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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喜歡這條口紅的顏色，借用一下好

嗎？」好友共用化粧品看似你儂我儂，但卻

不衛生又容易感染接觸性皮膚疾病！門診

中常見因共用護唇膏、口紅、粉撲、眼

影膏、睫毛膏、粉底、粉底刷、眼影刷

等化粧品，因而感染疾病而求醫者。有

些人是因求方便或好奇，使用別人的化粧

品而感染，或是在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試

用樣品而「分享」了許多更毒的病原。

皮膚科醫師趙昭明提醒，化粧品是私人

用品，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同，若開封

後使用、放置、密封、保存不當等，都

容易使產品品質改變、顏色改變甚至受

到病原汙染而滋長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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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膚質不同，適用的化粧品、喜歡

的色澤、氣味也不一樣，選購的化粧品只

適合個人使用，共用化粧品時也「分享」了

藏在裡面的病原微生物，開架式重覆使用

的化粧品更易滋生病原，常見危機有：

1. 細菌、黴菌感染：

當多人使用同一支護唇膏或口紅，就可能

感染嘴唇炎、第一型單純皰疹，真菌感染

如青黴菌，紅毛癬菌，白色念珠菌感染等

皮膚病，還可能進一步感染呼吸道、消化

道等傳染性疾病。

2. 寄生蟲、細菌感染：

若是多人試用眼影膏、睫毛膏、眼影刷，則

可能會感染蝨蟲、結膜炎、眼瞼炎、砂眼等

疾病。

3. 病毒、細菌感染：

常用的粉撲、粉底、粉底刷等臉皮化粧品

更是許多病源的溫床，若是敏感肌膚、免

疫力較低或有傷口時，就容易造成過敏接

觸性皮膚炎，以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

桿菌等細菌性毛囊炎，甚至感染常見的人

類乳突病毒傳播扁平疣。

萬一感染到不易根治的病毒第一型單純

皰疹（HSV-1）及人類乳突病毒（HPV）扁

平疣，不但會影響外觀，也會因長期不

癒造成心情低落。

避免共用化粧品注意事項：

(1) 化粧品千萬不要借給他人使用，也不

要向他人借用，以免交叉感染病原微生

物。

(2) 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不要試用非一

次性丟棄式的產品。

(3) 試用一次性化粧品前，應檢視產品到

期日，打開試用品時，如顏色不均勻，

或油水分離則勿試用。

口罩、血糖機、心臟瓣膜植入物、人工

水晶體等市售醫療器材種類繁多，一般

人難以明辨優劣，在製造過程、儲存與

運送等過程中，都可能會因為碰撞或溫

度等管理操作不當，而影響醫療器材品

質。為了維護醫療器材的安全及效能，

確保儲存、運輸與配送過程中，符合原

製造業者的要求，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下簡稱食藥署）正推動醫療器材優良運

銷系統。

為了確保醫療器材在儲存、運輸與配送

過程中的品質，同時能維持醫療器材產

品的追溯性，食藥署已於「醫療器材管

理法」草案第24條中，擬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醫療器材及其販賣業者，應

建立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系統，完善醫療

器材生命週期管理制度。

此外，食藥署已於104年6月8日公告我

國醫療器材優良流通規範，透過宣導說

明會，使業者了解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的

重要性，配合食藥署輔導性訪查，實際

協助廠商並了解廠商的需求及困難。截

至107年底，已有56家廠商參加約70場

次的輔導性訪查，協助業者建立品質系

統，並有更多業者自願性加入輔導性訪

查，建立完善的醫療器材管理制度。

剛長牙的寶寶容易因牙肉疼痛而哭鬧，

有些家長會自行購買國外的出牙舒緩凝

膠或噴劑，塗在寶寶牙齦上，希望減輕

不適感。食藥署提醒家長，臺灣並未核

准給2歲以下嬰幼兒使用含苯佐卡因的出

牙舒緩藥品，且國外亦因該類藥品可能

引起罕見但嚴重的變性血紅素血症，且

對於治療口腔疼痛（包括嬰幼兒長牙造

成的牙齦疼痛）並無顯著效益，已禁止

含該成分之非處方口腔止痛藥品使用於2 

歲以下的嬰幼兒。因此，家長切勿自行

自國外購買該類藥品使用於2歲以下嬰幼

兒。 

什麼是苯佐卡因（Benzocaine）？

苯佐卡因是一種氧化物，它會使人體正

常血紅素中的二價鐵離子，氧化成三價

鐵離子，使血紅素成為變性血紅素，無

法攜帶氧氣到身體組織，造成組織缺氧

壞死。當血液中的變性血紅素含量超過 

1% 時，就稱為變性血紅素血症。

由於嬰幼兒的身體機能尚未成長完全，

對於藥品的吸收率、代謝功能與大人不

同。許多對成人比較安全的外用藥，若

用在嬰幼兒身上，可能因為吸收過多而

發生全身性副作用。此外，新生兒的肝

臟代謝功能只有成人20 ~ 40 %，腎臟功

能也只有成人30% 以下，因此，包括家

長及主要照顧者，應特別留意嬰幼兒的

用藥安全。

兩招緩解長牙不適

其實，擦在牙齦上的局部止痛藥實際效

果不大，因為藥劑在幾分鐘內就會隨著

口水從幼兒嘴中流出，但是吃下肚卻會

帶來莫大風險。

由於每次出牙的疼痛大約只會持續一星

期，美國兒科學會建議，家長可嘗試以

下方法，緩解孩子的長牙不適感：

(1) 用手指輕輕按摩孩子的牙齦。

(2)使用硬的橡膠或矽膠固齒器。

★但注意不要將固齒器或其他出牙玩具

冷凍後給寶寶咬，以免傷害牙齦，引起

更多疼痛。

有些家長會讓寶寶咬冷藏過的硬蔬果，

如：胡蘿蔔、蘋果、芭樂等，對此，台

大醫院北護分院小兒部主治醫師湯國廷

建議，此時大人一定要待在寶寶旁邊隨

時注意，以免孩子噎到。

共享美粧恐染病1

第710期第 1 頁



「我好喜歡這條口紅的顏色，借用一下好

嗎？」好友共用化粧品看似你儂我儂，但卻

不衛生又容易感染接觸性皮膚疾病！門診

中常見因共用護唇膏、口紅、粉撲、眼

影膏、睫毛膏、粉底、粉底刷、眼影刷

等化粧品，因而感染疾病而求醫者。有

些人是因求方便或好奇，使用別人的化粧

品而感染，或是在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試

用樣品而「分享」了許多更毒的病原。

皮膚科醫師趙昭明提醒，化粧品是私人

用品，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同，若開封

後使用、放置、密封、保存不當等，都

容易使產品品質改變、顏色改變甚至受

到病原汙染而滋長微生物。

每個人的膚質不同，適用的化粧品、喜歡

的色澤、氣味也不一樣，選購的化粧品只

適合個人使用，共用化粧品時也「分享」了

藏在裡面的病原微生物，開架式重覆使用

的化粧品更易滋生病原，常見危機有：

1. 細菌、黴菌感染：

當多人使用同一支護唇膏或口紅，就可能

感染嘴唇炎、第一型單純皰疹，真菌感染

如青黴菌，紅毛癬菌，白色念珠菌感染等

皮膚病，還可能進一步感染呼吸道、消化

道等傳染性疾病。

2. 寄生蟲、細菌感染：

若是多人試用眼影膏、睫毛膏、眼影刷，則

可能會感染蝨蟲、結膜炎、眼瞼炎、砂眼等

疾病。

3. 病毒、細菌感染：

常用的粉撲、粉底、粉底刷等臉皮化粧品

更是許多病源的溫床，若是敏感肌膚、免

疫力較低或有傷口時，就容易造成過敏接

觸性皮膚炎，以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

桿菌等細菌性毛囊炎，甚至感染常見的人

類乳突病毒傳播扁平疣。

萬一感染到不易根治的病毒第一型單純

皰疹（HSV-1）及人類乳突病毒（HPV）扁

平疣，不但會影響外觀，也會因長期不

癒造成心情低落。

避免共用化粧品注意事項：

(1) 化粧品千萬不要借給他人使用，也不

要向他人借用，以免交叉感染病原微生

物。

(2) 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不要試用非一

次性丟棄式的產品。

(3) 試用一次性化粧品前，應檢視產品到

期日，打開試用品時，如顏色不均勻，

或油水分離則勿試用。

口罩、血糖機、心臟瓣膜植入物、人工

水晶體等市售醫療器材種類繁多，一般

人難以明辨優劣，在製造過程、儲存與

運送等過程中，都可能會因為碰撞或溫

度等管理操作不當，而影響醫療器材品

質。為了維護醫療器材的安全及效能，

確保儲存、運輸與配送過程中，符合原

製造業者的要求，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下簡稱食藥署）正推動醫療器材優良運

銷系統。

為了確保醫療器材在儲存、運輸與配送

過程中的品質，同時能維持醫療器材產

品的追溯性，食藥署已於「醫療器材管

理法」草案第24條中，擬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醫療器材及其販賣業者，應

建立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系統，完善醫療

器材生命週期管理制度。

此外，食藥署已於104年6月8日公告我

國醫療器材優良流通規範，透過宣導說

明會，使業者了解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的

重要性，配合食藥署輔導性訪查，實際

協助廠商並了解廠商的需求及困難。截

至107年底，已有56家廠商參加約70場

次的輔導性訪查，協助業者建立品質系

統，並有更多業者自願性加入輔導性訪

查，建立完善的醫療器材管理制度。

醫材運銷有法管2

剛長牙的寶寶容易因牙肉疼痛而哭鬧，

有些家長會自行購買國外的出牙舒緩凝

膠或噴劑，塗在寶寶牙齦上，希望減輕

不適感。食藥署提醒家長，臺灣並未核

准給2歲以下嬰幼兒使用含苯佐卡因的出

牙舒緩藥品，且國外亦因該類藥品可能

引起罕見但嚴重的變性血紅素血症，且

對於治療口腔疼痛（包括嬰幼兒長牙造

成的牙齦疼痛）並無顯著效益，已禁止

含該成分之非處方口腔止痛藥品使用於2 

歲以下的嬰幼兒。因此，家長切勿自行

自國外購買該類藥品使用於2歲以下嬰幼

兒。 

什麼是苯佐卡因（Benzocaine）？

苯佐卡因是一種氧化物，它會使人體正

常血紅素中的二價鐵離子，氧化成三價

鐵離子，使血紅素成為變性血紅素，無

法攜帶氧氣到身體組織，造成組織缺氧

壞死。當血液中的變性血紅素含量超過 

1% 時，就稱為變性血紅素血症。

由於嬰幼兒的身體機能尚未成長完全，

對於藥品的吸收率、代謝功能與大人不

同。許多對成人比較安全的外用藥，若

用在嬰幼兒身上，可能因為吸收過多而

發生全身性副作用。此外，新生兒的肝

臟代謝功能只有成人20 ~ 40 %，腎臟功

能也只有成人30% 以下，因此，包括家

長及主要照顧者，應特別留意嬰幼兒的

用藥安全。

兩招緩解長牙不適

其實，擦在牙齦上的局部止痛藥實際效

果不大，因為藥劑在幾分鐘內就會隨著

口水從幼兒嘴中流出，但是吃下肚卻會

帶來莫大風險。

由於每次出牙的疼痛大約只會持續一星

期，美國兒科學會建議，家長可嘗試以

下方法，緩解孩子的長牙不適感：

(1) 用手指輕輕按摩孩子的牙齦。

(2)使用硬的橡膠或矽膠固齒器。

★但注意不要將固齒器或其他出牙玩具

冷凍後給寶寶咬，以免傷害牙齦，引起

更多疼痛。

有些家長會讓寶寶咬冷藏過的硬蔬果，

如：胡蘿蔔、蘋果、芭樂等，對此，台

大醫院北護分院小兒部主治醫師湯國廷

建議，此時大人一定要待在寶寶旁邊隨

時注意，以免孩子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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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喜歡這條口紅的顏色，借用一下好

嗎？」好友共用化粧品看似你儂我儂，但卻

不衛生又容易感染接觸性皮膚疾病！門診

中常見因共用護唇膏、口紅、粉撲、眼

影膏、睫毛膏、粉底、粉底刷、眼影刷

等化粧品，因而感染疾病而求醫者。有

些人是因求方便或好奇，使用別人的化粧

品而感染，或是在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試

用樣品而「分享」了許多更毒的病原。

皮膚科醫師趙昭明提醒，化粧品是私人

用品，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同，若開封

後使用、放置、密封、保存不當等，都

容易使產品品質改變、顏色改變甚至受

到病原汙染而滋長微生物。

每個人的膚質不同，適用的化粧品、喜歡

的色澤、氣味也不一樣，選購的化粧品只

適合個人使用，共用化粧品時也「分享」了

藏在裡面的病原微生物，開架式重覆使用

的化粧品更易滋生病原，常見危機有：

1. 細菌、黴菌感染：

當多人使用同一支護唇膏或口紅，就可能

感染嘴唇炎、第一型單純皰疹，真菌感染

如青黴菌，紅毛癬菌，白色念珠菌感染等

皮膚病，還可能進一步感染呼吸道、消化

道等傳染性疾病。

2. 寄生蟲、細菌感染：

若是多人試用眼影膏、睫毛膏、眼影刷，則

可能會感染蝨蟲、結膜炎、眼瞼炎、砂眼等

疾病。

3. 病毒、細菌感染：

常用的粉撲、粉底、粉底刷等臉皮化粧品

更是許多病源的溫床，若是敏感肌膚、免

疫力較低或有傷口時，就容易造成過敏接

觸性皮膚炎，以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綠膿

桿菌等細菌性毛囊炎，甚至感染常見的人

類乳突病毒傳播扁平疣。

萬一感染到不易根治的病毒第一型單純

皰疹（HSV-1）及人類乳突病毒（HPV）扁

平疣，不但會影響外觀，也會因長期不

癒造成心情低落。

避免共用化粧品注意事項：

(1) 化粧品千萬不要借給他人使用，也不

要向他人借用，以免交叉感染病原微生

物。

(2) 購買開架式化粧品前，不要試用非一

次性丟棄式的產品。

(3) 試用一次性化粧品前，應檢視產品到

期日，打開試用品時，如顏色不均勻，

或油水分離則勿試用。

口罩、血糖機、心臟瓣膜植入物、人工

水晶體等市售醫療器材種類繁多，一般

人難以明辨優劣，在製造過程、儲存與

運送等過程中，都可能會因為碰撞或溫

度等管理操作不當，而影響醫療器材品

質。為了維護醫療器材的安全及效能，

確保儲存、運輸與配送過程中，符合原

製造業者的要求，食品藥物管理署（以

下簡稱食藥署）正推動醫療器材優良運

銷系統。

為了確保醫療器材在儲存、運輸與配送

過程中的品質，同時能維持醫療器材產

品的追溯性，食藥署已於「醫療器材管

理法」草案第24條中，擬定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醫療器材及其販賣業者，應

建立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系統，完善醫療

器材生命週期管理制度。

此外，食藥署已於104年6月8日公告我

國醫療器材優良流通規範，透過宣導說

明會，使業者了解醫療器材優良運銷的

重要性，配合食藥署輔導性訪查，實際

協助廠商並了解廠商的需求及困難。截

至107年底，已有56家廠商參加約70場

次的輔導性訪查，協助業者建立品質系

統，並有更多業者自願性加入輔導性訪

查，建立完善的醫療器材管理制度。

剛長牙的寶寶容易因牙肉疼痛而哭鬧，

有些家長會自行購買國外的出牙舒緩凝

膠或噴劑，塗在寶寶牙齦上，希望減輕

不適感。食藥署提醒家長，臺灣並未核

准給2歲以下嬰幼兒使用含苯佐卡因的出

牙舒緩藥品，且國外亦因該類藥品可能

引起罕見但嚴重的變性血紅素血症，且

對於治療口腔疼痛（包括嬰幼兒長牙造

成的牙齦疼痛）並無顯著效益，已禁止

含該成分之非處方口腔止痛藥品使用於2 

歲以下的嬰幼兒。因此，家長切勿自行

自國外購買該類藥品使用於2歲以下嬰幼

兒。 

什麼是苯佐卡因（Benzocaine）？

苯佐卡因是一種氧化物，它會使人體正

常血紅素中的二價鐵離子，氧化成三價

鐵離子，使血紅素成為變性血紅素，無

法攜帶氧氣到身體組織，造成組織缺氧

壞死。當血液中的變性血紅素含量超過 

1% 時，就稱為變性血紅素血症。

由於嬰幼兒的身體機能尚未成長完全，

對於藥品的吸收率、代謝功能與大人不

同。許多對成人比較安全的外用藥，若

用在嬰幼兒身上，可能因為吸收過多而

發生全身性副作用。此外，新生兒的肝

臟代謝功能只有成人20 ~ 40 %，腎臟功

能也只有成人30% 以下，因此，包括家

長及主要照顧者，應特別留意嬰幼兒的

用藥安全。

兩招緩解長牙不適

其實，擦在牙齦上的局部止痛藥實際效

果不大，因為藥劑在幾分鐘內就會隨著

口水從幼兒嘴中流出，但是吃下肚卻會

帶來莫大風險。

由於每次出牙的疼痛大約只會持續一星

期，美國兒科學會建議，家長可嘗試以

下方法，緩解孩子的長牙不適感：

(1) 用手指輕輕按摩孩子的牙齦。

(2)使用硬的橡膠或矽膠固齒器。

★但注意不要將固齒器或其他出牙玩具

冷凍後給寶寶咬，以免傷害牙齦，引起

更多疼痛。

有些家長會讓寶寶咬冷藏過的硬蔬果，

如：胡蘿蔔、蘋果、芭樂等，對此，台

大醫院北護分院小兒部主治醫師湯國廷

建議，此時大人一定要待在寶寶旁邊隨

時注意，以免孩子噎到。

長牙塗藥止痛
   苯佐卡因恐害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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