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油性頭皮

的保養

針對夏日油頭保養，不

妨選用溫和天然的頭皮控

油保濕等產品，深度清潔與護

理按摩。

夏日前往海邊戲水、衝浪消暑，臉部及身體的防曬

做到滴水不漏，頭髮的防護呢？

專家表示，在染髮普遍下，夏天更易因強烈紫

外線的曝曬，加速褪色、乾澀，甚至斷裂。台

灣為典型的海島氣候，夏天易悶熱潮濕，導

致頭髮亂翹難整理，特別是自然捲髮質。

建議除了使用護色洗護系列產品，還可

根據不同髮質對應不同質地的精華油、

乳或霜，為髮絲注入水份及滋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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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髮髮霧炎炎夏

日／天然植物油

脂、玻尿酸、經

典胺酸、摩洛哥

堅果油等成份

簡易居家頭皮髮養護組

現代人生活繁忙，沒時間經常前

往美髮沙龍進行全套護理怎麼辦？

專業沙龍品牌以「極簡、植萃、多功

能」為原則，推介居家養護或沙龍療程

皆宜的洗潤護髮組。

巨星青睞的法國髮品

獲全球許多藝人、名人及巨星青

睞的法國髮品，全系列包括全

球唯一水含量僅20%的高濃度精

油、植物油薈萃洗髮酪等產品。

法國養
護沙龍

療程

夏日頭皮髮養護沙龍

療程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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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夏日香氛洗潤組

涼感頭皮SPA洗潤組／全

新夏日香氛，天然精油洗

淨配方與薄荷成分、紫外

線防禦成分。

木槿花修護噴霧，

加強保濕防護。

酒畔雲
衣月
扇香

髮絲注入精華護色水潤

頭皮深度清潔好舒爽

根據醫學研究顯示，環境溫度每

上升1度，皮膚油脂的分泌量就會增

加10%！而每逢夏季氣溫升高時，因頭

皮問題找上皮膚科醫師的患者，至少增

加1至2成！

頭皮，是全身上下皮脂腺較為密集的

部位，一旦油脂分泌失衡，多餘的油份不

但會讓頭髮看起來扁塌，更易造成頭皮

毛囊的阻塞及刺激，進而產生頭皮味或

掉髮、皮屑等危機。

對抗油油頭，法國專業沙龍髮品RF荷

那法蕊建議，除了保持生活作息正常、

多喝水、拒絕刺激性食物，不妨選用

溫和天然的頭皮控油保濕等產品，深

度清潔與護理按摩。

同時，盡量勿讓頭皮接觸高

溫，除了洗髮時勿用高溫熱水，

洗髮後也建議使用冷溫風吹

乾頭皮，建議要將頭皮頭

髮吹至全乾，減少頭皮

被悶住及孳生細菌

的可能性。
油性、乾燥

頭皮皆適用

／薄荷葉菊

頭皮洗髮精

炎夏時分，頂著烈日的頭皮，混雜著汗水、油脂交織出敏感狀況，

頭皮護理首重定期的深度清潔，至於髮絲則因強烈紫外線照射下

而變得乾澀、褪色，除了護色洗護基本功，還要加強保濕防護。

深 層 頭 皮 淨

化 精 華 ／ 洗

髮後2~4滴於

頭 皮 按 摩 至

吸收即可。

花邊霧鬢風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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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製作：
取 A01.jpg，
放大尺寸
高 134mm X 寬 216mm，
方向羽化
中間往上刷淡 45，
中間往下刷淡 45，
中間往右刷淡 45，
中間往左刷淡 30，

完成尺寸：高 297 mm X 寬 210 mm
四邊出血 3mm

●人物去背景與泡泡圖片合成

●大標題自行輸入、
標楷體 (W5)、65 級 (Q)、水平縮放 :75%；傾斜 19。

字體顏色：C0M95Y40K0
製作 0.5mm 白色擴邊；沿線排版；陰影顏色：K100
陰影：色彩增值，不透明度 90％，距離 2mm，角度 180。

●大標題自行輸入、
標楷體 (W5)、80 級 (Q)、水平縮放 :70%；傾斜 19。

字體顏色：C0M0Y100K0
製作 0.8mm 白色擴邊；沿線排版；陰影顏色：K100
陰影：色彩增值，不透明度 90％，距離 2.5mm，角度 180。

●前言：沿線排版
粗黑體 (W7)、13.5 級 (Q)
製作 0.35mm 白色擴邊、
第一字 U 的底圓，
顏色為：C0M95Y40K0

●所有圖說小標：
特明體(W9)、13級(Q)
顏色為：K60

●所有圖說：
中黑體 (W5)、11.5級(Q)
顏色為：K100
行距為：11 點 (pt)

●所有產品去背景，
並放置至正確位置

●曲線依標示製作
顏色：
C30M0Y0K20
線粗：1mm

●多邊形
顏色：K30
尺寸：高 20mm X 
            寬 30mm
斜邊線段 5 mm

●訊息：自行輸入；粗黑體 (W7)、16 級 (Q) 文字顏色：K100；
線段高度：6mm；寬度：210mm；
彩色線段線寬：57mm；重疊直徑 ( 色彩增值 )：6mm；
從左至右四個彩色線段分別為：
(C70M30)；(C50Y100)；(M20Y80)；(M75)
上下線段顏色 K100，線寬：0.15mm

●雙圓圖形：
內圓直徑：15.5mm
( 外圓直徑：18mm
線型：直立線
( 虛線 0.5pt 間隔 1pt )
線寬：1mm)

編號 1：
顏色：C100Y100K10
編號 2：
顏色：M90Y70K5
編號 3：
顏色：C65Y15M5

中文字：
特黑體 (W9)、12.45 級 (Q)
顏色：白色

三角形符號：▲
特黑體 (W9)、8 級 (Q)
顏色：白色

數字：Arial 字體、
50 級 (Q) 
水平縮放 :80%
顏色：白色

●內文：
中黑體 (W5)、13.5 級 (Q)
顏色為：K100
行距為：14.5 點 (pt)

●內文小標題：
粗黑體 (W7)、18 級 (Q)
顏色：K100

●曲線依標示製作；
顏色：C30M0Y0K20；
線寬：1mm
內文與曲線線段用繞圖排文，距離 3 mm

●曲線色塊依標示製作：
( 漸層羽化 )
從左至右顏色為：
C60Y20( 透明度 100) → C0M0Y0K0( 透明度 0)

●曲線色塊依標示製作：
( 漸層羽化 )
從右至左顏色為：
M95Y40( 透明度 100)

↓
C0M0Y0K0( 透明度 0)

試題編號：19100-106206

說明樣式（考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