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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tection「2020防疫新護具」  

摘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風波，全面影響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從日常 

飲食、工作模式、娛樂等物質面向，再到重新思索人生定位，以及追求安穩等 

心理面向，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染疾病所帶來的威脅性以及追求安全健康的重要性。

為滿足此次疫情爆發下，人們追求社會安全感的需求，我們希望能夠推出一款「輕

便」、「新潮」且具備「抗菌、抗病毒」功能的防疫新護具，為人民開啟新的安全

生活模式。 

  

   在過去幾年，我們可以看到「運動」與「時尚」的結合，使得運動市場上的銷售額

從 40億美元增加到 300億美元；而在未來，我們相信結合「防護」與 

「時尚」新概念的多元紡織品也將能成為一種趨勢。 

  

   為因應未來不確定性的疫情需求，我們期望能運用兼具抗菌、抑菌等特殊機能性紡

織材料，並結合創意設計的概念，開發出一款「防疫新護具」，它是兼具有防護、

易於操作、穿戴、消毒等等功能性的科技紡織品。期盼在未來，能夠為紡織產業帶

來另一波商機，也能幫助防疫工作之「防疫新概念」融入消費者的生活情境當中，

減少疫情的擴散。 

  

  

關鍵字：防疫新概念、防護、時尚、護具、抗菌、抗病毒、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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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人們被迫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從人際互動、上
課方式、工作模式乃至娛樂活動等面向，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生活上產生了諸

多的不便之處；因應普遍人民「防疫觀念」意識的覺醒，讓防疫物資及防疫生科醫

療相關等需求，頓時成為受矚目的焦點，也順勢帶動了紡織產業發展的新格局。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擴散，燃起消費大眾對於防疫產品的重視，根據《刺胳針：微

生物》（The Lancet: Microbe）期刊指出，新冠病毒至少可以在衣服上存活 48 小時。
由此可見，若單只是藉由配戴口罩的方式來作為防護的措施，可能會稍顯不足，因

為穿在外工作、活動的衣物，經過許多人擠人的地方和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等場所，

將使得沾染病毒或任何微生物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我們需要為肌膚創造一個無

毒且抑菌的環境來保護貼身，尤其人體的眼、口、鼻部位最易被病毒侵入，因此我

們設計的產品將會著重在頭部(含眼、口、鼻)的防護上。在未來，可能每個人都需要
穿戴具有病毒防護功能，且同時兼具時尚感的衣物(護具)，防疫護具新概念將融入人
民普遍的意識當中，成為生活風格的一種，因此，我們期望透過與「天人紗 Talent 
Yarn」公司的合作，運用他們所研發的布料以及開發的新技術並結合其他公司具特
殊功能性的素材，創造出一款具有抗菌、抗病毒功能且同時兼具美觀的防疫護具。 

 
   第三節  研究目的  

＊開發出一款具抗菌、抗病毒功能且新潮的「防疫護具」。 
＊使用此一防疫護具，能有效抑止細菌和病毒透過紡織品來傳播。 
＊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病原體透過服裝傳播感染的可能性。 
＊是消費者日常生活中最佳的防護盾牌。 
＊結合「防護」與「時尚」的概念來推廣兼具多元功能性的紡織品。 
＊期望讓「防疫護具新概念」融入消費者的生活情境當中。 
＊希望能與紡織同業，共同經營此一龐大的市場需求，藉此造福廣大的消費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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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與資料收集  
第二節  產業分析  

台灣的紡織產業在近年一直有萎縮的趨勢，主要原因是為市場結構改變、成本增加、

訂單外移至工資便宜的後進發展國家設廠等。 
 
根據 2018 年資料顯示，臺灣在全球紡織品出口居第 7 位，出口金額為 92 億美元，
在機能性、環保紡織品位居全球重要供應地位。台灣相比起中國、越南、印度等國

家的生產成本較高，他們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工跟低成本資源。在難以維持低成本優

勢的情況之下，獨特性是台灣最大的競爭優勢。以功能性紡織品形成差異化、積極

找尋切入利基市場，以區隔化產品。 
 
台灣在機能布料上一直有相對的優勢，全球市占率高達 50%以上。而經濟部、經濟
部技術處與工研院等政府部門一直有協助機能性紡織品的研發和生產。 隨著消費者
對紡織品品質的要求增加及近年興起的運動、環保風潮，使得機能性紡織品開發潛

藏廣大市場商機。然而，在具高機能性的同時，消費者也對商品的時尚度有一定的

要求。結合機能、工作、時尚、永續和生活的型態是為大趨勢，對高機能時尚紡織

品的需求擴大，發展可日常穿著之防護機能服飾。 
 

第三節  環境分析  
自 2018 年底中美貿易戰後，全球供應鏈佈局出現了改變，其中紡織及成衣產業都有
遷出中國、轉向別的國家生產的趨勢，不過台灣受益於這種轉單效應只屬短期。而

於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爆發，疫情不但影響中國經濟，全球供應鏈也一度受影響，
許多工廠、物流等需要停工緩產。之後疫情陸續擴散至全球，亦對全球經濟造成重

大衝擊，直至 2020 年依然未見改善。根據 2020年第二季生產指數顯示紡織業整體
皆為負增長，僅有玻璃纖維梭織布業(15.02%)和不織布業(19.17%)獲得正增長，主要
跟防疫相關用品的大量需求有關。 
 
疫情影響使各地政府都採取應變措施，例如台灣就有因應疫情規定民眾需要在公共

場合戴上口罩。因此防疫用具變成人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物品。據工研院統計，

2020年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產值相較去年同期成長 4.5%；更高於台灣整體製造業平均
水準約 10%，具高度發展潛力，當中包括與個人防護相關的防疫物資。由此可見，
生產有關健康護理和具有抗菌、防臭、安全防護功能的纖維、紡紗、布料以及相關

產品是為紡織產業的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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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選用商品材質、商品目標確立、SWOT分析、市場調查 
 

第二節  研究架構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es	弱勢	
1.	利用無毒的鋅元素，開發出抗菌的護

具，讓擔憂毒性影響健康的消費者無須

堪憂		

2.	採用通過 SGS 認證公司的布料讓消費

者對品質與成分放心		

3.	結合現今防疫的需求，設計並發想出

新穎防疫的護具，能吸引重視防疫的消

費者購買	

1.	使用機能性布料開發產品，生產過程

較繁複，生產成本也較高	

2.	部分消費者不喜歡戴悶熱的口罩，因

此可能更不會接受口罩以外的防護用品	

3.	不願意嘗試新產品的消費者也不太願

意花錢買單		

4.	開發防疫護具涉及到生物科技的領

域，牽涉多種條例、法規和專業知識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	威脅	
1.	此次疫情促使消費者對具有抗菌、防

臭或安全防護等相關功能的產品興趣大

增		

2.	採用既實用又時尚的設計，吸引注重

防疫又愛好時尚的客群願意嘗試	

1.	大品牌若是推出相似產品，有品牌迷

思的消費者可能轉移去購買		

2.	無法預測疫情會持續多久，具有不確

定性		

3.	消費者需求變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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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案  
一、新護具的設計與發想 
將創意發想與選取的合適布料結合，設計出一款符合現下防疫工作的新護具，有別

於以往口罩基本口鼻的防疫，我們希望能做到保護眼鼻口甚至頭部的頭套護具，為

防疫多一層保護。另一方面，現今一次性的醫療口罩既不環保又有悶熱的弊病，我

們選用透氣、抗菌、除臭的布料來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二、與「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我們想透過與業界機能性布料公司的合作，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創新技

術結合奈米鋅，提升紗線與面料的防護力，做到零污染兼具抗菌功能。鋅經美國

FDA認證對人體安全，相比起竹炭紗只能除臭不能抗菌、銀離子抗菌效果好卻有毒
性的風險，是最適合用來研發對抗疫情產品的原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針對現今所有重視防疫的客群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查找適合抗菌且對身體無害的元素，經過分析比較後，最後選擇合

適的布料作為我們開發防疫護具的基礎。參考合作對象天人紗三加一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研發出的液化鋅防護防潑水口罩，加以改善製造出符合我們理想的抗菌防疫產

品。 
三、研究限制：資料查找方面，缺乏較多與主題契合的文獻，較難有多種文獻提供

參考並精進。關於抗菌的文獻資料大多都是醫療藥物或食品安全方面，與布料相關

的文獻明顯不足。另一方面，我們的合作廠商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有關公司內部資料的文獻及檔案，相對來說有一定的主觀性。 
 

 
第四章：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款式設計  
 

1.1 概念發想 
抗菌類頭套目前市面上的款式並不算多，現有可看到的大多數設計，大多忽略眼睛

保護的部分，甚至連口部、鼻部的防護都略有不足。 
本專題之標的物主要集中在整個頭部兼具美觀的防護設計，使用多款的機能性抗菌

布料，作為設計樣本的布料來源，主要強調的重點保護最易受病源攻擊的眼、口、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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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雛形概念 
本專題的概念著重頭部的全面防護，加上外套的設計，增加美觀性讓日常的使用率

更高。 
包覆性頭套：運用不同的機能性抗菌布料，保護頭部跟頭髮避免沾染環境中的污染、

細菌與病毒等，以防間接感染。 
 
 

 

 
 

 
 
1.3 最終概念設計（附加性功能性設計） 
● 光觸媒處理透明膠膜：大幅保護眼睛以及臉部而不影響視線，防止飛沫噴濺；
光觸媒防霧處理塗層，不影響視線，也較不易沾染油污 

● 可拆式圍脖：以機能性抗菌布料，一式兩款配合春夏、秋冬季節，加強保護
口鼻；也可根據場合單獨使用。可以重複清洗使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替代醫

療口罩，避免每次丟棄的浪費 
 

         
 
● 攜帶跟收納：含銀離子抗臭紗線布料製作收納袋 
使用前方便收納、隨身攜帶 
使用後收納避免沾染其他物品，抗菌、抗臭 
可水洗、重覆使用 



8 

1.4 因應不同場域需求之防護服設計概念 
可根據需求場域選擇頭套、圍脖及外套，作為最適合防疫之組合，更靈活換用 
● 進出醫院、診所：充滿感染源的密閉空間，需要最高防護級別，離開後立即
消毒、清洗；眼口鼻部分可以醫療口罩、眼罩取代，頭套可遮蓋頭髮和頭部 

● 乘搭飛機：長期待在機艙需要更大的舒適度，全副頭套跟外套可保護整個頭
部跟身體免在窄小的座位受直接跟間接感染，取代較悶熱、不親膚的口罩 

● 健身房：屬於室內密閉空間，也需要共享器材，但又同時需要舒適、透氣以
便運動，取代悶熱、容易被汗水沾溼的外科口罩 

● 大眾運輸：在密閉空間中容易互相感染，尤其上下班頂峰時間，難以保持適
當的社交距離，全副頭套跟外套可以避免飛沫傳染跟環境感染 

 
 

第二節  不同部位之材料選用及功能內含運用說明  
 

2.1 機能布料介紹 
2.1.1天人紗公司所提供的秘境傳說紗 Poly I-MYDRIVE 

 
由 45% Polyester Graphene、45% Polyester Dope Dye Black、10% Spandex 纖維組成是一
款將微量元素運用在紡織材料中的特殊紗線，其利用奈米科技將 Al 鋁、Zn 鋅及 Ti 
鈦等天然礦石元素奈米化，植入於紡織品中，賦予布料特殊性能。 
 
Al 鋁元素：由氧化鋁等礦物製成的遠紅外線粒子，可給予充分的動能，激發一定強
度的遠紅外線，促進人體的新陳代謝，改善微循環系統。 
                         
 
Zn 鋅元素：FDA將氧化鋅列為可食用等級的殺菌、抗病毒材料，氧化鋅可利用其正
電(Zn2+)抑制細菌繁殖，達到停止細菌生長、抗臭等效果為物理性抗菌。                                             
 
Ti 鈦元素：二氧化鈦屬於導熱性能良好的金屬，可將高溫(人體的溫度)，導入低溫
(面料)，提供在戶外走動時，肌膚需要的舒適性 ; 而二氧化鈦也同樣有抗紫外線的特
性，可通過反射、散射的方式，阻隔 UVB和部分 UVA。 
                         
秘境傳說紗內含的石墨烯纖維(45% Polyester Graphene)，本身具備天然的抗菌功效其
主要的殺菌機制在於石墨烯高活性的表面，當有微生物等細菌接觸時，便會使得細

胞外層的分子斷鏈，讓細菌喪失其外膜的代謝機制與營養機制，進而造就細胞死亡。 
 
2.1.2 天人紗公司所提供的 Polyester I-Cool 
其在聚酯纖維內添加氧化鋅(ZnO)元素，可抑止細菌繁殖、生長，達到抗菌的功效 ; 
而鋅本身是一種導熱性良好的金屬，可將人體的高溫導入相對較低溫的面料，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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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此款紗線有將聚酯纖維進行改良，含水率從原來的 0.4%，提升至 1.8%，整整提升
了 4.5倍，鋅元素加上含水率的提高，能為肌膚阻隔熱空氣，帶來一定的涼爽與舒適
性。 
 
2.2 頭部防護設計之材料運用 
2.2.1春夏款 防護頭套（室外開放空間，尤其人群聚集地點，如夜市、戶外演唱會）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 POLY、53% Poly I-MYDRIV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內含的聚酯纖維本身具強度大、彈性良好且不易起皺的特性，因此堅牢    
       耐用、抗皺免燙。另外 秘境傳說紗 Poly I-MYDRIVE (由 45% Polyester  
       Graphene、45% Polyester Dope Dye Black、10% Spandex 纖維組成) 當 
       中含有奈米化的 Al 鋁、Zn鋅及 Ti 鈦等天然礦石元素，令此紗線製成的 
       布料具有抗菌抗臭、抗紫外線的特性，適用於戶外活動，其中還有一定 
       強度的遠紅外線，可促進人體的新陳代謝，改善微循環系統。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0 面料  分別由 88% Polyester I-Cool、12%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Cooling, Odorless, Anti-bacterial) 
 
       88% Polyester I-Cool 
       其在聚酯纖維內添加氧化鋅(ZnO)元素，可抑止細菌繁殖、生長，達到 
       抗菌的功效 ; 而鋅本身是一種導熱性良好的金屬，可將人體的高溫導入 
       相對較低溫的面料。再加上含水率的提高，能為肌膚阻隔熱空氣，帶 
       來一定的涼爽與舒適性，適用於春、夏頭套內裡選材。 
           
       12% Spandex 
       彈性纖維能為布料帶來較好的彈性與拉伸性，提供頭套在配戴時一定 
       的彈性回復，較不易變形及產生皺摺。 

 
 
2.2.2  春夏款 防護頭套（室內密閉空間，如大眾運輸、學校、娛樂場所等）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2 布料 分別由 53% NYLON、47% POLY GRAPHEN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53% NYLON 
      尼龍布料相對強韌、耐磨，也較不易產生老損的現象，能賦予頭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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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材質一定的耐用性，且其同時兼具高彈性、伸縮性及質地輕的特色。 
 
                 47% POLY GRAPHENE 
                 如前文所提，石墨烯具有優異的抗菌性能，若將石墨烯整理到織物上，  
                 可製成抗菌織物，且其特點在於與細菌結合後不會迅速流失，在消滅病 
                 菌後可依然存在，藉此繼續與其他細菌作用，達到「強效、長效」的滅 
                 菌目的。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K-A13-013 布料 分別由 48% NYLON、52% GRAPHENE DOBBY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48% NYLON 
     選用 Tactel的特殊多樣化纖維(尼龍)，可為頭套內層提供柔軟、透氣及輕  
     盈等特性，解決因長時間在密閉場所配戴頭套，所引起的不適感，其纖維 
     所製成的布料輕薄透氣，適合作為頭套內裡選材。 
 
 
    52% GRAPHENE DOBBY 
    石墨烯提供高效抗菌、遠紅外線放射等功能。 
 

2.2.3 春夏款 防護圍脖 
       
       內/外層 (Inner/ Out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15% SPANDEX 組成 
       (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85% GRAPHENE 
因石墨烯基本上並毒性，也不易造成人體的過敏反應，因此非常適合作

為與皮膚直接接觸的材料，其遠紅外線的功能，還附加了親膚養膚的作

用。 
  
       15% Lycra Spandex 
       萊卡彈性纖維可為防護圍脖提供高彈性及伸縮性，因其手感柔軟，配戴  
       起來較為舒適、無束縛感 ; 且其耐磨損性和耐老化性的表現也相當出色     
       能延長布料的使用壽命。 

 
2.2.4 秋冬款 防護頭套（室外開放空間，尤其人群聚集地點，如夜市、戶外演唱會）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 Poly 和 53%Poly I-Mydrive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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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聚酯纖維疏水性高，吸濕排汗、快乾、強度高，並有一定的防風、防潑  
       水效果，適合作為戶外活動使用。 
       天人紗專利的秘境傳說紗具有抗菌除臭、新陳代謝、提升驅動力以及健 
       康活力素，抗菌力達 99.9％以上。另外含鋅、鈦等奈米化微量元素可有 
       效抗紫外線適合日間戶外活動。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石墨烯有良好的抗菌力，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接觸，親膚舒適作為貼合 
     肌膚的內層。另外其保暖功能可讓於寒冷季節時，在戶外活動依然有效保 
     持人體 溫度。彈性纖維則可為布料提供彈性，提升貼合度。 
 

2.2.5 秋冬款 防護頭套（室內密閉空間，如大眾運輸、學校、娛樂場所等）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3 布料 分別由 48%Nylon 和 52%Graphene Dobby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尼龍的優點是強韌、耐磨、平滑、重量輕。石墨烯不易產生靜電，目前是 
     世上最薄也是最堅硬的奈米材料，具有良好的抗菌特性。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 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石墨烯有良好的抗菌特性，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接觸，親膚舒適。彈性纖 
     維彈性高、耐磨性良好，提供良好伸縮彈性、蓬鬆感及舒適度。 

 
2.2.6 室內運動（如：健身房）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2布料 分別由 53% Nylon 和 47％Poly Graphen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尼龍的優點是強韌、耐磨、平滑、重量輕。石墨烯的優點是不易產生靜 
     電、抗黴、抗靜電、抗菌、除臭、無毒，主要殺菌機制在於石墨烯的高活 
     性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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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2布料 分別由 84% I-Mydrive polyester 和 16%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Promote metabolism) 
      
     高含量的秘境傳說紗，具有抗菌、除臭功能，適合會排汗的健身活動時 
     用。除此以外，更有助促進新陳代謝、提升驅動力以及健康活力素，有助 
     增加運動的功效。 

 
2.2.7 秋冬款圍脖材質選用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Poly 和 53% Poly I-Mydriv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聚酯纖維特性為吸濕排汗、防止黴菌滋生、不發臭。而天人紗專利的秘境

傳說紗因含鋅、鈦等奈米化微量元素，具有抗菌除臭、新陳代謝、提升驅

動力以及 健康活力素，抗菌力達 99.9％以上，可有效抗紫外線，適合作為
圍脖外層來 抗菌。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這款布料具有保暖特性、親膚性高，適合用來作為圍脖內裡，內含石墨烯 
有良好的抗菌力、遠紅外功能、抗紫外線、防靜電，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 
接觸，親膚舒適作為貼合肌膚的內層。 

 
2.3 身體部位之材質選用 

 
3-3 防護夾克外套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D03-015-A27 POLY PLAN 面料 +  M102 強效高分子鋅抗菌液 
      
聚酯纖維本身具強度大、不易破裂，作為外層面料具一定的耐用性且其快

乾不易皺和輕盈的特點，方便出門攜帶與平時整理。外層面料可運用高分

子液態技術導入經後加工處理添加 M102 強效高分子鋅抗菌液助劑賦予布
料抗菌的性能。布料染整加工定型時添加 1.5%，便可耐洗 50次並達到 
AATCC100 的抗菌紡織品規範標準，能有效消滅細菌高達 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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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100% Talent Beauty 紗線 
      
     木漿纖維跟棉纖維混紡，與液態金屬科技結合的新形態紗線，具備抗過 
     敏、抗菌除臭及防曬抗 UV三大功能，該新形態紗線較不易引起使用者過 
     敏。而內含的氧化鋅帶有正電位，可抑止帶負電位的細菌繁殖進而達到 
     殺菌與除臭的功用並提供肌膚無毒而持久的物理性防曬及抗 UV功效。 

 
 

第三節  防護頭套之版型設計與製作  
 

 
 

第四節  防護衣之版型設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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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優缺點分析與改進  
 

本研究發想的防疫新護具主要是針對眼、鼻、口三個部位以及頭部的重點防護，分

類選用出配合春夏、秋冬季節，用於不同場域之包覆性頭套的內外層布料、可拆式

圍脖的內外層布料以及外套的內外層布料。細分出因應不同場域適合使用的防疫護

具，對於現今如此嚴峻的疫情來說，這樣的設計能為人們添加多層防護，達到最好

的防護、防疫效果。市面上擁有抗菌功能的同樣商品目前並不多，而大多忽略眼睛

保護的部分，甚至連口部、鼻部的防護都略有不足。相比同類型商品的設計，本專

題主要集中在頭部跟眼、口、鼻，加上特別挑選的機能性抗菌布料，相信在市場上

會有一定競爭力。 
 
然而，現今對於布料以外的產品，較難使用抗菌的技術來達到防疫效果，實際執行

上相對困難，無法跳脫出使用布料以外之產品做出防疫護具，而有些客群會不願意

接受防疫新護具的設計，習慣配戴原有的防疫用品。另外，若實際執行時，成本也

是一個重要的考量；若然原料及技術花費太高，便會成為其一缺點。 
 
科技日新月異，假如在未來能研發出一款頸鏈，設計成按壓即可形成一個頭部防護

罩，那將會更為便利輕巧，也能當作時尚配件與穿著搭配。因此，希望未來能夠改

進，讓防疫護具比我們原有的頭套更加方便攜帶，甚至更加高科技化。 
 

 
 

 第五章：結論  
 細菌、病毒可以通過眼睛，鼻子或嘴巴進入人體，因此須保護眼、口、鼻以避免直
接感染。另一方面，受感染的其他身體部位，或受污染的環境，觸碰到眼、口、鼻，

也會導致間接感染。例如患者咳嗽或打噴嚏時，他人通過直接或間接接觸手或表面

上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而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在新冠肺炎疫苗還未成熟下，人們須依靠防疫護具以防止感染。世界衛生組機建議

人們在疫情期間配戴口罩，在人群密集而封閉的地方。已感染者，尤其無症狀者，

使用醫用口罩可降低感染他人的風險。健康未感染者，則可以有效減少感染機率在

社區中的傳播。  
 
然而，普遍醫療口罩雖然擁有多項科學實驗證實其防疫功效，但製作材料卻沒有抑

菌、抗菌功能。長期配戴後可能因濕氣、污跡、時效等因素降低甚至失去其效用。

或因配戴、使用、丟棄不當，導致細菌跟病毒滋生。而更高級別的 N95、P3口罩，
舒適度更低、使用難度更高，並不適合一般群眾日常使用。本專題所研發的新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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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設計與科技，提供防疫功能、舒適度、跟美觀，很大程度上降低這方面的不足。

使用具抗菌、抑菌、除臭等機能性布料，減少殘留在護具上的感染源，避免穿脫期

間受感染。 
 
除此以外，配戴醫療口罩只能保護鼻部跟口部；若要保護眼部，需要額外配戴眼罩

或臉罩。而本專題所研發的新護具，一套即可同時保護眼、口、鼻。還包含頭部跟

頭髮，避免與患者或周遭病源接觸，導致間接感染。 
 
由於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全球的持續蔓延，讓未來的防疫生活可能變為一種常
態性而個人型的防護衣及隔離服裝的需求也隨之備受重視，使得紡織業者紛紛加入

抗疫的行列於是「時尚」結合「防疫」的概念自然孕育而出了。 
 
而此次企劃所發想的防疫護具設計目的就在於，希望能為肌膚創造一個無毒且抑菌

的環境來保護貼身，並著重在眼、口、鼻等，最易被病毒侵入的部位上，能有效抑

止細菌和病毒透過紡織品來傳播，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病原體透過服裝傳播感染

的可能性，讓民眾能在安全、舒適的狀態下享受生活。 
 
此款具有「防護功能」的「時尚服裝」，或許能成為醫用防護衣外的另一新興市場

而「防疫時尚化」將成為人們與病毒共存的新趨勢，在看不到盡頭的防疫大戰中，

不浪費任何一場危機，才能為飽受衝擊的紡織傳產，拚出新轉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