使用 A酸初期會有刺激感，如果要使用 A酸，建議請有經驗的皮膚科醫師幫

你調整監測再使用比較適當。 

 

胎盤素 

胎盤素是從胎盤中萃取出來的，它含有許多不同的荷爾蒙，花錢施打胎盤素可能

有效，但必須看這些荷爾蒙是否適合你的體質，外來的荷爾蒙會抑制人體本身荷

爾蒙的生成，最好是充份了解胎盤素對你的影響再使用。 

 

去角質、做臉、美白導入 

年輕人的新陳代謝比較正常、老年人的新陳代謝差，皮膚的表層也就是最外層就

是角質層，從細胞的最底層生長到角質層大約二星期，角質層最底層到最外層的

生成，到角質層的掉落大約二星期，也就是從細胞最底層生成到角質層掉落大約

一個月的時間，如果去角質做的太頻繁，等於是強迫皮膚做更生的動作，建議去

角質的時間大約二星期一次就足夠了。一般人可能有做臉的習慣，做臉時會先洗

臉，再按摩、保溼，這裡面已經等於幫你去角質了，要注意的是做臉時不要按摩

太用力，以免造成皮膚鬆弛。臉上有痘痘時不能按摩，會造成痘痘破裂。 

美白導入或維他命 C導入即利用能促進皮膚吸收的機器幫你的皮膚按摩，一種是

離子導入，一種是超音波導入。一般用手把保養品塗在皮膚上吸收較少，利用機

器按摩皮膚可以增加數十倍的吸收量，加強局部的效果。但美容師的選擇是很重



要的，注意他的消毒方式，器具的擺放是否是隨意曝露在空氣中，用過之後是否

消毒，但最好是不要讓他幫你擠痘痘，消毒不當易感染 B型肝炎。 

 

雷射 

雷射是一種光，即雷射光，不同的雷射有不同的波長，選擇一種波長剛好是黑色

素細胞會吸收的波長，當它打在皮膚上時，有些肌膚組織會吸收某一種波長，轉

化成一種熱能，來破壞某一部份組織，就像太陽光打在皮膚上，皮膚會感到熱熱

的，而將黑色素破壞掉，雷射可以用來除紋眉、斑、痣等等。 

色素顆粒在皮膚底層的大小不同，將雷射打在皮膚上將色素打散，大色素變成小

的色素，再經由人體的吞噬細胞將它帶走，但是必須經過大約三到四個月的時

間，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再處理，斑才會漸漸消失。 

痣有許多種，一種是黑黑一塊、另一種是像膚色的，中間有黑點。如果是全黑的

痣，可以用除色素雷射將它打掉，但它有深度，做了第一次之後，隔一陣子再做

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將它完全除掉為止。還有一種突起來的痣，要用二氧化碳

雷射，像電燒一樣的，一層一層的燒，燒到最底層。但有其缺點，如果是顏色傾

向於皮膚色，黑色素在中間形成一點，當你以肉眼判別以為完全去除了，過一陣

子可能又會出現，再出現時就必須再做一次把它除去。痣會隨年齡增加，年齡愈

大，痣的面積也會擴大，照射紫外線的次數愈多，它的數量會因紫外線刺激而增

加。年紀愈輕把痣點掉愈好，但小朋友很活潑，他能安靜讓你把痣打掉時再幫他

做。千萬不要到路邊攤點痣，因為你不知道幫你點痣的人的技術如何，用的藥劑

是否恰當，如果藥劑過酸，會造成你的皮膚向下凹陷，而且在若干年後，你的痣

還是會長出來的。 

 

紋眉、紋眼線 

年輕時因為美觀方便而去紋眼線或紋眉，當時你會覺得很漂亮，但你可能忽略了

幫你紋眉的人，消毐工作做得如何？會不會有感染肝炎的危險？等你到了某個年

紀，想要將紋眉除掉時，你可能又要花一大筆錢做雷射，這些都是在紋眉的當時

就該考慮到的，而 SLE 的病人尤其不適合紋眉、紋眼線，SLE 的病人因為免疫系

統比一般人來得差，更容易感染，這是值得注意的。 

 

衣著 

鞋子以化學成份少者及質地軟者為佳，腳較不易變厚，赤腳走路會讓腳底變厚。

當你穿高跟鞋時重心向前傾，前面會變厚。有許多人習慣穿著包鞋、絲襪、牛仔

褲，但台灣的夏天非常濕熱，穿著包鞋容易滋生細菌，最好能穿涼鞋，保持腳部

不乾不溼的狀態，可以塗抹乳液或凡士林，尤其是冬天，更需要注意。有些人誤

以為香港腳一定會癢，其實可能只有脫皮，要防止香港腳產生，保持腳部乾爽是

很重要的。儘量不要穿絲襪，而牛仔褲的褲檔比較緊身，質料厚又不透氣，造成

悶溼及高溫，容易黴菌感染＇p何讓自己的皮膚白白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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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是女人的天性」，台灣的女性不像國外的女性，喜歡將自己曬成古銅色，

台灣女性認為愈白愈美麗，甚至要像藝人蕭薔一般晶瑩剔透，永遠曬不黑。該如

何保養才能讓自己的皮膚既健康又白白水水呢？日常生活中有許多你容易忽略

的小細節，以及選用適合自己膚質的保養品都是非常重要的。 

 

防曬與美白 

（一） 何時開始防曬 

無論你今年幾歲，只要你從現在開始做好防曬，一定來得及。據統計，一生當中

接受的紫外線量約有 75%是在 20 歲以前，六個月以上的小朋友已經可以使用防

曬乳液，色素沈澱的現象，可以藉由美白防曬乳液來淡化嗎？ 

答： 一般黑色素沈澱是因為紫外線照射到皮膚而造成，用美白保養品持續保

養都有功效，SLE 的病友可以試試看，如果某一種美白保養用品使用後有改善，

不妨繼績使用。 

問： 可以使用面皰洗面乳做為平常的洗面乳嗎？ 

答： 可以，但在沒有面皰的部份，輕輕洗過就好，只加強有面皰的部份。 

問： 為什麼會長雞眼，可否用雷射去除？ 

答： 和手長繭一樣，因為走路的姿勢、重心有關，可以用開刀、雷射將它去

除，但以後還會再長，雷射的手術費用較高，建議到藥房買一種貼雞眼的貼布(中

間是空的，旁邊有墊高)，它會幫你把重量分散，過一陣子之後，再到醫院請醫

師幫你將角質細胞刮除。患者自己要做保養的工作，塗抹軟化角質的乳液，都是

有幫助的。 

問： 多喝水皮膚會比較好嗎？ 

答： 多喝水對身體健康很有幫助，但對皮膚效果不大，水是流到血管裡，不

是到你的皮膚裡。 

問： 毛孔粗大，且有增多的現象應該怎麼做才能讓它減少或變小？ 

答： 可塗抹 A酸或果酸保養品來改善，若這樣效果仍不佳時，可以考慮做果

酸換膚來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