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每位⼯工作者都能平安回家！
YOUR SAFETY, OUR CONCERN

醫療布服
產品型錄



美德醫療集團

美德向邦醫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美德醫療」）是整合醫療保健產

品及服務的跨國性供應商，亦是全球醫療耗材之製造及經銷商。主要產品為防

護衣、隔離衣、醫療繃帶及⼯工作服等。1989年年成立於菲律律賓，並在美國、歐洲

及亞太地區穩健紮根。於1997年年設籍於百慕達，⽬目前總部設在台灣台北，於台

灣、菲律律賓、中國及柬埔寨等四個國家皆有營運據點，且新加坡設有辦事處。

於1999年年10⽉月6⽇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易所（SESDAQ）上市（⾃自2010年年2⽉月26⽇日

起轉⾄至新加坡凱利利板掛牌），另於2002年年12⽉月31⽇日以台灣存託憑證（TDR）⽅方

式在台灣證券交易易所（TWSE）上市。 

美德醫療業務主要可分為代⼯工製造及醫院後勤勤整合服務兩兩⼤大領域： 

(1)製造⽅方⾯面：主要做為醫療⽤用布服暨紡織品，及產業⼯工作服等的製造商，⽣生產

基地分佈於菲律律賓、中國⼤大陸及柬埔寨，產品主要輸往歐、美，及亞太地區。 

(2)醫院後勤勤服務：主要提供台灣及菲律律賓醫院⽤用醫療耗材的租賃、洗滌、配送

等整合性服務（⼜又稱3L服務），以及醫院洗滌設備和非核⼼心業務的管理理服

務，就營收觀之，台灣佔九成；菲律律賓則佔⼀一成。2018年年底，美德醫療全

球員⼯工⼈人數為4,738⼈人。該年年營收68.3百萬美元。

柬埔寨

員⼯工數：4,000 
設　備：成衣

菲律律賓

員⼯工數：800 
設　備：織造、染⾊色、成

衣、實驗室

中　国

設　備：醫療設備、托盤

和⼯工具包、導管、尿尿袋、

失禁產品

曼哈頓經濟特區

服　務：⼟土地/設備租賃、
勞⼯工訓練與管理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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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飾

個⼈人防護裝備

床單與毯⼦子

刷⼿手服

護⼠士服

病⼈人服

隔離衣

污衣袋

嬰兒服

實驗袍

睡　衣

尿尿布墊

拋棄式隔離衣

拋棄式牙科檢查服

拋棄式實驗袍

拋棄式保暖夾克

拋棄式刷⼿手服

拋棄式帽套

拋棄式⼝口罩

拋棄式連⾝身防護衣

拋棄式鞋套

拋棄式擔架布

各類毯⼦子

各類洞洞⼱巾



醫療服飾



刷⼿手服

刷⼿手服領⼝口採V型設計 
褲⼦子採⽤用彩⾊色編織束帶 
衣服和褲⼦子都可以反穿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65％
聚酯纖維 / 3 5％棉、
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 18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醫療服飾

刷⼿手服

刷⼿手服領⼝口採V型設計 
褲⼦子採⽤用彩⾊色編織束帶 
衣服和褲⼦子都可以反穿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65％
聚酯纖維 / 3 5％棉、
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 18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刷⼿手服

刷⼿手服領⼝口採時尚設計 
褲⼦子採⽤用彩⾊色編織束帶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65％
聚酯纖維 / 3 5％棉、
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 18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刷⼿手服

領⼝口採V型/U型/鈕扣/時尚設計 
褲⼦子採⽤用彩⾊色編織束帶或鬆緊帶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65％
聚酯纖維 / 3 5％棉、
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 18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醫療服飾



護⼠士服

時尚設計、⾼高級品質、穿著舒適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65％聚酯纖維/
35％棉、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80gsm - 25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醫療服飾



病⼈人服

完整覆蓋病⼈人⾝身體，造型簡潔耐看 
100％聚酯纖維的斜紋帶，增加耐⽤用性 
綁帶⽅方式包括：背後側綁、背後覆蓋側綁、

背後直接綁帶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55％棉/45％
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08gsm - 140gsm 
顏　　⾊色：單⼀一純⾊色或印花式樣



病⼈人服

完整覆蓋病⼈人⾝身體，造型簡潔耐看 
100％聚酯纖維的斜紋帶，增加耐⽤用性 
綁帶⽅方式包括：背後側綁、背後覆蓋側綁、

背後直接綁帶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55％棉/45％
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08gsm - 140gsm 
顏　　⾊色：單⼀一純⾊色或印花式樣

哺乳衣

功能性服裝 
由重疊的布片形成2個護理理切⼝口，袖⼝口上有4個按扣 
重量量型布料組織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40gsm - 160gsm 
顏　　⾊色：印花式樣

醫療服飾



隔離衣

針織袖⼝口 
運⽤用綁帶設計確保重疊並防⽌止張開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100％
純棉、 6 5％聚酯纖維 /
35％棉、55％棉/45％聚
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 180gsm 
顏　　⾊色：黃⾊色、其他顏⾊色 
尺　　⼨寸：單⼀一尺⼨寸

污衣袋

採⽤用穿帶式扣環 
傳統的洗衣袋款式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83gsm 
顏　　⾊色：黃⾊色、其他顏⾊色

嬰兒服

纖維成分：100％純棉、55％棉/45％
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95 - 22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實驗袍

翻领設計 
前襟可採按扣設計或⼀一般鈕扣 
袖⼝口可選擇有/無針織袖⼝口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100％純棉、
65％聚酯纖維/35％棉、55％棉/
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80gsm - 280gsm 
顏　　⾊色：⽩白⾊色、其他顏⾊色 
尺　　⼨寸：XS - 5XL

醫療服飾



睡衣

符合BS5722「睡衣⽤用⾯面料阻燃性能」要求  
有翻領或V領2種選擇 
有長袖或短袖2種選擇 

纖維成分：100％阻燃聚酯纖維、55％棉/
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顏　　⾊色：單⼀一純⾊色或印花式樣 
尺　　⼨寸：L / XL



睡袍

符合BS5722「睡衣⽤用⾯面料阻燃性能」要求  
V領設計 
有後開式或套頭式2種選擇 

纖維成分：100％阻燃聚酯纖維、55％棉/
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25gsm 
顏　　⾊色：單⼀一純⾊色或印花式樣 
尺　　⼨寸：單⼀一尺⼨寸



尿尿布墊

纖維成分：100％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460gsm、400gsm 
顏　　⾊色：藍藍⾊色



尿尿布墊

表層材質：80％棉/20％聚酯纖維，142gsm 
吸濕層材質：70％聚酯纖維/30%⼈人造絲，270gsm 
防漏層材質：100％聚氯⼄乙烯纖維，285gsm 
顏　　　⾊色：橘⾊色、粉紅、藍藍⾊色

醫療服飾



個⼈人防護裝備



個⼈人防護裝備

⾼高風險貼條隔離衣

在PP紡粘不織布上塗佈⼀一層PE
膜，提供優異異的防⽔水與阻絕微⽣生

物功能 
採⽤用貼條設計的超聲波焊接或熱

封接縫，可提供⾼高靜⽔水壓和流體

衝擊性能 
通過AAMI 第4等級之檢測標準 

材料成分：5 5％聚丙烯纖維 /
45％聚⼄乙烯纖維 

⾯面料重量量：36gsm 
顏　　⾊色：黃⾊色 
尺　　⼨寸：單⼀一尺⼨寸

拋棄式隔離衣

SMS材質具透氣性，亦具防⽔水性 
附有腰部繫帶 
通過AAMI 第2等級之檢測標準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
SMS三層不織布 

⾯面料重量量：25gsm 
顏　　⾊色：黃⾊色 
型號號碼：IL-2025-YK

拋棄式⼿手術衣

SMMS四層不織布，防⽔水透氣 
具有抗酒精和抗靜電處理理功能  
靜⽔水壓⼒力力測試達到50厘米及以上 
超聲波焊接和熱封接縫 
頸部和腰部繫帶，確保安全 
舒適的針織袖⼝口 
採每件單⼀一包裝，50包1箱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 
⾯面料重量量：50gsm 
顏　　⾊色：黃⾊色/藍藍⾊色 
尺　　⼨寸：XS - 3XL



拋棄式牙科檢查服

由透氣和防⽔水的SMS材料製成  
腰部繫帶，使⽤用者可藉此調節合⾝身程度 
採針織袖⼝口設計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SMS三層不織布 
⾯面料重量量：25gsm 
顏　　⾊色：⽩白⾊色/黃⾊色 
尺　　⼨寸：單⼀一尺⼨寸

拋棄式實驗袍

採⽤用SMS材料製成，透氣，防⽔水，防靜電 
採⽤用傳統領⼝口和針織袖⼝口設計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SMS三層不織布 
⾯面料重量量：35gsm 
顏　　⾊色：淺藍藍⾊色 
尺　　⼨寸：M - 4XL



個⼈人防護裝備

拋棄式保暖夾克

採⽤用柔軟的不織布材料，⽩白⾊色針織袖⼝口 
正⾯面採按扣設計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 
⾯面料重量量：45gsm - 60gsm  
顏　　⾊色：藍藍⾊色/綠⾊色 
尺　　⼨寸：XS - 5XL

拋棄式刷⼿手服

由透氣和防⽔水SMS材料製成 
抗靜電功能的特殊處理理 
前胸1個⼝口袋，腰部2個⼝口袋 

材料成分：100％聚丙烯纖維，SMS三層不織布 
⾯面料重量量：35gsm  
顏　　⾊色：藍藍⾊色 
尺　　⼨寸：標準尺⼨寸/X - L



拋棄式帽套

由透氣、防⽔水的PPSB製作⽽而成 
蓬鬆外型，採常⾒見見鬆緊帶⽅方式固定在頭部周圍 
採1盒100件包裝，1箱1,000件 

材料成分：100％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製成 
⾯面料重量量：14gsm  
顏　　⾊色：⽩白⾊色/藍藍⾊色/綠⾊色 
形式號碼： 
CA1014W21 / 24 / 27 : ⽩白⾊色，21吋 / 24吋 / 27吋 
CA1014B21 / 24 / 27 : 藍藍⾊色，21吋 / 24吋 / 27吋 
CA1014G21 / 24 / 27 : 綠⾊色，21吋 / 24吋 / 27吋

拋棄式⼝口罩

採⽤用3層濾菌設計：PPSB特級不織布+特級MB過濾層
+PPSB特級不織布 
細菌過濾效率（BFE）達95%以上 
次微米粒⼦子防護效率達80%以上 
通過合成⾎血液穿透性80mmHg⽔水平噴射測試 
壓差（mmH2O/cm2）達４以下 

材料成分：100％PP 
顏　　⾊色：綠⾊色/藍藍⾊色 
包裝⽅方式：50片/1盒，40盒/1箱



個⼈人防護裝備

拋棄式連⾝身防護衣

在PPSB上塗佈⼀一層PE膜 
透氣但不會透⽔水 
通過合成⾎血液穿透阻⼒力力測試 
⾯面罩式設計提供全⾯面保護 
袖⼝口與褲管採鬆緊帶式設計 

材料成分：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上塗佈⼀一層PE膜 
⾯面料重量量：60gsm  
顏　　⾊色：⽩白⾊色或其他顏⾊色 
尺　　⼨寸：XS - XXXL

拋棄式鞋套

防滑鞋套/ 
重污型鞋套/ 
防⽔水防滲靴套 

材料成分：100%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上塗佈
⼀一層PE膜 

⾯面料重量量：35gsm、50gsm、70gsm  
顏　　⾊色：淺藍藍⾊色 
形式號碼： 
SC1035-R : ⼀一般尺⼨寸 
SC1035-XL : 特⼤大尺⼨寸



拋棄式擔架布

拋棄式擔架布節省了了洗滌的時間與費⽤用 
⽤用於移動病患 
有助於減少交叉感染 

材料成分：100%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 
⾯面料重量量：90gsm  
顏　　⾊色：深藍藍⾊色 
尺　　⼨寸：⼀一般尺⼨寸、加⼤大尺⼨寸

拋棄式床單

⼀一次性使⽤用 
具防⽔水功能 
適合於標準和⼤大型的擔架與輪輪床 
四邊採鬆緊帶+深⾓角袋設計 
可減少洗滌⽀支出 

材料成分：100%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 
⾯面料重量量：50gsm  
顏　　⾊色：⽩白⾊色 
尺　　⼨寸：⼀一般尺⼨寸、加⼤大尺⼨寸

拋棄式靴套

PPSB上塗佈⼀一層PE膜，不透氣也不滲透液體 
超聲波焊接接縫，避免⾎血液和液體穿過細⼩小孔隙 
靴底上防滑處理理提供更更多摩擦⼒力力 
附有以超聲波焊接到靴⾯面的繫帶 

材料成分：100%PPSB（聚丙烯纖維紡粘技術）
上塗佈⼀一層PE膜 

⾯面料重量量：48gsm  
顏　　⾊色：藍藍⾊色 
形式號碼： 
SC4048WAB-R ⽩白⾊色，⼀一般尺⼨寸  
SC4048WAB-XL ⽩白⾊色，特⼤大尺⼨寸  
SC4048WAB-R 藍藍⾊色，⼀一般尺⼨寸  
SC4048WAB-XL 藍藍⾊色，特⼤大尺⼨寸



床單與毯⼦子



條紋毯⼦子

條紋花紋 
頂部和底部有1英吋的捲邊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260gsm±5%  
顏　　⾊色：黃⾊色/樹莓⾊色/藍藍⾊色/綠⾊色 
尺　　⼨寸：180x260公分



床單與毯⼦子

雙⾊色毯⼦子⬆
材料成分：100％聚酯纖維 
防焰測試標準：BS EN ISO12952 
⾯面料重量量：369gsm±5%  
顏　　⾊色：樹莓⾊色/藍藍⾊色/綠⾊色 
尺　　⼨寸：168x244公分

洞洞洞洞保暖毯⬇
雙邊附有捲邊 
內含防焰紗線 
材料成分：100％防焰聚酯纖維 
防焰測試標準：BS EN ISO12952 
⾯面料重量量：231gsm±5%  
顏　　⾊色：樹莓⾊色/綠⾊色/藍藍⾊色/黃⾊色 
尺　　⼨寸：165x210公分

雙邊附有捲邊 
不含防焰紗線 
材料成分：55%棉/45％聚

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300gsm±5%  
顏　　⾊色：亮⽩白⾊色 
尺　　⼨寸：168x224公分



厚⽑毛毯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271gsm±5%  
顏　　⾊色：⽩白⾊色/染其他顏⾊色 
尺　　⼨寸：178x269公分

⽑毛毯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48gsm±5%  
顏　　⾊色：未漂⽩白之⽩白⾊色 
尺　　⼨寸：178x230公分

菱形格⽑毛毯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263gsm±5%  
顏　　⾊色：⽩白⾊色/染其他顏⾊色 
尺　　⼨寸：190x264公分



藍藍條紋⽑毛毯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212gsm±5%  
顏　　⾊色：⽩白⾊色 
尺　　⼨寸：178x224公分

搬運布

材料成分：100%棉 
⾯面料重量量：252gsm±5%  
顏　　⾊色：未漂⽩白之⽩白⾊色 
尺　　⼨寸：137x183、137x206、137x230公分

浴毯
1. 1.4磅毯 
2. 未漂⽩白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160gsm±5%  
顏　　⾊色：未漂⽩白之⽩白⾊色 
尺　　⼨寸：178x230、168x230公分

⽑毛毯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面料重量量：360gsm±5%  
顏　　⾊色：⽩白⾊色 
尺　　⼨寸：188x264公分

床單與毯⼦子



保暖毯
 四週附有捲邊 

材料成分：100％防焰聚酯纖維 
防焰測試標準：BS EN ISO12952 
⾯面料重量量：200gsm±5%  
顏　　⾊色：淺藍藍⾊色/綠⾊色/淡紫/粉紅 
尺　　⼨寸：180x210公分

四週附有滾邊 

材料成分：100％防焰聚酯纖維 
防焰測試標準：BS EN ISO12952 
⾯面料重量量：260gsm±5%  
顏　　⾊色：淺藍藍⾊色/綠⾊色/淡紫/粉紅 
尺　　⼨寸：156x190公分

加厚保暖毯
更更厚重的保暖毯 

材料成分：100％防焰聚酯纖維 
防焰測試標準：BS EN ISO12952 
⾯面料重量量：360gsm±5%  
顏　　⾊色：藍藍⾊色 
尺　　⼨寸：168x214公分

床單＆枕頭套
T140：114gsm±5% 
T180：105gsm±5% 
T250：125gsm±5% 
材料成分：55%棉/45％聚酯纖維 
床單尺⼨寸：168x292、168x274、168x264公分 
枕頭套尺⼨寸：107x81、107x86公分

洞洞⼱巾

材料成分：100%棉 
⾯面料重量量：150 - 160gsm  
顏　　⾊色：綠⾊色



TTA抗菌抗病毒系列列產品



TTA是⼀一種新型奈米複合材料，它可以在物體表⾯面上形成⼀一層保護膜，因⼤大⼩小僅有奈米等
級，平均立徑⼩小於病毒細菌，能極⼤大化防護作⽤用⾯面積；當物體遇到細菌或病毒時，這層⾼高

機能性功能保護膜，會激活形成⾼高活性的氫氧⾃自由基，可抑制病毒及細菌⽣生長，達到更更佳

的抑制效果；除了了提昇抗菌抗病毒效率，也能同時消除甲醛等有害氣體。

T T A抗菌抗病毒系列列產品

 MEDTECS　　　30

T T A是什什麼

TTA奈米複合材料於載體
表⾯面形成⾼高機能功能膜

奈米隱形保護盾
⾼高活性氫氧⾃自由基 
抑制病毒及細菌⽣生長 
消除甲醛等有害氣體

半導體奈米材料 
讓機制作⽤用 

不會因為時間⽽而減緩

通過各⼤大國際實驗室效果測試認證

美國FDA

食品級無毒害證明

美國MicroBac

A型流感H1N1 
腸病毒

台灣醫學中⼼心

抑制呼吸道融合性病毒 
抑制結核菌、成⼈人幹細胞毒性測試

台灣SGS

食品級無毒害證明

食品⼯工業研究所

退伍軍⼈人菌 
MRSA（抗藥性病菌） 

肺炎鏈球菌

成⼤大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口服毒性

⾏行行政院衛福部指定檢驗所

⽪皮膚毒性測試

T TA可應⽤用於美德醫療旗下各種產品

各類刷⼿手服/護⼠士服 各類隔離衣/防護衣 各類床單/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