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毛對皮膚有益

近期公佈的研究調查報告顯
示，貼身穿著特細美麗諾羊毛服
裝對濕疹患者有治療作用。此外，
發現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調查報告，為
特細美麗諾羊毛有益健康提供論據支援。
研究顯示美麗諾羊毛有助於濕疹這一類慢
性皮膚病患者的恢復，打破了所有羊毛會
引發皮膚刺癢的錯誤印象。

羊毛簡介



由The Woolmark Company所資助的研究報告結果，
是國際認證機構過敏標準有限公司（ASL）已正式認可
美麗諾羊毛製成的床上用品，為哮喘和過敏友好®的產
品。

透過為產品製定獨立的科學標準，ASL的目標是為了
幫助患有哮喘和過敏的人，創造出最健康的室內環
境。ASL與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哮喘和過敏基金會在內
的許多患者倡導團體、慈善機構和政府機構合作。

在發布含有美麗諾羊毛床上用品的新認證標準

（ASP：02-25 / 101）的理由當中，ASL引用了包含在
此情況說明書中，第3頁所報告的四篇最新研究論文的
結果。

ASL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優質且細支數的美
麗諾羊毛，對皮膚敏感的人是無刺激性和低風險的。

美麗諾羊毛正式被確認為對哮喘和過敏友好

 

濕疹，或異位性皮膚炎，是一種過敏性的皮膚問題，因皮膚乾燥而裂開、繼而發生細菌感染，皮膚紅腫和瘙癢為
主要症狀。接近30%的兒童患有濕疹，各地區的患病率不盡相同。目前最常見的治療方法包括定期使用潤膚霜和
類固醇來減輕發炎的症狀，以及使用抗生素來治療感染。

無論天氣炎熱、寒冷、潮濕還是乾燥，美麗諾羊毛服裝
都是所有服裝中最透氣的類型之一。羊毛可以吸收並釋
放比棉多兩倍的水氣，比聚酯纖維多三十倍的水氣。

當貼身穿著時，羊毛就會成為面料和皮膚間的動態緩衝
帶，可避免微氣候環境中的溫濕度變化過大。對於皮膚
過於乾燥人們，羊毛可以提供像“第二層皮膚”一樣的
保護作用。

濕疹患者的皮膚尤其敏感。澳大利亞默多克兒童研究所
的一項研究顯示，用柔軟、透氣的特細美麗諾羊毛製成
的服裝，非常適合他們的研究參與者穿著，可減輕他們
的濕疹症狀。（請注意：服裝使用的羊毛纖維，直徑需
小於或等於17.5微米）。

什麼是濕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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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對皮膚有益

羊毛不是過敏原

皮膚醫學實驗顯示濕疹症狀得到緩解

研究1:“嬰兒濕疹患者適宜穿著羊毛服裝”（墨爾本默多克兒童研究所）

研究2:“青少年及成人濕疹患者的症狀得到顯著緩解”（昆士蘭皮膚病研究所，布里斯班）– 試驗研究

來自全球各地的醫療專業精英組成的團隊，對過去
100年間發表的宣稱，羊毛導致過敏的科學論文進行
辯證性評估，並發表題為 “Debunking the Myth of 
Wool Allergy” （打破羊毛導致過敏的謠言）的論文。
論文主要結論是 – 沒有可靠證據顯示羊毛是過敏原。
論文也提出如果某種面料會造成皮膚刺癢，那是因為
纖維直徑大，而不是因為纖維類型為羊毛。

讓濕疹患者精神振奮的是，最新的兩項皮膚醫學實驗顯示，嬰兒和兒童濕疹患者在貼身穿著特細美麗諾羊毛服裝後，
濕疹症狀得到緩解。更進一步的研究正在美國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大學 Joe Fowler教授的帶領下進行。

羊毛特有的濕度調節性能，對濕疹患者有益的理論近
日在臨床上進行試驗，穿著平均直徑不超過17.5微米
的特細美麗諾羊毛帶來的益處得到證實。

這項由John Su副教授所帶領的研究顯示，特細美麗
諾羊毛服裝較棉質服裝，可以更好地緩解，輕至中度
的兒童異位性皮膚炎。

右側圖表顯示穿著羊毛後濕疹症狀得到緩解，重新穿
回棉質服裝後濕疹症狀加重。

被《英國皮膚科學雜誌》收錄，該研究挑戰了濕疹兒
童應避免穿著羊毛的錯誤認知。研究結果顯示應對傳
統的管理指南進行修正，將特細美麗諾羊毛列入兒童
異位性皮膚炎推薦的服裝材質之一。

昆士蘭皮膚病研究所（布里斯班）的一項青少年及成人
濕疹患者調查研究證實，貼身穿著特細美麗諾羊毛服裝
的益處。

這項由昆士蘭皮膚病研究所 Lynda Spelman博士帶領進
行的研究顯示，參與者不僅可以適應穿著特細美麗諾羊
毛面料的服裝，而且在干預期間穿著特細美麗諾羊毛服
裝有治療的作用。兒童和年輕人在穿著特細美麗諾羊毛
服裝後，其精神和身體的健康狀況均得到改善。 

Lynda Spelman博士表示所有的研究參與者症狀均得到顯著
改善，沒有出現任何一例過敏或刺激反應。“我們看到皮膚
乾燥、發紅、刺癢的症狀都得到顯著緩解，發炎的面積也
顯著縮小 - 對於某些病人而言，這是第一個有療效的治療方
案，” Spelman博士說。

特細／極細美麗諾羊毛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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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細／極細美麗諾羊毛纖維易彎曲， 
可最大程度減少或避免對皮膚的刺激。

粗纖維不易彎曲，容易造成對皮膚的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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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對皮膚有益

請觀看影片，以瞭解特細美麗諾羊毛
的治療作用。 
youtube.com/thewoolmarkcompany

https://youtu.be/haJoNCceFgA
https://youtu.be/haJoNCceF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