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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片





作造型時請勿用梳子壓
頭皮以免把頭髮壓扁

推薦使用愛德蘭絲的
金屬梳齒的梳子。

髮片的梳理方式

　先用雙手輕按
住頭頂髮片，再
從前面或者兩側
分別固定住每個
止扣。
請注意，若左右
同時固定的話，同時固定的話，
正中間可能會隆
起。後面的止扣
請配合頭頂曲線
固定。 後面的止扣一定

要好好固定！

用單手輕輕按住頭頂髮片的中央，
梳理髮片的頭髮讓它與自己的頭髮
混合一體。
髮片與自髮的分界處更要仔細整理
到看起來非常自然。然後把頭頂髮
片和自髮的髮旋梳理融合。



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止扣兩端，用
食指向下按就能打開。請先從後面
的止扣開始打開，再來才是前面的。

請注意，取下的時候如果用力
向上或者向後拉的話，頭髮可
能會纏住。

把止扣的夾齒從自己頭髮
中向前拔出止扣。具體使
用方式請參考第１３頁。

把所有止扣都打開，然後把前面
的止扣部分向後折之後再整體向
前拉，然後再向後慢慢移動。請
小心不要拉到自己頭髮。

摘下髮片的方法



　使用自髮瀏海
的時候無需向後
固定。

頭髮整體往後梳，需要的地方可用
髮夾固定。

整體往後梳成一束捲起來，需要的
地方用髮夾固定，使整體平整沒有
凹凸。

根據髮型不同，固定方式、固定位置也會有所
差異，因此請在購買的門市請店員指導。

耳朵上方的
頭髮可用髮
夾固定在耳
朵上方。

以髮旋為中心
固定。

長髮短髮

使用髮網的情況

髮夾的開口要收到
頭髮裡面。

不用髮網的情況

　把頭髮整理平整，
再把耳朵拉出，然後
把髮網的鬆緊帶調整
到離髮際線１～２公
分處。

　髮網粗的那一圈鬆
緊帶朝下，再把網子
往後面套下去，將頭
髮撩起，再把鬆緊帶
拉高到髮際線。

　髮網向後拉長，在
髮際處用髮夾固定，
再跟自己的頭髮一起
折起來固定住。

把頭髮整理服貼，
不要集中在頭頂
或後腦勺。

使用髮網覺得有壓迫感的話可以用髮夾固定。

長髮、中長髮、短髮但白髮很多、髮量很多的人，建議使用容易
打理的愛德蘭絲髮網。

自己頭髮的整理方式

整頂假髮

在配戴整頂假髮之前



　使用自髮瀏海
的時候無需向後
固定。

頭髮整體往後梳，需要的地方可用
髮夾固定。

整體往後梳成一束捲起來，需要的
地方用髮夾固定，使整體平整沒有
凹凸。

根據髮型不同，固定方式、固定位置也會有所
差異，因此請在購買的門市請店員指導。

耳朵上方的
頭髮可用髮
夾固定在耳
朵上方。

以髮旋為中心
固定。

長髮短髮

使用髮網的情況

髮夾的開口要收到
頭髮裡面。

不用髮網的情況

　把頭髮整理平整，
再把耳朵拉出，然後
把髮網的鬆緊帶調整
到離髮際線１～２公
分處。

　髮網粗的那一圈鬆
緊帶朝下，再把網子
往後面套下去，將頭
髮撩起，再把鬆緊帶
拉高到髮際線。

　髮網向後拉長，在
髮際處用髮夾固定，
再跟自己的頭髮一起
折起來固定住。

把頭髮整理服貼，
不要集中在頭頂
或後腦勺。

使用髮網覺得有壓迫感的話可以用髮夾固定。

長髮、中長髮、短髮但白髮很多、髮量很多的人，建議使用容易
打理的愛德蘭絲髮網。

自己頭髮的整理方式

在配戴整頂假髮之前



後

雙手拿起後部。 　假髮的前面部
分先從前額套上。

　然後輕輕向後
拉。

短髮款

根據產品不同，有些是沒有止扣或
調節式鬆緊帶的，購買前請先確認。

後

用調節式鬆緊帶就能輕鬆
調整頭套大小

　戴假髮之前請先梳理、整
理造型。

　確認假髮的前後，髮網
內側有標籤的是後面。

把止扣都打開。

整頂假髮的配戴方式

整頂假髮

　根據自己頭部大小來調
整調節式鬆緊帶，再勾上
鉤子。

假髮的準備



兩側 耳朵周圍

前面位置
一般以離髮際線１～２公分
(你有露出自髮瀏海的話則離
開２公分)左右。
兩側位置
調整到左右對稱，檢察髮網
外圍有無頭髮外翹。
耳朵周圍
確認假髮的頭皮有沒有蓋住
耳朵。
脖子周圍　
拉到後頸處，注意左右對稱。

　雙手拿住耳朵部位，
再從後面戴上。

　從前額開始戴上固
定。

　輕輕向後拉。

位置確認後，可以
用髮夾在兩耳上方
各一個，後腦杓的
話１～２個固定。
有止扣的假髮在確
認止扣都關好後，
依情況也可用髮夾依情況也可用髮夾
固定。

長髮款

確認配戴位置是否正確



長髮款的梳理重點就在
先從髮尾往下梳，
才從頭頂往髮
尾方向梳。

從髮尾開始梳，再從中間往髮尾、
頭頂往髮尾。

為了營造蓬鬆感，從髮根用梳子捲
著梳。

從頭髮中間，梳子用半迴轉的方式
梳理後，再調整造型。

直髮　　　　　　　　　　　　　　　　　　

捲髮　　　　　　　　　　　　　　　　　　

自然捲　　　　　　　　　　　　　　　　　　

整頂假髮的梳理方式

最後則是從頭頂往下
梳到髮尾

先從髮尾開始梳順

再從中間往下梳到髮
尾



　　假髮取下
來後，請清潔
並整理、回復
造型之後再收
起來。

　　有止扣的款式，請不要直接
從前面取下假髮，以免止扣的扣
齒對頭皮造成傷害。

止扣的詳細使用方式請參考
第１３頁。

　請先打開止扣。如果假髮後面有止扣的
話，請先打開後面的止扣。有夾髮夾固定
的話，也請記得取下所有髮夾。

　大拇指從後面伸入假髮與自髮之間，使
假髮與自髮之間微微分開。

　前面有止扣的假髮，從前面插入大拇指
並用食指下壓止扣使其打開，再輕輕把自
己頭髮自止扣拔出，然後拆下假髮。

拆下整頂假髮的方式



清理保養指南



關著的狀態

　雖然止扣可以固定，
但為避免傷害頭皮，請
不要同一個部位長期使
用止扣，或是用力將止
扣插入頭髮。

配戴前請先將所有止
扣都打開。確定配戴
位置後，將扣齒部分
豎立起來對著頭皮，
再斜著向髮根插入。

戴好後，將止扣關上。
聽到＂啪＂的一聲即表
示止扣關好了。關的順
序是從前面開始，再來
是兩側、後面。
取下時順序則相反。

止扣使用在所有
頭頂髮片及一部
分整頂假髮。

整頂假髮以及頭頂髮片所使用的毛髮材質基本上分為＂合成纖維＂以及
＂混合毛＂（合成纖維混人毛）兩大類，保養方式也有所不同，保養前
請先確認毛髮材質種類。

合成纖維
通過觸感、記憶性、持久性、阻燃性等測試，
精選了適合各種產品的纖維，還可以與不同材
質混合。（例：丙烯、聚酰胺、聚酯）

混合毛
混合了合成纖維及人毛的種類。結合了合
成纖維的易保持造型以及人毛質感自然的
兩者的優點。

※請注意不要傷到頭皮。

　打開止扣時，請不用
過度用力，免得止扣折
斷。折斷請更換止扣，
免得斷掉的止扣傷害頭
皮頭髮。

開著的狀態

捏住止扣兩端，再用大拇指
往外扳開。

止扣的打開方式

頭髮材質的種類

止扣的使用方式

關於毛髮材質的種類



※水量為裝滿一個洗臉台1.5~2公升，洗劑的量為一大匙(15ml)。

完全乾燥後！

如果每天配戴，則清洗頻
率為一週一次。

　洗髮前請先梳理去除灰塵。記得
關上所有止扣。在冷水裡加入專用
洗髮精混合至起泡。浸泡２～３分
鐘後，用指尖輕輕按壓清洗（如果
太髒則請清洗２次）。

　用乾燥的毛巾輕輕按壓去除水分
後，放在室內讓它自然乾燥。有人
工皮膚的商品請徹底去除皮膚上的
水分，若有水氣殘留會對人工皮膚
造成損害。請勿使用吹風機及請避
免接受陽光直射。

　完全乾燥後才開始輕輕梳理，
順著髮流從髮尾開始整理。在濕
的狀態下梳理的話影響捲髮的捲
度。

　按壓清洗後，換成乾淨的水再沖
洗乾淨。洗乾淨之後，水裡倒入潤
絲精浸泡２～３分鐘。最後在溫柔
的沖洗乾淨。※為防止打結，請勿搓
揉或用梳子梳。

請使用專用洗髮精及潤絲精

清洗方法（按毛髮材質區分）　　　　　　　

合成纖維　請使用冷水



※水量為裝滿一個洗臉台1.5~2公升，洗劑的量為一大匙(15ml)。

半乾狀態！

如果每天配戴，則清洗頻
率為一週一次。

　洗髮前請先梳理以去除灰塵。記
得關上所有止扣。在冷水裡加入專
用洗髮精混合至起泡，再用梳齒間
距寬的梳子或者指尖梳洗。
※請勿揉洗或長時間浸泡在加洗劑的水裡。

　漂洗後，用乾燥的毛巾輕輕按壓
以去除水分。有人工皮膚的商品請
徹底用乾人工皮膚上的水分，若有
殘留會對人工皮膚造成損害。
請勿使用吹風機及避免陽光直射。

　把頭髮抖一抖恢復原來髮型後，
在半乾狀態下調整造型。再放在室
內自然乾燥即可。

　換一盆水或者在流動的水裡，用
梳子或指尖梳理漂洗。充分漂洗後
再在水裡加入潤絲精，浸泡２～３
分鐘後再用清水輕柔漂洗乾淨。

請使用專用洗髮精及潤絲精

清洗方法（按毛髮材質區分）　　　　　　　

混合毛（合成纖維混人毛）　請使用冷水



　洗髮前請先梳理以去除灰塵。記
得關上所有止扣。在冷水裡加入專
用洗髮精混合至起泡。浸泡２～３
分鐘後用指尖輕輕按壓清洗（如果
太髒則請清洗２次）。

　用乾燥的毛巾輕輕按壓以吸乾水
份。有人工皮膚的商品請徹底去除
皮膚上的水分，若有水氣殘留會對
人工皮膚造成損害。※請勿用毛巾
摩擦頭髮。

　使用潤髮噴霧噴在商品表面，再
用梳子或手梳理。要順著髮型或髮
流方向，並從髮尾開始，然後放著
自然乾燥。可使用吹風機，但使用
時吹風機請距離假髮１０公分以上。

　按壓清洗後，在水中反覆輕柔漂
洗３～４次。※為防止打結，請勿
搓洗。

※水與洗劑的比例：按壓３～４次洗髮精和潤絲精，再加１.５～２公升水。

高級合成纖維　請使用冷水或３０－４０度的溫水

清洗方法（按毛髮材質區分）　　　　　　　

請使用專用洗髮精及潤絲精

如果每天配戴，則清
洗頻率為一週一次。



　洗髮前請先梳理以去除灰塵。記
得關上所有止扣。在冷水或３０－
４０度溫水裡加入專用洗髮精混合
至起泡。拿著假髮前面用梳子梳理
，先從髮尾梳，再從中間梳到髮尾
，再從頭頂梳到髮尾。

　用乾燥的毛巾輕輕按壓吸乾水份。
在半乾狀態下整理髮型後讓它自然乾
燥。有人工皮膚的商品請徹底去除皮
膚上的水分，若有水氣殘留會對人工
皮膚造成損害。

　自己整理的話，請使用吹風機及
電棒。整理時如果使用專門整理台
會更加便利。

　換水後在流動的水中先從髮尾開
始梳洗，加入潤絲精讓假髮漂洗2~
3次後，再用梳子整頭梳好，最後把
他沖洗乾淨。
※為防止打結，請勿長時間浸泡。

※水與洗劑的比例：按壓３～４次洗髮精和潤絲精，再加１.５～２公升水。

清洗方法（按毛髮材質區分）　　　　　　　

人毛　請使用冷水或３０－４０度的溫水

請使用專用洗髮精及潤絲精

如果每天配戴，則清洗頻
率為一週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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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蘭絲全台分店

※沙龍店營業時間上午10點至晚上7點每星期二公休

※台中旗艦店營業時間為11: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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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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於我們的產品有任何的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合成纖維的材質，如果用洗髮精揉洗或者在未乾的時候就用梳子梳理的話，會導致捲度
變直。

有人工皮膚的商品，請不要長時間浸泡在混洗髮精的水中，也不要用力壓洗。

請注意：人毛商品久了會有掉色的情況發生。

請不要戴著假髮睡覺。

如果戴著假髮洗澡，捲度可能會變直。（部分商品除外）

假髮收回髮盒之前，請先梳理好再放進髮盒。

如果是長期保存的話，請清洗乾淨並在完全乾燥後再放進髮盒。

為了防止假髮毛燥，並維持如真髮般的自然感，可使用愛德蘭絲研發的假髮保養滋潤相
關產品。
合成纖維、混合毛的假髮商品請不要使用一般市面上的定型噴霧。請使用愛德蘭絲專門
研發的假髮專用定型噴霧。

聚酯纖維+人毛
人毛混合毛(合成纖維+人毛)

化纖+人毛

※注１：使用吹風機時請用弱風或溫風

合成纖維
化纖   　　   聚酯纖維

冷水洗

熱水洗

揉洗

壓洗

梳洗

洗衣機

用吹風機

陽光直射或
用暖爐烘乾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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