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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膚寶水與全台皮膚科醫師

邀請您每天做好UV防護

保護您及全家人的皮膚健康

防曬產品哪裡買
了解更多防曬產品

相關資訊

膚色越來越暗沉 ? 斑點、細紋越來越明顯 ?

你知道嗎！！

每天做好UV防護，是擁有健康、美麗皮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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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皮膚科醫學會 理事長

楊志勛 醫師

台南成大醫院 皮膚科副教授

趙曉秋 醫師

紫外線（Ultraviolet或簡稱UV）是一種肉眼所看不到的光線，一年365天從日出到日落，從晴天到陰天，從戶

外到透過玻璃的室內都存在，適量的紫外線其實是對皮膚有益處的，但過量的曝曬會依不同形式及波長，對您

的皮膚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認識紫外線(UV)

專業觀點篇

不同類型的UV光對皮膚的主要影響

短波UVA
(UVA-2)

20%

5%

0%

320~340nm

易被平流層的

臭氧所吸收

可到達皮膚

表皮

可到達皮膚

表皮

引起皮膚曬傷、變紅發痛、日光性角化症（老人斑）、

失去透明感

會引起曬傷及皮膚紅、腫、熱及痛，嚴重者還會起水泡或脫皮

(類似燒燙傷之症狀）

較不會侵害人體肌膚
會被臭氧層阻隔

不會到達地球表面

290~320nm

200~290nm

名稱          波長  到達地表比例   特性      到達皮膚深度                      對皮膚的傷害

UVA

UVB

UVC

UVB可到達皮膚的表皮層

也就是皮膚的淺層

相對的

UVA能到達皮膚的深層

不但接觸到皮膚的表皮層及真皮層

而其中又以長波UVA最為慢性及深層 

皮膚表面

表皮層

真皮層

UVAUVB

曬黑
曬老

曬黑

曬傷

前言

長波UVA
(UVA-1)

340~400nm 75%
可穿透雲層、

玻璃進入室內

及車內

穿透力最強

可達真皮層

對皮膚的傷害最大，是因為曝曬後不會出現立即不適，容易被

忽視，但經過長時間累積，就會造成皮膚慢性的深層傷害。特

別是老化鬆馳、皺紋、失去彈性、黑色素沉澱⋯

您知道嗎? 紫外線(UV)是直間接造成或加重各式皮膚疾病的重要元兇

而全球暖化的日益惡化，更使皮膚每天受到UV光的侵襲，一年比一年來的嚴重

防曬是現代人一定要具備的基本常識，不只是為了愛美，更是為了皮膚的健康。

一般普遍被大家所了解的暗沉、 斑點、老化， UV是直接造成這些皮膚問題的最大元

兇，很多人花了大量的金錢與心力在美白、抗老療程及相關保養上，如果忽略了最

基本也最重要的防曬，其實等於是在做白工。

而UV對皮膚的傷害中，皮膚疾病的問題，是比較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一環，如: UV

對酒糟、異位性皮膚炎、青春痘、敏感性皮膚、甚至到皮膚癌的影響，這些都需要

全民所一同來重視的 !

了解UV防護的重要後，每天確實並正確的做到才是關鍵，透過這本手冊可以幫助每

個人以豐富及多元的角度來了解紫外線與皮膚的關聯並落實於日常保養方法，讓每

個人都能輕鬆擁有健康又美麗的肌膚。



台大醫院 皮膚部主治醫師

蔡呈芳 醫師
專業觀點篇

紫外線(UV)對皮膚的傷害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主治醫師

 張雅菁 醫師
專業觀點篇

想要做好全方位的UV防護，擁有美麗健康的皮膚

必須掌握『防曬三原則』：一要、二擦、三遮

此時日光近乎直射，紫外線最強，盡量避免於此時間外出，且台灣部分屬於熱帶氣候，日曬更為加劇。雖

然要避免正午外出，但於透光的室內，紫外線A光中的長波UVA，更是不分冬天、陰天，皆可穿透玻璃對

皮膚造成慢性與深層的傷害，所以務必隨時做好防曬準備。

在選擇防曬產品時，一定要選同時含有對UVA和UVB與強化長波UVA防護作用的成分。且大家比較容易忽

略的是，真的要達到產品所標示的防曬力，一定要擦足量的防曬產品。但多數人因為不了解，塗抹的量都

不夠。簡單來說，每次臉部至少需要擦到1c.c.的量 (如一條30c.c.的臉部防曬品，需於一個月使用完畢)，全

身不穿衣服塗抹到30c.c.才足夠。

使用足量防曬產品外，適時撐傘、戴帽與著長袖衣服(有標示抗紫外線材質)，戶外行進間盡量找遮蔽物，

更能加強抵禦紫外線UV對皮膚的傷害。

如何做好UV防護

一要 : 要避免正午時的日曬

二擦 : 塗擦足量的防曬產品

三遮 : 要遮蔽

皮膚作為人體最表面的屏障，同時承受了來自人體內外的刺激與傷害，而導致各種

疾病與老化跡象，而紫外線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在因素。

紫外線依據其波長及生物效應，一般簡單分成長波(UVA)、中波(UVB)及短波(UVC)，只有UVB及UVA會到達地

球表面，由於曬傷主要由UVB所引起，所以在二○年代，防曬品問世以來，都以UVB防曬為主,UVA還一度還

被認為具保護功能。然而現在我們已經清楚知道，不同波長的紫外線對皮膚都有傷害，只是傷害方式有所不

同。UVA也許在皮膚曬傷及皮膚癌形成上，不及UVB重要，但仍具有加強輔助UVB之效果。此外UVA由於穿透

性較強，除了造成皮膚變黑外，也會造成光過敏反應及光毒反應如紅斑性狼瘡(尤其與UVB同時作用時)、皮膚

真皮結締組織變性，引起皺紋，還有皮脂腺的增生。

在歐美防曬劑的推廣其實主要是為了防癌，然而在東方國家，皮膚癌及惡性黑色素瘤，相對稀少。因此在東

方人，防皺、美白，是防曬的重點。

UVA不像UVB會直接攻擊破壞生物訊息的密碼DNA，但UVA可透過自由基的形成，還有基質金屬蛋白酵素

(MMP)的分解酵素活化，引起皮膚組織中膠原蛋白及彈力蛋白的分解，導致表皮發炎、真皮老化及基底膜變

化。UVA對皮膚的傷害，也可以透過犬尿酸的作用。皮膚內存在的犬尿酸，經過UVA的照射，形成對皮膚有

害的成份，抑制了皮膚真皮內，存在的免疫的細胞，也可能引起抵抗感染及癌症的能力下降。

皮膚的醣化，則是另一項UVA對皮膚的傷害。因為人體的真皮中的膠原蛋白及彈力蛋白都是蛋白質成份，醣

類和蛋白質成份，會經由一種非酵素性作用，自然形成黃褐色物質，UVA在人體會促成此反應而產生老化的

現象。正常皮膚在35歲後逐漸可以觀察到此現象。紫外線照射則會加速此種現象形成，而這些醣化物質再經

UVA照射，更易形成自由基，會讓皮膚受到進一步的傷害。與UVB相比,UVA的強度白天及不同季節影響較

少，雖然UVA曬紅皮膚的效力，只有UVB的千分之一，但是UVA在日光中含量,卻可達UVB的一百倍。一整天的

太陽光曝曬而不加防護，UVA照射量可達每平方公分一百焦耳。在老鼠實驗中，一年中每天予二十焦耳的

UVA，有百分之九十會產生皮膚癌。因此，現今之防曬觀念，是強調廣泛性、全面性的UVA及UVB防護。

一般防曬建議是在中午前後避免外出日曬，但也有學者反向思考，考慮皮膚合成維生素D是靠著UVB，而UVA

更是百害而無一用，反而建議在中午進行短時間的局部日曬，以兼顧人體的健康與皮膚的美麗。不過防曬品

的塗抹，是否真會降血中維生素D的含量，進一步引起骨鬆乃至骨折，目前仍有爭議，這樣的另類防曬法的實

用性，還要進一步驗證。



防曬產品之所以會有防護抵禦紫外線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產品中含有能夠吸收、反射或散射紫

外線的成分，簡稱為「防曬成分」。防曬成分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有機化學性防曬成分」；另

一種是「無機微粒型防曬成分」。

前者主要具有吸收紫外線的特性，而後者則具有反射或散射紫外線的能力。化學性防曬成分的種類很多，

以台灣的衛生法規「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基準」來看，其中表列49種的防曬成分中，就有48種是化

學性防曬成分，而無機微粒型防曬成分就只有氧化鋅及二氧化鈦兩種。

以目前常見的防曬產品來說，兩者混合型的配方是最常見的。主要原因是全無機微粒型防曬品比較容易產

生泛白及厚重感的問題；而全有機化學性防曬品則比較容易造成皮膚敏感或過敏的問題。而兩者混合在一

起，只要搭配得宜，就有截長補短的效果。尤其近年來長波紫外線A光(UVA-I)造成皮膚慢性老化的議題慢

慢被重視，目前針對這部分具有比較強效的防護成分都是有機化學性防曬成分，像是Avobenzone、Mexoryl 

SX及XL、Tinosorb S及M與Diethylamino hydroxybenzoyl hexyl benzoate (Uvinul A+)⋯等，就常會被使用在防

曬產品中。

此外，近年來有關奈米無機微粒型防曬成分以及各種有機化學性防曬成分，對於皮膚、人體與環境生態的

長期安全性或影響，都曾引起廣泛的討論，然而各種防曬成分可以被使用的種類與濃度，在世界上不同的

衛生管理單位會有不同的規範與看法，這部分很值得大家繼續追蹤與了解。

化粧品含有醫療或毒劇藥品基準(含藥化粧品基準) -防曬劑

PA+              PPD2 ≤ 4

PA++                    PPD4 ≤ 8

PA+++              PPD8 ≤ 16

PA++++              PPD   ≥16

PA與PPD係數標示對照表

專業觀點篇專業觀點篇

■  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 : 代表對UVB的過濾及防護力，即表示使用後讓皮膚延長被曬紅、曬傷的能

 力，係數越高表示防護力越強，依據現行的規範，SPF最高標示為50+

■ PA (Protection Grade of UVA) : 代表日本對UVA的過濾及防護力規範，即表示使用後可以延長的皮膚曬黑 

 時間

■ PPD (Persistent Pigment Darkening) : 代表歐盟對UVA的過濾及防護力規範，即表示在照射UVA 24小時後 

 仍持續存在的曬黑程度

目前並沒有國際的統一量測標準與防護標示，但如果您關心的不只是淺層的皮膚曬傷及曬黑，那麼長波

UVA的防護也應該要列入考慮。然而在目前長波UVA標示尚未有清楚規範前，一般消費者只能粗略的根據

SPF、PA與PPD、及具特別標示長波UVA防護的產品，來做為選購防曬劑的參考。即使如此，現行的標示

規範雖不太完美，但對於防護效果的認定，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目前防曬產品的標示以歐規(SPF / PPD)及日規(SPF / PA)較為普遍；相對的，美規的星號標示在國內只有少

數品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上所述標示不甚完美的問題外，尚有部份產品標示與實際防護力不符的問題，消費

者在選購時宜多加了解，並諮詢專業醫師。

認識防曬成分認識防曬係數

台大醫院 皮膚部主治醫師

朱家瑜 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國際醫療美容醫學中心主任

邱品齊 醫師

防禦UVB標示

防禦UVＡ標示

防禦長波UVA標示



防曬和一般保濕產品不同，需要特別的規範，載明內容成分在某種用途及濃度下對於使用的消費者來說，

是安全的，所以被列為”含藥化妝品”。所以消費者在選購防曬產品時，一定要注意產品是否有清楚及正

確的標示，這樣在使用防曬產品時，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而所謂清楚的標示應包含 : 防曬成分種類及濃度、UVA / UVB防護係數、許可證字號、用途、用法、產品

說明、製造日期、出廠日期、批號、有效期限、開封後保存期限、產品保存方法、注意事項、產品規格及

容量、產品製造商、進口或經銷商公司的名稱及地址、聯絡電話及消費者服務諮詢專線。

標準的防曬產品會針對其對UVB及UVA的防護力，作出完整的標示。包括以SPF表示其對UVB的防護力，

用PA或PPD 表示對UVA的防護力。目前關於對皮膚造成慢性深層傷害的長波UVA (UVA-1)尚未有標準測量

與相關標示。建議消費者在選擇防曬產品時，除根據SPF、PA與PPD係數來做參考，也可以注意具特別標

示長波UVA防護的產品，同時也可諮詢專業醫師或相關人士來作為選購防曬之參考。

使用防曬時建議應依據所屬環境及膚質來選擇適合的產品。

偏油性膚質的人較適合選擇防曬噴霧、防曬凝膠、防曬液(露)或防曬乳液；膚質偏乾性的人就可以選擇

防曬乳液或防曬霜。而像是小朋友、敏感皮膚或術後肌膚，就可以選擇不加色素及香料及防護效果較高

的產品。另外，需要修飾膚色的人，可以選擇有潤色遮瑕效果的產品。而根據在不同環境的需求，可以

以下區分來選擇適合的防曬產品

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皮膚科主治醫師

黃毓惠 醫師

如何正確挑選好的防曬產品

專業觀點篇

選擇標示清楚的產品 符合個人膚質及需求的產品

因為每種防曬品都有不同的劑型配方及使用感，使用後是否合適舒服、是否會感覺油膩或是會造成皮膚

的副作用，都需要試試看才有辦法確認。建議購買防曬產品前可以先索取試用品使用看看，這樣做不但

會比較安全，也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產品。

選擇可以試用的產品

具有效全波長防護的產品

PF 15， 20 或 25 
中度防護
UVA/UVB平衡防護標示

SPF 30或50 
高度防護
UVA/UVB平衡防護標示

SPF 50+ 
極高防護
UVA/UVB平衡防護標示 

SPF 30 ~ 50 
具寬頻防曬標示

SPF 30~50
PA+++

SPF 50+ 
PA++++

SPF 50+  
具寬頻防曬標示

SPF 15 ~ 30 
具寬頻防曬標示

SPF 15 ~ 30  
PA++

室內工作為主 室外工作為主 戶外活動及游泳

歐系

防曬

美系

防曬

日系

防曬



漂亮1O1皮膚科診所 院長

陳玄祥 醫師

新光醫院 皮膚科主治醫師

蔡昌霖 醫師
專業觀點篇 防曬小叮嚀

如何正確使用防曬品 如何檢視自己的防曬工作做得完備? 
現代人大多已經有防曬的觀念，不過要如何正確的使用防曬產品，則需要大家多加留意。以下，我們將詳細說明防曬

產品的使用方式及注意事項。

用法 :
選擇一款適合自己的防曬產品是很重要的。現在大多數的防曬產品都含有物理性及化學性成分。一般而言，只要能有

同時包含抗UVA及UVB的成分即可。不過，敏感性膚質的人可選擇純物理性的防曬，以降低接觸性皮膚炎的機率。

用量 :
防曬產品在測試防曬係數時，測試的使用量為2 mg/ cm2 ，因此，要達到符合標示的防曬效果，建議的用量是 :

1. 臉部、  頸部、前胸、後背：各半茶匙。

2. 肩膀、手臂：各一茶匙。

3. 小腿、足背：各半茶匙。

4. 全身塗抹：約60-75 gm(60-75 ml) 。

各場合使用規範 :
防曬品的使用，除了一般常用的3吋寬邊帽或抗UV的陽傘外，會依據不同的環境來決定使用的方式。

1. 紫外線指數等級(UV Index簡稱UVI) 達3-4時(低量級)就建議開始使用防曬乳，UVI 5-6(中量級)時，需加上有標示 

 UV400寬邊無色的太陽眼鏡，而UVI 7-9(過量級)時，更須搭配長袖衣物及避免於早上10點至下午3點外出。

2. 如果，大多數時間在室內，仍建議至少使用SPF 15-20的防曬產品。

3. 紫外線可以穿透水面達60公分深，因此從事水上活動,游泳或運動出汗,或平時易出汗的人，應改用抗水性防曬品。

4. 雪地或是沙灘上活動會經由紫外線反射或折射到達體表，增加曝曬的機會，需提高防曬品的使用頻率及係數。

5. 每增高300公尺，紫外線強度增加8-10%。登山活動或需頻繁搭機的乘客，需提高防曬品的使用頻率及係數。

補擦的規範與時間 :
皮膚因分泌油脂及出汗會導致塗抹的防曬在3~4小時後即分佈不均，減低防曬的功效。因此，室內活動，大約3~4小時

後需補擦一次防曬；而室外工作或戶外活動的人，則需2小時補擦一次。

對於上妝的女性而言，補擦防曬乳液的方式有三種：

1. 防曬乳液：適合中午本來就要重新補妝的室內上班族。趁補妝的時候重新擦防曬乳。

2. 有防曬係數的粉底：適合本來就只化淡妝的女生。因為本來就只用一點粉底修飾膚色，因此重新補擦粉底即可。

3. 有防曬係數的粉餅：適合油性肌膚，或是需要常補擦又怕妝糊掉的人。

卸除 :
若是使用一般的防曬產品，其實用平常的洗面乳或是沐浴乳即可清潔乾淨。防曬係數的高低與洗面乳的選擇沒有絕對

關係。如果有使用防水或抗汗的防曬品，或是使用有防曬係數的粉底、粉餅，就須搭配使用卸妝的產品。

注意事項 :
塗抹時需按摩均勻，最好能在外出前15-30分鐘使用。如果一次塗太多會有太厚重的感覺，可以分兩次先後各上一層

。若同時有帶口罩，建議塗抹防曬後，至少等8分鐘以上再戴口罩，這樣有部分化學性防曬已經吸收，可以減少被口

罩吸收的影響。

唯有具備正確的防曬觀念、加上身體力行的決心，防曬工作才有可能作得好。

以下十點，你每天作到了幾點呢？

 一早起床洗完臉就一定會擦防曬，不管今天有沒有打算要出門。

 擦防曬的部位不限於臉，還包括今天服裝可能會將皮膚露在衣服外的部位（包括：頸部、耳後、 

 胸部V領部位、手臂、手背、小腿.... 等）。

 選用的產品同時具有防止UVA（如：標有PA、PPD係數）及防止UVB（如：標有SPF係數）的防曬 

 保養品。

 選用的防曬保養品的SPF至少在15以上。

 如果有可能會大量流汗、沖水，則選用的防曬保養品需有防水特性。

 除了在可能曝露在外的皮膚上抹上防曬保養品外，還會搭配帽子（寬帽沿為佳）、太陽眼鏡、口

 罩、陽傘、袖套...等）加強防曬力道。

 一天不止擦一次防曬，還會至少每兩小時補擦一次；如果有大量出汗或沖水需更頻繁補擦，補擦

 的時間可參考防水防曬保養品的瓶罐標示防水時間。

 避免在正午大太陽時候外出。

 外出時也盡量選有樹蔭、騎樓等可遮陽處。

 洗澡時檢查臉部、頸部、手部和身體處膚色色差差距並未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