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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都有頭頂上的問題，像是頭皮

屑過多、頭皮搔癢、落髮嚴重的症狀。

面對這些問題，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特別邀請澤林毛髮診所謝宗廷醫

師為民眾說明，到底你應該要養髮還是

生髮呢？

謝醫師指出，針對頭皮與頭髮問題，

市面上有許多產品，但是民眾要先釐清

需求。若是想保養髮質、減少頭皮屑與

頭皮癢，應從「養髮液」著手；若是有

雄性禿、休止期落髮問題，則要選擇含

Minoxidil成分的「生髮液」才有效。

謝醫師進一步說明，養髮液與頭皮

精華液，都是訴求強健髮根、活化毛囊，

主成分大多是咖啡因、藍銅胜肽、生薑

等。生髮液要有「生髮」效果，必須含

有Minoxidil成分。Minoxidil是目前唯一

的外用藥品，可改善頭皮血液循環、延

長毛囊生長期、縮短休止期，使毛髮長

得更健康，比較不會掉落。

最後，食藥署提醒，Minoxidil生髮

液屬指示藥，購買時雖不需有處方，仍需

詢問醫師、藥師或藥劑生後購買取得，

但若有頭髮問題時，建議先諮詢皮膚科

醫師，才能儘早擺脫煩惱。

「為什麼不擦還好，一擦反而頭髮

掉更多」、「使用Minoxidil生髮液會影響

生育?」，食藥署為讓大家正確使用生髮

液，特別請謝宗廷醫師為民眾整理

「Minoxidil生髮液QA懶人包」。

Q1 哪些族群適合用Minoxidil生髮液？

Minoxidil生髮液對男生雄性禿、女生雄

性禿、休止期落髮（如壓力型落髮）、圓

型禿皆有效。但使用前須由醫師確認毛

囊的萎縮狀況，進而決定單純使用生髮

液，或需合併其他治療方式。

Q2 生髮液有分男用跟女用嗎？

市面上有販售「女性專用生髮液」，但

其實與一般生髮液成分一樣，因此，只

要根據Minoxidil濃度及劑型選擇即可。

Q3 生髮液有分生髮水、生髮慕斯兩種劑

型，該怎麼選擇？

兩者有效成分都是Minoxidil，針對髮量

較多的男性及長髮女性，選擇生髮水，

較容易擦到頭皮吸收。但若對生髮水中

的「丙二醇」成分過敏，產生頭皮癢、

長痘痘等情況，建議換成慕斯劑型。

Q4 生髮液正確使用方式是什麼？

男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擦兩次；

女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一次，或

是2%濃度一天兩次。使用前先將頭髮吹

乾，塗少許(約1毫升)在落髮區，以指腹

按摩至吸收即可。

Q5 生髮液有副作用嗎？會影響生育嗎？

生髮液並不會影響男、女性的生育問題！

主要副作用是頭皮過敏（生髮水劑型機

會較高）、臉上長出小汗毛（女生機會較

高）。孕婦或哺乳婦女、有心臟病史、18

歲以下65歲以上者不要使用。另外，因

Minoxidil有輕微降血壓效果，少數人會

有頭暈、心悸現象，若低血壓者或大量

使用者感到不適，應立即停用並諮詢醫

師。

Q6 用多久可以看到效果？

通常連續使用三到四個月會出現效果。

患者會覺得掉髮量減少、頭髮變得較

粗，若沒有副作用，建議繼續使用。

Q7 生髮水停用後落髮加劇嗎？

不會，只是停用後保護頭髮的效果會消

失！有人覺得停用後頭髮掉更多，主要

是使用生髮水時，掉髮量已減少並趨於

穩定。停用後，落髮恢復未使用前的狀

態，所以覺得落髮量一下子變多了。

Q8 生髮水也能長鬍子跟眉毛嗎？

少數論文提到使用Minoxidil可讓眉毛或

鬍子變濃密，但臨床上並不建議使用。

因為生髮液含有酒精成分，對於眼周、

皮膚薄的地方，刺激性較大。

Q9 聽說剛開始使用時，落髮反而會增加

是真的嗎？

因為Minoxidil會讓原本較不健康、較細

的頭髮先掉，再長出健康頭髮，持續使

用一個月以上就會緩解。若落髮問題持

續增加，可諮詢皮膚科醫師，確認沒有

問題再繼續使用。

最後食藥署提醒，使用Minoxidil生

髮液前建議先諮詢皮膚科醫師，了解毛

囊狀況及落髮情形，才能安全又有效的

恢復豐盈髮量。

養髮、生髮大不同！醫師教你分辨頭頂上的需求1

生髮液到底是真有效
還是擦心安？
常見生髮液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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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不擦還好，一擦反而頭髮

掉更多」、「使用Minoxidil生髮液會影響

生育?」，食藥署為讓大家正確使用生髮

液，特別請謝宗廷醫師為民眾整理

「Minoxidil生髮液QA懶人包」。

Q1 哪些族群適合用Minoxidil生髮液？

Minoxidil生髮液對男生雄性禿、女生雄

性禿、休止期落髮（如壓力型落髮）、圓

型禿皆有效。但使用前須由醫師確認毛

囊的萎縮狀況，進而決定單純使用生髮

液，或需合併其他治療方式。

Q2 生髮液有分男用跟女用嗎？

市面上有販售「女性專用生髮液」，但

其實與一般生髮液成分一樣，因此，只

要根據Minoxidil濃度及劑型選擇即可。

Q3 生髮液有分生髮水、生髮慕斯兩種劑

型，該怎麼選擇？

兩者有效成分都是Minoxidil，針對髮量

較多的男性及長髮女性，選擇生髮水，

較容易擦到頭皮吸收。但若對生髮水中

的「丙二醇」成分過敏，產生頭皮癢、

長痘痘等情況，建議換成慕斯劑型。

Q4 生髮液正確使用方式是什麼？ 

男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擦兩次；

女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一次，或

是2%濃度一天兩次。使用前先將頭髮吹

乾，塗少許(約1毫升)在落髮區，以指腹

按摩至吸收即可。

Q5 生髮液有副作用嗎？會影響生育嗎？

生髮液並不會影響男、女性的生育問題！

主要副作用是頭皮過敏（生髮水劑型機

會較高）、臉上長出小汗毛（女生機會較

高）。孕婦或哺乳婦女、有心臟病史、18

歲以下65歲以上者不要使用。另外，因

Minoxidil有輕微降血壓效果，少數人會

有頭暈、心悸現象，若低血壓者或大量

使用者感到不適，應立即停用並諮詢醫

師。

Q6 用多久可以看到效果？

通常連續使用三到四個月會出現效果。

患者會覺得掉髮量減少、頭髮變得較

粗，若沒有副作用，建議繼續使用。

Q7 生髮水停用後落髮加劇嗎？

不會，只是停用後保護頭髮的效果會消

失！有人覺得停用後頭髮掉更多，主要

是使用生髮水時，掉髮量已減少並趨於

穩定。停用後，落髮恢復未使用前的狀

態，所以覺得落髮量一下子變多了。

 

Q8 生髮水也能長鬍子跟眉毛嗎？

少數論文提到使用Minoxidil可讓眉毛或

鬍子變濃密，但臨床上並不建議使用。

因為生髮液含有酒精成分，對於眼周、

皮膚薄的地方，刺激性較大。

Q9 聽說剛開始使用時，落髮反而會增加

是真的嗎？

因為Minoxidil會讓原本較不健康、較細

的頭髮先掉，再長出健康頭髮，持續使

用一個月以上就會緩解。若落髮問題持

續增加，可諮詢皮膚科醫師，確認沒有

問題再繼續使用。

最後食藥署提醒，使用Minoxidil生

髮液前建議先諮詢皮膚科醫師，了解毛

囊狀況及落髮情形，才能安全又有效的

恢復豐盈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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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經想過嗎，為什麼洗完頭，還

要用潤絲精？那洗髮精混潤絲精可以一

起用嗎？潤絲精真的只是為了讓頭髮變

柔軟嗎？食藥署解釋，潤絲精的原文是

Rinse，是用清水沖洗的意思。由於早期

洗髮多使用皂類洗髮化粧品，為除去殘

留於頭髮上的鹼，維持頭髮的弱酸性，所

以會使用潤絲，調整毛髮的表面狀態。

潤絲可中和靜電反應，更易梳理

潤絲精主要由陽離子界面活性劑、

油分、保濕劑，加上水、香料、色素及防

腐劑等成分組成。由於洗髮後頭髮多帶

負電荷，若使用潤絲精，潤絲精中的陽離

子界面活性劑可附著在帶負電的毛髮

上，中和靜電反應，減少頭髮間的摩擦，

使頭髮柔順易梳理，並增加光澤度。至於

潤髮乳、護髮乳的原理與潤絲精相同，有

些更強調護髮功能。

從髮根到髮尾均勻塗抹，記得徹底沖洗

在使用上，不可將潤髮產品直接倒在

頭皮上，而是要先取適量放在手心，從

髮根均勻地塗抹到頭髮末端，再用大量

清水沖洗乾淨，直到黏膩感消失為止。

「為什麼不擦還好，一擦反而頭髮

掉更多」、「使用Minoxidil生髮液會影響

生育?」，食藥署為讓大家正確使用生髮

液，特別請謝宗廷醫師為民眾整理

「Minoxidil生髮液QA懶人包」。

Q1 哪些族群適合用Minoxidil生髮液？

Minoxidil生髮液對男生雄性禿、女生雄

性禿、休止期落髮（如壓力型落髮）、圓

型禿皆有效。但使用前須由醫師確認毛

囊的萎縮狀況，進而決定單純使用生髮

液，或需合併其他治療方式。

Q2 生髮液有分男用跟女用嗎？

市面上有販售「女性專用生髮液」，但

其實與一般生髮液成分一樣，因此，只

要根據Minoxidil濃度及劑型選擇即可。

Q3 生髮液有分生髮水、生髮慕斯兩種劑

型，該怎麼選擇？

兩者有效成分都是Minoxidil，針對髮量

較多的男性及長髮女性，選擇生髮水，

較容易擦到頭皮吸收。但若對生髮水中

的「丙二醇」成分過敏，產生頭皮癢、

長痘痘等情況，建議換成慕斯劑型。

Q4 生髮液正確使用方式是什麼？ 

男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擦兩次；

女生雄性禿，使用5%濃度一天一次，或

是2%濃度一天兩次。使用前先將頭髮吹

乾，塗少許(約1毫升)在落髮區，以指腹

按摩至吸收即可。

Q5 生髮液有副作用嗎？會影響生育嗎？

生髮液並不會影響男、女性的生育問題！

主要副作用是頭皮過敏（生髮水劑型機

會較高）、臉上長出小汗毛（女生機會較

高）。孕婦或哺乳婦女、有心臟病史、18

歲以下65歲以上者不要使用。另外，因

Minoxidil有輕微降血壓效果，少數人會

有頭暈、心悸現象，若低血壓者或大量

使用者感到不適，應立即停用並諮詢醫

師。

Q6 用多久可以看到效果？

通常連續使用三到四個月會出現效果。

患者會覺得掉髮量減少、頭髮變得較

粗，若沒有副作用，建議繼續使用。

Q7 生髮水停用後落髮加劇嗎？

不會，只是停用後保護頭髮的效果會消

失！有人覺得停用後頭髮掉更多，主要

是使用生髮水時，掉髮量已減少並趨於

穩定。停用後，落髮恢復未使用前的狀

態，所以覺得落髮量一下子變多了。

 

Q8 生髮水也能長鬍子跟眉毛嗎？

少數論文提到使用Minoxidil可讓眉毛或

鬍子變濃密，但臨床上並不建議使用。

因為生髮液含有酒精成分，對於眼周、

皮膚薄的地方，刺激性較大。

此外，也不要因為怕麻煩，就將洗

髮精與潤絲精混合使用。因為洗髮精的

主作用成分是陰離子界面活性劑，而潤

絲精是陽離子界面活性劑，兩者作用相

反，可能會發生洗不乾淨、又潤絲不完

全的窘境。

食藥署特別提醒，購買潤絲精、護

髮乳、潤髮乳時，認清有完整的化粧品

標示，確保自身權益。若想了解更多化

粧品資訊與知識，快加入「TFDA化粧品

安全使用」Facebook粉絲團，即可掌握

第一手的化粧品安全選購及使用資訊。

Q9 聽說剛開始使用時，落髮反而會增加

是真的嗎？

因為Minoxidil會讓原本較不健康、較細

的頭髮先掉，再長出健康頭髮，持續使

用一個月以上就會緩解。若落髮問題持

續增加，可諮詢皮膚科醫師，確認沒有

問題再繼續使用。

最後食藥署提醒，使用Minoxidil生

髮液前建議先諮詢皮膚科醫師，了解毛

囊狀況及落髮情形，才能安全又有效的

恢復豐盈髮量。

別再這樣洗頭髮！
洗髮精千萬別混潤絲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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