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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汙紡織品：美感、耐穿、功能及環保 

摘要 

成衣防汙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液體及特定物質附著在成衣布料上，以保持服裝的

美感、耐穿及功能性。此外，類似醫療服裝與工業用工作服這樣的衣服，防止濺

出的汙漬穿透成衣觸及穿者造成可能的傷害，是很重要的一環，因此防汙是基本

的功能。近來防汙已成為日常穿著很受歡迎的特色，因為可以減少洗滌與乾洗的

需求，既可節省時間，也可節省能源與水資源，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賦予成衣防汙性能最通用的方法是將布料經過疏水物質的處理。這類處理往往結

合防皺與防臭處理，延長衣服穿著狀態。 

消費者已逐漸視衣服的防汙性能為理所當然，但是他們也要求這樣的特色不能對

人體及環境造成傷害。賦予紡織品防汙效能的化學物是碳氟化合物，因為它們具

備無與倫比的排除水與油的能力。但是製造這類化合物會導致產生不利人體與環

境的化學物質，其中有些化學物質已被禁止使用。專門供應防汙紡織品的企業因

而彼此爭相研發可以提供可靠的防汙、耐穿、功效可比碳氟化合物而且環保的技

術。另外，愈來愈多的公司推出防汙防臭的成衣系列，而且不使用有害化學物。

許多研發公司著眼大自然，特別是荷葉的排水與自我清潔的特質，以兼顧防汙與

環保的需求。  

前言 

防汙功能有助防止諸如水性或油性的特定物質或液體讓布料脫色或甚至損害布

料；也可以避免讓穿者因為衣服被前述物質滲透引起不適或傷害。 

防汙在某些種類的成衣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功能，譬如： 

• 防化學物服裝 

• 實驗室服裝 

• 戶外服裝 

• 建築與製造用特殊服裝 

• 手術服 

• 軍用戰略性服裝 

• 制服 

理想的防汙處理不應該犧牲布料的美感及特性, 譬如布料的手感與透氣性。除了

達到使用上的需求，防汙作用也有利於衣服的洗滌維護，而容易維護也是今日影

響消費者採購決定的重大因素。生活繁忙的人們，尤其男性，會比較重視功能而

不是時尚，容易洗滌的特性就很有吸引力。成衣業界所做的調查就顯示男性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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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的特性對正式襯衫最為重要： 

• 防臭 

• 防汙 

• 防皺 

防汙成衣在休閒服裝市場上日益受到歡迎，部分原因是與傳統成衣比較，具有較

佳的預防濺出物的功能；零售商成功的行銷也是原因之一，例如在廣告影片中顯

示打翻的紅酒在白襯衫上流掉而不是被吸收就很有說服力。 

因此，過去三年來對有「自我清潔」功能的成衣的需求大增，網路上號召群眾募

資以便商業化生產這類成衣的活動大多非常成功，就是明證之一。 

防汙成衣的市場規模 

因為布料防汙處理常常伴隨其他功能，因此很難精確估計市場規模，不過，類似

性質的紡織品市場的規模可以當做指標。例如，美國 Grand View Research 公司預

估全球防水透氣紡織品的市場將由 2015 年的 14.3 億美元成長到 2024 年的 23.1

億美元，代表同期間的年均複合成長率(CAGR)是 5.5%。 

成長的動力來自運動休閒服裝產業對多功能及輕量布料的需求增加。需求特別旺

盛的是軍用紡織品所需的防水透氣薄膜，用在服裝、鞋子及帳篷上，預估在 2014

至 2024 期間的 CAGR 為 6.4%。 

抗汙塗層(coating)的全球市場也是看好。根據印度市調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

估計，這個市場 2015 的規模是 23億美元，至 2026 年將翻一倍達 46 億美元。帶

動的原因包括： 

• 收入水準上升 

• 塗層最大市場亞太地區的中產人口增加 

• 歐洲及北美政府為提升能源效率，相關法令增加 

另外，根據英國市調公司 Technavio 的調查，全球氟化物的銷售，在 2016 至 2020

年間也預期以 CAGR 4.5%的速度成長；除汙產品的市場於 2014 至 2019 年間的

CAGR 為 2.5%。 

由此推估，未來數年間對防汙成衣的需求也會有相當程度的增加，成衣業界也有

相同的共識。 

消費性成衣的汙漬 

汙漬是甚麼? 

消費者穿著成衣上的汙漬可以定義為一種不希望看到的斑點，因為會造成脫色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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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損美感，讓穿者尷尬。脫色的原因有二： 

• 汙染的液體被衣服布料的纖維吸收 

• 固態的汙染物，譬如煙灰，附著在纖維上或布料的縫隙裡 

汙漬的起因與來源 

成衣的汙漬來源廣泛，最常見者有血跡、巧克力、咖啡、化妝品、草、墨水、鐵

鏽、霉、油脂、塗漆、汗跡、醬汁、土壤、尿液及酒。形成汙漬的物質可歸屬下

列幾類： 

• 在水中可溶解的物質 

• 油性物質 

• 嵌入布料縫隙的乾燥微粒 

• 嵌入布料縫隙的油脂性微粒 

表 1：汙漬的來源與分類 

類別 汙漬來源舉例 

染料 藍莓、櫻桃、水洗染料褪色、墨汁、芥末、蛋彩顏料、局部抗菌劑 

油性 車用油、培根脂肪、奶油、烹飪油脂、面霜、襯衫領口及袖口的油

性汙漬、髮油、手用乳液、豬油、人造奶油、美乃滋、沙拉醬汁、

防曬油或乳液 

蛋白質 嬰兒食品、血液、乳酪醬、蛋、糞便、冰淇淋、牛奶、黏液、汗漬、

尿液、嘔吐物 

單寧酸 酒精飲料、咖啡、蔓越莓、古龍水、果汁、非永久性鋼筆墨水、覆

盆子、無酒精飲料、草莓、茶、蕃茄汁 

化合物 烤肉醬、油蠟、複寫紙、可可或巧克力、蠟筆、眼影、地板蠟、粉

底、家具亮光劑、肉汁、髮膠、原子筆墨水、蕃茄醬、唇膏、鞋油、

柏油 

微粒物質 汙物、塵土、煙霧、煙灰 

一些汙漬會比較難以去除或防止，包括蛋白質類，譬如血液、蛋及汗漬，會強力

附著於紡織纖維。油性汙漬如經過加熱也很難去除，譬如烘乾或熨過的衣服。含

有有機性染劑如蕃茄醬和芥末醬，或是快乾性顏料如染料和油墨，也很難去除或

防止。不過如果立即擦拭或吸除汙染物，可以縮小汙漬。 

布料形成汙漬的方式 

布料會有汙漬是因為： 

• 毛細孔作用使得布料吸入汙染液體 

• 接觸土壤表面，物質或分子因為壓力或摩擦滲入布料 

• 靜電荷吸引空氣傳播的分子，譬如灰塵與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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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力作用讓物質濺灑或落在布料表面 

各類纖維的防汙性 

布料對汙漬的反應主要視使用纖維的化學成分而定，有些布料較其他布料更易形

成汙漬。 

• 棉花與蠶絲因為容易吸收水性液體，防汙功能不佳 

• 疏水性纖維譬如聚酯，製成的布料會有相對好的防汙性，因為比較容易排除水

性液體 

• 羊毛料具有天然防汙特性，因為髒汙不易滲透纖維，主要因為羊毛纖維在精練

後含有殘留的羊毛脂 

表 2：不同種類纖維的防汙性 

纖維 各類纖維的防汙性 

棉 需要漂白以除去斑漬 

尼龍 需經處理以防汙 

聚酯 因疏水性自然防止水溶性汙漬 

聚烯烴 天然抗汙，汙漬可以拭除 

嫘縈 需要除汙加工或是特殊洗滌產品 

絲 需要除汙加工或是特殊洗滌產品 

羊毛 天然防止大多數汙漬，但對滲入的汙漬需特殊洗滌方式 

結合防汙處理與其他處理 

經過防皺處理的布料特別容易形成油性物質汙漬。這就是布料往往會結合防汙與

防皺處理的原因之一。此外，有自我清潔功能的成衣採用的布料也經常結合防汙

與防臭處理。  

成衣汙漬的家庭處理方式 

大多數的汙漬，包括難以除去者，如果迅速處理，方法得當，多不難除去。最普

通的方法是用含有清潔劑的水單獨低溫清洗有汙漬的衣服，如果是使用硬水清

洗，可以加入軟水劑，除汙更有效率。 

不過，傳統的清潔劑無法去除頑固的汙漬，譬如咖啡或茶造成的斑漬。實驗顯示

即使最有效的清潔劑也只能除去 4%的茶漬和 11%的咖啡漬。頑固的汙漬往往需

要經過洗衣專用除漬產品的處理，這些產品可能是泡沫狀、凝膠狀、液體、粉狀、

噴液、棒狀、片狀、抹巾。這類產品在去除油性與深入的汙漬十分有效。 

通常這類產品含有含氧清潔成分，會分解漂白汙漬裡的有機物質；它們也含有界

面活性劑，降低水的表面張力，因此可以滲入布料去除汙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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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去汙的常見方法包括使用這些物質：阿摩尼亞、蘇打粉、含氯漂白劑、鹽酸、

雙氧水、松節油、白醋。 

比較傳統的除汙方法是使用常見的家用產品，譬如： 

• 玉米粉、麵粉、滑石粉等有吸收力的粉體去除油性汙漬有效 

• 檸檬汁去除莓果造成的汙漬有效 

• 牛奶可以溶解草及巧克力造成的汙漬 

• 白酒可以防止紅酒讓衣服脫色 

一般而言，愈難保養的衣服，防汙效能就應該愈好。 

防汙 

防汙： 排阻並釋出汙漬 

防汙作用可以定義為排阻汙漬、釋出汙漬或是同時排阻並釋出汙漬的能力。經過

釋出汙漬加工的布料不會排阻汙漬，不過，一旦汙漬滲透布料，可以用清潔劑水

洗去除汙漬。 

就應用在衣服上而言，釋出汙漬的性能要比防止汙漬來得重要。 

但是就地毯與家具用布而言則正好相反，因為它們無法水洗去除汙漬。 

表面張力與表面自由能 

布料阻止汙漬的能力端視造成汙漬的液體的表面張力與布料的表面自由能之間

的差異而定。差異愈大，布料愈可能阻止汙漬。如果液體的表面張力小於或等於

布料的表面自由能，液體就會弄濕布料。 

表 3：固體的表面自由能與液體的表面張力 

固體 
表面自由能 
(達因 a/公分) 

液體 
表面張力 

(達因 a/公分) 

銅 ~1,000 水銀 487 

鋁 ~500 水 73 

玻璃 290 甘油 64 

棉花 72 血液 58 

尼龍 6.6 46 環氧樹脂 43 

聚酯 43 橄欖油 32 

聚醯胺 40 礦物油 31 

PVC 39 苯 29 

聚苯乙烯 33 四氯化碳 27 

PE 聚苯乙 31 丁醇 25 

聚矽氧烷 23 甲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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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 21 乙醇 22 

鐵氟龍 18 石油 19 

含氧多面體倍

半矽氧烷寡聚

物（F-POSS）  

~10   

a： 達因是使質量 1 克物體的加速度為 1 公分/每秒平方所需要的力量單位 

油性汙漬比水性汙漬難以排阻，因為油的表面張力相對較低，因此易於在布料表

面散布並附著。這個現象說明了為什麼鴨子的羽毛能排阻水卻無法排阻油。根據

澳洲 Deakin 大學科學家的說法，今日大部分商用的防油布料並無法阻絕表面張

力小於 25達因/公分的油性液體。 

研究人員發現，表面自由能非常低的材質極適合用來開發成具有排阻水性與油性

物質的材質。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含氧多面體倍半矽氧烷寡聚物 (F-POSS)，其

表面自由能約為 10 達因 /公分，低於大多數的固體。  

防汙功能的益處  

防汙功能的好處特別是能夠： 

• 有助保持衣服美感 

• 延長衣服壽命 

• 有利環保 

• 節省時間 

有助保持衣服美感 

這個好處顯而易見，因為可以防止衣服產生破壞美觀的汙漬。 

延長衣服壽命 

這是因為防汙功能可以減少汙染物例如灰垢與斑漬存在於衣服上。汙染物會造成

布料損害，進而影響衣服的功能。 

諸如果汁或酒造成的酸性汙漬，可能會讓棉纖維或絲纖維分解，因此損害布料的

完整性；蛋或血液等造成的蛋白質汙漬會讓布料硬化。 

同時因為防汙功能可以減少衣服洗滌的頻率，也可延長衣服壽命。例如，傳統棉

質成衣平均可洗 40 次，但是衣服如採用高級的防汙技術，耐洗的次數可以延伸

十倍。(註： 使用冷水洗滌衣服可以延伸的倍數甚至更大) 

有利環保 

防汙功能有利環保，是因為防汙布料製成的成衣不需像普通布料所製成衣那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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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經過頻繁的耗能耗水洗滌或乾洗過程，因此在成衣的穿著壽命期間消耗較少的

能源與水。 

生命週期評估(註：life cycle assessment，評估一項產品、過程或服務對環境的影

響)研究顯示，成衣洗滌對環境的不利影響還大於成衣製造本身。的確，一件壽命

兩年的成衣，在製造與穿著的過程中，洗滌就占總共耗費能源的 75%。此外，每

兩天洗滌烘乾一次衣物所需的電力，一年會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 440 公斤。 

洗衣過程中也消耗大量的水，據估計一年用來洗一件牛仔褲的水量相當於一個人

五年喝的水量。還有，傳統洗衣劑中的化學物隨著廢水排出到水生態系統裡，會

傷害環境。諸如增艷劑、漂白劑之類的成分會造成生態不平衡，因為它們對魚類

及水生動植物有毒。 

節省時間 

洗衣不僅消耗實際且珍貴的資源，也花費時間。如果是很容易弄髒的衣服，就可

能消耗許多時間。對於生活忙碌的人來說，需要最少清潔時間的衣服當然會有吸

引力。(註：據估計一個人一生花費在洗衣服的時間平均為七個月) 

防汙的方法 

布料可以藉著單獨或混合使用兩種方式降低表面吸濕能力，以產生防水/防油性

能，一種是化學性的改變，一種是表面的改變。 

化學性的改變是改變布料的化學性質，以降低其表面張力到達低於水性或油性液

體表面張力的程度。這需要使用具有低表面自由能的化合物，譬如碳氟化合物。

(註：碳氟化合物有時稱做全氟化學物(perfluorochemicals)或全氟化合物(PFCs)，

它們的衍生物被用做氟樹脂、冷媒、溶劑、麻醉劑等。嚴格來說，碳氟化合物是

CxFy公式的化合物，C是碳，F是氟，也就是說，它們僅含碳與氟。字首 perfluoro

意指所有在母體化合物出現、連結著碳原子的氫原子，都被氟取代了，譬如全氟

乙烯。不過，這個定義並未嚴格遵守，有些定義說明，碳氟化合物是將碳氫化合

物中的一個或多個氫原子以氟原子取代，如果採用這個定義，碳氟化合物就可能

含有碳、氟及氫。) 

表面的改變則是改變布料表面的形態，產生微粗糙結構，以降低表面張力。微粗

糙結構會減少布料與水性/油性液體的接觸面積，限制液體滲透布料表面引起汙漬

的能力。 

改變化學性：材質與方法 

讓布料防水最古老的方法之一是塗上一層石蠟。這個方法有效但不持久，因為蠟

會在清潔過程中溶解，也會被機械動作磨損。還有，布料塗蠟會讓衣服不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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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穿著會不舒服。取代的方法是用矽基加工處理，這類加工在防止一般水性

汙漬非常有效，包括咖啡、果汁、不含酒精飲料、茶及酒所造成的汙漬。 

矽基加工的一項好處是除了能防水外，還賦予布料柔軟的手感。不過就如同石

蠟，矽基也有透氣性問題，此外，對油性汙漬的防止能力也有限。 

透氣性的問題可以使用微多孔的塗層及薄膜來解決。這些微孔即使在高壓力下也

可以阻止液體的通過，同時卻可讓水蒸氣及其他氣體透過。 

採用以樹枝狀分子(註：係重複分枝狀的分子。典型的樹枝狀分子在核心周圍呈對

稱狀，樹枝狀分子多半是立體球狀形態)為基質的加工處理也可達到良好的防水與

抗摩擦性能，但是在防止油性汙漬的效果不如碳氟化合物。 

布料經過含碳氟化合物的加工處理是防汙最有效的方法。標準的做法是在布料製

造時就以濕法或乾法處理的方式將布料加工；又或者是在成衣表面上直接噴上塗

層。事實上，消費者可以在洗滌衣服後在衣服上噴上塗層。 

改變表面結構：材質與方法 

如前所述，改變布料的表面構造也可防汙。一些用以改變布料表面的技術包括： 

• 化學氣相沉積(CVD) 

• 靜電紡絲 

• 雷射加工 

• 疊層沉積 

• 電漿加工 

• 溶膠－凝膠法 

一種常見用來讓布料表面產生微粗糙結構的方法是將金屬材質(譬如銀)或是氧化

金屬(譬如二氧化鈦或氧化鋅)以奈米分子的形式塗敷在布面上。對於用在防臭服

裝的布料，銀是明顯的選擇，因為它具有抗菌能力。事實上，銀可以殺死造成衣

服異味的微生物。使用銀也可以控制溫度的上升，因為溫度上升會讓產生臭味的

細菌繁殖。 

二氧化鈦是一種強有力的光催化劑(註：利用光的能量促進化學反應的一種物

質)，在有紫外線的環境裡，在空氣中會和氧起反應，形成氧化物，會分解有機物

質。 

使用奈米管與奈米棒也可改變布料表面。由於結構之故，奈米管與奈米棒比球狀

奈米分子更能封住更多空氣，讓液體水滴不易停留在布料表面。 

許多防汙布料的一大缺點是不耐磨損。主要因為微粗糙表面可以讓布料具有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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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水性或超級疏水疏油性，但微粗糙表面結構會被摩擦破壞。許多防汙布料也不

耐洗滌。因此產業面臨的兩大挑戰是： 

• 讓這些微粗糙表面能抵抗日常的破壞，譬如摩擦 

• 讓防汙布料能經得起重複洗滌 

防汙成衣的應用 

防汙加工在容易發生潑濺情況的環境裡好處特別明顯，例如餐廳的廚房，汽車修

理廠等。防汙加工也應用在戶外服裝使用的布料上，以提供防雨、冰雹、雪的功

能，維持穿著舒適感。 

最重要的是，防汙加工可以防阻潛在的傷害性液體，因此常用來保護醫療人員防

阻 B 肝病毒、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等病原菌。防汙布料可以有效阻礙含有此

類病菌的液體。因此之故，化學工作人員、消防人員及軍人的制服也固定會應用

防汙加工處理。 

防汙材質的特性 

抗濕性能 

布料一定要具備抗濕性能才能稱之為提供防汙作用。布料抗濕性程度可以藉著接

觸角度來評估，亦即測量液體散布或弄濕布料表面的容易程度。接觸角度是將水

滴表面與其所停留的表面之間，用一條想像的線直接連結起來所形成的角度，角

度愈大，代表散布在停留表面上的液體愈少。 

疏水性 

疏水性是指具有較低表面自由能的表面或物質，因此比較能阻絕水分或不被水弄

濕。表面接觸角度超過 90o的就可視為疏水性表面，小於 90o則被視為親水性表

面(註： 如果液體水滴在固體表面的接觸角度小於 10o，則這個固體表面可歸類

為超級親水)。人類肌膚的接觸角度約為 90o。 

圖 1：防水布料的接觸角度 

 

 

 

 

 

 

 

 

 

資料來源：www.windowoutdoo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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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水在布料表面形成珠狀 

 

 

 

 

 

 

 

 

 

 

 

資料來源：laundry.reviewed.com 

超級疏水性 

超級疏水性是指表面的接觸角度大於 150o，具有防水性能的表面上，水滴是以完

美的球狀停留，形成 180o的接觸角度。 

布料的超級疏水性可以藉著結合低表面自由能再加上微粗糙立體表面結構的方

式達到。超級疏水性的布料表面有一層空氣層，稱為氣盾層，可以阻斷液體水滴，

防止弄濕布料。 

超級疏水的布料可以比喻為一張釘床，釘子之間的空氣間隙縮小了釘床表面與放

置在釘子上面物體之間的接觸點。有趣的是，超級疏水的表面防止冷水的效果比

防止熱水佳，這是因為溫度增加時水的表面張力會減弱。 

疏油性 

疏油性也就是防油性，對於在容易發生油性液體潑濺的環境裡穿著的工作服，這

是很需要的性能。因此，廚師及汽車技師穿著的工作服常需經過防油性加工處理。 

防油性材質也可用為日常穿著的材質，因為可以防止深色汙漬，譬如蕃茄醬或蕃

茄汁造成的汙漬。 

超級疏水疏油性 

具有超級疏水疏油性的表面幾乎可以防止任何液體。應用在機能性成衣上，這類

表面要比僅能防水或僅能防油的表面受歡迎。不過，超級疏水疏油性的表面不耐

摩擦或重複洗滌。 

布料防汙性的檢測方法 

評估布料的防汙性有數種檢測方法，每一種設計用來檢測一種性能，例如防水

性、防油性或釋出汙漬的性能。需要注意的是，布料的防水性很難僅憑單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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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評估。 

美國紡織化學協會(AATCC)設計了下列五種關鍵方法測試布料的這些性能： 

• AATCC TM22-2014，防水性： 噴灑測試 

• AATCC TM79-2014，紡織品吸水性 

• AATCC TM118-2013，防油性：碳氫化合物阻力測試 

• AATCC TM130-2015，除汙性能：去除油性汙漬方法 

• AATCC TM193-2012，防阻水性液體： 水/酒精溶液阻力測試 

AATCC TM22-2014，防水性： 噴灑測試 

本方法用以測量布料對被水弄濕的阻力。在測試中，定量的水被噴灑在測試樣本

的繃緊表面上，布料表面水停留的區域(即形成水珠的區域)會被測量。測試結果

會顯示布料經過固定次數洗滌後仍會形成水珠區域的百分比。例如，結果為

80/20，表示 80%的布料表面區域經過 20 次洗滌後仍保有形成水珠的性能。 

AATCC TM79-2014，紡織品吸水性 

本方法用以測量布料吸水的傾向。在測試中，一滴水被滴在繃緊的布料表面上，

水滴被完全吸收所需的時間被記錄下來。 

AATCC TM118-2013，防油性：碳氫化合物阻力測試 

本方法用以測量防油性。在測試中，至少三滴測試液體被滴在布料上，然後觀察

布料表面浸濕情況。如果 15-30 秒後毫無浸濕，布料表面就被評定可以防止該測

試液體。被檢測的布料以 1至 8來評分，8代表最佳防油性，1則為最差。  

AATCC TM130-2015，除汙性能：去除油性汙漬方法 

本方法用以測量布料在家庭洗衣過程裡去除油性汙漬的能力。在測試中，一個汙

染源被用在布料樣本上，再施用特定重量 60 秒將汙漬壓入布料內。在自然乾燥

20分鐘後，有汙漬的布料就以預定的方式洗滌。 

洗滌後仍可看見的汙漬以 1至 5的分數範圍評分，5代表最佳的汙漬去除效果，1

代表最差。如果一個醒目的黑色汙漬歷經一次洗滌乾燥過程就消失，就能達到 5

分；如果經過同樣的洗滌過程汙漬變成灰白，則可拿到 3 分。 

AATCC TM193-2012，防阻水性液體： 水/酒精溶液阻力測試 

本方法用以評估布料防阻被不同表面張力的水性液體浸濕的能力。在測試中，三

滴由水與酒精組成的水性溶液被滴在布料上。水與酒精的比例有各種組合，都會

用來測試。酒精含量愈高的溶液，布料愈容易將液滴吸入。如果 15 秒後毫無吸

入現象，布料表面就會被判定為可以防阻特定的水性溶液。 

防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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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汙科技的發展 

消費者一直都知道防汙抗油的重要性，也用過各種方法達到這個目的。譬如，在

19 世紀常用澱粉來讓衣服抗汙防皺，不過是到 1950 年代才發展出較複雜的防汙

方法，較知名者就是用碳氟化合物處理布料。 

防汙技術領域的先鋒之一是美國 3M 公司，其製造的 Scotchgard 產品是防汙產業

最著名的品牌之一。Scotchgard 是在 1953 年無意間發現的東西，當時一位 3M科

學家 Pasty Sherman 正在開發可以抵抗噴射機燃料損害的橡膠材料。當數滴實驗

用化合物濺到她的帆布鞋上，她發現清洗不掉，但是當帆布鞋面其餘的部分都有

汙漬時，在這幾滴下面的鞋面卻一直都是乾淨的。 

在同事科學家 Sam Smith 的協助下，她開始研究氟化物聚合體。他們一起發現一

種防水防油的物質，具有保護布料不沾汙漬的潛力。結果就在 1956 年推出

Scotchgard，並迅速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品牌。這種以氟化合物為主的防汙成分

歷經 20 世紀都沒有重大改變。1990 年時氟化合物加工方式已經占紡織成衣產品

耐久防水性(durable water repellent，DWR)處理的九成。即使是今日，這類加工方

式仍被認為是提供最佳防水防油機能的方式，因此深受戶外成衣產業的歡迎。 

早期的防汙成衣穿著並不舒適，因為布料既硬又不透氣，而且衣服本身也不時

尚。1990年代時，許多研究都針對利用奈米科技來解決不透氣的問題。在此期間，

焦點從降低纖維的表面自由能轉移到設計微型的布料表面，以減少布料與液體水

滴接觸的表面積。 

2000年時主要轉捩點出現，美國 Nanotex 公司將一個以奈米科技為基礎的防汙加

工技術商業化。自此以後，這項技術在布料防汙方面變成不可或缺，並提升了布

料的附加價值。 

大自然模式對防汙科技發展的影響 

過去十年出現的防汙技術有許多是基於「仿生學」，受到大自然的啟發。 

特別是有許多研究致力於發展自我清潔的成衣，這是受到動植物世界裡一些超級

疏水性表面具有獨特防水與自我清潔性能的影響。在水鳥羽毛、昆蟲翅膀及植物

葉子上都可以發現超級疏水性的表面。1990 年代時，德國生物學家 Wilhelm 

Barthlott 是開發防水與自我清潔表面的先驅，他在進行研究時被荷葉保持葉面乾

燥與潔淨的防護機制所吸引。 

荷花是亞洲土生植物，即使生長在潮濕的環境中，也能保持乾燥與潔淨。這是因

為荷葉表面會讓接觸到的水形成珠狀並以最小的傾斜度滾落，水珠同時也將汙染

分子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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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葉表面看起來很平滑，實際上是粗糙的,因為是由微型蠟質隆起物形成的。這樣

的粗糙表面降低水滴散布的能力，因為隆起物之間的小裂隙會封住空氣，空氣對

水滴有緩衝作用，防止它們附著於葉面。 

因為水滴不會附著於葉面，在葉子最輕微的抖動時以自身的重量滾落。與此同

時，水滴會將經過路徑上的灰塵或煙灰等任何汙垢分子，以及細菌孢子等其他汙

染物一併帶走，因此留下乾燥潔淨的葉面。 

另一類具有自我清潔性能的植物葉子是表面有軟毛覆蓋的葉子，譬如斗篷草。其

自我清潔性能來自葉面突起的細毛，可以承接並滾落水滴，並將汙漬一併帶走。 

圖 3：斗篷草葉面的水滴 

 

 

 

 

 

 

 

 

 

 

 

 

 

資料來源：Lisa Muran 

由於奈米科技的發展，已經可以讓布料產生微粗糙表面，如同荷葉般可以排除水

滴與汙漬。 

不過，具備荷葉效果的布料有兩大缺點： 

• 如果布面承受的水壓很大，譬如在暴風雨下，布料還是會浸濕。 

• 不耐譬如摩擦、重複洗滌、日曬、極限溫度等的損害。針對這些缺點已經有研

究在進行。 

防汙科技 

防汙科技是為了達到排阻汙漬、釋出汙漬或是兼及兩者的功能。 

排阻汙漬 

排阻汙漬的作用就像一把傘，防止水性或油性液體滲透布料，留下痕跡。 

排阻布料汙漬的加工方式是提升布料的表面張力，縮減布料纖維之間的空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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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防止汙漬滲透。當液體落在布料表面，會形成接近球狀的液滴，滾落或彈落布

面。 

排阻汙漬加工通常應用在容易產生汙漬的布料上，譬如棉布。 

如果水性或油性液體會在布面上裂開，布料就可局部清理或是汙漬可被抖掉，因

為汙漬僅限於在表面而未深入布料內。具有排阻汙漬性能的布料要比只能釋出汙

漬的布料提供更好的防汙保護。不過，即使經過排阻汙漬加工，有些油性汙漬譬

如某些食物、防曬油或驅蟲液造成的汙漬，仍會穿透布料。 

釋出汙漬加工 

釋出汙漬加工通常提供布料親水的性能，如此會讓布料浸濕，在穿著時會讓汙染

的物質滲透布料。在洗滌時，汙染物會被釋出，從布料轉移到洗滌水中。排阻汙

漬的加工處理則正好相反，是賦予布料疏水性能，讓布料排除水分及水性汙染物。 

結合防阻汙漬及釋出汙漬的作用 

結合上述兩者能提供最佳的防汙作用，因為能大幅增加布料性能，讓布料更耐穿。 

在布料單一加工處理中使用所謂的雙重作用產品，就能達到兼及兩者的目的。這

類產品能排除水性汙漬，同時在洗滌過程中釋出頑固的油性汙漬。 

碳氟化合物加工 

使用碳氟化合物加工的處理方式獨特之處在於： 

• 能夠讓布料排除水性與油性液體，同時 

• 防止汙漬附著於纖維表面 

在碳氟化合物廣泛使用於布料之前，是因為使用在鍋具上的不沾效果而為人知。

之後普遍用在家用紡織品如床單、地毯、窗簾、沙發布及桌巾上。然後它們的用

途又快速進入戶外成衣乃至日常衣著上。 

應用在成衣上的碳氟化合物加工能提供持久的防汙性能與高度的水汽傳輸率，意

味著以防汙布料製成的成衣仍能保有透氣性。 

碳氟化合物的結構與特性 

碳氟化合物可以定義為是一種氟化物，由連結著氟原子的碳原子組成的鏈狀組

合。氟化碳鏈的長度會影響碳氟化合物的物理化學性質，這些性質又會影響到： 

• 做為防汙物質的效用 

• 物質的生物累積與對環境有毒的程度 

一般而言，氟化碳鏈愈長，產生的抗油性汙漬作用愈強；防汙處理最有效的碳氟

化合物是稱為 C8的分子鏈，它們由 8 個碳原子與 17個氟原子組成。這些化學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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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水及油方面非常有效，因為結構強硬。事實上，它們是人類已知最強大的

化學鏈之一，應用在布料上，可以降低表面張力低到每公分 10-20 達因，因此對

多種液體形成無法穿透的阻礙。 

具有 C8 化學鏈的碳氟化合物有一些穩定的特性，很適合應用在紡織品，包括： 

• 能承受工業洗滌 

• 穩定的化學性 

• 持久  

• 疏水性 

• 疏油性 

• 耐熱 

但是，一些製造 C8 鏈碳氟化合物的過程會產生全氟辛酸(PFOA) 與全氟辛磺酸

(PFOS)。PFOA 已被美國環保署宣告「可能對人體致癌」；PFOS 則已知是： 

• 能永久存在於環境 

• 有毒的 

• 生物累積的，會儲存於人體及動物中 

如果將範圍擴大一些，一些科學家已將全氟化合物(PFCs)歸類為 

內分泌干擾素(EDCs)，會阻礙內分泌系統正常運作，干擾人體的生理過程，甚至

造成不孕。 

碳氟化合物及其製造過程對健康及環境的影響 

碳氟化合物鏈的長度會影響它在環境中的行為，也會影響它的防汙效用。鏈愈

短，它在環境中分解的速度就愈快。 

直到 2000 年代初期，大多數的碳氟化合物商業加工是以 C8化學為基礎，透過一

個電化學氟化的過程進行。這個過程會產生名為 PFOS 的副產品，如前所述，含

潛在危險性。事實上，許多國家已禁用 PFOS。 

如果採用聚合的方法來製造 C8 鏈碳氟化合物，就可以解決 PFOS 的問題。但是

這種過程也不能稱之為環保，因為會產生 PFOA，有致癌危險。至目前為止，還

未有 PFOA 危害人體健康的說法，但有證據顯示，高劑量的 PFOA 會導致動物的

肝疾病與腫瘤。 

更令人困擾的是，如前所述，有些科學家已將 PFCs 歸類為內分泌干擾素(EDCs)。 

根據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學學者 Glenys Webster 的說法，PFCs 和下列的狀況有

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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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疫苗免疫反應降低 

• 影響孩童神經發展 

• 高膽固醇 

• 腎臟癌 

• 出生兒體重輕 

• 肥胖 

• 睪丸癌 

• 甲狀腺素干擾 

碳氟化合物生產與使用指導原則 

已開發國家已推出限制碳氟化合物生產與使用的原則，以防止對人題與環境的危

害。 

美國環保署 2010/15 PFOA 管理計畫 

2006年初美國環保署推出自主性的 2010/15 PFOA 管理計畫，以降低人類及環境

暴露在過多的 PFOA 下。 

加入這項計畫的企業在當時代表全球八大碳氟聚合體製造商，包括 Arkema、Asahi 

Glass、Ciba、Clariant、Daikin、DuPont、Dyneon、Solvay Solexis。他們承諾在

2010 年前會減少 95%在全球的 PFOA 與相關化學品的產量，到 2015 年則減少

100%。 

歐盟指令 2006/122/EC 關於 PFOS之使用 

這個指令是歐盟關於 PFOS 使用限制的規定。 

馬德里宣言 

2015年 5 月一群專家學者簽署一份名為馬德里宣言(Madrid Statement)的文件，強

調使用氟化物對環境及人體的潛在危害，並呼籲這些化合物的製造商及買主避免

使用。 

國際氟協會(FluoroCouncil)是全球性組織，代表製造、調配及處理氟化學產品的

領導性企業。協會表示無法支持宣言所提的政策建議，因為這些建議不僅應用在

長鏈的 PFCs，也應用在短鏈的 PFCs。協會認為，短鏈產品往往以類似的濃度提

供與長鏈產品類似的性能與好處，但對健康與環境的影響方面則有改善。協會覺

得馬德里宣言並未認知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氟化物科技對現代生活的許多方面是

必要的，因為它加強了各種日常用品的功能與耐用性。 

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ZDHC)計畫的角色 

ZDHC 計畫將長鏈的 PFCs 列在有害化學物質生產限制物質清單(ZDHC MR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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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是因為這些物質是化學調配物，已經有現存更安全的取代物質可用。 

ZDHC MRSL限制會員在生產紡織材質與副料配件時所使用的化學配方物質的濃

度。計畫的目的是要協助品牌、供應鏈及產業採取和諧的方式逐漸淘汰有害物

質，改用較安全的取代物質。 

製造商與其他供應商對使用 PFCs與 PFOA 的立場 

一些防汙科技與防汙成衣的大製造商與供應商希望強調，他們在生產產品時不會

故意使用 PFOA，但是承認這類物質可能在生產時會以雜質的形態出現。這些公

司很積極地表示他們都承諾遵循主管當局如美國環保署及歐盟規定的 PFCs 指導

原則。 

許多公司都加強致力於開發對環境更為友善的產品，這也代表他們亟於滿足顧客

環保意識的要求。一部分的努力表現在防汙科技的製造商已經聚焦在使用短鏈的

碳氟化合物，特別是為了消除 PFOA 的汙染，改採用 C4 與 C6 的碳氟化合物。 

當然，在製造短鏈的碳氟化合物時，是有可能會有一些化合物的汙染，但是這類

的汙染已經過證明對環境的衝擊要比 PFOA 小得多，毒性也比較低。然而，譬如

含有四個或六個碳原子的短鏈碳氟化合物，在防油與防水的效能上比較差。鏈愈

短，效能愈弱。因此，要達到與長鏈相同的效能，就必須使用更多化合物。 

德國紡織研究檢測機構 Hohenstein Institute 的研究顯示，採用 C6與 C8 化合物處

理的布料在功能表現上有巨大的差異。採用 AATCC TM118-2013 方法來檢測，顯

示： 

• 經過 C8 化合物處理的布料，在防油性能上的評分是 8 

• 經過 C6 化合物處理的布料，在防油性能上的評分是 6，最好也只能達到 7 

簡單地說，短鏈碳氟化合物的防汙加工在下列的應用上有所不足： 

• 比較挑戰性的應用，譬如用在會承受嚴重汙漬的成衣上 

• 應用在良好的防水及防油性能是基本需求的成衣，譬如醫療用衣與工業工作服 

還有，短鏈碳氟化合物的防汙加工對雖然足以提供一般的防阻液體汙染效用，例

如一般戶外成衣的需求，但是從保護人體與環境健康的角度而言，其所使用的化

學物並不能被認為是理想的。因此以環保名聲卓著的成衣供應商只將 C6 化學物

視為暫時性的代用科技，在有效的非 PFC 物質尚未開發出時使用。 

這裡要考慮的一項重要因素是，人們是否願意為了保護環境而放棄像防汙這樣的

功能。事實上，多數的消費者可能會視產品的功能性為優先考慮，而將產品的環

保性視為額外的優點，而不是最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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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企業及研究機構面對的環保壓力有上升趨勢，要求它們研究開發不使用碳

氟化合物的防汙紡織品。本報告的後面部分會介紹一些具有超級防水性的布料。

這類的布料包括： 

• 棉與聚酯混紡的布料，加入矽奈米分子和一種非氟化的矽烷 

• 經過二氧化矽奈米分子浮懸液處理的棉布料 

• 經過硬脂酸處理的棉布料，硬脂酸是一種在蔬菜與動物油脂裡發現的脂肪 

許多領導性的戶外品牌參與自發性的計畫，在防水產品中採用取代 PFC 的科技，

以改進產品及製程對環境的衝擊。因此這些品牌的產品有很大部分經驗證符合

Oeko-Tex Standard 100 所有四個等級的標準(註： Oeko-Tex Standard 100 四個產品

等級的第一級包含適用於三歲以前嬰幼兒的紡織產品；第二級涵蓋貼身穿著的紡

織品；第三級為不直接接觸肌膚的產品，如外套、大衣；第四級為家用紡織品)，

也符合 bluesign 標準。這些標準都是嚴格的環保標準，確保符合的產品不含有害

健康與環境的物質。 

2015 年綠色和平組織公布一份報告，批評戶外品牌生產產品時使用 PFCs。它所

控訴的品牌包括 The North Face、Columbia Sportswear、Patagonia、Mammut，稱

它們「在消除有害物質譬如 PFCs的方面，顯得缺乏責任感。」 

數家公司很快地保證會降低或排除在產品內使用 PFCs。英國公司 Párama 及瑞士

公司 Rotauf 已經不再使用；戶外成衣產業環保模範生德國公司 Vaude 則稱現行產

品有 95%都不含 PFC；adidas、Puma、The North Face 則設定在 2020 年前達成生

產不採用這些化學物質。有些公司則僅承諾不採用長鏈 PFCs，同時會尋找能達

到他們的耐穿與性能表現標準的取代方法。 

一些證據顯示，轉用環保的防汙劑對產業也有商業好處。例如，位於美國、供應

成衣用防汙劑的 Chemours 公司，聲稱它有一半以上客戶願意付額外的費用，以

確保成衣來自「負責任的來源」。 

防汙紡織品材質與技術的創新 

FREIBURG 大學：自我修復材質 

德國 Freiburg 大學的研究小組開發出一種新奇材質，藉著讓表面脫落來自我修

復。小組的靈感源自蛇與蜥蜴蛻皮的方法。這種材質是由一層可溶於水的聚合體

夾在一層防水薄膜和一層矽之間製成的。薄膜層與矽層表面都有奈米草構造，由

像針一樣的突出物直直插著。 

如果材質被刮到然後浸入水中，聚合體會溶解，防水薄膜會脫落，露出下面未受

損的表面。由這種材質製成的成衣，如果被撕破，只要經過洗滌就可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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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人員的說法，大多數所謂「自我修復」的材質不足以承受尖銳物的破壞。

研究人員承認，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來強化表面的塗層，以免刮傷穿透所有三個

層面。不過他們認為，他們的研究代表用一種新的方法來製造自我清潔的材質，

並可預見這種創新材質有一系列的新應用，包括醫療儀器、雨衣及可以自我清潔

的車窗。 

CHEMOURS：TEFLON 

Teflon(鐵氟龍)是化學物聚四氟乙烯(PTFE)的商標，由 Chemours 供應，Chemours

是美國杜邦公司的子公司。Teflon 是全球知名商標，對許多消費者而言，它就是

防汙的代名詞。 

Teflon 早期的商業應用包括鍋具的塗層，尤其是不沾鍋。今日這方面的應用仍舊

存在，但它也是最知名的防水與防汙科技。 

在布料方面的應用，Chemours 供應的產品稱為 Teflon 布料防護劑，具有下列優

點： 

• 它在布料纖維的周圍形成保護層，防止乾燥的塵土、油汙及水漬 

• 它防止穿透保護層的汙漬附著在布料上 

• 經過 Teflon 處理的布料要比未經處理的布料乾燥的速度快上 25-40% 

• 它能延長布料的壽命 

Chemours 共推出八種 Teflon 布料防護劑(如圖表七)，是用在各種紡織產品上，從

緊貼肌膚的成衣、外衣到床單、家具用布。 

Teflon 布料防護劑使用在成衣用布料上時，不會影響到布料的透氣性、顏色、觸

感、外觀及重量。這種防護劑使用的技術稱為 Capstone，以短鏈分子為基礎，包

含六個或更少的氟化碳。因此，Teflon 布料防護劑的生產並不會導致產生 PFOA

或 PFOs 等有害物質。 

最複雜的 Teflon 布料防護劑之一是 Teflon Shield & Clean+，號稱提供一些明顯的

優點，可以讓布料製造商帶動銷售，增加營收： 

• 它提供的防汙性有效程度是傳統防汙科技的 9倍 

• 可以減少去汙的洗滌次數 

• 在洗滌中可以除去 95%的油性與水性汙漬 

表 4：2017年 Teflon 布料防護劑的種類及其性能 

布料防護劑 使用技術 作用 性能 

Teflon Shielda 防汙 防水 快乾；持久 

Teflon Shield+ 防汙 防水、油、汙漬 快乾；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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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flon Shield Pro+ 防汙 防水、油、汙漬 快乾；極度持久 

Teflon Clean 除汙 除陳垢 持久 

Teflon Clean+ 除汙 除陳垢 極度持久 

Teflon Clean & Dry 除汙 除陳垢 吸濕；極度持久 

Teflon Shield & 

Clean+ 

結合防汙與除汙 防水、油、汙漬與 

除陳垢 

快乾；極度持久 

Teflon Shield & Dry 防汙與濕度管理 布料表層防水、油、

汙漬；裡層吸濕 

快乾；極度持久 

a ：Teflon Shield 布料防護劑僅適用於外衣及雨傘。 

Teflon EcoElite 

Teflon EcoElite 宣稱是 Teflon 的環保變種版本。採用非氟化物質的加工處理，且

製造過程使用的原料來自再生來源。 

Teflon EcoElite 可以防水及水性汙漬，並適用於各種纖維製成的布料，包括棉、

合成纖維及混紡纖維。另外，Teflon EcoElite 據稱較現行非氟化物防水加工的耐

洗度要高出三倍，可以承受至少 30 次的家庭洗滌。 

COLUMBIA SPORTSWEAR：OMNI-SHIELD 

美國休閒及機能服飾零售商 Columbia Sportswear 在許多戶外產品中結合

Omni-Shield 的技術，譬如外套、帽子及鞋子。 

Omni-Shield 能讓成衣具有防汙及防小雨的功能，其原理是改變布料表面，讓落

下的液體形成珠狀並滾落表面。有時候液體可能穿透布料，經過壓力會出現汙

漬，這個技術有助於在洗滌時去除這類汙漬。 

經過 Omni-Shield 加工處裡的布料據稱較快乾燥，比傳統布料留存較少濕氣。 

DROPEL FABRICS： DROPELTECH 

美國新創公司 Dropel 開發出的 DropelTech 是一種應用在棉布的防汙技術。 

布料經染色後採用此一技術，會在布料的棉纖維覆上疏水聚合體，形成一層防水

防汙保護層。DropelTech 保護層不會影響棉布料的性能，包括透氣性與柔軟手感。 

根據 Dropel 公司，加上這層保護的成衣製造成本僅增加 5%，但是售價可以增加

高達 40%。 

Dropel公司被美國 Apparel 雜誌選為 2016 年「頂尖創新者(Top Innovator)」。 

哈佛大學 HARVARD JOHN A PAULSON 工程及應用科學學院(SEAS)與 WYSS

生物啟發工程中心：SLIPS 

哈佛大學 SEAS學院與WYSS中心的研究人員組成的團隊已開發出能自我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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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與聚酯布料，使用的技術稱為 SLIPS(slippery liquid infused porous surfaces，

注入平滑液體的多孔表面)。 

SLIPS 技術靈感來自食肉豬籠草。這種植物的杯狀葉子形成一個腔洞，腔洞的邊

緣有光滑的外層，會讓停留其上的昆蟲滑到腔洞裡被消化。 

SLIPS 技術是將平滑的薄膜應用在多孔的固體表面上，形成的物質可以排阻所有

種類的液體，包含油在內。這層薄膜可以承受壓力與實體的破壞。 

研究人員發展出兩種化學處理方式賦予棉布與聚酯布料防阻液體的性能。第一種

是將布料覆上微小的矽分子，另一種需要經過溶膠-凝膠氧化鋁的處理。然後布料

經過測試以評估它們承受摩擦、扭曲及汙染的能力。 

根據研究團隊，SLIPS 布料顯示出可以防阻範圍廣泛的液體以及抗汙的傑出能

力。SLIPS 布料在數項性能指標表現上也超過其他抗汙布料。不過，SLIPS 布料

並不如預期的透氣。 

HEIQ：HEIQ ECO DRY 

HEIQ ECO DRY 是瑞士公司 HeiQ 開發的防水處理，HeiQ 專精於開發與製造創新

的紡織效用。 

HeiQ Eco Dry加工是一種無氟技術，賦予布料防水、防油及防汙性能。此外，它

符合 bluesign 的製造標準。 

使用這種技術可以產生一種由布料表面的微型分子組成的 3D 結構。此一結構有

助縮小布料與水或布料與油之間的接觸面積，以防阻水、油及汙漬附著在布料表

面。 

根據 HeiQ 公司，HeiQ Eco Dry提供布料良好的抗摩擦性與柔軟手感。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模仿水鳥羽毛微結構的布料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的研究人員在布料上複製水鳥羽毛的結構，以改善

布料的防水性。 

研究人員在布料表面覆上一層甲殼素，以增加粗糙程度，再進一步覆上一層矽，

以降低布料表面自由能。經過這些變更，研究人員發現能大幅改進棉布及聚酯布

料防水性的方法。 

水鳥能防水的原因是因為羽毛內包容著氣墊之故。這些氣墊位於沿著每根羽毛樹

枝般的微結構形成的大小如奈米尺寸的槽內。 

MIT：模仿金蓮葉與大閃蝶翅膀的表面超級疏水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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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麻省理工學院)的科學家開發出他們稱為「史上最防水的材質」。產品靈感據

稱來自金蓮葉與大閃蝶翅膀上的脊線圖案，有助產生超級疏水的表面。 

在 Kripa Varanasi 教授領軍下的科學家在矽表面上加上極小的脊線而產生這種材

質。當水滴落在材質表面上，脊線搖動水滴成為不對稱的小碎片，讓它們更快地

彈離。水滴愈快彈離表面，表面保持乾燥的時間愈久。 

這群科學家小組在進行研究時，將焦點從水滴接觸角度轉移到接觸時間。他們發

現金蓮葉與大閃蝶翅比荷葉的防水效能更佳，這是因為水滴彈離前兩者表面的速

度更快；事實上，據稱金蓮葉與大閃蝶翅比荷葉的撥水速度要快上 40%。 

NANOTEX：AQUAPEL 

Aquapel 是 Nanotex 公司的防液處理技術，使用一種碳氫聚合體讓布料防阻潑濺

的汙漬。Nanotex 是提供紡織專業加工技術的美國公司，也是防汙市場的領導者

之一，於 2017 年 4 月被美國私有資產投資公司 Berkley Capital 買下。 

該公司複製植物表面與動物外層的自然防水性，開發出一種處理技術，將疏水的

奈米鬚嵌入布料，以增加布料外層的表面張力。運用這種處理，液體就無法滲透

布料。奈米鬚可以有效地抵住液體，讓它們形成珠狀，滾落布料表面。 

Aquapel 的處理技術讓布料具有防汙功能，卻不會改變手感或損害透氣性；據稱

是很具成本效益的技術，並因為採用無氟方式，所以很環保。 

NANOTEX：RELEASES STAINS 

Releases Stains 是 Nanotex 公司開發的加工處理技術，讓頑垢在洗滌過程中輕鬆洗

除。這個技術讓布料達到去汙功能，卻不會改變手感或阻礙透氣性。 

NANOTEX：RESISTS SPILLS 

RESISTS SPILLS 是 Nanotex 公司提供的加強布料抗汙性能的技術，可以應用在

棉花、合纖、羊毛、絲、嫘縈、聚丙烯等纖維製成的布料上。 

就像前述的 Aquapel 技術一樣，處理的方式是將疏水的奈米鬚附著於布料的個別

纖維上。除了提供布料防阻液體及半固體食物的能力以外，這項處理技術還能延

伸布料的壽命，並且同樣也不會改變布料手感或阻礙透氣性。 

NANOTEX：RESISTS SPILLS & RELEASES STAINS 

Resists Spills & Releases Stains 藉著防阻汙漬滲透經過處理的布料，並且可以輕鬆

洗去汙漬的作用，結合了防汙與除汙兩項性能，同時不會改變布料手感或阻礙透

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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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CH：鹽分子製成的超級疏水性環保塗層 

南韓浦項工科大學 (POSTECH)的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方法，利用有機矽

(PDMS)、一般用鹽及水製成超級疏水性外層塗覆於物品上。由 Dong Sung Kim

教授領軍的團隊，設計出以鹽溶解蝕刻的過程來產生超級疏水性的表面。作法是

在材質的外層嵌入鹽分子，然後浸於液體中。當鹽在水中溶解，會產生坑狀結構，

讓材質表面變得粗糙。 

這個製程據稱具有成本效益而且環保。此外，這個技術還可應用在大片或 3D 的

表面。 

RMIT大學：曝露於光線下可分解有機物質的紡織品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RMIT)的研究團隊開發出一種紡織品，當曝露於集中的

光源下時，可以分解有機物質，譬如塵土、汙垢及汗水裡的合成物。 

這個團隊的作法是將銅與銀製成的奈米結構貼合於紡織品的纖維上。貼合的方法

是將紡織品浸於含有銅與銀奈米分子的溶液裡。銅與銀具有很強的可見光吸收

力，曝露在太陽或燈泡的光源下，會釋放出高能量的電子，分解有機物質的分子。 

據研究人員表示，曝露在光源後僅需不到六分鐘有機物質即被分解，因此紡織品

可以有效地自行清潔。 

這項技術據稱有效又符合成本效益，並且易於升級成工業應用規模。 

SCHOELLER：3XDRY BIO 與 ECOREPEL BIO 

瑞士的 Schoeller 公司以開發「仿生學」產品於機能性成衣業界著稱，該公司推出

新版的 3XDRY 與 ecorepel 防水加工技術。 

新版的 3XDRY Bio 與 ecorepel Bio技術不含 PFCs 全氟化物與氟化合物，成分來

自可再生、非基因改造、無法做為食物或飼料的主要農作物。 

經過 3XDRY Bio 處理的布料具有防水與濕度管理的性能，布表外層可以防止水

滴與任何會附著於布面的汙垢分子，布表內層有助將濕氣從肌膚轉移到布表外層

再揮發掉。ecorepel Bio 和原始的 ecorepel 技術一樣，不使用 PFCs 而能賦予布料

防水性，不過它更環保之處在於成分來自可再生的主要作物，而不是化石來源；

此外，ecorepel Bio 採用生質聚合體的長鏈製成，而不是石蠟的長鏈。 

生質聚合體的長鏈將個別纖維包裹起來，形成螺旋結構，可防阻水滴停留在布料

表面。 

ecorepel Bio 就如同 ecorepel 一樣，具有透氣性及高度功能性，能讓布料保持觸感

柔軟且無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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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XDRY Bio 處理的布料 

 

布料外層：防水 

 

 

 

 

 

布料內層：濕氣被吸收然後分散穿透一大片表面迅速揮發 

資料來源：Schoeller 

圖 5：ecorepel Bio 處理的布料 

 

生質聚合體包裹的纖維橫切面 

 

水滴與汙土容易脫落 

 

 

 

 

生質聚合體結構 

 

 

 

                                         布料 

透氣性不受影響 

資料來源：Schoeller 

SCHOELLER： NANOSPHERE 

NanoSphere 是 Schoeller 公司開發的防水處理，其效用被描述為模擬自然幾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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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此技術也被稱為是市場上最具功能、最安全且最環保的防水加工處理之一。 

經過 NanoSphere 處理的布料據稱能有效防止一些物質，包括咖啡、油脂、蜂蜜、

蕃茄醬、油、紅酒及水。 

NanoSphere 的研發始於 1998 年，由德國、瑞士及美國的專家組成的國際團隊進

行。研究靈感來自荷葉、金龜蟲殼及昆蟲翅膀能保持清潔，是因為崎嶇不平的表

面讓汙垢分子很難附著。 

NanoSphere 加工過程是讓數以百萬計的碳氟化合物奈米分子固定附著在布料的

表面上。這些分子會產生一種表面結構，能有效將布料與水滴或汙垢分子之間的

接觸面積減至最小。 

傳統的布料表面上，這樣的接觸面積非常大，因此很有可能讓水滴或汙垢分子附

著於布料。經過 NanoSphere 處理的布料如果噴灑上水，任何接觸到布料表面的

汙垢分子會在水滴裡懸浮，當水滴滾離表面就輕易被掃除。 

圖 6：NanoSphere 圖 7：未經處理的表面 

  

資料來源：Schoeller 

NanoSphere 可以應用在人造纖維、自然纖維或混紡纖維製成的布料上，不會影響

布料的透氣性、舒適感、伸縮性、手感或外觀，卻能強化布料的抗磨性。此外，

NanoSphere 的防水性歷經頻繁使用與無數洗滌仍能維持，這是因為奈米分子是貼

合在特別研發的塗層基質內，在使用或洗滌過程中不會脫離布料。 

根據 Schoeller 說法，經過 NanoSphere 處理的成衣無需像傳統成衣一般時常洗滌，

並且可以在比傳統防水加工成衣要低的溫度下洗滌。 

NanoSphere 的應用範圍廣泛，包括遮篷、寢具、外套、褲子、安全吊帶、睡袋、

家用紡織品、遮陽傘、桌布、制服及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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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學： 具自我修復與超級疏水性的耐久、噴灑式塗層 

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人員開發出一種具自我修復與超級疏水性的噴灑式塗

層。這種塗層使用氟化 PU 彈性體與 F-POSS 分子，幾乎可以噴灑在任何種類的

表面上。 

這種噴灑式塗層提供一種橡膠質地的底材，研究人員認為比傳統防水塗層更堅

固。它可以應用在一些現有防水處理不夠耐用的範圍，例如衣服、交通工具及屋

頂。 

這種塗層據稱比現有市面防水處理的耐用程度要高上 100 倍。如果塗層被損害，

譬如被磨損、燃燒或刮傷，還能夠自我修復。它也可以用化學的方式再生，因為

F-POSS 分子會自然移入表面，取代被損壞的部分。 

研究人員以一個富於創意的手法來解決現存防水處理的耐用問題。他們並非專注

於找到特別的化學系統以產生最大耐用度與防水性，而是致力於制定出讓防水塗

層耐用的基本化學性能。 

密西根大學 Tuteja 教授成立的 HygraTek 公司正在將此加工產品商業化，預定在

2017年底前可做商業性使用。 

Gore：不含 PFCs的防水耐用加工布料 

美國 Gore 公司製造的含氟聚合物產品用途多樣，包括用於高性能外衣上。該公

司計畫銷售經耐久防水性(DWR)處理的布料，且不含 PFCs，目標訂於 2018/19 秋

冬季推出。 

Gore 公司自 2013 年起就開始評估採用氟化合物與非氟化合物的 DWR 處理技

術。經過一段短時間的應用後，發現非氟化合物的處理技術性能不彰，因此決定

投資 1,500 萬美元研發創新材質。以不含 PFCs 物質的 DWR 技術處理的新布料，

是這項投資的初步成果。 

與此同時，該公司仍將持續提供使用短鏈 DWR 技術處理的布料(仍含有 PFCs)，

以供需要高度耐用性與防護性機能的終端用途，例如登山及摩托車服裝。 

Gore 公司在所有的製造工廠裡都納入環境控制技術，以證明其對 PFCs 永續管理

的承諾。此外，該公司致力於確保產品皆對環境友善，對社會負責，穿著安全，

因此與第三方獨立機構合作，譬如： 

• 瑞士紡織品檢驗認證機構 Oeko-Tex Association 

• 瑞士 bluesign technologies 公司，開發出 bluesign 標準並稽核紡織廠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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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汙成衣的創新 

近年來愈來愈多的成衣企業在產品範圍裡加入創新的防汙成衣，以便滿足市場對

容易保養的日常衣物的需求，這樣的需求應該很大，但過去未被發現。 

同時也有一些新創公司帶著創新產品投入這個迅速發展的市場，其中許多是使用

群眾募資的方式來金援產品生產與商業化。 

ABLY APPAREL：ABLY 

Ably Apparel 是由成衣經驗豐富的 Shah 氏兩兄弟成立的服裝公司，推出防汙休閒

服系列 Ably。為了籌措資金，於 2016 年 5 月在美國群眾募資平台 Kickstarter 展

開募集資金活動，目標為兩萬美元，結果不到 24 小時就達標。 

Ably系列的成衣特色是採用專利的Filium技術，這是和Nike前任創意總監Stanley 

Hainsworth 合作開發出的。Filium 技術據稱可以防止自然材質的布料產生任何汙

漬及異味。這項技術並不依賴使用奈米分子或是有害化學品，因為這些物質可能

會分解滲入肌膚，或隨著洗滌廢水進入環境中。 

該公司並稱經過 Filium 處理的棉布比傳統棉布乾燥的速度會快上 40%，並且不會

影響布料性質，包括透氣性及柔軟手感。 

Ably系列包括男女裝，有連帽衣、外套、長袖襯衫、運動褲及 T 恤。部分產品經

職業運動員、旅行者、年幼小孩的父母穿著試驗過，試穿者回報這些品項一次可

以穿著數星期無需洗滌。 

LABFRESH：防汙、防臭及防皺襯衫 

荷蘭新創公司 Labfresh 開發出一系列具有防汙、防臭及防皺性能的棉襯衫。 

該公司創辦人 Kasper Brandi Petersen 與 Lotte Vink 強調他們的襯衫與競爭者不同

之處在於襯衫的防汙技術是結合在布料中，而不是應用在布料表面，因此棉布的

透氣性與柔軟手感不會受到影響。此外，布料的防汙性能可歷經 40 次的洗滌而

不變。 

Petersen 自己親身試驗這些襯衫，在經過強力運動後仍能繼續穿著一段時間。在

測試期間，他讓襯衫接觸到常見的汙染液體，譬如酒與橄欖油。 

為了讓襯衫能商業生產，Labfresh 展開極為成功的群眾募資運動。2017 年 1月，

Labfresh 成為荷蘭有史以來獲得最多支持的時尚計畫。 

除了襯衫，Labfresh 也提供防汙領帶及防臭正式短襪。領帶是羊毛、絲及黏液纖

維混紡，短襪是棉與彈性纖維混紡並加入銀分子。 

ODO：防汙止臭的牛仔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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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衣企業 ODO開發出一系列防汙抗臭的 T恤與牛仔褲。這個系列於 2015 年

上市，產品由棉布製成，布料內加入長纖銀纖維，防止引起異味的細菌滋長。 

布料表面經過 NanoSphere 塗層技術處理以防阻水性及油性汙漬。 

這個牛仔褲系列包含兩種女性款式及三種男性款式，每一款都提供數種處理洗法

的牛仔褲。 

因為這些產品具有防汙防臭性能，行銷訴求是能自我清潔。該公司也的確建議無

需洗滌牛仔褲，因此可省下洗滌消耗的能源與水資源。 

這項產品的靈感源自太空人的服裝，因為含銀所以無需洗滌。 

OLD NAVY：STAY WHITE 牛仔褲 

Stay White 是美國 Gap 公司旗下品牌 Old Navy的防汙白牛仔褲商標。這款牛仔褲

採用的柔軟丹寧布成分是 59%棉、39%聚酯及 2%彈性纖維。牛仔褲布料經過特

殊加工讓衣服可以防止「日常生活中潑濺的液體」，例如咖啡、果汁及酒，因此

可以保持白色。  

Stay White 的防汙性能據稱可以承受 20 次的冷水洗滌與低溫烘乾。並且在兩次洗

滌之間可以穿著較長時間。此外，應用於 Old Navy 熱門系列 Rockstar 牛仔褲的

防汙加工並不會影響褲子的伸縮性。 

受到防汙處理加工良好效果的鼓勵，Old Navy表示計畫將這項技術應用到其他成

衣上。 

圖 8：Old Navy Stay White 牛仔褲 

 

 

 

 

 

 

 

資料來源：uk.businessinsider.com 

THREADSMITHS：THE CAVA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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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valier 宣稱是第一個完全疏水的套頭衫系列，由澳洲成衣技術公司

Threadsmiths 所推出，其排液及排汙技術靈感來自荷葉效應。 

這項技術並不能讓布料防水或防汙，但的確能讓布料比傳統布料保持更乾燥與更

清潔的時間更長。 

Threadsmiths 雖然是在 2014 年成立的年輕公司，但已成為市場上防汙成衣領導品

牌之一。 

The Cavalier 系列據稱結合功能、品質及流行於一身，目標瞄準男士，雖然其 T

恤也提供女裝及嬰童裝的款式。 

Threadsmiths並另外推出正式襯衫系列，名為The Grind，以及馬球衫系列 The Game。 

VARDAMA：防汙男裝 

Vardama 係成立於 2014 年的美國公司，目的是供應一系列男用防汙成衣及配件。 

該公司應用名為 Equa-Tek 的專利技術來防止衣服被水性液體如紅酒、咖啡的汙

染。該項技術不含潛在有害化學物。Equa-Tek 可以和自然纖維製成的布料結合，

譬如棉、絲及美麗諾羊毛，既不會影響手感, 也不影響透氣性。 

Vardama 系列的正式襯衫、西裝及領帶經過獨立的機構檢驗，證實不含 PFOS、

PFOA 及其他潛在有害化學物。 

展望 

從有愈來愈多的新創公司投入，以及相對容易的募資情況來看，防汙成衣市場似

乎是蓬勃發展。 

消費者，尤其是生活忙碌的人們，已經顯示出願意多付一些價格來享受這類成衣

的好處，特別是方便性。 

不過，防汙技術可能造成對人體與環境傷害的顧慮是存在的。相關企業已回應政

府及大眾對減輕或消除這類風險的要求，以較安全的技術來取代採用 PFCs 的防

汙技術，包括使用再生資源。 

不幸的是，這些比較安全的取代方法中只有極少數能滿足較高的防汙性能標準。

實驗室裡的確已成功研發出兼具超級疏水性與環保性質的布料，但極少能證明經

得起重度使用，也極少能大規模生產。 

未來科學家將繼續研發不使用 PFCs 的防水防油布料。毫無疑問許多科學家會運

用「仿生學」，從大自然汲取靈感來開發出能自我清潔的成衣，或甚至是在遭破

壞後能自我修復的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