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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裝：有益健康的產品 

摘要 

醫療服裝可用來防止感染，評估生理狀況，提升健康意識，因此有益人體健康。 

由於傳染病與慢性疾病的發生率愈來愈高，加上治療這些疾病的成本也在上升，保護人

體健康的作為變得愈來愈有意義。隨著媒體報導有關具抗藥性的「超級病菌」對健康的

巨大威脅，以及像伊波拉這種似乎很容易就會擴散的致命病毒，防護人體健康的議題也

喚起大量公眾意識。 

醫療照護人員特別容易受到這類健康威脅，醫療服裝供應商也已回應醫療人員對防護的

需求，推出能強力防阻各種感染與疾病微生物的產品。這些供應商現在致力於改進產品

穿著的舒適性，而不會影響到產品在符合嚴格銷售規定下的防護程度。 

另一方面，穿戴科技紡織品的專家也推出創新產品，讓個人以前所未有的便利方式管理

自己的健康。這類產品的使用也愈來愈普及，讓穿戴科技可能徹底改變提供醫療照護方

式的這種說法有了幾分真實性。 

對醫療照護的需求必定會擴增，這不僅是因為世界各地人口老化的現象。因此醫療服裝

產業的前途非常看好。 

簡介 

全世界的衛生保健當局都面臨高難度的雙重挑戰，那就是預防疾病以及找到治療的新方

法。由於感染與慢性疾病的發生率愈來愈高，這項任務更顯急迫。但是有些因素不是衛

生當局可掌握的，例如老年人口的增長。 

近年來已逐漸發生難以或無法治療的感染，凸顯出如何以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打擊疾病的

問題。提供醫療照護的成本持續升高，而且已高到一些公衛當局無法繼續負擔的程度

(註：英國健保制度 NHS的財務危機就是一例)。但另一方面，人們則要求更高水準的病

患服務，同時也在尋找自我管理健康達到幸福的便利之道。 

為因應這樣的要求，研究人員與製造商已利用先進的電子學、醫療技術與紡織品，開發

出高科技的服裝。此類服裝已用在： 

· 防備傳染性疾病 

· 感應穿者健康狀態 

· 有助疾病的預防、治療及管理 

醫療防護衣的供應商持續努力滿足諸如醫院與穿戴者的高度要求，即使有時候這些要求

彼此矛盾。他們最終目標是開發出價格不昂貴的服裝，在防護與舒服之間取得最佳平衡。 

同時，專精於監測健康與促進健康的服裝廠商則聚焦於打造可以讓個人掌控自我健康的

產品，以降低對昂貴的醫療制度的依賴或減輕健康照護制度的負擔。 



2 

 

醫療照護服務 

醫療照護服務是全世界最大的產業之一，在就業方面代表著已開發國家經濟裏最大的領域

之一，估計 2015年全球將近六千萬人從事醫療行業。這也是全球成長最迅速的產業之一。 

在美國這個以值計算全球單一最大醫療照護的市場裡，預測從業人員將從 2015 年大約

1,400萬增加到 2020年的 1,800萬。 

同樣地，使用醫療照護服務的人數也必定會成長，尤其在快速老化的國家裡。預測顯示

全球超過六十歲的人口比例將於 2020年達到 22%，較 2000年的 11%翻了一倍。 

另外就是，近年來提供醫療照護的方式也有劇烈轉變，反映出降低成本以及改進照顧病

患標準的壓力。譬如，一些醫療服務與治療不再限於諸如醫院或診療室等專用場所，即

使病人在自己家中或是移動中也可使用到。 

醫療防護衣 

市場規模與成長 

醫療防護衣是防護服裝市場一個重要的環節，防護服裝則是必定會大幅成長的市場。根

據美國市研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說法，全球防護服裝市場在 2015 至 2020年間的

複合年成長率為 6.2%，從 69億美元成長到 93億美元。 

醫療防護衣的目的 

· 降低感染與交叉感染的風險至最小(註：交叉感染係指一個人將傳染病傳給另一個人。 

這可能是接觸含有會傳染汙染物的血液、體液、受損的皮膚及黏膜的後果，或是接觸

到未消毒的醫療器具與設備。) 

· 保護穿戴者曝露在病人體液、化學物及有害物質下 

· 傳達專業與權威的形象 

降低感染與交叉感染的風險至最小 

許多醫療工作者每天曝露在潛在傳染物下，並可能在未知情況下傳染給同事、醫生及一

般大眾。使用防護衣有助打斷這些群體人員之間的接觸點，減低傳染擴散的風險。 

如同任何種類的個人防護裝備，醫療防護衣的選擇是基於使用的環境以及穿戴者在那個

環境中面臨的風險程度。 

醫療防護服裝在手術室、加護病房與急診室是基本配備。和醫院的其他地方相較，這些

地方病菌較容易散布，引起的傷害也更多。 

保護穿戴者曝露在病人體液、化學物及有害物質下 

醫療工作人員曝露在病人的血液及體液下，面臨感染致命疾病的風險；同時也冒著曝露

在有害物質的風險下，可能引起皮膚過敏。在許多國家，醫療工作人員是所有職業裡罹

病與受傷率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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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專業與權威的形象 

醫療防護衣的作用不僅限於功能性。遠自古希臘時代，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就主張醫生

的衣著是尊嚴的一部分，因此富含傳統與象徵意義。 

今日醫療人員的服裝被設計成傳達專業與權威的形象。這種形象足以讓病人在面對醫生

時覺得畏懼或緊張。多年來病人對醫療防護衣的態度是許多研究分析的題目。研究顯

示，病人對醫生穿著有強烈偏好，一般來說偏向正式衣著與白袍。研究也顯示，在急診、

手術或加護病房環境裡，病人會將醫療服裝與專業精神畫上等號。 

醫療防護衣的穿戴者 

此類成衣穿戴者是範圍廣泛的醫療人員： 

· 牙醫 

· 醫生 

· 醫院護理工 

· 護理師 

· 救護人員 

· 外科醫生 

· 獸醫 

一些有受到體液或有害物質感染風險的人員也需要固定穿著醫療防護衣： 

· 警察人員 

· 急救員 

· 食品飲料加工從業人員 

· 實驗室技師 

醫療防護衣的發展 

醫療防護衣的使用行之已久，但是用途與外觀多年來已大幅改變。十六世紀時還算是奢

侈品，財富的象徵大於實用。十八世紀時雖然還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外觀則較嚴肅，顯

示專業與角色的重要。直到 1880 年發現微生物與高死亡率之間的關係，醫生們才開始

重視無菌環境的重要。英國外科醫生 Joseph Lister喚起手術室潔淨消毒的意識，並改革

外科手術的施作方式。他的發現導致消毒手術服與消毒棉覆蓋巾的誕生，降低細菌進入

傷口的風險。二十世紀初，醫療防護衣的使用已很普及，但是主要目的在降低病人感染

的風險，而非保護穿者。那時一般採用薄棉料製成，可以有效防止細菌，但需保持乾燥。

到 1960年代初，出現不織布，產生可拋式外科罩袍，效果更好,穿起來也更舒適。1970

年代，手術室裡較常看見短袖 V領上衣搭配抽繩長褲，因為顏色的關係，這種制服常被

稱為“外科綠”，後來又被稱為 "搓洗服"，因為使用在必須搓洗乾淨的環境。 

1970年代末愛滋病毒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的出現，引發對醫療人員工作環境安全的關

切，醫院強制要求穿著防護衣，並從重複使用式轉向一次性服裝。醫療防護服裝的外觀從

1980年代後改變不多，但舒適度與功能性則大為改進，歸功於布料與製作技術的進步。 

不過從穿戴者的反應來看，在功能與舒適之間取得平衡還有一條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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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防護服裝在預防與控制感染的角色 

採取措施預防與控制感染擴散以保護醫療人員，這一直是醫院等醫療機構的基本條件，

傳統上是採取兩種基本措施： 

· 手部衛生 

· 穿戴防護服裝與配件 

兩者均經證實有效。基本上，醫療防護衣是醫療人員與病人之間的阻隔，降低交叉感染

的風險。 

近年來的兩項發展提高了感染擴散的可能: 

· 國際旅行的成長導致傳染病流行疫區的擴大 

· 醫藥治療已經從醫院等可控制的環境移轉到較缺乏醫療設施的場所，例如病人的住

所，因而比較不易避免接觸傳染物。 

交叉感染的風險區 

大多數的醫療機構都強制規定要穿醫療防護衣，類似加護病房這種交叉感染風險較大的

地方，都有穿著防護衣著的良好規定。醫療防護衣對預防交叉感染極為重要，因為： 

· 嚴苛甚至致命的病毒如 B型肝炎、C型肝炎及 HIV的威脅一直存在 

· 與在醫院及其他醫療環境感染相關的疾病與死亡 

· 治療這些感染的高昂費用 

許多醫療當局處理傳染病擴散的困難度自 2002 年後更為升高，因為新興傳染病出現，

譬如 SARS、MERS(中東呼吸綜合症)及伊波拉病毒疾病(註：在美國有兩位醫療人員就

被曾到西非旅行的病人傳染此病)。新興傳染病的危險由伊波拉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

(11,000人)及染病死亡率(50%)可知。 

但致命的病毒不是最大的問題，對醫療人員健康最大的威脅其實是來自醫院與其他醫療

機構的傳染，通常稱為 HCAIs(醫院相關傳染病)，要比致命的病毒流行多了。HCAIs是

因為直接與間接接觸感染的血液及體液後，以等比級數的速度在醫院內擴散。治療

HCAIs 的費用昂貴，並有可能致命。僅在美國，一年就有超過兩百萬的 HCAIs 案例通

報，花費約 200億美元，並造成 99,000名病人的死亡。開發中國家的 HCAIs問題甚至

更大，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在這類國家感染 HCAIs的風險比已開發國家高出 20倍。 

HCAIs是醫院常有的病原體引起的。可能引起最多傷害的微生物是那些已產生抗藥性的

「超級病菌」，包括： 

· 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 抗藥性腸球菌(VRE) 

· 多重抗藥性鮑氏不動桿菌 

· 多重抗藥性大腸桿菌(MDR E. coli) 

· 多重抗藥性結核菌(MDR-TB) 

· 抗藥性克雷伯氏肺炎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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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加護病房內的院內感染有超過 35%可直接歸因於抗藥性病菌在人類之間的傳

播。世界衛生組織警告，抗藥性會導致「重返抗生素以前的年代」，彼時微生物引起的

流行病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無藥可醫。估計抗藥性微生物每年約造成全球七十萬人的死

亡；一份 2014年的報告更認為到 2050年時，超級病菌一年可導致一千萬人的死亡，花

費高達 100兆美元。這些數字會讓超級病菌比現在的癌症對健康的威脅更大。許多人認

為這份報告鮮明呈現了需要採取全球性廣泛措施以解決問題的必要性。 

醫療防護服裝引起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醫療防護衣在預防與控制感染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其有效性也引起懷疑。這個懷疑

在 2015 年初伊波拉病毒在西非流行高峰時變得明顯，因為穿著防護衣的急救員自己也

受到感染。相較其他醫療紡織品，醫療用成衣提供傳染物生長更好的條件。醫療用成衣

比醫院的窗簾、覆蓋巾等紡織品在醫療環境中移動得快速，因此更容易染到病菌。還有，

病菌在衣服上存活期較長。視微生物種類不同，有些細菌幾分鐘就死亡，有些可以在沒

洗的布料上存活數天甚至數月。存活期亦受到紡織品種類及空氣相對濕度的影響。 

研究顯示，如果醫療人員的制服受到病菌汙染，經由手的接觸，傳染病可以在人與人之

間散布。2012年一項研究顯示，醫療人員手上如有病菌，其制服上出現病菌的可能性就

比較大，更甚者，被汙染的制服可能再汙染回手部，即使時常維持手部清潔。 

醫療防護衣在穿著時會逐漸被微生物汙染，特別是在衣服可能與病人接觸的部位，譬如

袖口與圍裙前身。即使是乾淨的制服在穿上一、兩個小時後就可能被汙染。 

衣服洗濯對去除病菌的效果 

大多數細菌可以在衣服上長期生存，不過那些最常在醫療防護衣上存在的細菌可以透過

洗濯減少數目。工業洗濯過程最能達到去除汙染的效果，因為使用高溫熱水、高品質清

潔劑及消毒劑之故。不過，即使衣服可以經洗濯而消毒，也可能在洗濯後的處理過程中

遭到汙染，譬如分類與摺疊。 

家庭洗濯則幾乎無法去除汙染源，研究證實在家洗濯的制服，譬如手術服與實驗室外

套，仍存在高度的細菌汙染。諷刺的是，有些這類服裝的製造商還不建議使用通常可降

低衣料細菌數目的高溫熱水及漂白劑來清洗。 

另一個降低細菌汙染的重要因素是洗濯的頻率。在一項研究裡，研究人員發現兩天洗一

次的制服比每天都洗的汙染程度為高。 

令人擔心的是，證據顯示不是所有的醫療人員在穿著上班之前都洗過制服。 

醫療人員穿著的成衣與配件 

醫療人員穿著的服裝包含： 

· 高度防護的成衣與配件  

· 傳統醫療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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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防護的成衣與配件 

這類服裝固定穿戴於醫療場所裡感染風險極高的區域，例如手術室與加護病房。用來預

防與控制感染的成衣包括： 

· 罩袍與連身工作服 

· 手術服 

· 全罩連身服 

傳統醫療制服 

這類服裝穿著於感染風險不高的區域，例如護理師服與實驗室外套。 

罩袍與連身工作服 

罩袍 

在醫療機構裡，罩袍是僅次於手套最常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由外科醫生及助手在進行

手術時穿著(圖一)，主要目的是降低細菌汙染及手術感染率。 

圖一：罩袍 

 

 

 

 

 

 

 

 

 

資料來源: ortoday.com 

傳統罩袍提供從頸部到小腿中間的覆蓋，以及： 

· 背部綁帶 

· 鬆緊袖口 

· 頸部黏扣帶 

· 長袖 

在消毒過臨床環境裡使用的罩袍也稱之為隔離袍、手術袍、外科手術衣等。因為名稱未

統一，選擇何種罩袍視防護程度所需而定。 



7 

 

因為穿著地點有交叉感染的風險，罩袍必須符合嚴格的標準。最重要必須防止液體的滲

透，另外還必須： 

· 穿著舒適並有助維持穿者希望的體溫 

· 讓穿者得以有多種動作 

· 防燃 

· 抗磨擦、穿刺及撕裂 

罩袍的設計與結構是以液體接觸的程度與部位為基礎，最容易接觸到液體的部位(臨界

區)必須提供最強的液體滲透防禦力。在手術過程中，最常發生這類接觸的部位是罩袍

的前身與袖身下半部。在無法預測接觸液體的程度與部位時，則整件罩袍都是臨界區。 

視防護程度的需要，罩袍的布料型態也不同，有可能是： 

· 單層 

· 強化雙層 

· 多層 

單層罩袍使用在液體接觸程度最低時，強化雙層及多層則使用在程度高時。 

連身工作服 

連身工作服與罩袍類似，但覆蓋整個身軀，包括背部及腿的下半部，有時頭與腳也在內

(圖二)。 

圖二：連身工作服 

 

 

 

 

 

 

 

 

 

 

 

 

資料來源: healthproductsexpress.com 

手術服 

手術服是穿在內層衣著如 T 恤的外面，包含一件 V 領短袖上衣搭配鬆緊腰或抽繩的寬

鬆長褲(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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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手術服 

 

 

 

 

 

 

 

 

 

資料來源:Scrubsandlabcoats.com 

外科手術服 

外科手術服是在消毒的醫療環境中工作的醫療人員穿著，例如手術室。通常這類衣服不

是穿者所有，而是屬於醫院或商用制服公司所有，以確保經過消毒。 

非外科手術服 

非外科手術服是穿著於感染風險不高的醫療環境中，因此無須經過外科手術服嚴格的消

毒過程。 

標準配備手術服 

標準配備手術服的市場充斥便宜、無品牌的產品，透過第三方管道銷售。通常是男女通

穿，外表乏味也不合身。 

通常穿著非外科手術服的人員可能有權選擇工作服的布料及款式，因此，供應商為回應

需求會提供比較時尚的工作服，色彩、設計、圖案、尺寸的選擇較多。許多這類衣服有

分性別，並有特色以適合各類體型。 

全罩連身服 

在有接觸特殊惡性微生物風險的場所，譬如醫治伊波拉病毒疾病的醫院，需要穿著全罩

連身服(圖四)。這類服裝提供最高程度的個人防護，最理想的做法是衣服的本體部分採

用無縫結構，以及下列特色： 

· 有吸濕排汗功能的內層 

· 內建的面罩及手套 

· 靴子以條帶與腿部固定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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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全罩連身服 

 

 

 

 

 

 

 

 

 

 

資料來源: businesswire.com 

實驗室外套 

實驗室外套是辨識度非常普及的醫療制服(圖五)，用以保護內穿的一般衣服免於汙漬，

同時也防止一般衣服上的細菌散布。最具防護效用的實驗室外套，袖口是針織或鬆緊

的，前身是暗釦式開襟，便於外套在遭汙染時脫下。 

圖五：實驗室外套 

 

 

 

 

 

 

 

 

 

 

 

 

 

 

資料來源: Uniformsandscru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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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員穿戴的配件 

配件也是降低或隔絕汙染的重要醫療防護服飾，常見的有： 

· 手套 

· 鞋套 

· 袖套 

· 安全眼鏡與面罩 

· 外科口罩 

· 一次性塑膠圍裙 

· 手術帽 

· 腿套 

· 膠靴 

手套 

手套是用來保護醫療人員的手部，防範可能傳染的血液及引起過敏的有害物質。手套也

可防止細菌(註：即使經過嚴格的衛生消毒措施，包括用抗菌洗劑徹底洗手，還是可能

在皮膚上發現病菌。)從穿者的手部轉移到病人或消毒過的設備上。皮膚上的微生物通

常無害，但如果轉移到不是它們平常存在的身體部位，譬如手術中曝露在外的內臟，可

能會引起感染。 

外科手套通常是用天然乳膠製成，這種稀薄物質富於彈性，不會降低穿者手部的靈活

度，通常用過即丟。對天然乳膠過敏的醫療人員戴的手套是用非乳膠材質製成，譬如合

成橡膠、聚乙烯或乙烯樹脂。 

鞋套 

鞋套是薄層、鬆緊的「短靴」，完全覆蓋住在手術室穿著的鞋或靴。一般使用塑膠或不

織布材質，用過即丟。 

袖套 

當外科醫生不需穿到罩袍時，可穿戴袖套。袖套兩邊開口是以鬆緊帶方式附著於手臂。 

安全護目鏡與護面罩 

安全眼鏡或安全護目鏡是用來保護外科醫生的眼睛避免被體液噴灑。它們會完全覆蓋眼

部，有些還圍繞額頭提供額外防護。它們的設計會確保穿戴者進行醫療過程時視線清晰

無阻。 

護面罩因為覆蓋整個臉部，較安全眼鏡提供更多防護。 

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也稱為手術口罩，自 1900 年代初期就廣泛使用。它們遮住口鼻，以防止滴狀

液體裡的微生物在穿者與病人間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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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塑膠圍裙 

一次性塑膠圍裙是在醫療制服有可能被血液、其他體液或藥液汙染時穿用，是用過即丟

的產品。 

手術帽 

手術帽是醫療人員用來覆蓋頭髮與頭皮用，防止穿者頭髮與皮屑的汙染物落至病人身

上，同時也有防止頭髮阻礙穿者視線的作用。現代手術帽有各種不同色彩與設計的選

擇，結合流行與功能。 

醫療防護服裝的基本性能 

醫療防護服裝應能同時滿足： 

· 醫療場所消毒的需求 

· 穿戴者對舒適度的需求 

研究顯示醫療人員希望他們的工作服： 

· 能防止微生物與傳染源的定居繁殖 

· 結合經醫學期刊證實的有效科技 

· 採用舒適的布料，尺寸適合並有美感 

醫療組織、醫療服裝供應商等則列出下列重點： 

· 阻隔防護 

· 抗菌性 

· 舒適 

· 實用的設計 

· 與其他個人防護裝備的相容性 

· 適合的尺寸 

· 穿脫方便 

· 牢固耐穿性 

· 防阻不良效果 

· 美感 

阻隔防護 

醫療人員穿著的衣服必須有效阻隔微生物載體，亦即液體。這些衣服在乾燥或潮濕時都

必須能抗拒微生物的穿透。科學證據顯示極小量的血液或體液都可能含有相當數目的病

菌(表一)，目測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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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血液媒介病原透過底材的滲透數目 

血液媒介病原    透過底材的血液滲透量    (單位微升 = 千分之一毫升) 

      100        10           1                  0.1 

HBV (B型肝炎病毒) 

數目 

10,000,000    1,000,000     100,000            10,000 

HCV (C型肝炎病毒) 

數目 

100-100,000  10-100,000     1-1,000           0.1-100 

HIV (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數目 

     6-700      0.6-70         0.06-7          0.006-0.7 

液體裡的微生物透過衣服的轉移會視幾個因素而定： 

· 布料的物理與化學性質，例如厚度、結構、孔隙大小及防液程度 

· 微生物的形狀、大小與其他特性 

· 液體的特性，例如表面張力、體積與黏度 

醫療防護服裝採購者的一大挑戰是要決定符合服裝用途的阻隔防護程度。複雜的是，描

述這項性能的業界名詞有多個，還常常交互使用，包括排液、抗液、防液、不可滲透、

不透水等等。如果衣服使用防液布料製作，就有較大的阻隔防護程度，通常是織法緊密、

孔隙小的針織或平織布。寬鬆織法、孔隙大、容易穿透的布料，微生物及液體很容易就

穿過空隙，在布料組織間移動，使得傳染物立即散播出去。 

大多數的布料屬於可滲透，時間或壓力會讓液體滲過。如果布料接觸液體時間較長，會

形成預濕現象，降低布料對滲透的防禦力。外在的力量，譬如按壓或傾靠的動作，就可

能讓液體滲透布料；這種力量是血液滲透醫療防護服裝的主要路徑之一，特別是在胸前

及袖子部位。 

為防止滲壓現象，製造商通常會在使用的布料上加上一層防滲薄膜。接縫與閉合處是阻

隔防護作用的重要細節，有各種不同的接縫構造來保持防液布料的阻隔性(表二)。選擇

何種構造還是要看所需要的防護程度而定。 

表二：醫療防護服裝普遍使用的接縫構造 

接縫構造 定義 防護特性 

粗縫 將兩片材質用線繃縫接合 防阻乾燥的分子 

車縫與貼合 
將兩片材質覆上一層類似材質，以鏈縫方式縫

合所有材質層 

防阻液體與乾燥分子

滲透 

熱封 將縫合的接縫用膠帶封住於布上加熱以密封 接縫可以防阻液體 

超音波 
將兩片材質不用線而用超音波聲波振動方式熔

接接縫 
接縫可以防阻液體 

易受到嚴重磨擦部位的接縫，例如口袋，應該強化。抽繩通常用來固定手術褲，應該使用耐

磨材質以防止磨損或散開。拉鍊等閉合處如無法阻隔液體滲透，應覆蓋一片阻隔防護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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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性 

抗菌性是手術室與加護病房服裝的基本要素，這些地方有高度的細菌傳布風險。自 1990

年代以來，抗菌劑-譬如銀-就被固定加在醫療成衣裡以降低風險。但僅使用抗菌劑可能

不足以降低微生物汙染，加入抗菌劑的服裝布料表面必須是疏水的，否則血液及體液內

的有機物質會滲過表面，干擾抗菌劑的效用。 

舒適 

醫療防護衣必須穿著舒適，因為一次可能穿著甚久，有時甚至達 24 小時。有些人聲稱

醫療人員的生產力與工作服的舒適度有極大關係，更有人宣稱不舒服的衣著有可能讓整

個臨床醫療過程產生風險，因為穿者會被衣著分心。與舒適有關的重要特性包括： 

· 透氣性 

· 輕量 

· 柔軟 

透氣性對有阻隔防護作用的服裝特別重要，譬如外科手術衣。一項 2012年的研究顯示，

穿著隔絕水氣滲透的阻隔成衣可能會引起熱緊迫(註：一種體熱的累積，可能引起痙攣、

昏倒、噁心甚至死亡)。但是，穿著由兩層不同布料製作的罩袍可以降低熱緊迫的風險： 

· 衣服前片採用防液但較不透氣的布料，以防止布料被血液及體液滲透 

· 衣服後片採用透氣布料，讓濕氣散逸 

一些醫療防護服裝供應公司宣稱他們的產品在舒適與防滲作用間取得最佳平衡。然而，

在醫療界有許多傳聞證明很多這類宣稱過於誇大。 

實用的設計 

醫療防護服裝在設計上應該講求實用。首先它們應該提供達到阻隔防護的必要覆蓋。如

果液體有從多重方向潑灑的風險，服裝就該覆蓋整個身軀，包括頸部與腿的下半部，必

要時頭與腳也在內。 

同時，服裝背面布料應有足夠的重疊，當穿者移動拉扯布料時，譬如前彎或蹲坐時，罩

袍依舊覆蓋住背部。 

醫療服裝設計應該簡單，例如，不應有任何摺疊或褶襉處，以免微生物輕易繁殖。另外，

應該具備一些實用的特色，以利穿者進行一些基本處理。例如，口袋在胸前或臀部的位

置應該正確，以利方便取得器具及其他內容物。 

與其他個人防護裝備的相容性 

如果要達到全身防護的效果，醫療服裝就必須與穿者的其他個人防護裝備相容。例如，

外科罩袍的袖口應該很方便與手套貼合，同樣地，連身工作服的帽兜或領子部位不應干

擾到臉罩或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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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尺寸 

尺寸對醫療服裝很重要，太大的衣服會纏住或絆到物件，太緊的衣服會妨礙動作的便

利，而醫療人員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動作。如袖孔的部位必須大到方便穿脫，並加強行動

的便利。 

穿脫方便 

如果衣服穿著費力，可能會耽擱臨床手術；如果被汙染的衣服不易脫掉，汙染物可能會

在脫掉的過程中轉移到裡面的衣著。 

牢固耐穿性 

醫療服裝必須耐穿，因為衣服經過強力摩擦或撕裂，會減損防止汙染液體滲透的能力。

因此這類服裝必須足夠牢固以承受通常穿著時會有的壓力，譬如彎腰、跪著或伸展時彎

曲產生的壓力。耐穿性對重複使用式的醫療服裝更是重要，這類服裝經過工業洗濯，長

期穿著後可能破損。 

防阻不良效果 

防起毛球 

毛球可能帶有傳染物或傳染分子，有礙傷口癒合過程，因此應避免採用會起毛球的材

質，例如磨毛布。 

防燃 

對使用外科雷射刀等具有點火裝置的醫療人員來說，服裝的防燃性更是重要。 

防靜電 

防靜電功能是用來防止衣服糾在一起，影響防護作用。 

防汙漬 

醫療人員常會遇到溢濺的狀況。深度的防汙處理不但可以排除溢濺的液體，同時在清洗

過程中還會釋出已附著的汙漬。 

防皺 

醫療服裝採防皺處理以保持乾淨俐落的表面，可以傳達專業能幹的形象。 

美感 

時尚感對醫療防護服裝的設計愈來愈重要，尤其是非外科人員的服裝。非外科的服裝現

在在款式、顏色及設計上可配合個人品味有許多選擇，因此較過去的產品更具美感，甚

至醫療人員穿著外出也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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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1950年代以前，醫療防護服裝最常見的顏色是白色，代表潔淨與衛生。但是因為白色會

反射熱及光線，在強光下的手術室裡可能太過耀眼，影響眼力。始自 1960 年，顏色的

選擇變成藍與綠。這些顏色據稱有助醫療人員在手術室看得更清楚，並展現撫慰的形

象，同時也不會凸顯汙漬及血漬。 

一些其他的顏色也會用來辨識穿者的在醫院的職位。 

圖案 

有許多圖案可供選擇用來傳達醫療人員希望的形象。在兒童醫院工作的醫護人員往往會

穿著有卡通人物或可愛印花的服裝，以產生對兒童友善的形象。 

醫療防護服裝使用的布料 

醫療防護服裝的製造商採用多種的平織與針織布料作為材質，布料的選擇在於衣服的用

途以及需要的特性。 

一般而言，工作環境感染風險愈大者，愈需要使用高科技機能性布料。例如，在外科方

面，會使用最不易感染及傳布病菌的高科技合成布料；相反地，如實驗室外套及非外科

手術服就是用日常穿著服裝的布料製成，很多是棉/聚酯混紡布。 

近年來，市面已推出愈來愈多可以減少血液、體液及環境裡病菌散布的布料。加入防液

與抗菌機能的多功能布料已上市多年，但並未獲得青睞，可能是因為醫療人員懷疑其功

效，以及成本相對高昂。希望未來這類布料在醫療機構的使用能像防燃布料使用在有火

災風險的環境裡一般普遍。 

棉 

棉質服裝很受醫療人員歡迎，因為既柔軟又舒適。但是棉布並不是有效的防護材質，因

為孔隙較大，容易讓液體與細菌通過。即使布料加入疏水劑，也無法阻止極小的微生物

例如病毒(註：例如 HIV病毒的直徑只有 0.08-0.11微米)的滲透。 

此外，棉質服裝比較吸濕，潮濕時穿起來感覺不佳；同時易皺，又比合成纖維容易褪色。 

竹 

竹纖維製成的布料愈來愈為醫療防護服裝採用，尤其是非外科手術服。這類布料擁有適

合的特性： 

· 柔軟 

· 輕量 

· 抗菌 

· 透氣 

· 快乾 

· 防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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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 

聚酯的輕量、耐穿、低吸濕率、容易維護及低價的特性讓它成為常用的材質。但是通常

會和棉及嫘縈等柔軟材質結合以增加舒適度。 

混紡纖維 

這類纖維因為集多種纖維優點於一身，已成為常見材質。例如，聚酯/棉混紡材質就結合

棉的柔軟與聚酯的耐穿與易維護優點。大部分市面上的手術服都採混紡材質，特別是

65%/35%的聚酯/棉布料。還有許多醫療用布料加入彈性纖維，提供衣著舒適伸展的特

性，並有助維持形狀。 

用於重複使用式外科衣著的高機能布料 

通常有兩種： 

· 三層貼合布料，在兩層針織聚酯布中夾入一層多孔薄膜。這種布料孔隙小，可以阻止

液體與細菌滲透，但容許水氣穿透。 

· 以超細聚酯絲緊密織成的梭織布，加上防液加工處理。在織造過程中可加入導電碳纖

維以具備抗靜電特性。 

不織布 

不織布是在 1960年代開始用於一次性外科罩袍，提供較有效的防汙染滲透作用。1980年

代後，因為布料、塗層與覆膜技術的進步，不織布的防護性能大有改進。今日這些罩袍可

能由多層組成，層次的組合強化了整體防護的機能與力量，但仍能讓空氣與濕氣穿透。 

一次性罩袍的主要優點之一，是它們只使用一次，因此大大降低汙染物散播的可能。一

次性服裝因而被視為比重複使用式服裝要衛生。但是從環境永續的觀點來看則有缺點，

因為增加了醫療廢棄物。 

不織布的優點使得它在醫療領域占有高度的市場比重。據估計在美國有超過 75%的醫院

使用一次性不織布外科罩袍。這麼高的比重看來有點驚人，因為數項研究都顯示外科醫

生偏好重複使用式罩袍，主要因為穿著舒適。 

水針不織布 

水針不織布結合自然材質與合成纖維的一些優點，以手感柔軟、垂墜性及相對高強力而

著稱。這類織物可以防阻潑濺，但對高壓下的液體不具防護性。 

SMS(紡黏/熔噴/紡黏)PP不織布 

SMS (註：紡黏不織布是經由熱熔過程製成，聚合物在此過程中加熱直到熔解，熔融的

聚合物由紡嘴的噴孔擠壓出形成長絲，再經高速噴氣抽絲置於移動的條帶上形成鬆散網

狀。絲網通過兩個反向旋轉的鋼製熱滾筒利用熱度與壓力將網上的長絲黏合。熔噴不織

布是經由熱熔過程製成，聚合物在此過程中加熱直到熔解，熔融的聚合物由紡嘴的噴孔

擠壓出經由高速噴氣吹成長度不等非常細的纖維，將纖維置於移動的條帶或底材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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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黏合成網狀)。PP 不織布包含三層熱熔黏合的 PP 纖維。外層與裡層是長纖絲形成

網狀結構製成的紡黏材質，讓織物具備良好的強力與耐磨力。中間是一層緊密的熔噴超

細纖維構成的墊子，用以防阻液體及分子穿透到裡層，但卻可以讓空氣與水氣穿透，因

此是透氣的。 

圖六：SMS 不織布 

 

 

 

 

 

 

 

                             1) 液體與病菌 

                         2) 紡黏層 

                         3) 熔噴層 

                         4) 紡黏層 

                       5) 空氣 

資料來源: lohmann-rauscher.com 

與水針不織布相比，SMS PP不織布較不透氣，但提供較佳的防護效果。SMS的結構可

以改變以達到期望的效用。例如，可以加上一層額外的熔噴層以強化整體防護功能。 

聚乙烯 (PE) 

液體及空氣中的汙染物無法穿透 PE布料，因此是理想的抗菌布料。Tyvek是杜邦的 PE

布料品牌，是一系列由高密度聚乙烯(HDPE)纖維製成的薄膜產品，廣泛使用於醫療產

業，提供防阻致命病毒的保護作用。 

Tyvek 據稱結合紙、薄膜及布料的性能。高強力、輕量、耐磨、防靜電，適合用於製造

防護用的連身工作服。自從 2015年伊波拉病毒疾病在西非爆發後，Tyvek製的防護連身

工作服的需求大增。 

醫療防護服裝的規定 

醫療防護衣被認為是醫療裝置，因此其製造與銷售在完善的醫療市場裡受到嚴格的規

範。 

在這些市場裡，用來防阻感染物轉移的衣服與配件，在生產、使用與拋棄方面，必須符

合一些標準與基準(表三)。不遵守這些標準與基準的製造商與供應商，可能會付出高昂

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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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0月的 Kimberly-Clark案例就凸顯遵守規定的重要性。該公司是不織布成衣的

領導供應商，被指控不實聲稱其外科罩袍可以防阻伊波拉病毒疾病及其他傳染病。這項

指控是在美國聯邦法院提出、涉及五億美元的法律案件。 

在歐洲，醫療防護衣的性能要求規定在 EN 13795及 EN 14126的標準中。符合這些標準

即保證一件衣服可以： 

· 在外科手術及其他侵入性療程中預防感染物在病人與臨床人員之間傳布 

· 在衣服整個壽命期間提供相同水準的安全與性能 

在美國，所有用來作為醫療裝置的個人防護裝備都必須符合特別的防護性能標準。這類

的個人防護裝備也必須獲得 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上市許可。此外，對於有可能

感染到美國大量人口的傳染病爆發時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應該符合 CDC(美國疾病管

制中心)的特別建議。 

在美國訂立防護服裝產業產品安全標準的組織例如 ASTM、AAMI、ANSI(均參見表三)

等，皆一致同意選擇、測試及維護外科罩袍與覆蓋巾的方法。 

所有在美國銷售的外科用服裝都必須符合 ANSI/AAMI PB70:2012標準，這是一套依防

護衣與覆蓋巾的防阻液體性能分類的系統。在這套標準下，外科用服裝依防護程度分成

四級。第一級提供最低階的防護，第四級提供最高階的防護。到達第四級的成衣是液體

無法滲透的，達到這種等級的外科罩袍必須加上薄膜強化。 

美國與歐洲在這方面的標準是一套嚴格的標竿，被無數其他國家採用。 

符合個人防護裝備規定 

有鑑於醫療場所交叉感染的潛在風險，適當使用醫療個人防護裝備並符合其規定非常重

要。令人擔憂的是，許多終端使用者並不遵守這些規定。2014年 10月世界衛生組織公

布，感染伊波拉病毒的醫療人員是因為個人防護裝備使用不當，而不是因為這些裝備無

法保護個人。 

表三：醫療防護服裝標準與基準舉例 

組織 標準或基準 

AAMI 1/ 

ANSI 2 

AAMI TIR11:2005/(R)2015 醫療場所防護衣與外科覆蓋巾的選擇與使用 

ANSI/AAMI PB70:2012 醫療場所防護衣與覆蓋巾的液體防阻性能與分類 

ANSI/AAMI ST65:2008/(R)2013 醫療場所重複使用式外科用紡織品之處理   

AATCC 3 AATCC TM42-2013 防水性：衝擊穿透試驗 

AATCC TM127-2014 防水性：靜水壓試驗 

AORN 4 外科罩袍與覆蓋巾選擇與使用之建議做法 

AST 5 罩袍與手套穿戴做法標準 

ASTM 6 ASTMF 1670/F1670M 防護服裝材料對合成血液穿透阻力之標準試驗方法

(註：此項試驗使用的合成血液是纖維素、色素、緩衝溶液與安定劑的混合) 

ASTM F1671/F1671M - 13 使用 Phi-X174 噬菌體試驗系統供防護服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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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血液媒介病原穿透阻力之標準試驗方法 

ASTM F2407 使用於醫療場所之外科罩袍的標準規格 

ASTM F1819 使用機械壓力技術供防護服裝材料對合成血液穿透阻力之標

準試驗方法 

ASTM F903 防護服裝材料對液體穿透阻力之標準試驗方法 

CDC 7 醫院人員感染控制基準，1998 

隔離預防基準：預防醫療場所傳染物之傳播，2007 

外科場地感染預防基準，1999 

管理確染伊波拉病毒病患或臨床上不穩定或有出血、嘔吐或腹瀉現象正接受

伊波拉疾病查驗的個人的美國醫院醫療人員，其所使用的個人防護裝備指

引，包括穿脫裝備的程序 

選擇用於防阻血液及體液中微生物之醫療防護服裝的考量 

歐盟標準

委員會 

EN 8 13795:2011+A1 2013 外科覆蓋巾、罩袍與潔淨服用來做為病患、臨床

人員及設備的醫療裝備。對製造商、加工廠商及產品、試驗方法、性能要求

及性能等級的一般規定 

EN 14126:2003 防護服裝防阻傳染物的性能要求與試驗方法  

美國醫療

洗濯認證

協會 

處理醫療場所用重複使用式紡織品認證標準 

ISO 9 ISO 16603:2004 防阻與血液及體液接觸之防護服裝--防護服裝材料對血液

及體液穿透阻力之判定--使用合成血液之試驗方法 

ISO 16604:2004 防阻與血液及體液接觸之防護服裝--防護服裝材料對血液

媒介病原穿透阻力之判定--使用 Phi-X174 噬菌體之試驗方法 

NFPA 10 NFPA 1999：緊急醫療手術用防護服裝及組合裝標準 

1 AAMI： 美國醫療器材促進發展協會    2 ANSI：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3 AATCC：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    4 AORN：美國手術全期護理協會 
5 AST：  外科技師協會                6 ASTM：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 
7 CDC：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            8 EN：   歐盟標準 
9 ISO：   國際標準組織               10 NFPA： 美國消防協會 

布料、服裝與配件在預防控制感染方面的創新 

AHLSTROM：VAPORCOOL 

芬蘭不織布製造商 Ahlstrom開發的 VaporCool是應用在醫療方面的布料，用於製造醫療

人員穿著的一次性手術服與醫院病患服，也可用於防護口罩的襯裡。 

VaporCool 是一種親水性的 SMS 不織布，加入一種會捕捉並散發濕氣的聚合物

Adaptive。Adaptive賦予織物調節溫度的性能，這樣的布料可以貼膚穿著。 

在炎熱的環境，Adaptive會將肌膚的汗吸走，提供涼爽作用。因此相較於傳統的手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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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porCool 布料製成的手術服據稱可以降低穿者體溫 2-3°C。在寒冷的環境，Adaptive

會保住濕氣，提供穿者一層隔絕。 

AKSIGEN：ARMA 

ARMA是印度防燃產品製造商 Aksigen生產的醫療紡織品，使用在一系列重複使用式的

醫院產品上，包括醫療人員的服裝。 

ARMA經過名為 Livinguard的抗菌劑加工處理，可以消滅引起醫院感染的主要微生物。

製造商聲稱 ARMA是世界第一個可以洗濯、永久殺菌的醫療紡織品，有助減少感染。 

ARMA推出時，Aksigen公司表示希望產品有助醫療場所防治傳染計畫，同時也能減輕

健保負擔。 

CARDINAL HEALTH：SMARTGOWN 

SmartGown是美國各類醫療產品供應商 Cardinal Health出產的一次性外科罩袍，據稱是

完全不滲水，但是具有透氣性。其所使用的布料在穿者體溫升高時，會發散掉更多的水

氣，因而提供涼爽效果。 

SmartGown 罩袍的臨界區(最容易接觸到液體的部位)已被 AAMI 歸類為提供第四級(最

高階)的液體防護作用。罩袍的肩膀及衣袖部位使用充裕的布料以利活動自如，並容許

空氣沿肌膚表面流通。 

HALYARD HEALTH：AERO BLUE* 

Aero Blue*是美國 Halyard Health公司銷售的一次性外科罩袍旗艦品牌。該公司原屬於不

織布消費性產品巨擘 Kimberly-Clark的一部分，於 2014年 10月 31日成為獨立公司。 

Aero Blue*罩袍使用一種柔軟的彈性布料，有一「內在核心」可以防止有害液體的滲透，

同時容許濕氣通過，因此罩袍具有防阻細菌與病毒的作用，穿起來仍很舒適。 

Halyard Health 公司宣稱這種罩袍較輕、較透氣、比市面上類似罩袍的防護性強四倍。

此外，Aero Blue*罩袍被 AAMI歸類為提供第三級的液體防護作用，也符合耐磨、防燃

的嚴格標準。 

THE HOHENSTEIN INSTITUTE 與 WFK-INSTITUT FÜ R ANGEWARNTE 

FORSCHUNG：重複使用式外科罩袍 

紡織品測試研究機構 The Hohenstein Institute與 wfk清潔科技機構合作開發重複使用式

外科用服裝。Hohenstein Institute 的研究員正在開發重複使用式紡織材質，較一般可拋

式外科用衣的材質有更佳的舒適度與更好的溫度調節性能。wfk的研究員已開發出一種

清潔過程，製造較低的機械力以防止對材質造成機械性損害，可以延長衣服壽命。 

這種清潔過程加入的消毒劑與酵素，在低水溫下也可作用，因此衣服的功能特性得以保

持，清洗費用也比高溫清潔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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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杜邦：伊波拉病毒防護裝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美國杜邦公司已開發出一種全罩連身服的原型，提供傳染病(例如

伊波拉病毒疾病)爆發地區醫療人員的防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位於美國巴爾的摩市

的私立研究大學。 

這款原型服裝採用杜邦的輕量不織布 Tychem 製成(Tychem 是在杜邦的 Tyvek 織物貼上

一或多重阻隔層形成)，衣服是連帽式，並附有大而清楚的護目面罩。衣服本身還有一

乾燥空氣輸入口，藉著一顆小電池的電力將空氣送入，讓穿者感覺涼爽並減少護目罩的

霧氣。 

從預防感染的角度看，這款服裝類似蠶繭的設計，較傳統防護衣的脫衣過程少了幾個步

驟。穿者可以向前傾身，踩在附於衣袖的長布片上踏出衣服，無需碰觸到可能受到汙染

的服裝表面。另外，背面拉鍊的頂端與下端都有長布片，無需協助即可拉開拉鍊。 

LAKELAND INDUSTRIES：CHEMMAX 1 

ChemMax 1是工業防護服裝市場領導者美國 Lakeland Industries公司供應的有害物質防

護服系列，採用專利防護布料，在聚乙烯底材貼上一層高密度聚乙烯薄膜構成。 

防護服具有膠帶封住的接縫，雙層拉鍊，擋風片，提供防阻液體滲透的強力防護。 

此款服裝經驗證符合歐盟有關防阻傳染物的防護服裝標準 EN 14126，也符合美國有關

防護服裝材料對血液媒介病原穿透阻力的 ASTM F1671標準。 

ChemMax 1服裝及同公司生產的配件諸如帽兜、腳套及手套曾被為防止伊波拉病毒擴散

而招募的緊急救援人員廣泛使用。 

LIFETHREADS：CONTEGO 

Contego(註：拉丁文保護之意)是美國 LifeThreads 公司推出的手術服系列，LifeThreads

是專注於臨床醫療機構感染管控的生命科學公司。此系列的設計特別強調款式及色彩的

變化。 

Contego系列服裝採用 55%棉、41%聚酯及 4%彈性纖維的混紡材質，具備醫療場所所需

的基本性能，即防阻液體與抗菌的功能。抗菌功能是使用經吡硫鋅(ZPT，一種阻止細菌

與黴菌生長的作用劑)處理的布料而達成。Contego 品牌的服裝與 LifeThreads 的其他產

品同樣都在經過 ISO 9000與 Oeko-Tex驗證的工廠生產。 

Contego 手術服包括上衣與下身，每款各有六種顏色；上衣分男女共用及女用兩種，長

褲則有三種選擇：男女共用、男用及女用工作褲。此系列服裝據稱穿著舒適並耐磨損。 

OPERATING ROOM INNOVATIONS：SOLOFIT 

Solofit是提供穿者上半身完全覆蓋的外科罩袍。這樣的設計降低病原菌在人與人間的移

轉。傳統的外科罩袍在背後開口，可能提供病菌通過的途徑。Solofit的設計容許穿者穿

上後背部達到全部覆蓋，無需他人協助即可安全繫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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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袍腰部及肩部上的特殊布條讓穿者可以輕易穿脫。穿者將這些布條固定在一根柱子上

與腰部及臉部對齊的高度處，再將身體旋轉一圈。這一圈讓被布條撐住的布料將罩袍背

部區域閉合，再將布條從柱上解下，在罩袍前身安全繫好。在試穿 Solofit時，這個獨立

穿著的過程顯示可以讓一個外科團隊在手術室的整體時間節省超過十分鐘。 

Solofit提供多種尺碼，據稱適合所有體型；可調整的肩帶還可以讓衣服更為合身。 

Solofit是美國 Operating Room Innovations公司開發的產品，該公司專注於設計手術室內

問題的解決方案。 

SNEEVE：兒童用一次性抗菌袖套 

Sneeve 是美國 Sneeve 公司開發的兒童用可拋式抗菌袖套，用來防止咳嗽和打噴嚏時細

菌的散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建議兒童在無法取得紙巾時，咳嗽和打噴嚏時應該用手肘

摀著，以免細菌擴散。但是這樣做痰與鼻涕可能會停留在皮膚或衣服上。Sneeve是小片

的袖套，用來覆蓋住手肘部位，可以直接戴在手臂上或戴在衣服上。袖套有吸收性，可

以伸縮，並經過含檸檬酸與銀的抗菌加工處理。 

兒童咳嗽和打噴嚏時用 Sneeve 摀著，痰或鼻涕會被吸附，抗菌作用會殺死細菌。這個

過程能保持 Sneeve下的皮膚或衣服清潔，並防止細菌擴散。 

開發者希望藉此鼓勵孩童習於咳嗽和打噴嚏時用手肘摀著。 

STRATEGIC PARTNERS：新一代具抗菌與防液性能的醫療服裝 

美國 Strategic Partners公司推出採用名為 Certainty Plus的奈米科技製成的手術服與實驗

室外套系列。該公司在醫療服裝、實驗室服、鞋類及配件的設計與製造上是領導性廠商。 

Certainty Plus提供布料抗菌與防液的性能，可防止異味的形成及液體與汙漬的穿透。這

項科技並不影響布料的外觀、觸感或舒適度。 

使用 Certainty Plus科技的手術服是以 Code Happy品牌銷售，Code Happy是美國時尚手

術服的供應商。使用這項科技的實驗室外套則以 Code Happy、Cherokee及 Dickies品牌

銷售。Cherokee及 Dickies是防護服裝的主要供應商。 

VESTAGEN PROTECTIVE TECHNLOGIES：VESTEX 

Vestex是美國 Vestagen Protective Technologies公司開發的防護布料，該公司專精於高機

能紡織產品與技術的開發與行銷。 

Vestex布料可以防止或降低病原菌及其他汙染物的感染與滯留，並具有下列特性： 

· 透氣性佳 

· 牢固性 

· 堅固的防液性 

· 穿著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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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ex含有一種抗菌劑，據稱使用超過 25年從未讓微生物產生適應性(註：微生物適應

性是微生物對環境改變的反應過程)或抗藥性。 

這種布料也含有氟矽驅散性，會讓任何接觸布料的液體形成珠狀滾落表面。 

此外，布料還經過吸濕加工，有助空氣穿透布料使其快乾。 

一項用來評估 Vestex製手術服性能的研究顯示，與傳統手術服相較，Vestex手術服能相

當程度降低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汙染。 

雖然 Vestex布料最初是為醫療人員的服裝而開發，其防護性能也很適合其他具有汙染液

體溢濺風險的職業工作服使用，例如公共安全、緊急救援、食品處理甚至競賽性運動。 

醫療監測與健康用服裝及配件 

高科技布料與微電子的進步為智慧服飾的發展奠下基礎，對個人健康有直接的影響作

用。智慧衣有一些醫療上的用途，例如： 

· 監測與診斷健康狀況 

· 有助慢性病如糖尿病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管理 

· 有助預防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 

· 改進穿者的健康意識 

· 減輕穿者的痛苦或不適 

1990年代與 2000年代初期在紡織穿戴科技方面的研究導引至智慧衣的發展，這種服裝

利用感應器收集處理穿者心跳率、體溫及其他一些生命跡象的數據。 

最初推出的原型功能良好，但很少被認為是實穿的，那些可以穿的穿起來卻不舒服。但

是當時紡織界都懷抱期望，認為智慧衣可以在醫療領域扮演一個關鍵角色，卻未預見到

智慧型手機科技的發展已消除多種智慧衣的市場需求。 

自 2010 年開始，穿戴科技已有大幅的進步，醫療用智慧服飾也不再被認為是花俏不實

的裝置。今日市場上的智慧衣實現了使用者的需求，包括： 

· 彈性 

· 低耗能 

· 可機洗 

· 簡單的使用介面 

· 柔軟 

· 無線連結 

近年來無線生理監測系統已廣泛用於從醫療照護、軍隊到職業運動等不同領域，並經證

實有許多好處。這些系統的實用性在 2010年時被凸顯出來，當時有 33名礦工身陷北智

利的礦坑內，就是用這些系統來監測健康與體能狀況。 

從一些專題報告的結論可看出，對穿戴科技的期待甚高。例如，英國新科技顧問公司

IDTechEx 於 2016年 7月出版的報告就預測電子紡織品的市場規模將從 2015年的 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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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成長到 2026年超過 30億美元。美國研究管理顧問公司 TechSci Research公司 2014

年 8月出版的報告則預測全球智慧服飾的銷售 2019年時將達 2.75億件。 

IDTechEx 的預測反映在對物聯網(IoT)的期待上，物聯網是物件形成的網絡，這些物件

內建電子、軟體、感應器及可以收集與交換數據的網路連線能力。這類物件的數目預計

從 2015年的 182億增加到 2020年超過 500億。 

此外，世界最大的醫療保健貿易展 MEDICA 於 2015年 11月 16-19 日在德國杜賽道夫

舉行的研討會裡，講者一致認為穿戴科技會造成醫療做法的革命。  

BOMEDUS：LOWER BACK 

Lower Back是德國 Bomedus公司推出的電子紡織腰帶，該公司專精於開發不藉藥物或

手術而能紓解疼痛的產品。 

這種腰帶以降低下背部肌膚表面細神經纖維的過動性來紓解慢性背痛。這些纖維亦名痛

覺纖維，偵測到潛在有害刺激時，透過脊髓的神經細胞將此訊息傳到大腦。腰帶利用一

種技術降低這些神經的過動性，中斷疼痛訊號的傳遞。這種技術是建立在名為 Small 

Fiber Matrix Stimulation(小纖維矩陣刺激)的科技上。 

這項科技是 Bomedus公司與波昂醫院大學(UKB)合作開發出，利用腰帶內側的小電極矩

陣發送電子脈衝給過動的神經纖維，這些脈衝的作用是讓過動的神經纖維「忘記」記錄

疼痛。 

據估計單在德國就有五百萬人因為脊髓與大腦的痛覺處理系統運作不良而苦於長期背

痛。Lower Back腰帶可以用來緩解如椎間盤突出引起的疼痛，也適用在物理治療。 

Bomedus提供顧客 Lower Back產品租與買兩種選擇，對其他如頸、膝蓋及手肘等部位

的疼痛，該公司也有類似的產品。 

DREXEL大學：監測孕婦子宮收縮與胎兒心跳的新型托腹帶 

美國費城 Drexel 大學的研究人員研發出可以即時監測孕婦子宮收縮與胎兒心跳的托腹

帶。 

此款托腹帶可用來監測高風險懷孕，有問題時可預警醫療人員。同時也可做為孕婦例行

檢查的非侵入性程序。 

腹帶是使用島精機公司的軟體與電腦橫邊機製作，可以設計得與孕婦胃部中段部位緊密

精準貼合。腹帶採用導電紗，做為無線及被動的 RFID(無線射頻識別系統)標籤。標籤捕

捉訊號特徵，運用研究人員開發的訊號處理演算法來測量子宮收縮的密度及其他醫療資

訊。 

EMPA與 SCHILLER：ECG(心電圖)胸帶 

ECG 胸帶適用來監測有心臟問題的病人。這項產品是由 EMPA(瑞士材料科學與技術聯

邦實驗室)與專精診斷系統的 Schiller公司共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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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監測的進行是由貼附在病人肌膚上的電極接收心臟的電子訊號，電極是用加上防水

透氣薄膜的紡織材質製成。 

因為電極需要在潮濕狀態才能接收可靠的訊號，因此只有在維持濕潤的情形下才能持續

監測。傳統的凝膠電極不適合進行持續監測，因為會乾固；傳統的紡織電極只有當病人

出汗時才能提供可靠數據。ECG胸帶的電極得以保持濕潤，除了靠穿者肌膚出汗的水氣

外，胸袋本身內建有一特殊的蓄水裝置可以釋出水氣。 

ESPÈ RE HEALTHCARE：DERMASILK 

DermaSilk是英國 Espère Heaalthcare公司行銷的止癢內穿衣著系列，目標鎖定罹患接觸

性皮膚炎、濕疹與其他過敏性皮膚狀況的人。 

此一系列的成衣使用低過敏原抗菌醫學級的絲製成，這種材質最常用在手術縫合線。和

傳統的絲不同，這種絲不含絲膠蛋白這種會引起一些過敏反應的物質。 

此外，製造 DermaSilk的絲是紡成長度達 800公尺的長纖，其平滑度與圓柱形狀比棉纖

維更不容易引起發癢，棉纖維是短纖維，潮濕時很容易折斷。 

DermaSilk據稱在水中可保持三成的自身重量，皮膚接觸不會覺得潮濕；同時是透氣的，

有助維持肌膚周遭舒適的微氣候，因此可降低引起發癢與刺激的風險。為了更進一步降

低此等風險，成人穿 DermaSilk成衣的接縫採包縫車法，非常細小；嬰兒裝的接縫則是

在外側。 

臨床試驗顯示 DermaSilk成衣在協助紓解濕疹症狀方面就如同定期擦拭特效藥膏一般有

效。 

DermaSilk成衣系列包括緊身衣、內搭褲、褲子與上衣，有不同形狀與尺碼的廣泛選擇；

另外也有配件，例如口罩、手套、圍巾及襪子。 

FRAUNHOFER IIS與 FRAUNHOFER ISC：糖尿病患使用的壓力監測襪 

德國 Fraunhofer積體電路研究所(IIS)與 Fraunhofer矽酸鹽研究所(ISC)一起開發出一種供

糖尿病患使用的壓力監測襪原型，並期望這種襪子會有其他終端用途，包括運動與健身。 

糖尿病患常苦於腳部神經與循環問題，造成這個部位的痛覺感降低，因此病人在長時間

站立後，可能會因無法察覺腳部負荷過重，產生傷口及壓瘡。 

穿著壓力監測襪目的在於防止產生傷口及壓瘡。這種襪子建有 40 個感應器，是用一片

柔軟可伸縮的矽膠薄膜製成。感應器兩側都貼附以石墨或碳黑製成的電極，然後以縫合

或膠黏方式夾在兩層棉與合纖混紡布中間。 

感應器位於襪子相當於腳踝、腳跟、腳掌及腳面的部位。感應器的厚度在壓力下會變較

薄，表面積會增加，此時會經由一條導電線傳送訊號到一個無線裝置，這個裝置是由一

個特定應用積體電路(ASIC)晶片與一個控制器構成。然後手機或平板裝置就會通知病患

改變腳的位置或身體重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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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UNHOFER IPK與 FRAUNHOFER IZM：CAREJACK矯形衣 

德國 Fraunhofer 製造系統與設計科技研究所(IPK)與 Fraunhofer 可靠性與微積體研究所

(IZM)合作開發出一種名為 CareJack矯形背心，提供穿者背部的支撐。 

這款背心可以穿在一般衣服的外面，目的在防止因為單邊動作或不正確抬起重物引起的

背部傷害。特別適合護理師及其他需要時常抬起重物及進行密集的體力工作的人員。 

背心是以彈性、輕量、柔軟材質製成，加入驅動器、電子元件及感應器。其電力來自內

建的裝置，可以儲存及釋放動能。背心能持續收集與穿者動作相關的數據，處理器會將

這些數據與最大動作的數據比較。當背心偵測到不正確或不尋常的動作時，警示燈會亮

起，同時會啟動驅動器來協助支撐穿者的姿勢，支撐的程度可依照穿者的偏好客製化。 

圖七：CareJack 

 

 

 

 

 

 

 

 

 

 

資料來源: fraunhofer.de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SENSORBELT 

德國不織布製造商 Freudenberg Performance Materials與瑞士 Swisstom公司合作開發的

SensorBelt系統，將電極帶結合電阻抗斷層攝影技術(EIT)以即時方式監測人體肺部。 

這套系統是用來監測有呼吸衰竭風險的病人，較傳統使用的 X光大大向前邁進一步。當

這類病人裝上呼吸器，就非常需要監測通氣對肺部脆弱組織的作用。利用 EIT，交錯的

電流被傳送經過病人的軀體，當病人呼吸時，肌膚表面產生的電壓會輕微變化，

SensorBelt 就會利用感應器收集這些電壓伏特數的微小變化，再使用收集的數據產生肺

部的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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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及製衣學系：紓解濕疹的衣服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的研究團隊已開發出可以紓解濕疹相關症狀的衣服。 

用來製造這種衣服的布料是採用含有牡丹皮(Cortex Moutan)的自然纖維製成。牡丹皮是

一種傳統中藥，用來治療皮膚病，如濕疹。這種藥劑是直接塗在皮膚上，據說用來減輕

痠痛及泛紅非常有效。 

然而，許多濕疹患者不喜歡藥劑塗在肌膚上的辛辣與苦澀感。研究人員針對此點開發一

種方法，將微膠囊填滿牡丹皮然後植入衣服布料的纖維中。當穿者的體溫在正常的 37°C

左右時，微膠囊的內容物就會釋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電擊衫 

一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醫工程學生設計了一件類似襯衫的衣服，可以在病人心臟病發

作時給予電擊。 

學生們表示，這項設計改良了標準穿戴式去顫器系統(註：標準穿戴式去顫器系統緊貼

肌膚，用來偵測心律不整情況。有高度心律不整風險的人包括那些接受過開心手術與最

近歷經心臟病發作的病人。長期的治療是要用手術在胸腔植入一個小的去顫器，類似心

律調節器。但是這種手術是侵入性而且可能非常昂貴)。有嚴重心臟問題的病人已經在

使用標準系統。標準系統包含一件穿戴式馬具形狀的衣服，腰部懸掛著一個控制盒。 

在兩項調查中，有 20%穿戴標準去顫器系統的病人沒有一直穿著，原因是： 

· 舒適與外觀問題 

· 睡覺時穿著的問題 

· 警示聲時常響起，警告穿者情況緊急，但實際上是因為感應器鬆了，以至於系統無法

從病人肌膚上的感應器接收清楚訊號。 

新襯衫的設計是用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且穿在病人衣服裡不顯突兀，因此病人比較願意

穿著較長時間。 

襯衫採用薄、透氣又伸縮的布料，防水且容易清洗。襯衫包含的電子組件可以施出 200

焦耳的電擊以中止致命的心律不整。電子組件是包覆在襯衫兩側的薄口袋內。 

NOTTINGHAM TRENT大學：雷諾氏症候群患者用手套 

英國 Nottingham Trent大學的研究團隊運用智能紡織科技發展出一種可以紓解雷諾氏症

候群的手套。雷諾氏症候群是血管收縮引起肢體末端的病變，影響的部位例如手指與腳

趾會變冷、蒼白並疼痛。手套採用針織布製作，內建發熱元件。 

傳統發熱手套可以減輕雷諾症發作時的痛苦，但是戴起來很笨重，因為縫在內面的發熱

元件就很笨重。這款手套則既輕又薄，可以讓穿戴者進行需要靈活度的活動，例如操作

手機或是從錢包拿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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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發表時，團隊領導人表示，這副可靠的發熱手套輕薄，有彈性，可洗濯，有伸縮性

容易戴上，讓手指可以靈活動作，只加入一個小而輕的電池，電池壽命很長，手套外觀

也很好看，這些優點可以讓患者在家就可處理症狀。 

SCHOELLER TEXTIL：ILOAD 

瑞士 Schoeller Textil公司開發的布料新科技 iLoad可以透過衣服提供藥物。該公司專精

於開發製造創新布料與智慧紡織科技。 

iLoad 布料包含帶負電荷的一層，讓布料的每一根纖維可以塗敷上藥物。使用這種布料

製成的衣服經過一個在洗衣機裡漂洗的過程來「承載」藥物。當穿上衣服時，布料就會

「卸下」藥物到肌膚上，肌膚會吸收這些藥物。 

藥物釋出的速度可以視需要或其作用而改變。任何殘存於布料上的藥物可以在衣服洗濯

時洗除，然後衣服可以重新承載另一次治療的藥物。 

雖然 iLoad布料主要是用於醫療服裝，但也可用在其他工作服與運動服上釋出其他有益

物質。Schoeller Textil的這項創新並贏得瑞士科技獎(Swiss Technology Award)。 

SIGVARIS：EVERSOFT 

Eversoft是糖尿病患使用的治療性壓縮襪。這項產品是瑞士醫療用壓縮衣供應商 Sigvaris

推出的。 

糖尿病患因為血液循環不良，腿足部常易發生皮膚感染。這項產品的設計在於防止腳部

的擦傷以及濕氣與味道的堆積，降低感染風險。 

襪子是採用品牌 drirelease(DR)的濕度調節功能紗製成，這種紗內建 FreshGuard 防臭處

理。同時在腳趾部位接縫採平縫設計，進一步降低皮膚刺激；襪子頂端有鬆緊帶以增加

舒適感。 

Sigvaris在壓縮襪的領域甚為著名，尤其是其生產的漸進式壓縮襪(註：漸進式壓縮襪在

腳踝與膝蓋間產生不同的壓力，壓力的差異可促進血流，有助降低糖尿病患腿部、腳踝

及腳部腫脹的風險)。 

TWARE：TJACKET 

Tjacket 是新加坡科技公司 TWare 銷售的治療背心。此款背心給予身軀壓力，產生一種

擁抱的感覺。這種壓力已被證明可讓穿者產生冷靜的意識。 

此款背心是提供給罹患神經失調者穿著，例如自閉症及失智症，或是常感壓力，有睡眠

障礙及其他焦慮狀況的人。產品是 TWare公司由工程師與設計師組成的團隊，加上各類

職療師、大學研究人員、臨床心理師及其他專家的合作成果。 

背心包含可卸下的外層與有褶襉的氣囊構成的內層。當氣囊膨脹時，會對穿者的關節與

肌肉施壓。氣囊給予一種包覆收縮的感覺，而不是推壓的感覺，以確保壓力的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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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層有一個空氣幫浦系統，用特定的應用程式控制，程式下載在平板或智慧型手機上。 

程式提供的選單可讓穿者變化施壓的力道、持續時間與模式，以適合個人特定需求。 

圖八：Tjacket系統 

 

舒適 

內建氣囊膨脹，謹慎提供身體深層壓力 

感應 

活動與壓力感應器記錄與傳送數據 

 

 

控制                                                      監測 

施加靜態或動態壓力                                        檢視背心使用與活動程度 

控制壓力程度與部位                                        評估穿者的改進狀況與背心

效用                                                      方便與其他照護者分享資訊 

資料來源: TWare 

背心內層以雙頭螺栓鎖住的電子感應器可獲取與穿者活動程度及壓力「療程」的數據。

應用程式自動儲存與上傳數據到一雲端平台，數據在此可以方便取得並分析。 

背心分大、中、小尺寸供兒童與成人穿著，據稱舒適、耐穿，穿在其他衣服裡面也不突

兀。除了可卸下的感應器以外，所有零件皆可洗濯。 

背心售價則相當昂貴，每件介於 399 - 599美元。 

ZOLL：LIFEVEST 

LifeVest是美國公司 Zoll Medical Corp.推出銷售的穿戴式去顫器。Zoll公司於 2006年併

購美國醫療設備私人企業 Lifecor 時增加了這項產品。Zoll 公司則是日本旭化成株式會

社集團的一部分，專精於急救照護醫療器材與軟體產品的開發與行銷。 

LifeVest據稱是全球第一具穿戴式去顫器，它與植入式心律去顫器(ICD)不同之處在於是

穿在體外而不是裝在胸腔內。 

背心會持續監測有心搏驟停危險病人的心跳。背心條帶上的感應電擊網絡獲取心電圖數

據，由在病人腰部或肩帶上的監測器收集。當監測器偵測到生命危險的心律時就會發出

警示，如果穿者沒有回應，就會釋出凝膠在電極上，並會給予電擊以恢復正常心率。 

LifeVest 的主要優點是對異常心律立即反應。通常在發生心臟狀況的幾分鐘內給予電擊

治療才會有效，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下，每過一分鐘病人存活的機率就減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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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Zoll公司的說法，LifeVest在施予電擊後使病人從心搏驟停中復甦的成功率為 98%。 

在美國與歐洲進行為期三年的臨床試驗的結論是，LifeVest 是緊急醫療服務(EMS)安全

與有效的取代選項。 

圖九：LifeVest 

 

 

 

 

 

 

 

資料來源: Zoll.com 

展望 

在可預見的未來，對醫療照護的需求一定會快速成長，因此醫療服裝市場的前景高度看

好。 

一些因素會加強需求的成長，包括： 

· 世界許多地區慢性疾病的情況持續增加，譬如糖尿病、心臟病、癌症、呼吸系統疾病等。 

· 歐洲與美國等重要的醫療照護市場施行手術的數目增加 

· 政府採取措施以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改善醫療照護規定 

為了要從健康照護需求增加獲取最大利益，醫療防護服裝的供應商將會聚焦於填補市場

上價格合理、多功能、穿著舒適的服裝這一塊。 

不織布成衣製造商因為在醫療防護服裝方面擁有強勢地位，可能會在這個市場部分帶頭

發展。 

在智慧型醫療服裝方面，研究會以迅疾的腳步持續，最終目的是為每個人打造個人化、

在任何時間的醫療照護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