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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shmere: 羊絨，又可直譯為「茄士咩」，原

產自喀什噶爾山羊(Cashmere goat)，只採集外皮

表層細軟的絨毛。現時中國及蒙古是羊絨的來源

地，之後再運到蘇格蘭或意大利等著名生產地製

成布料。羊絨相對一般羊毛，優點在於更纖細、

柔軟、輕盈、保暖，而且致敏性低，過敏性皮膚

的人也可使用。 

 
可是好東西，總是難找到，羊絨也不例外。這種

絨毛只長在山羊身上，入冬寒冷時長出，春天變

暖時逐漸脫落，採集後更要將幼毛從粗毛分中分

開，因此產量不多，價格亦自然昂貴。而且一般

而言不及羊毛那麼耐用，所以很多時都會以不同

比例與羊毛混合，以互補各自不足，作為西裝上

衣、套裝或外套大衣的布料。羊絨比例越高，價

錢就越貴；100% 純羊絨的上衣及外套當然感覺

高貴豪華，但就一定要小心打理。當然，羊绒亦

有不同質量，產自蘇格蘭出產的羊絨不但軟滑舒

適,更是紮實耐用,堪稱舉世無雙。穿著多年亦不

會鬆散或起鏡面,絕非意大利製羊絨可以媲美,更

遑提中國或其他國家的羊絨。 

Millionaire 及 Saltire - Pure Cashmere Jacketing 

冬天西裝上衣 

  

 

Overcoating -Pure Cashmere或 Wool+Cashmere 

冬天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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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na, PremierCru, Cru Classe, Premier Grand 

Cru, H Lesser Super120+cashmere - 

Wool+Cashmere Suiting(不同季節高貴西裝套裝) 

 

  

 

(2) silk: 蠶絲，是蠶蟲結繭時吐出來的纖維，是

人類最早利用的動物纖維之一。特點是閃，涼，

滑，輕，相信摸過絲巾都可大概知道其好處。但

作為西裝布料，太光滑太閃亮反而不太適合，所

以通常與 wool混合，或與羊毛+麻質合拍成「夢

幻組合」，為本來沉實既西裝上衣帶來閃亮效

果。 

  

 
 

Sunbeam---Wool+Silk Jacketing 

夏天西裝上衣 

Mirage---Wool+Linen+Silk Jacketing 

春夏西裝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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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hair: 馬海毛，源自小亞細亞的安哥拉山羊

(Angora goat) 。現今全球出產的馬海毛，則有

60%來自南非。馬海毛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原料，

有著不少獨特之處。除了如蠶絲般的閃亮光澤外，

其對染劑親和力強的天然特性，使其染色後呈現

飽滿色澤，更令其深受一眾設計師及買家的喜愛。

不像綿羊毛般容易積熱的馬海毛，有著極佳的隔

熱效能，且不易變形，使其成為溫暖氣候下的理

想衣料。 

 

然而，超強的堅韌特性卻成為了馬海毛的雙面刃。

所以需要趁安哥拉山羊年幼並最好在夏天時剪

取，才能得到較幼细的馬海毛(故稱之為 Summer 

Kid Mohsir), 並且與羊毛混合，製造出抗皺力與

舒適度並存的優質物料。另一方面，由於太過堅

硬，極少生產商能提供勝任的純馬海毛布料。幸

好，Harrisons 採用了被譽為比羊绒更稀有珍貴，

世上最幼細的南非 Cambedoo mohair, 研發出三

款百分百純馬海毛布料，收錄於 Evolution系列，

專誠獻給一眾馬海毛愛好者。 

 

Evolution, Cape Kid 及 Super Kid Mohair 

夏天西裝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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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ngora: Angora wool 是指安哥拉兔(Angora 

rabbit) 的毛。（不要同 Angora goat 的 mohair 混

亂）。Ango安哥拉兔毛的特點是非常纖細及柔軟，

比一般羊毛輕盈而保暖，但缺乏彈性及容易黏連，

所以多數與 w 羊毛混合作為布料，得出的布有

羊絨相近的特點，但價錢就便宜得多。 

 

Harrison's 的標致熱賣系列Moonbeam (秋冬西

裝上衣): 安哥拉兔毛(25%)加羊毛(75%) 

 

 

(5) Camel hair: 駱駝绒來自雙峰巴古里特

(Bactrian)駱駝靠近皮內層最柔軟的細毛。駱駝絨

雖然可被染為深啡或深藍等其他顏色，但通常保

留其原汁原味的金黄顏色，表現其獨特的豪華觀

感。純駱駝絨，抑或混入羊毛，都是作為外套大

衣的布料，特點類似羊絨，毛感豐富而保暖，而

且更加耐用。一件純駱駝絨雙排扣大衣就是男裝

的永恆經典。 

 

Camel Hair 可見於 Harrisons Overcoat 系列 

冬天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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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Vicuna 中文是小羊駝，或叫駱馬，生長於南

美秘鲁一帶，牠們的毛被公認為當今世上最高級

及最珍貴的天然纖維。由於極為幼细，直徑可低

於十二微米以下，所以手感特別舒適柔軟，而且

保暖能力非常高，可以單獨或混合羊毛或羊絨作

為外套或西裝套裝布料。因被過度獵殺，Vicuna 

被列為瀕臨絕種動物，出入口小羊駝產品需要受

到管制，再加上採集方法困難而且生產量低，價

錢一直高企。 

 
 

Harrisons 的 Multi-millionaire 系 列 就 是 以

cashemere 加 vicuna 這兩種尊貴的天然纖維製

成的頂級豪華西裝套裝布料。 

(7) Linen: 麻質，是一種天然纖維, 來自植物亞

麻(flax，學名 Linum usitatissimum)。優點是吸濕

力高，透氣性強，所以穿起來特別涼快。但是由

於麻質缺乏彈性，回彈力低，因此解釋了為何麻

質容易變皺。當然，"皺"正正是麻質的攝人之處，

那種帶出來陣陣優閒的感覺，是難以代替的。另

外，麻質布料亦常見一些不規則凸起的粗線

(Slub)，當旁人以為是缺陷時，真正懂得欣賞之

人就會視它為麻質的另一美態。雖然世界各地很

多地方都有出產麻質布料，然而傳統一直以來，

愛爾蘭仍然被認為是最高品質的生產地。 

 

麻質可單獨作為夏天套裝或上衣，亦可與羊毛、

蠶絲混紡，為布料帶來涼快的感覺及微皺的個

性。 

 

W Bill Fine Irish Linens(夏天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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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solair(Pure linen or Mohair+Linen) 

夏天套裝或上衣 

  

Mirage---Wool+Linen+Silk Jacketing 

春夏西裝上衣 

  

(8) Cotton: 棉質是另一種植物纖維，取自棉花植

物(cotton plant, 學名 Gossypium spp)。由於易染

色、可塑性極高，而且耕種成本低，產量大，所

以棉質是現時最被廣泛使用的天然纖維。棉質布

料的好處在於吸汗力高，與人體皮膚親和，易於

洗滌及價錢廉宜等。 

 

其千變萬化，除了可用於內衣褲、針織衛衣、牛

仔褲之外，更可以作為西裝的布料。最常見的棉

質斜紋布(cotton drill) 除了是優閒褲 Chino的最

佳選擇外，亦可作為夏天西裝外衣或套裝的布料，

當然耐用性及、抗皺力及高貴感就難以與羊毛相

比。另外，採用不同的製法，棉質亦能做出其他

比較特別的布料，例如 moleskins (仿鼹鼠皮)、

corduroy (燈芯絨)、velvet（天鵝絨），以應付不

同場合或氣候需要。 

Mersolair(cotton drill, 作為 chino褲或夏天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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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duroys(燈芯绒，可用作冬天西裝及褲子) 

  
 

Moleskins (彷鼴鼠皮，多被用作冬天褲子，配搭

粗花呢西裝上衣) 

  

Cotton Velvet(天鵝絨，常用作晚禮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