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容業

能力標準說明
新增及更新能力單元
(2021)

二零二一年七月

本《能力標準說明》由資歷架構秘書處支援美容及美髮業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開發，版權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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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功效及作用機制

2. 編號

1110389L2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識別不同種類的美容產品成份、作用機制及功
效，並按顧客皮膚現況需要和要求，選擇並介紹合適的美容產品予顧客。

4. 級別

2

5. 學分

4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美容產品種類、成份、功效及作用機制


美容產品種類
 認識不同美容產品配方形態，例如：粉末狀、棒膏狀、液狀、霜
狀、藥膏、漿糊狀、凝膠狀、膠體狀、脂質體、多層磷脂狀、敷料
狀（如面膜）等
 認識影響美容產品成份吸收的因素，例如：酸鹼度、酸度系數、分
子大小、親水性及親油性等
 認識不同美容產品，例如：





皮膚護理：精華素、頸霜、眼霜等



爽膚用品：緊膚水、爽膚水、收斂水等



滋潤產品：乳液、乳霜、面膜等



清潔用品：洗臉霜、洗臉乳液、起泡潔液、肥皂等



脫屑用品：脫屑膏、磨砂膏等



按摩用品：按摩油、按摩霜、按摩啫喱等



防曬用品：物理性及化學性等

美容產品的成份、功效及作用機制
 認識美容產品的成份及功效


美白（成份：氫醌、維生素 C、曲酸、熊果苷、穀光甘肽、傳
明酸、果酸等）



防曬（成份：二氧化鈦、氧化鋅、桂皮酸鹽、磺胺異丁酮等）



抗衰老/修護皮膚（成份：上皮⽣長因數、維生素 C、硫糖鋁、
銅氨、胺基酸肽、維⽣素 A 等）



抗敏（成份：蘆薈、燕麥、甘草、洋甘菊、過氧化苯、硫化硒
等）



煥膚（果酸、甘醇酸、葡萄糖酸、⽔楊酸、杏仁酸、三氯醋
酸、酵素等）



保濕 (成份：甘油、神經醯胺、透明質酸、膠原蛋⽩、角鯊烯
等）

 認識美容產品的作用機制


美容療程前護理：影響黑色素沉澱、影響化學果酸滲透不均、
平衡皮膚自身水份分泌、調整角質層生長週期等



美容療程後護理：藥用及草本消炎成份、療程後專用修復乳
霜、療程後應避免使用的成份等



成份的生物化學反應，例如：如何抑制黑色素產生、如何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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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膠原蛋白的產生、如何修護過敏反應等


美容產品組合時的協同作用，例如：過度處方果酸產品或會產
生不良後果



應用美容產品注意事項
 懂得參考和講解產品相關的說明書，包括：美容產品的安全使用常
識、成份的建議、使用劑量、時間、範圍等
 懂得參考和講解常用的美容產品標籤內容，例如：保存期、開封後
保存期、用法、不適用的皮膚範圍、保存環境等
 認識一些有關美容產品功效的議題：如：有機 vs 無機產品、防腐
劑、納米枝術、幹細胞、環境污染等
 認識不同國家對藥妝產品，功能性護膚品的定義
 認識不良反應時的非藥物護理：炎症後色素沈澱的護理、灼傷後的
護理、過敏反應後的護理、過度脫皮的護理等
 認識常見或有可能產生敏感反應或刺激眼部的成份，例如：水楊
酸、化學防曬等

6.2 正確選擇及推介美容產品:


根據顧客皮膚現況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產品



認識不同類型的皮膚問題，以及何時需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況，以讓
醫療人員作出跟進或施藥



認識常見或有可能產生敏感反應或刺激眼部的成份，例如：水楊酸、化
學防曬等

7. 評核指引



能夠正確解讀常用美容產品的標籤內容



按照美容產品製造商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美容產品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不同美容產品的種類、成份、功效及作用機制，並按照顧客皮
膚現況需要和要求，推介或建議選用合適的美容產品；



能夠認識甚麼不同類型的皮膚問題，以及何時需要轉介給醫療人員的情
況；及


8. 備註

能夠按照美容產品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美容產品。

美容產品成份可參考國際化妝品成分命名法（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of Cosmetic Ingredients，簡稱 INCI）
https://www.personalcarecouncil.org/resources/i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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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2. 編號

1110390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選擇合
適的美容產品予顧客進行美容療程前和療程後皮膚護理，並向顧客清楚解釋
該美容產品的正確使用方法。

4. 級別

3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常見美容療程和美容產品的配合使用


認識常見美容療程(包括但不限於鐳射、高能量聚焦超聲波、射頻、微
針、果酸、冷凍/鐳射溶脂、微電流等)和美容產品的配合使用：


認識進行美容療程前，使用美容產品護理的基礎理論：


控制慢性炎症



穩定皮膚黑色素細胞以預防色素沈澱



恢復皮膚角質層代謝週期



增強皮膚抵抗力



增強皮膚自我水份分泌能力



穩定過度活躍的皮脂分泌



講解美白成份如何穩定及減低黑色素細胞的活性時，可透過
說明皮膚產生黑色素的過程、病理成因



懂得參考和講解功能性護膚品和藥妝產品相關的說明書，瞭解功
能性護膚品和藥妝產品成份的作用機制，例如：介紹生物工程學
及生物資訊學如何催化功能性護膚品和藥妝產品的研發及如何更
有效針對不同類型的皮膚狀況



認識如何為配合美容療程，選擇合適的美容產品，或為美容產
品，選擇合適的美容儀器以配合使用：


相容性： 例如：微電流導入儀器只適合導電性高的精華
素；活性生長因數、維生素 C 在某種酸鹼度環境下，可能
會失去活性等



安全性：例如：創傷性或入侵式療程只適合使用無菌或已消
毒的美容產品



相互補足：例如：鐳射療程前不宜過度補濕、果酸療程後不
適合使用具酸性或軟化角質作用的面膜



認識美容療程後，使用美容產品護理的基礎理論護理的基礎理
論：


可舒緩炎症



穩定及抑制皮膚黑色素細胞



促進角質層及皮膚再生，促進重建皮膚屏障功能



促進膠原蛋白再生



提升皮膚水份、減少水份流失



穩定皮脂分泌及如何減少毛孔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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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美容療程常見的相關副作用及其成因，例如：皮膚灼熱、輕微紅腫


認識美容療程後或會出現的皮膚反應或相應的處理方法及可使用
的非藥物及(於合資格人士處方的)藥物成份，例如蘆薈、燕麥、
（藥物）類固醇等

6.2 正確推介及解釋美容產品的協同作用


根據顧客皮膚現況的需要，推介合適的美容產品加配到療程上



能夠清楚解釋該美容產品的有效成份於美容護膚時所產生的作用和可能
出現的副作用


7. 評核指引

按照美容產品製造商的說明書，正確使用美容產品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解釋如何使用美容產品以配合常見的美容療程(包括但不限於鐳射、高
能量聚焦超聲波、射頻、微針、果酸、冷凍/鐳射溶脂、微電流等)；及



按照顧客皮膚現況需要，推介或建議選用合適的美容產品，以進行美容
療程前和美容療程後的皮膚護理。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1110389L2 「識別美容產品種類、
成份、功效及作用機制」
，1110391L2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和
1110392L2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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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2. 編號

1110391L2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一般美容儀器的使用方法及功效，能夠根據安全
用電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運用一般美容儀器，為顧客提
供美容護理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一般美容儀器及安全用電知識:


明白基本電學常識，例如：電流、電磁波、電壓、電阻等



瞭解電類危險的來源，例如：插座、電線、插頭損壞、不正確配線的電
器、水等



明白預防電類危險的方法及重要性，例如：變壓器、保險絲、電路斷路
器、雙重絕緣、插座、安全操作等



明白電流、電磁波、光線和機械按摩與皮膚護理的關係



瞭解一般常用美容儀器的基本原理及功效，例如：皮膚測試和攝影系統
儀器、放大燈、蒸氣噴霧機、高頻率電儀器、離子導入儀器、法拉廸/
微電流儀器、紅外光儀器、LED 發光二極管燈等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對人體的影響和關係，例如：皮膚/頭皮、皮下脂
肪、表淺肌腱膜系統、肌肉、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等



明白一般美容儀器的基本使用方法、步驟及安全使用守則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的日常消毒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式



瞭解不同美容儀器的使用禁忌



瞭解一般美容儀器所要配合使用的美容產品種類及功效

6.2 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執行美容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顧客諮詢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式
 療程前期護膚
 進行皮膚敏感測試
 療程前評估
 解釋療程同意書
 照片記錄
 皮膚清潔，用具及雙手清潔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操作方法及步驟，按相關
指引，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



掌握安全用電知識及意外發生時的處理方法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皮膚敏感發炎(例
如紅/腫/熱/痛/痕等)、暈眩、噁心、瘀傷、化學灼傷、肌肉抽筋等，並
能按既定程式，採取補救措施，懂得如何尋求幫助及轉介相關醫生作進
一步處理及治療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執行日常消毒清潔及保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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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一般美容儀器的基礎原理及功效、使用方法及步驟；及



能夠按照安全用電、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按相
關指引，使用一般美容儀器，為顧客提供護理服務。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BEZZCN110A「使用一般與美容相
關電器安全守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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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2. 編號

1110392L2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使用方法及功效，按照安全用電
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按相關指引，正確地操作一般美體儀器，為顧客
提供身體護理服務。

4. 級別

2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一般美體儀器及安全用電知識


瞭解基本電學常識，例如：電流、電磁波、電壓、電阻等



瞭解電類危險的來源，例如：插座、電線、插頭損壞、不正確配線的電
器、水等



明白預防電類危險的方法及重要性，例如：變壓器、保險絲、電路斷路
器、雙重絕緣、插座、安全操作等



明白一般美體儀器的基本使用方法、步驟及安全使用守則



明白電流、電磁波、光線和機械按摩與美體護理的關係



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功效，例如：陰陽電離子、真空吸杯、機械按摩儀
器、法拉廸/微電流儀器、高頻率儀器、衝擊波、高強度聚焦超聲波、
振動推脂儀器、紅外線瘦身太空倉、紅外光儀器、放大燈、LED 發光二
極管燈、奧桑蒸氣機、等離子體能量儀器等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的應用原理、基本結構及功能



瞭解各種儀器對人體的影響，例如：皮膚/頭皮、皮下脂肪、表淺肌腱
膜系統、肌肉、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



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使用禁忌

6.2 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執行護理前準備工作，包括：
 顧客諮詢
 向顧客講解護理程式
 療程前期護膚
 進行皮膚敏感測試
 療程前評估
 解釋療程前同意書
 照片記錄
 皮膚清潔，用具及雙手清潔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及步驟，按相關
指引，為顧客進行美體護理



掌握安全用電知識及意外發生時的處理方法



在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皮膚敏感發炎(例
如紅/腫/熱/痛/痕等)、暈眩、噁心、瘀傷、化學灼傷、肌肉抽筋等，並
能按既定程式，採取補救措施，懂得如何尋求幫助及轉介相關醫生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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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處理及治療

7. 評核指引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執行日常消毒清潔及保養工作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一般美體儀器的功效、使用方法及禁忌；及



能夠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衛生及安全用電守則，按相關指引，正確
地操作美體儀器，為顧客進行身體護理。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BEZZCN110A「使用一般與美容相
關電器安全守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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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儀器

2. 編號

1110393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美體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正確操作及保養各
類美體儀器。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美體儀器相關知識瞭解基本電學常識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所配合使用的美體產品類別及功效



瞭解應用美體儀器的各種美體護理療程及其功效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的日常消毒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式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對人體的影響，例如：皮膚、脂肪、肌肉、淋巴系統
等



瞭解各種美體儀器所配合使用的美體產品類別及功效

6.2 配合美體護理療程，操作及保養各種美體儀器


按照顧客的需要及已同意的護理計劃，根據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正確操
作所選用的美體儀器，為顧客進行美體護理服務



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步驟及使用禁忌，例如：


迴旋震動器/震動器
 以水準及垂直方式操作
 按需要轉換不同的接頭



超聲波震動器
 以按撫動作或打圈動作進行
 按需要調節護理時間和震動頻率



離子導入儀
 正負電極的擺放位置和時間
 產品的選擇



真空吸引器
 吸杯的吸力和移動速度、方向



法拉廸儀器
 電極的擺放方式、位置和時間
 肌肉收縮的效果
 電流的強度等



微電流
 瞭解適應症和禁忌症
 瞭解肌肉、淋巴系統分佈及準確掌握相對的刺激位置



冷凍溶脂
 瞭解適應症和禁忌症
 瞭解如何防止凍傷及其他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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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擺放位置的選擇



瞭解美容療程後按摩的手法

非入侵性低能量鐳射溶脂




瞭解適應症和禁忌症



瞭解如何防止脂肪發炎及其他副作用



瞭解擺放位置的選擇

等離子體能量儀器


瞭解等離子的能量原理如何重新調整正常的細胞膜電荷知識



瞭解美容療程後護理的手法



能夠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體儀器的日常消毒清潔、保養
方法及程式，並定期進行檢查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美體儀器的操作方法、日常消毒清潔和保養方法；及



能夠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選用合適的美體儀器，並按照儀器製造
商的操作指引、安全用電及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正確操作美體儀
器，為顧客進行美體護理服務。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1110392L2「運用一般美體儀器」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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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2. 編號

1110394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正確地操作美容儀器，為顧客進行護理服務，並
能向顧客清楚講解護理程式及應注意事項。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美容儀器相關知識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對人體的影響，例如：皮膚、脂肪、肌肉（筋膜）、
骨骼、循環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等，以及不同受體如黑色素、紅
血球色素、水分子、油脂等



瞭解不同美容儀器的護理功效及使用禁忌



明白電流和光線、超聲波對皮膚護理的影響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的日常消毒清潔、保養方法及程式



瞭解各種美容儀器所配合使用的美容產品及功效

6.2 配合美容護理療程，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操作方法、步驟及應注意事項，例如：


皮膚測試儀



蒸氣噴霧機



高頻率電儀器



紅外光儀器等



發光二極管儀器

按照儀器製造商的指引，掌握不同美容儀器的日常消毒清潔及保養方
法，並定期進行檢查和安排維修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各種美容儀器的功能、操作方法及技巧、日常消毒清潔和保養
方法；及



能夠按照美容儀器製造商的操作指引、安全用電和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根據顧客身體狀況及需要，選擇合適的美容儀器，並能正確地操作
儀器，為顧客進行美容護理服務。

8. 備註

此能力單元的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 1110391L2「運用一般美容儀器」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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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進行電眼睫毛

2. 編號

1110395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電眼睫毛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為顧客提供相關美容服務。

4. 級別

3

5. 學分

2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電眼睫毛的特點


瞭解電眼睫毛的特徵、區別



瞭解進行電眼睫毛的正確步驟、技巧、注意事項及禁忌



瞭解電眼睫毛適用的工具及物料



瞭解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的原因、重要性及步驟



瞭解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說明書指引



瞭解和講解顧客需要、不同的皮膚及睫毛狀況

6.2 進行電眼睫毛


按照衛生守則執行護理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雙手及用具



進行護理前顧客諮詢，列舉禁忌事項，例如：眼睛的狀況



進行皮膚敏感測試（如方塊測試）



清潔眼部



保護周邊部位



按照顧客需要、皮膚及睫毛狀況，選擇合適的工具及用料



掌握電眼睫毛的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說明書指



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能向顧客講解電眼睫毛後應注意事項

引，能正確地使用電眼睫毛工具及產品，為顧客進行相關美容服務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眼睫毛的知識、技巧、工具、物料、注意事項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睫毛及皮膚狀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
正確地為顧客進行電眼睫毛服務；及
 能夠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
施。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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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嫁接睫毛

2. 編號

1110396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嫁接睫毛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
則，為顧客提供相關美容服務。

4. 級別

3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嫁接睫毛的特點:


瞭解嫁接睫毛的特徵、區別



瞭解進行嫁接睫毛的正確步驟、技巧、注意事項及禁忌



瞭解嫁接睫毛適用的毛髮種類、工具及用料



瞭解進行護理前皮膚測試的原因、重要性及步驟



瞭解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說明書指引



瞭解和講解顧客需要、不同的皮膚及睫毛狀況

6.2 進行嫁接睫毛:


按照衛生守則執行護理前的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雙手及用具



進行護理前顧客諮詢，列舉禁忌事項，例如：眼睛的狀況



進行皮膚敏感測試（如方塊測試）



清潔眼部



保護周邊部位



按照顧客需要、皮膚及睫毛狀況，選擇合適的工具及用料



掌握嫁接睫毛的技巧，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及產品說明書指
引，能正確地使用嫁接睫毛工具及產品，為顧客進行相關美容服務

7. 評核指引



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能向顧客講解嫁接睫毛後應注意事項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嫁接睫毛的知識、技巧、工具、物料、注意事項及禁忌；及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睫毛及皮膚狀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
正確地為顧客進行嫁接睫毛服務；及



能夠於護理過程中，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並能即時採取補救措
施。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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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進行紋繡美容(永久及半永久化妝)

2. 編號

1110397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選擇合適的色料及運用相關技
巧，為顧客提供眉毛, 眼線及唇部永久及半永久化妝。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瞭解紋繡美容（永久及半永久化妝）的理論及技巧


瞭解最常見的眉型特徵，例如：柳月眉、自然眉、上揚眉、一字眉、角
形眉等



瞭解眉型與臉型的搭配



瞭解利用紋繡修飾不同眼型的技巧(例如：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
／飄眉／霧眉等)



瞭解畫眉的方法



瞭解紋／繡／柔上眼線及下眼線的正確位置、方法



瞭解各種紋繡美容工具(例如：手針、電針）
、色料產品的用途、區別及
安全性



瞭解顧客眼睛顏色與色料的搭配技巧，及色料混色的技巧



瞭解唇型的特徵、紋唇的技巧



瞭解紋繡美容（永久及半永久化妝）的禁忌（例如：眼睛、眉、皮膚和
唇部的狀況，免疫系統缺陷和失調病症，特殊體質，妊娠期和哺乳期婦
女)



瞭解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



認識相關法例要求，包括《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及《電氣產品(安全)規
例》

6.2 進行眉毛,眼線及唇部永久及半永久化妝




按照衛生守則和相關法例要求執行相關護理前準備工作，例如：


消毒所需儀器、物料及雙手，配戴即棄手套



選擇及準備合適的色料



清潔進行紋繡美容的相關部位（例如：眼部、唇部）



保護周邊皮膚

根據顧客的膚色、臉型、眼型、眉型等，運用色彩搭配原則，掌握以色
料混色的技巧，為顧客選擇及調配合適的色料



根據顧客需要，運用不同的技巧(例如：紋眉／繡眉／柔眉／紋眼線／
飄眉／霧眉／紋唇等)，正確使用相關工具，為顧客進行紋繡美容 (永
久或半永久化妝)



在護理期間，觀察顧客有否出現不良反應，例如：眼睛敏感、皮膚敏
感、輕度紅腫、流眼水等，並懂得採取補救措施，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
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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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向顧客講解護理後應注意事項，及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



正確處理相關護理後的針頭棄置程式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紋繡美容(永久及半永久化妝)的理論、技巧及禁忌；



能夠根據顧客的需要，按照個人及作業的衛生守則，和遵守相關法例的
情況下，為顧客提供紋繡美容 (永久及半永久化妝) 服務；



能夠向顧客講解護理後應注意事項，及提供家居美容護理建議；及



懂得有需要時尋求説明及轉介醫療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

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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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礎知識

2. 編號

1110398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基礎知識，
正確解答顧客有關服務的相關查詢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


瞭解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起源及發展概況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的基礎操作原理，對皮膚及身體組織的
影響，包括：超聲波聚焦原理，溫度提升對皮膚和膠原蛋白的影響，熱
損傷修復，膠原增生，和新陳代謝的基本知識



認識皮膚和皮下組織的基本結構，包括：表皮，真皮，皮下脂肪，表淺
肌腱膜系統，面部懸掛韌帶，血管，神經線等



認識不同種類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和療程機頭，包括：較高能量，
較低能量，線形，螺旋形和不同深度的聚焦等



認識相關療程的基本應用，功效和原理，例如：提升面部輪廓，收緊表
淺肌腱膜系統，收緊真皮層等等。

6.2 應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基本知識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基本知識以便正確解答顧客的相關查詢



能夠利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本知識向顧客介紹有關服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基本原理和皮膚/皮下組織的反應；



能夠向顧客介紹有關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服務及解答的相關查詢；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本應用；及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基本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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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及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2. 編號

1110399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及儀器功效的進
階理論，正確解答顧客有關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服務的應用範圍和原
理

4. 級別

4

5. 學分

3 (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的進階理論


認識組織反應的時間順序，包括：蛋白質的即時收縮和重排以及延遲的
炎症和新膠原蛋白的產生



溫度與蛋白質收縮，變性和再生的關係



認識療程所帶來的膠原增生種類，包括：第一類及第三類等



瞭解療程後的皮膚環境變化和因素相互作用



認識及運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和其相關的協同療程，例如：射頻美容療
程等

6.2 應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儀器功效的進階理論


認識及評估相關療程的應用範圍和原理，例如：頸部嫩膚，肩頸嫩膚，
妊娠紋/皺紋治療，減脂，萎縮性瘢痕/疤痕等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懂得不同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形式的進階理論



區分不同種類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特性及其優點和缺點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及儀器進階功效和理論；



懂得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的進階應用；及



懂得和應用不同種類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8L3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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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2. 編號

1110400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
意事項，並制定相關安全指引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認識療程的一般限制及禁忌


皮膚敏感：過多能量和刺激會引致皮膚發炎反應加劇，令敏
感情況更加嚴重



皮膚感染：例如：病毒，細菌或真菌，超聲波有機會誘發和
散播感染



暗瘡或痤瘡：使發炎情況更加嚴重，或令皮膚受損程度加劇



免疫系統缺陷和失調病症：有機會加重併發症的嚴重程度，
例如：傷口感染



紅斑狼瘡或其他結締組織病：有機會誘發或加深病況嚴重程
度



孕婦：有可能影響懷孕，例如：痛楚引致子宮收縮等等



母乳喂哺期：因為會用到各種的物料，有機會分泌於乳汁內

6.2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正常臨床表現和併發症


認知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正常臨床表現，包括：皮膚發紅，腫
脹和疼痛



認知嚴重相關的併發症，包括：皮膚燒傷，脂肪萎縮，血管和神經
損傷



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
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

6.3 認識（及遵守）療程相關法規


認識療程的相關法規，包括：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評估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風險及制訂安全措施指引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風險，如：燒傷皮膚



能夠認識及正確執行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安全措施，包括：

(或產生炎後色素沉澱)，燒傷神經線或燒傷眼球組織
操作員、客人及環境安全之配備


瞭解儀器供應商或監管機構有關使用、維修及保養高強度聚



瞭解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例如： 所需之保險及法律責

焦超聲波儀器之相關指引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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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制訂使用高強度聚
焦超聲波時有關操作員、客人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瞭解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後正常臨床表現、非適應症及療程併發症；



依照相關法規制訂使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有關操作員、客人及環境
之安全指引；及



瞭解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療程後的一些不良反應，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
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
現況。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398L3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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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操作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以改善皮膚及身體狀況(嫩膚及塑型)

2. 編號

1110401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及於有關儀器的使用管制分類建議下，能夠掌握
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基本的操作方法，以及相關嫩膚及塑型的過程和成
效。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和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基本的操作原理及技巧


認識及使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包括不同種類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
儀器和療程機頭，包括：較高能量，較低能量，線形，螺旋形和不同深
度的聚焦等



透過操作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以達致相關效果，例如：提升面部輪廓，收
緊表淺肌腱膜系統，收緊真皮層等



認識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對皮膚，皮下組織及身體組織有不同階段的影響
和正常反應，例如：熱損傷形成，組織凝結，發炎，皮膚修復，骨膠原
增生及軟組織重組等

6.2 認識和應用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基本技巧


療程前期準備


依照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法規及其供應商提供的安全指引，為
儀器進行安全測試



按照衛生準則執行相關護理前準備工作



療程前評估顧客情況，例如：禁忌和風險



療程前期護膚



向顧客解釋高強度聚焦超聲波服務所涉及的風險及與顧客簽署同
意書以保障雙方權益





照片記錄



皮膚清潔及消毒



痛楚處理，例如：使用非處方止痛藥

操作技巧


操作不同種類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儀器和療程機頭



認識不同位置有不同皮膚厚度和療程深度，並依從生產商的指引正
確地操作儀器，如：調教和控制療程機頭，並在適當的位置應用，
以達到嫩膚及塑型效果



認識操作時，要注意對面部和身體有不同的應用技巧，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例子：


於面部操作時使用較溫和能量，使用較淺的療程深度，及避
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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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開身體重要器官，重要的血管和神經位置

根據情況評估並應用不同深度的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以及觀察療程
的最終成效



認識記錄儀器設定和相關療程成效的重要性，並能夠正確使用記
錄儀器設定，記錄療程成效




7. 評核指引

遵守安全指引及必要時向醫護人員尋求協助

療程後護理


認識並掌握使用合適的護膚品



認識如何保護接受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後的皮膚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基本前期準備、操作技巧及療程後
護理；



認識和懂得向顧客解釋如何保護接受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美容療程後的皮
膚反應及成效進展；及



認識和掌握療程操作原理及相關療程技巧，能依照相關法規及安全指引
下，正確地操作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並懂得採用緊急應變措施，包括判
斷需要轉介醫護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護人員提供
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398L3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的基礎知識」



1110399L4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原理及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1110400L4 「掌握高強度聚焦超聲波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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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基礎知識

2. 編號

1110402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基礎知識，正確解答顧客
有關服務的相關的查詢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原理


瞭解微針美容療程的起源及發展概況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基礎操作原理，對皮膚及身體組織的影響，包括：
皮膚針刺創傷修復，膠原增生，和新陳代謝的基本知識



認識皮膚的基本結構和自我保護原理，針刺深度和相關皮膚療程反應及



認識不同長度和種類的微針儀器，例如：

創傷程度的關係
 微針（長度超過 0.3 毫米但少於或等於 3 毫米）
 微針（長度少於 0.3 毫米）
 手動、電動、注射和射頻微針等


認識相關療程的基礎功效和基本操作原理，例如：嫩膚，緊緻毛孔，改
善凹凸洞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和其相關的協同療程，例如：護膚品的應用和導入療
程

6.2 應用微針美容療程基礎知識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基本知識以便正確解答顧客相關的查詢



能夠利用微針美容療程的基本知識向顧客介紹有關服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基本原理和皮膚反應；



能夠向顧客介紹有關微針美容療程的服務及解答相關的查詢；及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基本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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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2. 編號

1110403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的進階理
論，正確解答顧客有關微針美容療程的服務查詢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進階理論


認識美容療程所帶來的膠原增生種類，包括：第一類及第三類等



瞭解美容療程後的皮膚環境變化和因素相互作用



認識不同相關協同療程的組合，例如：應用護膚品、補充劑、藥物及鐳
射/美容光學療程等

6.2 微針美容療程儀器的進階功效和理論


認識及評估相關療程的進階功效和原理，例如：妊娠紋、皺紋、疤痕、
色素擾動、色斑和透皮遞送滲透等



認識不同長度和種類微針的操作原理和適應症，例如：
 微針（長度少於 0.3 毫米）：促進表皮層新陳代謝
 微針（長度超過 0.3 毫米但少於或等於 3 毫米）
：改善暗瘡疤痕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認識不同微針美容療程形式的進階理論



區分不同種類的微針美容療程的特性及其優點和缺點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原理及儀器進階功效和理論；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進階應用和適應症；及



認識不同種類的微針美容療程的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402L3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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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2. 編號

1110404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並制
定相關安全指引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一般限制及禁忌:


皮膚敏感：針刺傷口、過多能量和刺激會引致皮膚發炎反應加
劇， 令敏感情況更加嚴重



皮膚感染：例如：病毒，細菌或真菌，微針有機會引致更多傷
口，和散播感染



暗瘡或者痤瘡：令到有更多的傷口，使到細菌感染擴散



免疫系統缺陷和失調病症：有機會加重併發症的嚴重程度，例
如：傷口感染



紅斑狼瘡或其他結締組織病：微針有機會誘發或加深病況嚴重程
度



孕婦：有可能影響懷孕，例如：痛楚引致子宮收縮等等



母乳喂哺期：因為會用到各種的物料，有機會分泌於乳汁內

6.2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的正常皮膚反應及併發症


瞭解微針療程後皮膚不同階段的正常反應，例如：皮膚灼熱、輕微紅
腫，一般能在一天內消退



認知嚴重相關的併發症以及它們的表徵，例如：傷口感染


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
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

6.3 認識微針美容療程相關法規


認識療程的相關法規，包括：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及《藥劑業及毒
藥條例》



評估微針美容療程的風險及制訂安全措施指引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微針之風險



能夠認識及正確執行微針之安全措施，包括：操作員、顧客及環
境安全之配備



瞭解儀器供應商或監管機構有關使用、維修及保養微針之相關指
引



瞭解失當處理療程後用過的微針所帶來的風險，如導致感染和污
染環境等



瞭解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包括：所需之保險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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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制訂進行微針療程有關
操作員、顧客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瞭解微針美容療程的後正常臨床表現、非適應症及療程併發症；



依照相關法規制訂使用微針有關操作員、顧客及環境之安全指引；及



瞭解微針美容療程後的一些不良反應，以及緊急應變措施，例如轉介醫
療人員治療和處理。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 「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402L3 「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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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操作微針以改善皮膚狀況(嫩膚，淡斑及緊緻毛孔)

2. 編號

1110405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基本操作方法，以及相關
嫩膚，淡斑及緊緻毛孔的過程和成效。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和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基本的操作原理及相關技巧


認識不同種類的微針儀器，例如：手動、電動、注射和射頻微針的操作
原理等，例如：


操作微針（長度少於 0.3 毫米）
：促進表皮層新陳代謝，嫩膚及緊緻
毛孔



操作微針（長度超過 0.3 毫米但少於或等於 3 毫米）：淡斑及改善
暗瘡疤痕和凹凸洞



認識微針療程對皮膚及身體組織有不同階段的影響和正常反應，例如：
傷口形成，流血和凝血，發炎，皮膚修復，骨膠原增生及軟組織重組



認識及運用微針療程和其相關的協同療程，例如：護膚品的應用和導入
療程

6.2 認識和應用微針美容療程基本技巧


療程前期準備


依照微針儀器法規及其供應商提供的安全指引，為儀器進行安全
測試



按照衛生準則執行相關護理前準備工作



療程前評估顧客情況，例如：禁忌和風險



療程前期護膚



向顧客解釋微針美容療程所涉及的風險及與顧客簽署同意書以保
障雙方權益





照片記錄



皮膚清潔及消毒



痛楚處理，例如：使用非處方止痛藥

操作技巧


應用無菌操作技巧 (例如：皮膚和針頭消毒)



認識身體不同位置有不同皮膚厚度和不同穿刺深度，並依從生產
商指引，正確地調教和控制微針穿刺皮膚的深度，包括但不限於
以下例子


認識針刺深度，射頻功率使用



較淺的針刺深度和較低的射頻功率通常用於淡斑



較深的針刺深度和較高的射頻功率通常用於嫩膚及緊緻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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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應用位置：眼睛，所有傷口，黏膜地方



評估穿刺皮膚深度以及觀察療程最終成效



認識記錄儀器設定和相關療程成效進展的重要性，並能夠正確使
用記錄儀器設定，記錄療程成效



進行美容療程後護理



認識並掌握使用合適的護膚品



認識和懂得向顧客解釋如何保護接受微針美容療程後的皮膚及成
效進展

7. 評核指引



認識和懂得如何處置和處理用過的微針



遵守安全指引及必要時向醫護人員尋求協助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基本前期準備、操作技巧及療程後護理；



能夠向顧客解釋微針美容療程後的皮膚反應以及成效進度；及



認識和掌握微針美容療程操作原理及相關療程技巧，能依照相關法規及
安全指引下，正確地操作微針，並懂得採用緊急應變措施，包括判斷需
要轉介醫護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護人員提供服務
記錄和顧客現況。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402L3「掌握微針美容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403L4「掌握微針美容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1110404L4「掌握微針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29

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射頻療程的基礎知識

2. 編號

1110406L3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療程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射頻美容療程基礎知識，正確解答顧客
有關服務的相關查詢

4. 級別

3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射頻療程原理


瞭解射頻療程的起源、種類及發展概況



認識射頻療程的基礎操作原理，對皮膚及身體組織的影響，包括：皮膚
收緊、膠原增生、促進淋巴和新陳代謝的基本知識



認識皮膚的基本結構和自我保護原理和認識相關射頻療程所引起皮膚的



認識不同種類的射頻儀器，例如：單極、雙極、多極、面部和身體和射

反應，瞭解射頻深度、接觸時間和皮膚溫度的相互關係
頻微針等


認識相關療程的基本應用和原理，例如：提拉、收緊（如改善眼窩皮膚
鬆弛）、嫩膚、纖體等



認識射頻和其相關的協同美容療程，例如：護膚品的應用和導入療程

6.2 應用射頻療程基本知識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掌握射頻療程的基本知識以便正確回答顧客相關的查詢



能夠利用射頻療程的基本知識向顧客介紹有關服務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射頻療程基本原理；



能夠向顧客介紹有關射頻療程的服務及回答相關查詢；



認識射頻療程的基本應用；及



認識射頻療程基本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30

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射頻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2. 編號

1110407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射頻原理及儀器功效的進階理論，正確回答
顧客有關射頻美容療程的原理和功效查詢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射頻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的進階理論


認識療程溫度所帶來的各種組織反應，如：膠原蛋白收縮、膠原蛋白增
生、改善細胞間水腫、促進微循環、淋巴循環、新陳代謝等



認識療程過程有可能產生不適的原因，以及相關解決方法，例如：應如
何避免產生觸電的感覺，如何避免皮膚表面溫度過高（如儀器具備冷凍
功能）、如何設定輸出頻率及功率以配合不同皮膚厚度、如因應客戶面
形不對稱性調整療程時間等



瞭解療程後的皮膚環境變化和因素相互作用，以評估不同膚質較常見的
皮膚反應，並給予客戶合理預期



認識不同相關協同療程的組合，例如：應用護膚品、補充劑、藥物及鐳
射/美容光學療程等

6.2 射頻儀器功效進階理論


認識相關療程的進階原理，及評估相關療程引致的適應症，例如：應用
皮膚提拉力學達至更佳的提拉效果，如何結合肌肉鍛練及削減脂肪療程
達至更佳的纖體效果等

7. 評核指引

8. 備註



認識不同療程終點溫度所產生的組織反應



懂得不同射頻療程形式的進階理論



區分各種射頻療程的特性及其優點和缺點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射頻療程原理及儀器進階功效和理論；



認識射頻療程的進階應用和適應症；及



認識不同形式的射頻療程的操作原理。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406L3 「掌握射頻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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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掌握射頻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2. 編號

1110408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能夠掌握射頻美容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並制定相
關安全指引

4. 級別

4

5. 學分

3（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射頻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認識射頻療程的一般限制及禁忌


皮膚敏感：過多能量和刺激會引致皮膚發炎反應加劇，令敏感情
況更加嚴重



有金屬類植入物：在過程中射頻能量有機會令到植入物過熱而傷
害身體



心臟病或已植入心臟起搏器：射頻會令到起搏器不穩定，有機會
引致心跳紊亂甚至死亡



免疫系統缺陷和失調病症：有機會加重射頻併發症的嚴重程度，
例如：傷口感染



紅斑狼瘡或其他結締組織病：射頻有機會誘發或加深病況嚴重程
度



孕婦：有可能影響懷孕，例如：射頻引致子宮收縮等等



母乳喂哺期：因為會用到各種的物料，有機會分泌於乳汁內。

6.2 認知射頻療程後正常皮膚反應及併發症


瞭解療程後皮膚不同階段的正常反應，例如：泛紅、腫脹、灼熱感、乾
燥缺水、皮膚修復、骨膠原增生及軟組織重組



能準確辨認顧客是否出現併發症，認知嚴重相關的併發症以及它們的表
徵，例如：傷口感染



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療人
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

6.3 認識射頻療程相關法規


認識療程的相關法規，包括：
《電氣產品(安全)規例》



評估射頻療程的風險及制訂安全措施指引



能夠準確評估運用射頻療程之風險



瞭解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例如：所需之保險及法律責任



能夠認識及正確執行射頻療程之安全措施，包括：操作員、顧客及環境
安全之配備



瞭解儀器供應商或監管機構有關使用、維修及保養射頻儀器之相關指引



按照所屬儀器供應商及監管機構的指引，制訂使用射頻儀器有關操作
員、顧客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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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射頻療程的限制及禁忌；



瞭解向顧客解釋射頻療程後正常皮膚反應、非適應症及併發症；



依照相關法規制訂使用射頻儀器有關操作員、顧客及環境之安全指引；
及



瞭解射頻療程後的一些不良反應，懂得判斷需要轉介醫療人員作進一步
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療人員提供服務記錄和顧客現況。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406L3 「掌握射頻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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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業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單元
1. 名稱

操作射頻療程以改善皮膚狀況(嫩膚、提拉、收緊及纖體)

2. 編號

1110409L4

3. 應用範圍

於美容相關工作場所及於有關儀器的使用管制分類建議下，能夠掌握射頻基
本操作方法，進行嫩膚、提拉、收緊及纖體射頻美容療程以改善皮膚狀況的
效果。

4. 級別

4

5. 學分

6（僅供參考）

6. 能力

表現要求
6.1 認識和掌握射頻療程操作原理及相關療程技巧


認識及使用不同種類的射頻儀器，例如：單極、雙極、多極、面部和身
體、非接觸式射頻和射頻微針等



透過操作射頻以達致相關效果，例如：提拉、收緊（如改善眼窩皮膚鬆
弛）
、嫩膚、纖體等



認識射頻療程對皮膚及身體組織的不同影響，例如：收緊膠原蛋白、微
創啟動膠原蛋白增生、橫向收緊皮膚、縱向收緊提拉、收緊脂肪周邊組
織、促進淋巴系統流動等



認識及運用射頻療程和其相關的協同療程，例如：護膚品的應用和導入
療程

6.2 認識和應用射頻療程基本技巧


療程前期準備


依照射頻儀器法規及其供應商提供的安全指引，為儀器進行安全
測試



按照衛生準則執行相關護理前準備工作



療程前期護膚



療程前評估顧客情況，例如：禁忌和風險



向顧客解釋射頻療程所涉及的風險及與顧客簽署同意書以保障雙
方權益





照片記錄



皮膚清潔及消毒



痛楚處理，例如：使用非處方止痛藥

操作技巧


射頻儀器操作,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例子：


單極可達至嫩膚的效果



適當結合高低頻單極及多極射頻以達至局部收緊及纖體提拉
效果; 可改善面部下垂情況



低頻深層單極射頻有效舒緩水腫型肥胖，縮減皮下脂肪細
胞，並結合高頻淺層單極射頻或多極射頻以達至收緊及纖體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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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觸式射頻可達至消減脂肪的效果

認識不同位置有不同皮膚厚度和不同耐熱程度，並依從生產商指
引，正確地調教和控制射頻儀器輸出的深度，應用於不同位置和
厚度的皮膚


嫩膚及提拉：射頻加熱深度一般較淺



收緊及纖體：射頻加熱深度一般較深



時間一般不會超過 5 分鐘，按應用範圍大小，和顧客皮膚和
身體情況而定




評估加熱深度、時間以及觀察療程成效

認識記錄儀器設定和相關療程成效的重要性，並能夠正確使用記
錄儀器設定，記錄療程成效



完全禁忌：所有傷口位置，顧客有心臟起搏器·，面部有金屬植入
物




遵守安全指引及必要時向醫護人員尋求協助

療程後護理


認識並掌握使用合適的護膚品



認識和懂得向顧客解釋如何保護接受射頻療程後的皮膚及成效進
展

7.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射頻療程前期準備、操作技巧及療程後護理；及



認識和掌握射頻儀器操作原理及相關技巧，能依照相關法規及安全指引
下，正確地操作射頻儀器，並懂得採用緊急應變措施，包括判斷需要轉
介醫護人員作進一步處理及治療的情況，並能向醫護人員提供服務記錄
和顧客現況。

8. 備註

如要掌握此能力單元，必須擁有以下單元的能力:


106898L1「認識皮膚構造及常見問題」



BEZZCN109A 「認識基本人體結構及生理系統」



BEZZCN210A 「識別各種皮膚種類及護理」



1110394L3 「操作及保養各種美容儀器」



1110406L3 「掌握射頻療程的基礎知識」



1110407L4 「掌握射頻療程原理及儀器功效 (進階理論)」



1110408L4 「掌握射頻療程之風險及注意事項」



1110390L3 「瞭解美容產品配合常見美容療程的使用機制」

此能力單元之學分值假設該人士已擁有上述能力單元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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