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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光照治療科主任

邱足滿醫師提醒，洗面乳的功能就是清

潔臉部皮膚，消費者不應期待洗面乳可

兼具保濕功能，如果清潔功能的化粧品

的效果太強，反而會破壞皮膚的正常保

護功能。敷面膜時皮膚溫度上升、加上

面膜含大量水分，短時間內可大幅提升

皮膚角質層的水分含量，經由這兩個作

用，可讓面膜的成分更深入皮膚。如果

面膜只含有水分，一樣可達到瞬間提升

皮膚角質層含水量的作用，如同拿濕毛

巾敷在臉上。停止濕敷後，須立即塗上

防止水分蒸發的保濕產品，否則反而會

帶走更多水分，讓皮膚變得更乾。

近年正夯的皮膚微生物菌叢議題，有相

關研究，把好菌抹在皮膚上，可改變皮

膚微生菌叢的分布，但是益生菌對皮膚

保濕真的有用嗎？以目前實證醫學角度

來看，尚無足夠科學證據證明。

保濕對皮膚很重要，皮膚最外層的角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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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理想的含水量是20%到35%，如果

小於10%，皮膚就顯得乾燥。一旦保濕

不佳，還可能引發皮膚炎，進而發癢、

龜裂疼痛，甚至會引發細菌感染。

保濕最重要的是溫和清洗，每天清洗時

不要過度傷害皮膚，接著再選擇適當的

保濕劑，包括：

1.吸水保濕劑：可抓住水分子，如：甘

油、丙二醇、果酸、氨基酸、天然保濕

因子、玻尿酸等等。

2.鎖水保濕劑：防止水分揮發，包含各

種礦物油脂、合成油脂、動  植物油脂、

神經醯胺和擬表皮細胞間油脂的成分等

等，最後再減少紫外線曝曬的傷害即可。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重創消費者，為確

保並鼓勵消費者參與團體訴訟，提供消

費者保護團體足夠的財源聘請律師，及

訴訟上必要的經費補助，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於103年11月，增訂第56條之1作

為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下稱食安基金）

設置的法源依據，於104年1月1日起正式

營運。

食安基金以違規廠商所科處的罰金或罰

鍰、捐贈收入等作為經費來源，有關設

置用途，是為補助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

消費訴訟的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勞工

因檢舉雇主，而受到不利處分提起訴訟

的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特定食品安全

事件的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以及其

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的相關費用。

為了讓食安基金運作公正且客觀，食品

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亦設置食品

安全保護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由食

品、醫學、公共衛生、毒理、風險評估

及法律等專業人士組成，並訂定相關辦

法及要點執行各項運作。

食安基金自104年啟動迄今，用於補助消

費者保護團體的總金額為新臺幣1,426萬

378元，補助案件包含大統長基摻偽油

品案、校園食安消費者損害團體訴訟黑

心油案、黑心油事件團體訴訟案及塑化

劑事件團體訴訟案，目前終結審查的案

件，獲得賠償金額高達7,924萬400元，

約有1萬2,463名消費者，每人可獲得

1,012元至4萬元的賠償金額。

避孕方式可分為藥品和醫療器材二種，目

前避孕產品以口服藥為大宗，口服避孕藥

需每天按時服用，萬一不慎忘記了，反而會

造成經期紊亂或避孕失敗，現在女性還有

其他避孕方式，例如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

使用避孕環、避孕貼片。

子宮內避孕器

「子宮內避孕器」可防止受精卵著床，優點

是省去天天服藥的麻煩，而且效果持久，

3~5年後再更換即可；裝取皆須由醫師操作

，無法自行使用，缺點是置入時間一久很

容易忘記，引發嚴重症狀，必須每年定期

到醫院婦產科檢查、追蹤，還有少數人可

能有骨盆腔炎，經血量增加、經期較長或

經痛較厲害的問題。

雖然子宮內避孕器避孕效果較好，萬一

懷孕時，子宮外孕的機會也較高。

避孕環、避孕貼片

「陰道內避孕環」是一種內含藥物，柔軟

有彈性的透明環狀物，會定量釋放低劑量

荷爾蒙藥物，經陰道上皮吸收後發揮作用

，女性只需在每個月月經來潮5天內，自行

放置在陰道深處，放置約3週後自行取出，

待下次月經來時再放入新的避孕環即可。

「避孕貼片」主要是將荷爾蒙藥物作成貼

片劑，經由皮下吸收緩慢釋放藥品成分，抑

制卵巢排卵反應。可在臀部、腹部、上臂外

側或背部輪流換貼，但要避開胸部、傷口、

毛髮及皮膚過敏等部位。

避孕環、避孕貼片均含有女性荷爾蒙成

分，如同口服避孕藥一樣，會活化血液

中凝血因子，可能造成多種器官栓塞，

如靜脈血栓、肺栓塞，甚至造成冠狀動

脈阻塞、腦血管栓塞（即中風）等副作

用，應經醫師處方才能使用。避孕環不

添加益生菌化粧品
可以加強保濕？1

適合給有血栓病史、血管合併症的糖尿

病患者、局部神經症狀偏頭痛、未有明

確診斷的陰道出血、嚴重肝病或肝腫瘤

患者、惡性腫瘤患者等族群使用。此外

，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肝功能

異常、血凝症、乳癌、腦血管、心肌梗

塞，或是35歲以上抽菸者、體重大於等

於90公斤，或有家族病史者，使用避孕

環，動脈血栓性的風險也會增加。

任何避孕方式效果皆非100%，切勿同時

使用避孕藥、避孕環、貼片，萬一藥量

過高會造成累加效應，反而會傷害身體。

有避孕需求者，應諮詢專科醫師，討論

合宜的避孕方式，並遵循醫師處方小心

使用，用藥期間亦須詳細觀察是否發生

不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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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基金 
經費來源為違規廠商所科處
罰金或罰鍰、捐贈收入等。

第708期第 2 頁



彰化基督教醫院皮膚部光照治療科主任

邱足滿醫師提醒，洗面乳的功能就是清

潔臉部皮膚，消費者不應期待洗面乳可

兼具保濕功能，如果清潔功能的化粧品

的效果太強，反而會破壞皮膚的正常保

護功能。敷面膜時皮膚溫度上升、加上

面膜含大量水分，短時間內可大幅提升

皮膚角質層的水分含量，經由這兩個作

用，可讓面膜的成分更深入皮膚。如果

面膜只含有水分，一樣可達到瞬間提升

皮膚角質層含水量的作用，如同拿濕毛

巾敷在臉上。停止濕敷後，須立即塗上

防止水分蒸發的保濕產品，否則反而會

帶走更多水分，讓皮膚變得更乾。

近年正夯的皮膚微生物菌叢議題，有相

關研究，把好菌抹在皮膚上，可改變皮

膚微生菌叢的分布，但是益生菌對皮膚

保濕真的有用嗎？以目前實證醫學角度

來看，尚無足夠科學證據證明。

保濕對皮膚很重要，皮膚最外層的角質

層，理想的含水量是20%到35%，如果

小於10%，皮膚就顯得乾燥。一旦保濕

不佳，還可能引發皮膚炎，進而發癢、

龜裂疼痛，甚至會引發細菌感染。

保濕最重要的是溫和清洗，每天清洗時

不要過度傷害皮膚，接著再選擇適當的

保濕劑，包括：

1.吸水保濕劑：可抓住水分子，如：甘

油、丙二醇、果酸、氨基酸、天然保濕

因子、玻尿酸等等。

2.鎖水保濕劑：防止水分揮發，包含各

種礦物油脂、合成油脂、動 植物油脂、

神經醯胺和擬表皮細胞間油脂的成分等

等，最後再減少紫外線曝曬的傷害即可。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重創消費者，為確

保並鼓勵消費者參與團體訴訟，提供消

費者保護團體足夠的財源聘請律師，及

訴訟上必要的經費補助，食品安全衛生

管理法於103年11月，增訂第56條之1作

為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下稱食安基金）

設置的法源依據，於104年1月1日起正式

營運。

食安基金以違規廠商所科處的罰金或罰

鍰、捐贈收入等作為經費來源，有關設

置用途，是為補助消費者保護團體提起

消費訴訟的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勞工

因檢舉雇主，而受到不利處分提起訴訟

的律師報酬及訴訟費用、特定食品安全

事件的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以及其

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的相關費用。

為了讓食安基金運作公正且客觀，食品

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亦設置食品

安全保護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由食

品、醫學、公共衛生、毒理、風險評估

及法律等專業人士組成，並訂定相關辦

法及要點執行各項運作。

食安基金自104年啟動迄今，用於補助消

費者保護團體的總金額為新臺幣1,426萬

378元，補助案件包含大統長基摻偽油

品案、校園食安消費者損害團體訴訟黑

心油案、黑心油事件團體訴訟案及塑化

劑事件團體訴訟案，目前終結審查的案

件，獲得賠償金額高達7,924萬400元，

約有1萬2,463名消費者，每人可獲得

1,012元至4萬元的賠償金額。

避孕方式可分為藥品和醫療器材二種，目

前避孕產品以口服藥為大宗，口服避孕藥

需每天按時服用，萬一不慎忘記了，反而會

造成經期紊亂或避孕失敗，現在女性還有

其他避孕方式，例如裝置子宮內避孕器，或

使用避孕環、避孕貼片。

子宮內避孕器

「子宮內避孕器」可防止受精卵著床，優點

是省去天天服藥的麻煩，而且效果持久，

3~5年後再更換即可；裝取皆須由醫師操作

，無法自行使用，缺點是置入時間一久很

容易忘記，引發嚴重症狀，必須每年定期

到醫院婦產科檢查、追蹤，還有少數人可

能有骨盆腔炎，經血量增加、經期較長或

經痛較厲害的問題。

雖然子宮內避孕器避孕效果較好，萬一

懷孕時，子宮外孕的機會也較高。

避孕環、避孕貼片

「陰道內避孕環」是一種內含藥物，柔軟

有彈性的透明環狀物，會定量釋放低劑量

荷爾蒙藥物，經陰道上皮吸收後發揮作用

，女性只需在每個月月經來潮5天內，自行

放置在陰道深處，放置約3週後自行取出，

待下次月經來時再放入新的避孕環即可。

「避孕貼片」主要是將荷爾蒙藥物作成貼

片劑，經由皮下吸收緩慢釋放藥品成分，抑

制卵巢排卵反應。可在臀部、腹部、上臂外

側或背部輪流換貼，但要避開胸部、傷口、

毛髮及皮膚過敏等部位。

避孕環、避孕貼片均含有女性荷爾蒙成

分，如同口服避孕藥一樣，會活化血液

中凝血因子，可能造成多種器官栓塞，

如靜脈血栓、肺栓塞，甚至造成冠狀動

脈阻塞、腦血管栓塞（即中風）等副作

用，應經醫師處方才能使用。避孕環不

適合給有血栓病史、血管合併症的糖尿

病患者、局部神經症狀偏頭痛、未有明

確診斷的陰道出血、嚴重肝病或肝腫瘤

患者、惡性腫瘤患者等族群使用。此外

，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肝功能

異常、血凝症、乳癌、腦血管、心肌梗

塞，或是35歲以上抽菸者、體重大於等

於90公斤，或有家族病史者，使用避孕

環，動脈血栓性的風險也會增加。

任何避孕方式效果皆非100%，切勿同時

使用避孕藥、避孕環、貼片，萬一藥量

過高會造成累加效應，反而會傷害身體。

有避孕需求者，應諮詢專科醫師，討論

合宜的避孕方式，並遵循醫師處方小心

使用，用藥期間亦須詳細觀察是否發生

不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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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報你知! � 歡迎加入｢TFDA食藥署」line@

我們將不定期跟您分享各種食品安全、安心用藥的相關大小事 😍。
請立即掃描將本帳號設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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