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LATISSE® 溶液不慎跑到眼睛裡，一般不會造成傷害。塗刷
LATISSE® 可能會暫時模糊您的視線。在視線變得清晰前，不要開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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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SSE® 含有名為苯紮氯銨的防腐劑，可能會導致隱形眼鏡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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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睫毛加倍濃密*

處方治療，僅 8-12 週，為您帶來
更長、更黑、更濃密的睫毛
請造訪 www.latisse.ca，尋找合資格醫生。
*個人治療效果可能不同。
本手冊僅在醫生患者諮詢中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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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秘密

研究表明，睫毛隨年齡增長而減少

什麼是 LATISSE®?

您的睫毛是不是比以前稀少了？是不是看起來稀少減短了？
不是只有您這樣！新科學資料表示年齡增長也會影響睫毛。
臨床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在 20-30 歲之間，女性的睫毛
開始變短、變稀，還會開始褪色。到 60 歲時，睫毛會明顯
變稀、變短、顏色變淺。1-4

LATISSE® 是一款在加拿大批准上市的處方睫毛產品，讓您
的天然睫毛更長、更黑、更濃密。從第 8 週開始就有明顯
視覺效果，第 12-16 週展現完美效果。5

這是正常情況下年輕睫毛和老化睫毛的對比。

年輕睫毛

老化睫毛

僅需 8 週即可見效果
在臨床試驗中，大多數 LATISSE® 使用者在日常規律使用
後的兩個月內就可看到睫毛大大改善。到第四個月結束，
睫毛長度增加 25%，濃密度增加 106%，顏色加深 18%。
78% 的試驗參與者睫毛整體突顯效果改善。結果？更長、
更黑、更濃密的睫毛！5

LATISSE® 為何與眾不同？
較濃密

較稀少

不同於護理滋潤睫毛的非處方睫毛產品，或讓您的睫毛看起
來更長的睫毛膏產品，LATISSE® 經臨床驗證，能確實明顯
促進更長、更黑、更濃密睫毛的生長。1 LATISSE® 已在加
拿大經過臨床驗證和批准。5

LATISSE® 如何發揮作用？
較長

較短

顏色較深

顏色較淺

獲得您夢寐以求的睫毛
少毛症是一個醫學術語，指您沒有足夠多的睫毛。不論您為
什麼毛髮稀少，好消息是——您的醫生推薦 LATISSE®，
一種安全有效的療法，經證明可在 8 週時間內刺激生長更
為豐滿、濃密的睫毛。5

LATISSE® 的作用是延長毛髮生長期，這是睫毛的積極生
成期。具體如何實現睫毛改善因人而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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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自己的睫毛——更長、更黑、
更濃密

常見問題

LATISSE® 使用者未經修飾的真實照片，未使用睫毛膏。

可以，使用 LATISSE® 期間刷睫毛膏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使用 LATISSE® ，我還可以刷睫毛膏嗎？

要是忘了使用 LATISSE® 怎麼辦？

如果您有一天晚上忘了用，不要多加用量嘗試補上。第二天
晚上像往常一樣使用一滴 LATISSE®，按計劃進行。
如果我停止使用 LATISSE® 會怎麼樣？

如果停用 LATISSE®，睫毛會逐漸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使用前

使用後*

存在副作用嗎？

使用 LATISSE® 睫毛增長液後最常見的副作用是眼睛有發癢
的感覺和／或眼睛發紅。大約 4% 的患者報告這些副作用。
LATISSE® 睫毛增長液可能導致其他較不常見的副作用，通常
發生在接近塗刷 LATISSE® 處的皮膚或眼睛裡。包括皮膚顏色
加深、眼睛發炎、眼睛乾澀、眼瞼發紅。5
使用 LATISSE® 是否會導致我的眼睛變色？

使用 LATISSE® 與虹膜色素沉澱（眼睛有色部分棕色色素
沉澱加深）有關。這一色素沉澱可能是永久性的。過量使用
LATISSE® （超過需要的藥量）可能導致這一色素沉澱，所以
務必遵循如何使用 LATISSE® 的說明。5
使用 LATISSE® 是否會導致眼瞼色素沉澱？

LATISSE® 可能導致眼瞼皮膚顏色加深，在大多數患者身上可
恢復。5
使用前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LATISSE® 嗎？

如果您對 LATISSE® 的任何成分過敏，則不得使用。同樣，
若以下任何情況適用於您，您應在開始使用 LATISSE® 前諮
詢您的醫生或眼部護理專科醫生。
• 先前診斷的眼壓問題（尤其是眼內壓升高）。
使用後*

•目
 前為治療眼壓問題（尤其是眼內壓）使用藥物。如果情況
如此，您在使用 LATISSE® 時應有人密切監控。
•青
 光眼的風險因素，包括青光眼的家族病史。請在開始使用
LATISSE® 前諮詢眼部護理專科醫生。

使用前

使用後*

*個人治療效果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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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SSE®
使用步驟

安全資訊

第一步

如果您對比馬前列素或其他任何成分或容器的任何部分過敏，請勿使用
LATISSE®。如果擔心會過敏，請諮詢您的醫生。

每晚使用一次，首先確保清潔
臉部，卸妝，取出隱形眼鏡。

第二步

從托盤里取出一支塗藥刷。將未經
修剪的無菌塗藥刷水平拿好，僅滴
一滴 LATISSE® 在塗藥刷接近頂端
但不是頂端的地方。

LATISSE® 睫毛增長液用於治療少毛症（少於正常毛髮量），讓睫毛
更長、更黑、更濃密。

使用 LATISSE® 前請就以下情況諮詢您的醫生：如果您沒有睫毛；
您懷孕或正在哺乳；您患有活性眼部感染或發炎，眼瞼疾病、眼瞼感
染、眼瞼皮膚破損或疼痛、眼部受傷；或您需要進行眼部手術。如果您
正在使用或近期使用過任何其他藥物，尤其是減輕眼內壓的青光眼治療
藥物，請謹遵醫囑使用 LATISSE®。
LATISSE® 適用於睫毛根部的上眼瞼邊緣。不要用於下眼瞼。
LATISSE® 睫毛增長液可能造成眼睛有色部分（虹膜）的棕色色素沉澱
加深，而且可能是永久性的。過量使用 LATISSE® （如滴一滴以上在塗
藥刷上）可能導致色素沉澱，因此務必遵循醫囑，并記住：
• 不要直接滴進眼睛。
• 不要在專門提供的無菌塗藥刷上滴超過一滴。
• 用紙巾或其他吸水性材料將任何多餘溶液從上眼瞼邊緣吸走。
• 一天僅使用一次。

第三步

• 不要用於下眼瞼眼線。

立即將未經修剪的塗藥刷小心刷過
睫毛根部上眼瞼邊緣皮膚（睫毛與
皮膚交界的地方），從眼線內部向
外部刷。

•不
 要將同一個塗藥刷用於不同眼睛。不要重複使用塗藥刷或以任何方式
修剪，不要使用任何其他刷子／塗藥刷塗刷 LATISSE®
•如
 果錯過了一劑，不要試圖「補上」。第二天晚上再塗刷 LATISSE®。
不要把劑量加倍。
與所有藥物一樣，LATISSE® 也會產生副作用。大多數副作用並不
嚴重。

第四步

吸出任何眼瞼邊緣外的多餘溶液。

第五步

一次使用後丟棄塗藥刷。使用一把
新的無菌塗藥刷在另一邊上眼瞼邊
緣重複上述步驟。這有助於儘量降
低一邊眼瞼污染另一邊眼瞼的可
能性。

最常見的副作用是發癢和／或眼睛發紅。大約 4% 的患者報告這一副
作用。較不常見的副作用通常發生在接近塗刷 LATISSE® 處的皮膚，
或眼睛裡。包括眼瞼皮膚顏色加深（可能恢復），虹膜色素沉澱、眼睛
發炎、眼睛乾澀、眼瞼發紅。 LATISSE® 經常碰到的其他皮膚部位可
能會長出毛髮。用紙巾或吸水性材料將任何多餘溶液從上眼瞼邊緣吸
走。不同眼睛的睫毛長度、濃密度、豐滿度、色素沉澱、睫毛數量和／
或睫毛生長方向可能不同。如果停用 LATISSE® ，睫毛會逐漸恢復到
原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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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同眼睛的睫毛長度、濃密度、豐滿度、色素沉澱、睫毛數量和／
或睫毛生長方向可能不同。如果停用 LATISSE® ，睫毛會逐漸恢復到
原來的樣子。

如果 LATISSE® 溶液不慎跑到眼睛裡，一般不會造成傷害。塗刷
LATISSE® 可能會暫時模糊您的視線。在視線變得清晰前，不要開車或
使用機器。
不要讓藥瓶頂端或塗藥刷接觸到周圍結構、手指或其他表面，以避免造
成細菌污染／感染。
LATISSE® 含有名為苯紮氯銨的防腐劑，可能會導致隱形眼鏡褪色。
如果您佩戴隱形眼鏡，請在使用 LATISSE® 前摘除可在使用 LATISSE®
後 15 分鐘重新戴上。
如果您患上新的眼部疾病（如外傷或感染），視力突然下降，接受眼部
手術，或發生眼部反應，尤其是結膜炎（眼瞼感染）和眼瞼反應，您應
立即諮詢醫生是否應繼續使用 LATISSE® 睫毛增長液。
這並非副作用的完整列表。使用 LATISSE® 時如發生意料之外的副
作用，請與醫生聯絡。

讓您的睫毛加倍濃密*

處方治療，僅 8-12 週，為您帶來
更長、更黑、更濃密的睫毛
請造訪 www.latisse.ca，尋找合資格醫生。
*個人治療效果可能不同。
本手冊僅在醫生患者諮詢中分發。

參考：1. 存檔資料，Allergan, Inc., 2008 年；研究編號 192024-032。
2. 存檔資料，Allergan, Inc., 2008 年；研究編號 192024-038。3. 存檔
資料，Allergan, Inc., 2008 年；研究編號 192024-051。4. 存檔資料，
Allergan, Inc.；混合基線分析，2011 年。5. LATISSE® 產品
專題論文第三部分：消費者資訊。2013 年 1 月 7 日。本手冊提供給醫生，
作為患者教育工具。沒有醫囑請勿分發。
LATISSE® 是 Allergan, Inc.的註冊商標，
Allergan, Inc. 的™ 商標。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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