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訂製假髮的使用及保養



感謝您購買愛德蘭絲的訂製假髮

本手冊是為了購買愛德蘭絲的訂製假髮的顧客能夠長久舒適的

使用假髮 , 詳細記載正確的配戴及清洗保養方法 , 以延長商品的

使用壽命 , 同時 , 掌握越多假髮的清理保養知識 , 假髮的使用也

能更加得心應手。

閱讀手冊後如果仍有不清楚的地方 , 還請您來電詢問。

另外 , 為了在配戴假髮上能有更好的經驗 , 除了在家中自行梳理

之外 , 建議您可以定期回沙龍店作假髮的維護及保養。全台沙龍

的地址以及連絡電話 , 請見 P.22。

愛德蘭絲全體員工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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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延長假髮的使用壽命，

請詳讀以下說明及注意事項。

01 配戴時。
止扣是為了讓假髮可以更安心使用，以及起到固定的作用。但是開闔時請不要用力過猛，
以免扯斷頭髮（雙面膠和接著劑也是一樣）。

02 止扣斷了要怎麼辦。
止扣如果用力過猛，很有可能會折斷。折斷的止扣如果繼續使用，有可能會對頭皮或
頭髮造成損害。一旦斷裂便請更換。

03 產品不要進入眼睛。
使用消黏液的時候，請注意一定不要讓消黏液進入眼睛。如有不慎，請馬上用大量清
水沖洗，並視情況馬上就醫。另外消黏液有高度燃性，請注意不要引起火災。

04 假髮專用產品只能使用在假髮上。
假髮雙面膠，接著劑等只能使用在假髮裝戴上，請勿用在其他用途。裝戴假髮時，請
一定要使用專用產品。

05 如感到頭皮有異常感覺時。
一旦頭皮有異常（傷口，濕疹，紅腫，發炎等）感覺，或是斑疹，濕疹，發癢，發炎，
刺激等異常情況時，請立即停止使用並速向店舖諮詢。

06 定期保養。
請定期來店進行商品的維護保養。

07 在接受電腦斷層，磁振造影 ， X 光檢查前
根據檢查內容，有可能會出現假髮及接著劑的影像。檢查前，請向店舖諮詢。

自髮變長了，
請記得修剪

自髮長出來的狀況下，為保證假髮跟自髮能完美混合，看起
來依舊自然，請定期來店作自髮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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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製假髮使用注意事項
為了讓您能正確使用，戴起來更美觀，請詳讀訂製假髮使用注意事項。

諮詢全台店舖
或致電免付費服務專線

服務時間  10:00~19:00 (每週二為公休日)
※台中服務時間為11:00~20:00

▲! 使用前請先確認
·各項附屬品使用前，請詳加閱讀包裝表面的注意事項。
   如不當使用，不僅會導致商品損壞，還有可能發生意外事故。
·皮膚有異常（傷口，濕疹，紅腫，炎症等）的場合時，請不要使用。
   使用後如果產生斑疹，濕疹，發癢，刺激等各種發炎症狀或其他異常時，請馬上
   停止使用並立即就醫，並請諮詢店舖人員。

關於 AD﹠F 假髮接著劑·消黏液
1. 使用時請遠離火源。
2. 在有火源的室內，請不要大量使用。
3. 遇有高溫 , 則有可能發生破裂的危險 , 故請不要放在陽光直射處或者火源附近以及
    溫度超過 40度以上的地方。
4. 請不要放入火中。
5. 請注意不要進入眼睛，萬一進入眼睛，請馬上用大量清水沖洗，並迅速就醫。
6. 不要放置在極端高溫或低溫的場所。

男性專線 0800-000-119
女性專線 0800-7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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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扣的正確使用方法

01
捏住止扣兩端，從中間按下，

即可打開或關上。

止扣

● 止扣圖例說明

人工皮膚

止扣關上時

止扣打開時

按下兩端
就會打開

按下兩端
就會關上

※圖例。也可能同時使用雙面膠，接著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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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扣使用方便，平時可自己配戴。每次配戴時請根據自身狀況確認配戴的位置。

02
請確認所有的止扣都打開，

並將假髮放在決定配戴的位置。

03
請用一隻手輕壓住假髮，從前面開始，一個一個關上止扣。

●將止扣垂直立起在頭皮上，
　然後輕輕的插入自己的頭髮中。

●捏住止扣的兩端朝頭皮輕輕壓下， 
　聽到扣上的響聲即代表止扣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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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配戴方法
（止扣的場合）

※根據不同款式配戴方式會有所不同，請洽詢擔當人員。

01 配戴之前先用專用髮梳梳理，
捏住止扣兩端之後，再往中間壓下
以打開止扣。

02 前後位置確認後，把假髮放到頭上，
讓假髮前部和自身髮際線位置吻合。

03 將前面的止扣輕輕插入自髮中，再
握住止扣兩端關上止扣。
※止扣的固定方式請參照 P.5。

04 止扣都關好後，用單手輕壓住假髮
前面，確認好位置及想要的造型後，
再用專用髮梳將自髮跟假髮梳理整
齊，讓兩者自然融合在一起。
※根據商品不同，也有露出自己頭髮的
　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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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止扣能夠方便簡單的配戴假髮，熟練後還可以整理出自己喜歡的髮型。

05 和前面止扣一樣，把兩邊和後部止

扣一個一個固定住。

06 一邊調整假髮一邊用專用梳子梳理，
讓自髮跟假髮自然的混合在一起。
※梳理過程中如果感覺有異樣或是止扣
　感覺偏離位置，請再重新固定一次止　　
　扣。

07 完成配戴。
※完成後，也可使用愛德蘭絲的假髮定
　型液定型。

兩邊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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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取下方法
止扣的場合

01 找到止扣的位置，一個一個打開止扣。 02 有頭髮纏在止扣上的話，請輕輕撥開。

03 輕輕的從前面開始摘下 ,再到左右跟
後面。 摘下假髮後再清除雙面膠，並用化妝棉沾取少量

消黏液清除殘膠。

部分使用雙面膠固定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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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隨意拉扯假髮。此外，為了不造成頭皮及對假髮的負擔，
請一個一個打開止扣，再取下假髮。

01
用雙手大拇指及食指輕捏住止扣兩端，
大拇指按住止扣中央處向下按壓就可打開止扣。
（聽到金屬聲響表示成功打開止扣）

02
打開所有止扣後，請輕柔剝開纏在止扣上的頭髮，
再按照前後左右髮流的方向 ,輕輕摘下假髮。

打開止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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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配戴方法
簡扣的場合

簡扣可更方便的配戴假髮。只需將假髮
戴在頭上壓好，即可呈现美麗髮型。

01 配戴前請先用專用髮梳進行梳理。 02 將前額部分的假髮在自髮髮際線處
調整到合適位置，輕壓簡扣即可完
成配戴 。

03 喜歡配戴感覺緊一點的客戶，可以用
力按壓簡扣。

04 單手輕壓假髮，一邊確認造型 ,一邊用
專用梳子把假髮和自髮梳理在一起 ,看
起來更自然 ,再作造型。

＊簡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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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取下方法
簡扣的場合

簡扣的配戴和取下雖然方便，但是為了
不給假髮造成負擔，請輕輕摘取。

01 將前額部分輕輕扶起，手指插入縫隙中。 02 再用手從前面往後慢慢摸過去，即可
摘下假髮。

●簡扣纏上頭髮時的摘下方法

簡扣*：可以插入頭髮空隙進行固定。
配戴和摘取都很方便。

方法 ① 方法 ②

※用梳子直接接觸簡扣會損壞簡扣，故請在簡扣邊緣處插入梳子。

←簡　扣 *
←你的頭髮

用尖尾梳柄勾出纏住的頭髮。 或者用梳子慢慢梳理，去除纏住的頭髮。

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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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配戴方法
雙面膠、接著劑的場合

01 前部按照前額曲線貼上雙面膠，
後部則隔 1cm左右的距離，
貼上雙面膠。
※雙面膠上的貼紙此時還不要撕掉。

02 用專用梳子進行梳理後，才撕掉
雙面膠上的貼紙並裝戴假髮。

03 使用接著劑時，在雙面膠上面
塗上接著劑（用量為豆粒大小）
延展至指尖大小，在用吹風機
冷風吹 15秒左右使其乾燥。

04 確認好前後，放在頭上合適的位置
黏貼即可。
※如果還不能熟練配戴，請在黏上去之
　前，先確認好裝戴位置。

※標記只是舉例，實際上雙面膠、接著劑等的使用方法多種多樣，而且根據類型不同，裝戴方式
    也有所不同。所以具體情況請向店舖人員，設計師洽詢。
※請使用專用商品

AD＆F WIG 雙面膠   商品價格  360元

專門用於裝戴假髮用的雙面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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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帶到頭上時，用指尖輕按塗有接著
劑的地方，放置三分鐘即可。

06 固定後，再使用專用梳子融合自髮
與假髮，並梳理出自己喜歡的造型。

07 配戴完成後，也可以再用定型液作造型。

AD＆F WIG 接著劑 20ml    商品價格　 300 元

膏狀黏著劑。

正確配戴訂製假髮，才能夠真實感受到假髮的舒適方便與美麗，並作出適合自己的造型。

兩邊的場合

前後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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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取下方法
雙面膠，接著劑的場合

01 抬起後面，黏膠部位用化妝棉
沾取少量消黏液輕輕擦拭，並
緊貼自髮髮流取下。

02 頭上如果有殘留接著劑時，用
化妝棉沾消黏液擦拭，再用指
尖輕輕搓揉使其軟化。

03 使用梳子將頭髮一束一束自髮
延著頭皮方向拉過來，將接著
劑去除。

04 摘下後，用化妝棉沾消黏液，
再將殘留的雙面膠，接著劑
以及汙垢擦乾淨。

AD＆F WIG 消黏液 200ml  商品價格 300 元

去除接著劑，雙面膠等的專用消黏液，請充份沾濕化妝棉後再使用。

訂製假髮是非常纖細脆弱的產品，
請不要隨意拉扯頭髮。此外,為了
不要對頭皮和自髮造成負擔，
請使用消黏液輕柔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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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髮的正確配戴方法
前額黏貼式的場合

前額黏貼式的訂製假髮使其保持到良好狀態，
日常的修剪很重要，要像自髮一樣輕柔對待。

01 請確認前後位置再放到頭上，假髮
的髮際位置要和前額部位吻合。

02 前額黏貼前，請先固定好兩邊和後面
止扣。

03 根據網底形狀擠適量接著劑在前額上，再
用棉花棒塗抹均勻，1-2分鐘後黏劑由白色
變成透明色之後，將假髮網底黏到塗有黏劑
的部位上，最後用手輕輕按壓。
※請注意接著劑不可過量。

04 確認固定好之後，再整理造型。

※標記為不同類型的假髮，配戴方法也會不同，詳細請洽詢店舖人員或設計師。

16



打開兩邊及後面的止扣後，依序
取下。以中間為中心，將前後左
右彎成弧度後取下。

假髮的正確取下方法
前額黏貼式的場合

前額黏貼式的假髮在取下的時候，為了不造成
頭皮及自髮的負擔，請輕輕取下。

01 使用消黏液時請使用專用消黏液。 02

03 取下假髮後 , 如果留有殘膠 , 請用
消黏液去除。

※標記為不同類型的假髮配戴跟取下方式也會有所不同，詳細請洽詢店鋪或設計師

※ 請小心取下時，不要用壞前面的蕾絲
　 網底。

※ 請小心不要讓消黏液進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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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 製品洗髮精
320ｍl　商品價格 1,300 元

AD&F 髮麗香
150g　商品價格 480 元

少量噴灑在假髮及內側，可去除假髮因汗水髒汙產生的異味。

AD&F 製品清潔劑
220ｍl　商品價格 720 元

能夠去除假髮上的污垢和沾染的汗水，皮脂異味。並能清除使用
在假髮上的造型噴霧或定型液。

AD&F 護髮乳
100ｍl　商品價格 950 元

能够梳順頭髮，並且保護假髮免於吹風機的熱度和梳理過程中的
摩擦與靜電帶給假髮的傷害。

細緻的泡沫不僅在清洗過程中不會傷害到假髮，還能徹底洗淨假髮
上的髒污。
※假髮專用，請勿使用在自己頭髮上。

假髮專用護理產品

AD&F 製品除臭劑
80ｍl　商品價格 600 元

商品產生異味時，請向假髮及內層部分噴灑適量除臭劑，以去除
汗水髒汙引起的不舒服的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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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覺得有汗味或是異味產生，或用手碰觸的時候感覺黏黏的，請盡快使用假髮
專用洗髮精清洗。

假髮的清洗時機

AD&F 强力吸水毛巾
34cm x 80cm　商品價格 450 元

採用極細纖維製成，可迅速吸收水分，吸水力是普通純棉毛
巾的兩倍。柔軟的觸感和出色的吸水力能使假髮護理更加輕
鬆迅速。

便携操作架
商品價格 2,500 元

假髮清洗後，梳理及作造型時的便利操作架。

AD&F 人工毛梳
商品價格 420元

能夠有效防止靜電，梳齒前端使用了圓型加工，能有效防止
勾住髮網，並能更方便的整理髮型。

HP 軟梳 
商品價格 500 元

洗髮造型使用的軟毛梳，為了減輕梳髮時對精密的接髮，產品表面及
內網的負擔所使用的產品。

AD&F 藍色雙面膠（强力黏性）
25貼　商品價格480元

針對假髮的髮際，稀薄處以及纖細部位裝戴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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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您的假髮維持自然柔順及延長使用壽命，平常裡洗護保養的功夫是很重要的。
請跟保養自己頭髮一樣保養你的假髮。

01 使用洗髮精之前請先使用專用
梳子把打結處梳開，並梳落假
髮上的灰塵髒汙。
※請從髮梢開始梳理。

02 將假髮內側噴入 AD&F 製品清潔劑
並放置 2-3 分鐘。
※汙垢非常嚴重或者有使用定型液的話，

   噴完清潔劑後請放置 5分鐘。

03 請準備一盆溫水（大約跟人體
溫度一致），然後加入 AD&F
製品洗髮精（按壓噴嘴 3-4 次
程度），並攪動出泡沫。

04 請確認止扣都關上了，將假髮浸
入水中 2-3 分鐘，再用手指輕輕
梳洗及甩動。如果汙垢比較嚴重
的話請清洗兩次。
※為了避免打結，請勿搓揉假髮。

假髮的正確清洗方法

※專門洗護保養產品請參考 P.18~P.19。
※根據不同的止扣，固定方式也會不同，具體請諮詢店鋪擔當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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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清洗後，請浸入清水中輕輕
漂洗 3-4 次。
※為了避免打結請不要搓揉假髮。

06 用毛巾將假髮包住，透過按壓
將水分吸乾。
※請不要用毛巾使勁的擦拭假髮。

08 梳理時，請用手指或專用髮梳
整理。然後自然乾燥。
※使用吹風機時，請距離假髮10
cm以上。

07

09 為了提高抗菌除臭效果，在配戴
假髮前一定在假髮內側噴上ＡＤ
&Ｆ 製品除臭劑。

●如何避免打結
輕拿輕放，按假髮髮絲流向輕柔
梳洗才不易打結

←簡扣＊

←簡扣＊

確定所有止扣都關好後，放在
固定架上固定好，在距離假髮
10-15cm處使用AD & F 護髮
乳，用量約按3次即可，再用
梳子梳理做造型。
※經常梳理可預防靜電的產生。
　也請注意吹風機的熱風和梳
    子的摩擦引起的斷髮。
※請注意不要用太多護髮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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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蘭絲全台分店

22

※營業時間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每星期二公休

台北總店　

 ADD:台北市館前路43號3樓 TEL:02-2388-8909 

  •新光三越台北站前店正後方，遠傳電信樓上

  •捷運台北車站Z2，Z4出口

忠孝店　　

  ADD: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30號4樓 TEL:02-2711-2896 

  •捷運忠孝復興站與敦化站中間

  •東區地下街12號出口(往SOGO敦化館)

  •龍門大廈 渣打銀行與星巴克咖啡樓上

台中旗艦店※台中店營業時間為11點至晚上8點　　

  ADD: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58-1號 TEL:04-2326-8188 

  •廣三SOGO正對面

  •京華鑽石隔壁
  
高雄店　　

  ADD:高雄市九如二路366號8樓之1 TEL:07-323-1312  

  •後火車站正對面京城飯店旁

  •中山高九如交流道直行

　　　　 

　　　　 

　　　

沙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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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蘭絲全台分店

※百貨店營業時間依照各百貨為準百貨店
台北天母店  

  新光三越 台北天母店3樓 

  TEL:02-2873-5635  ADD: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8號

台北寶慶店  

  遠東百貨 台北寶慶店5樓 

  TEL:02-2389-8675  ADD:台北市寶慶路32號 

板橋中山店  

  遠東百貨 板橋中山店5樓

  TEL:02-2956-3270  ADD: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新竹中華店  

  新光三越 新竹中華店4樓 

  TEL:03-515-1330   ADD: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190號

台中中港店  

  新光三越 台中中港店7樓 

  TEL:04-2251-7946  ADD: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1號

台南西門店  

  新光三越 西門新天地本館 B區3樓 

  TEL:06-303-0608   ADD: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

高雄三多店  

  新光三越 高雄三多店5樓 

  TEL:07-331-1559   ADD: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 號

高雄左營店  

  新光三越 高雄左營店本館4樓 

  TEL:07-350-6482   ADD: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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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Support

售後服務•商品保證

售後服務的預約方式

為了讓您能在使用訂製假髮上，有更方便、
舒適、以及自然的使用經驗，我們誠心建議您
定期來店作假髮保養。
同時，您自髮的修剪也很重要，與假髮一同調
整，戴起來才會更自然舒適。因此，我們有
提供在一定期限內免費的修剪售後服務。自
納品日一年內，都是我們的保證期限。更有
固定次數的免費點檢服務。　請您放心利用。　

關於我們的商品如果有任何疑問，請您不吝指教。

如果想利用愛德蘭絲的售後服務，請您記得
先來電預約。
假日是店內最容易客滿的時間，如果能提早
預約，才能確保您能約到您想約的時間。
平日也請您多加利用。

台北總店•忠孝店•高雄店　10:00～19:00
台中旗艦店  　 　 　 11:00～20:00

營業時間

公休日 星期二



為了延長商品的使用年限，請多利用點檢服務。此外，在使用或是保養上有任何疑問的話，
敬請來電諮詢。來店前也請記得先打電話預約，感謝您的配合。

點檢期間修剪服務：以上提到的點檢月份
來店做自髮或假髮的剪洗吹整的話，都是
免費服務。

※自髮的染燙服務則需自費。



免付費服務專線
男性專線：0800-000-119　女性專線：0800-711-119

 

2016.03印製

※每日上午１０：００～１９：００／週二公休
    台中旗艦店為１１：００～２０：００

訂製品假髮•現成品假髮
新式增髮•頭皮護理

醫療用假髮

http://www.aderanstaiwan.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