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樂醫之友／第68期／Summer
                                         

6

生活保健

蝴蝶病友之

愛美是人的天性，尤其對女性而言，往臉上塗塗抹抹，幾乎已成為每日的

重頭戲，要保濕、要抗皺、要美白…，那防曬呢？

	 很多人對防曬，都有著錯誤觀念，認為防曬是夏天的功課，或者是太陽大

時才需要，往往忽略了陽光中的紫外線，正是肌膚健康的頭號殺手，再加上自

然環境惡化，紫外線照射的強度更甚以往，防曬早該是不分性別、年齡與季節

的保養課題。

全方位防曬　拒絕紫外線傷害

對SLE病友來說，防曬不只是

保養這麼簡單，根據統計，約有三

至六成的紅斑性狼瘡病患，對日光

過敏（即光敏感），曬後會出現紅

腫、刺痛、蝴蝶斑，或者是發燒、

關節痛、肌肉痛…等病情惡化的現

象，因此防曬等同於拒絕紫外線傷

害，是SLE病友的重要保健工作。

接下來就讓我們從天、時、地、

人，四大面向，全方位地展開防曬

大計畫！

天～365天都防曬

紫外線可是天天都存在，所以

防曬也是365天，每天都不能少的

功課。除此之外，「天」也代表天

氣，無論是晴天或雨天，艷陽高照

或烏雲密布，仍然需要防曬。雖然

陰雨天時雲量較多，的確會阻絕部

份紫外線，但就是在這種時候，特

別不能輕忽防曬的重要性。皮膚科

門診中常見實際案例，許多人就是

在陰天時曬傷、曬黑的，因為看不

到陽光、感覺不到熱度，便輕忽了

蝴蝶病友之

盛夏抗日計畫
湖光皮膚專科診所 院長       　　　　

國泰醫院皮膚科 & 皮膚美容中心 主任　
胡淑玲



Summer／第68期／思樂醫之友
  

7

生活保健

紫外線的威力，這概念非常重要，

千萬別忘記！

時～抓對時間　聰明防曬

時，指的就是時間，一般說

來，以中午12點為基準，前後3至4

小時，都是紫外線比較強的時段，

此時在太陽底下活動個10分鐘，所

受到的傷害，可能比清晨時的1個小

時更劇烈。建議像SLE病友這類光

敏感嚴重的人，必須要注意外出時

間，最好能避開這段紫外線特別強

烈的時段，盡量不要在此時從事戶

外活動，這樣就是最好的防曬了。

 地～地點是殺手，地形地物是幫手

地，是指地點，也是地形，但

兩者一個有礙防曬，一個有助於防

曬，結果大不相同。先說地點吧！

有的地點會因反射作用，導致

紫外線劑量加倍，例如雪地、海

邊、沙灘等。仔細觀察便可以發

現，滑雪場的工作人員，其皮膚黝

黑的程度，不輸海邊的救生員，畢

竟紫外線從四面八方反射而來，防

曬工作可說難上加難。

至於能幫助防曬的地形，意思

是指走廊、騎樓、地下道或樹蔭

等。有騎樓可躲，就別走在大馬路

上，有樹蔭能遮的話，就別站在大

太陽底下曝曬，利用地形地物的遮

蔽，一定能降低紫外線的照射量。

人～衣物保護比塗抹更有效

最後一項「人」，意思就是人

身上穿的、抹的。說到防曬，大部

分的人直覺聯想到的，就是各式各

樣的防曬油、防曬乳，但你可能不

知道，利用衣物來防曬，例如穿長

袖、戴帽子、戴手套、戴口罩、撐

洋傘…，其效果遠比塗抹防曬油、

防曬乳來得更好更有效，而且也更

經濟實惠，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夠美

觀。雖然將自己層層包裹起來的防

曬效果最棒，但這樣一身打扮，在

旁人眼中看來未免怪異，退而求其

次，各種塗塗抹抹的防曬品便派上

用場，但正確觀念還是要有的，衣

物保護遠比塗抹來得有效！

觀念正確　事半功倍

身為SLE病友，對於防曬光有

基本概念還不夠，要想真正周全、

嚴密地阻絕紫外線傷害，得先剔除

關於防曬的種種錯誤迷思。前文我

們已經談過，防曬是一年365天都

得做的工作，並不是陰天就能鬆

懈，除此之外，關於防曬還有哪些

不盡正確的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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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觀念一：沒出門就不用防曬

許多人誤以為在車子、屋子裡，

就可以遠離紫外線傷害，事實上，長

波紫外線能穿過透明玻璃，無論是直

射還是反射，都有防曬的必要！許多

家庭主婦感到很納悶，我整天在家，

哪也沒去，為什麼還是一天比一天黑

？原來她每天都在陽光最熾熱的中午

時段，在陽台曬衣服曬被單，難怪她

不出門也會曬黑。

錯誤觀念二：防曬係數越高越好

那可不一定！防曬品沒有絕對

的好壞，只有適合與不適合，適合

你的，不見得適合其他人，其他人

用起來效果好的，塗在你的肌膚上

搞不好會過敏，因此與其盲目追求

係數高低，還是尋找適合自身膚質

的產品，比較實際。

錯誤觀念三：高係數的防曬品擦一

次能撐一天

防曬係數再怎麼高，也不能隔

絕所有的紫外線，況且一整天下來，

流汗或擦拭，都可能使臉上、身上的

防曬品流失，適當地補充絕對是必要

的，至於怎麼樣的時機點或頻率才恰

當呢？原則上得看你當天的活動而

小教室

什麼是SPF ？

相信大家對SPF並不陌生，知道它是挑選防曬產品的重要指標，中文稱之為

「防曬係數」，但你知道SPF15、SPF25、SPF50…SPF90，這些數字分別代表

什麼意思嗎？

首先得從防曬的起源說起，最初的防曬概念是讓人不要曬傷，而普遍判斷

是否曬傷的標準，就是看皮膚有沒有紅腫痛等反應，因此擬定了所謂的「最小

致紅劑量」，而SPF的全文寫法為Sun Protection Factor，後頭加上20，代表能

延長最小致紅劑量20倍的時間。

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未塗上防曬品，在陽光下10分鐘就曬紅了，那麼塗

上SPF20的防曬品後，他對陽光的耐受度將延長20倍，約200分鐘才會出現紅腫

痛等曬傷反應。不過現代人普遍追求高係數的主要原因，多半是為了美白和抗

老，而不僅防止曬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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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果是從事水上活動，或者必須

一直連續待在太陽底下，那麼大約兩

個小時補擦一次為宜。

如果只是在戶外活動個30分

鐘，或者是上班通勤的路上會曬到

太陽，接著便進入室內，則視流汗

或出油狀況，適量補充即可。

錯誤觀念四：防曬係數高就不會曬黑

一般我們熟知的防曬係數是

SPF，它標示的是對中波紫外線UVB

的保護程度，能避免曬傷、曬紅，

但真正讓我們曬黑的是長波紫外線

UVA，所以為了抗老美白，在挑選

防曬品時，除了看SPF值，還得看

看是否有PA值的標示。

防曬品聰明選購法則

藥妝店貨架上，開架式的、專

櫃級的…各式各樣的防曬商品一字排

開，歐系、美系或日系，噴的擦的、

大瓶小罐，是不是讓你感覺到眼花撩

亂，到底該買哪一種最好？想要聰明

選購，首先得看懂商品標示。

SPF與PA在前面都已經介紹過

了，SPF是全球通用的標示，而PA

只會出現在日系商品中，如果是來

自歐洲的防曬品，那麼得看IP值，

IP的英文全名為Indicia Protection，

將數值乘以1.5倍，就能換算成大家

比較熟悉的SPF。要看歐系商品能

不能阻絕UVA，則看PPD或IPD。另

外還有幾個常見的英文標示，它們

的代表意義分別是：

■ Hypoallergenic：低敏感性。 

 表示此產品較不易引起過敏。 

 適合敏感性肌膚或孩童使用。

■Noncomedogenic：不會產生粉刺。

 適合油性肌膚和容易長痘痘粉刺 

 的人使用。

小教室

什麼是PA ？

PA的英文全名為Protection Grade of UVA，其作用強度以「＋」號來表示， 

最少1個，至多為3個。

PA+：代表輕度防護，有效防護時間為2~4小時。

PA++：代表中度防護，有效防護時間為4~8小時。

PA+++：代表高度防護，有效防護時間為8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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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atproof：抗汗。

 適合在從事慢跑、打球等容易流 

 汗的運動時使用。

■Waterproof、water resistant：

 兩者都是「可在水中使用」的意 

 思。適合游泳或是從事水上活動 

 時使用。

 waterproof代表此防曬品可確保下 

 水後80分鐘內，仍具防曬效果。

 water resistant則代表下水後40分 

 鐘內具防曬效果。

 超過時間均應立即補充。

從作用原理來區分，市面上防

曬主成分可被分為兩大類，一是利

用分子特性，將紫外線吸收掉的化

學性防曬成分，一是將紫外線反彈

阻絕掉的物理性防曬成分。對SLE

病友而言，物理性比化學性來得適

合。因為不管是哪一種化學成份，

都只能針對某一段波長的紫外線來

作用，無法全面吸收，所以防護不

是那樣地周延。而物理性的防曬就

不同了，小小的分子就像細細的沙

子，均勻地遮蓋在肌膚上，完全阻

絕光線的損害，而且物理性防曬還

有一個特色，就是「六親不認」，

不管迎面而來的光線是長波還中

波，一律彈走就對了！唯一的缺點

是為了增加附著力，物理性防曬品

多半比較黏膩，也可能導致粉刺生

成，但它同時也有防水性較佳的優

點，而且科技不斷進步，目前所研

發出來的粒子已越來越細緻囉！

醫師的貼心叮嚀

基本的概念相信大家都有了，

最後整理幾則門診中常見的相關問

答，與諸位美麗的蝴蝶病友們分

享，希望大家能又美麗又健康地，

度過這個炎熱的盛夏。

問：什麼時候應該擦防曬品？

答：每天早上的基礎保養後接著擦。

在電影中常看到這樣的畫面，

一男一女來到沙灘或泳池畔，濃情

蜜意地互幫對方塗抹防曬油，事實

上這樣已經來不及了！正確的時

間點是出門前就該擦好。建議可將

防曬品放置在洗手台，每天早上洗

完臉之後，不管待會要不要出門、

不管當天天氣如何，先擦再說！以

免一有臨時狀況，朋友突然相約出

訪，或者是原本明明是陰雨天，結

果出去不久之後變成大太陽，讓你

措手不及。

為了不教可惡的紫外線有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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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現在開始，就把防曬當成基礎

保養的最後一道手續吧！許多人都

有擦乳液的習慣，不妨選擇係數中

等的防曬乳來代替，其實就算在室

內，也可能有鹵素燈之類的危險光

源，多一層防護多一層安心！

問：去旅行時，每天都有擦防曬， 

      為什麼還是變黑了？

答：連續曝曬是最容易曬黑的。

許多前來求診的患者，都是在

旅行中曬黑甚至曬傷的，雖然都做

好了防曬工作，也適當地補擦，但

是沒有任何一種防曬的方法，是可

以百分之百阻絕紫外線的，旅程中

通常得一連好幾天外出曝曬，完全

沒有休息的時間，體內黑色素的活

性不停被激發，當然就容易曬傷或

曬黑囉！

問：防曬品應該要擦多少才足夠呢？

答：一張臉五顆米粒就搞定。

在現行的SPF測定法中，建議

的防曬品塗抹厚度為每平方公分2.0 

mg，不過在實際使用時，我們很難

這樣去計算或量測，有個簡單的標準

可以提供給大家，就是一張臉，使用

五顆米粒的量即可。分別在鼻頭、額

頭、下巴與兩頰，點上一顆米粒大小

的份量，再均勻推開就行了。

問：已經撐傘，還需要擦防曬品嗎？

答：要！多重防曬效果更佳。

撐傘的確是一種很不錯的防曬

方式，但並不全面，紫外線可不像

雨水一樣，只會由上往下而來，地

面、路邊的機車後照鏡、建築物上

的玻璃帷幕，都可能將紫外線反射

到你的傘下來，因此即便已經撐傘

了，還是要擦防曬品比較好喔！

問：有沒有吃的防曬品？

答：有的。

市 面 上 有 種 所 謂 的 防 曬 補 充

劑，是從青石蓮中萃取製成，雖有

研究顯示其成分可阻絕紫外線，但

阻絕的效果有多徹底，目前還無法

確知。相較之下，適量補充維生素

A、C、E可能更好些，尤其對SLE病

友來說，外表上的美觀並非防曬的

主要目的，而是擔心曬後產生過多

自由基，加重對體內器官的傷害，

而維生素A、C、E具有很好的抗氧

化效果，可抑制自由基的產生，舒

緩紫外線透過皮膚給身體帶來的傷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