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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油產品

白堊紀自然塗料



我們的日常生活，不論工作或居住，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室內度過的。室內環境的品質好壞會

直接影響到居住者的健康情況。良好的建築設計是首要的決定因素。其次，所選用的建材、裝修材料對於

室內環境是否合乎「健康」標準也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使用各類塗料來裝修的面積所佔比例

不低，品質更須嚴格把關。自然材所代理德國白堊紀自然塗料公司的塗料產品是品質優異的自然塗料，完

全符合對於健康塗料的需求。

三十年來，白堊紀自然塗料公司專注於開發生產各種合乎健康、環保的塗料與材料，應用於建材表面的

塗裝。調製這些產品所依據的，都是幾個世紀以來的經驗累積，通過時間與環境的嚴苛考驗，所保留下來

的傳統配方。他們可以完全與建築材料的物性相配合，不但可以保有底材本身的天然特性（如透氣性、調

節室內空氣濕度等），更不會產任何生負面的影響。所有產品採用的原料都是經過審慎挑選，沒有匱乏疑

慮、可再生、不會對環境造成汙染負擔的純天然礦物性、植物性產品。並堅持完整公開所有產品的成分，

對使用者與消費者的權益負起責任。

白堊紀的各項牆面塗料產品不但適用於黏土牆建築、古蹟維護、舊屋翻修，當然也可以用於你的新房子。

此外，對於越來越普遍的過敏患者更是安心的選擇。

白堊紀的木油產品適用於室內、外各種木質家俱、結構、壁面、地板的處理與保護。其效能與品質遠遠

超越合成樹脂塗料。

- 選用自然塗料，不但選擇了健康，同時也選擇了品質與環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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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成為碳酸鈣

水分

石灰系列產品 早在一萬四千年前人類就懂得拿石灰來

作建築、塗刷的材料。由於取得便利、產

品週期長，而且廢料容易處理，使得它的

應用極為廣泛，同時也是對環境衝擊相當

低的材料。因為這些特性，使得石灰在環

保意識抬頭的今日又成為建材界注目的焦

點，最具有潛力的環保健康材料。

純石灰產品對室內的空氣濕度調節有正

面的助益。其天然特性就是吸濕、耐水、

不生靜電、具高度的透氣性、防黴、抗菌、

不含揮發性物質。這些特性使得石灰產品

對於居住者的健康有正面助益。更是過敏、

氣喘患者的最佳選擇。此外，石灰具有相

當高的光反射性，由細微的結晶結構造成

了獨特的石灰光澤效果，自然而高雅。

白堊紀自然塗料公司在德國 Sehlem的
工廠採用高白度的大理石石灰、當地的水

硬石灰與特選的大理石砂、石英砂製成適

合各種狀況、不同表面效果的石灰塗料產

品。符合現今施作簡易的需求。在現代化

的底材上，如石膏板、石膏纖維板或矽酸

鈣板，也能施作。

石灰的循環

利用石灰本身的化學特性，

藉由簡單的處理方式，便

可將蘊藏於地底的石灰岩

礦轉變成熟石灰，用來作

為各種建材與塗料的原料。

材料在固結之後，又回復

到一開始的石灰岩狀態。

循環過程中，每一個環節

的產物都可以輕易地融入

自然之中，不會造成環境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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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灰泥，指的
就是熟石灰 (Ca(OH)2)
與水混合而成的泥
狀物。其中，氫氧化
鈣在水中會進行緩
慢的再結晶反應。必
須經過兩年的儲放，
才能達到可以作為
塗料的細緻品質。如
同釀酒一樣，儲放的
時間越長，所獲得的
灰泥品質就越好。

平光，天然白，質地光滑細緻。可噴塗。

含有較粗顆粒大理石砂 ( 顆粒大小約 0.5 mm ), 塗
層較厚 , 可填補底材平整度的輕微差異、掩飾細微

孔縫。表面具顆粒質感 , 適合做為牆面彩光技法的

底層塗料。

灰泥塗料（細緻）

灰泥塗料（粗顆粒）

成分：大理石灰泥、大理石粉、石灰水、甲基纖維素

包裝：5 L  /  10 L
用量：0.15 L / m2

成分：大理石灰泥、大理石粉、大理石砂、石灰水、
甲基纖維素

包裝：5 L  /  10 L
用量：0.20 L / m2

灰泥塗料
白堊紀灰泥塗料是多用途的室內牆面塗料。以特殊的製程與配方調

配而成。有極佳的黏結力與附著力。不需借助任何合成樹脂黏結劑，

就能達到硬度夠、防潑水的表面特性。

特色：

•濕泥狀，不需再調製即可使用

•塗刷兩層即可完全遮蔽，施工簡易

•可用各種白堊紀色母調色

•透氣性佳，呈鹼性，具防黴抗菌效果，特

別適用於潮濕的空間，如浴室、地下室

•完全不含揮發性物質，無臭無味

•由於高度反射效果，相當適合做為牆面彩

光技法的底層塗料

•用不完的剩料可以作為堆肥原料，不需特

殊處理

•於德國 ÖKOTEST(Eco-Test)『建築、居
住與整修』「適合過敏者的壁塗」評鑑中

得到「最優」("Sehr gut")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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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粉光料
白堊紀的石灰粉光料是用途廣

泛、附著性佳的室內壁塗。可以做

出細緻到中等的立體紋理。在所

有具承載力、輕微吸水性的礦物

性底材表面上都能施作，如水泥

沙漿粉光、石膏板、石膏纖維板、

矽酸鈣板等。

特色：

•防潑水

•可用白堊紀色母調出任意色調

•可補平不平整的底材，適合用

於舊建築整修

•吸濕性佳，遇潮呈鹼性，防黴

抗菌。特別適合用於潮濕的空

間，如浴室、地下室

白堊紀超細石灰粉光料為多用途、附著性佳的室內用礦物石灰

粉料，適合做出平滑或極細顆粒質感的表面。

石灰粉光料（超細）顆粒大小 0.5 mm

成分：大理石粉、大理石砂、熟石灰、纖維素、高嶺土

包裝：10 Kg  /  25 Kg
用量：0.7~2 Kg / m2

灰石細粉光料有細緻的質地。非常適合做為石紋粉光飾面與

牆面彩光技法的底層塗料。

石灰粉光料（細）顆粒大小 0.9 mm

成分：石英砂、大理石砂、熟石灰、纖維素、高嶺土

包裝：10 Kg  /  25 Kg
用量：1.5~5 Kg / m2

用途廣泛，附著性佳，室內用石灰粗粉光料有著中等顆粒質地。

施作簡易，可做出各種表面紋理變化。

此粉光料施作 2~8 mm的厚度，可用來替代水泥沙漿粉光。含
有細緻大理石粉而呈現天然的白色，可以不需要再上面漆。

石灰粉光料（粗）顆粒大小 1.4 mm

成分：石英砂、大理石砂、熟石灰、纖維素、高嶺土

包裝：10 Kg  /  25 Kg
用量：2~8 Kg / m2

石灰粉光料（超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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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子

0.33 nm

透氣良好的塗料容許水分子擴散通
過。粉刷層可以吸附／釋放濕氣，
達到平衡室內空氣濕度的功能。

磚構／RC

塗料（透氣良好）

粉刷層
（水泥沙漿、黏土、石灰粉光）

透氣性不良的塗料阻擋水氣擴散，無法平衡
空氣中的濕氣。天氣返潮時，產生凝結水，
助長黴菌生長；也容易造成內部水氣淤積，
破壞底材與塗料塗層。

磚構／RC

塗料（透氣不良）

凝結水

粉刷層
（水泥沙漿、黏土、石灰粉光）台灣高溫、高濕度的氣候環境容

易孳生黴菌。居住環境中大量繁殖

的黴菌不但會損壞建築物、家俱、

衣物，更會引起各種感染與過敏的

病症，危害健康。相對溼度低於

60%黴菌就不容易繁殖，因此，
控制室內濕度是防黴的首要工作。

空氣中的濕度主要是由氣候、地

型等因素所決定。撇開漏水、積水

的問題不談，人在室內的活動也會

製造濕氣。透過呼吸，每個人每小

時就會釋放 20g~70g的水氣。煮
飯、洗澡等活動也都會產生大量的

水氣，使空氣濕度提高。通常，只

要通風良好，再加上適當地使用除

濕設備，室內的濕度就不至於長時

間居高不下，讓黴菌有可乘之機。

此外，使用原木製作的的家俱、裝

潢，配合透氣性良好的塗料，藉由

擴散作用，水氣可以自由進出，不

易淤積，並避免造成返潮結露的現

象。除了保護木材、牆體建材本身

之外，也可以發揮平衡室內空氣濕

度的功效。

塗料的透氣性

現代化的室內空間中，石灰壁塗依舊魅力不減。石灰粉光料（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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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堊紀石紋粉光料是相當容易施作的飾面粉光料。可以在平整的表面

上做出極細緻的威尼斯風格抹灰仿石紋飾面。只要薄薄披覆兩層材料，

即可創造出具有透明感、深度感的天然石紋效果。

這種礦物性披土的天然色澤為大理石白，調入白堊紀礦物顏料色母即

可做出各種和諧的色彩效果。施作完成後再以拋光皂處理，可以使表

面具有撥水水效果。如果希望提高光澤，可再以白堊紀迦太基蠟作上

光處理。

石紋粉光料

成分：石英砂、大理石砂、熟石灰、纖維素、高嶺土

包裝：2.5 Kg  / 5 Kg  / 10  Kg
用量：350 g / m2

白堊紀除黴粉光料具有強大的吸水能力，能平衡室內溼氣，特別適用於高度潮濕的空間，

解決結露、返潮的問題。

只要披覆 3 mm的厚度，每平方公尺即有 1公升的吸濕能力。牆表面上所生成的凝結水馬
上會被吸收進入內層，之後再慢慢釋出。使得表面的水氣不足以達到孳生黴菌的標準。除此

之外，由於石灰成分本身的鹼性特質，可長期防黴抗菌。因此對於壁黴的處理是最好的產品。

因為採用純天然礦物性的成分作為主要原料，使得這款抗結露的粉光料成為建築生物學上獨

特的材料。

在除霉粉光上塗覆白堊紀灰泥塗料可以加強吸濕功能，同時也可以增加其美觀的效果。

石紋粉光牆面

除黴粉光料

成分：熟石灰、大理石砂、纖維素、膨脹蛭石

包裝：25 Kg
用量：3.5~5 Kg /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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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玻璃礦物塗料是整修室內牆壁的理想材料。舊牆面大多

是含有合成樹脂成分的塗料層。要去除這些舊塗層，往往有

技術上的困難，且耗費不貲。水玻璃礦物塗料可以讓我們輕

鬆地在舊塗層上再塗裝純礦物性的新塗層。可以單獨做為牆

面的完成面漆，也可以做為接下來塗裝白堊紀牆面塗料與粉

光料的附著介面。

特性：

• 防潑水

• 有極佳的透氣性

• 完全耐光性，不會變色

• 已調好之成品塗料，隨即可用

• 即使塗在光滑的或是無吸水性的表面都有強大的黏著力

（例如乳膠漆，油性漆，磁磚）

• 原色為白色，遮蔽力佳（水玻璃礦物塗料細緻、細顆粒、

粗顆粒），亦可依需求調混所有白堊紀顏料色母

成分：水玻璃、矽酸鹽礦物、白堊土、滑石粉、鈦白粉、硼砂、黃
原膠 (Xanthan)、水、纖維素、用於柑橘類水果的防腐劑

容量：5 L
用量：0.125 L / m2

成分：水玻璃、矽酸鹽礦物、白堊土、滑石粉、鈦白粉、硼砂、黃
原膠 (Xanthan)、水、纖維素、用於柑橘類水果的防腐劑

容量：5 L
用量：0.19~0.32 L / m2

成分：水玻璃、矽酸鹽礦物、白堊土、滑石粉、鈦白粉、硼砂、黃
原膠 (Xanthan)、水、纖維素、用於柑橘類水果的防腐劑

容量：5 L
用量：0.28~0.45 L / m2

成分：水玻璃、矽酸鹽礦物、蘇打、黃原膠 (Xanthan)、水、纖維素、
用於柑橘類水果的防腐劑

容量：1 L
用量：0.1 L / m2

水玻璃礦物塗料（細緻，無顆粒）

水玻璃礦物塗料（細顆粒，0.5 mm）

水玻璃礦物塗料（粗顆粒，1 mm）

水玻璃礦物彩光塗料

無色。可與所有的白堊紀色母混合調色。可用於水玻璃塗料的彩光
技法表現。亦可作為木質表面染色塗料。

水玻璃礦物塗料 (GekkkoSOL) 系列
GekkkoSOL 取名的由來是稱為 Gecko
的非洲壁虎。因為在趾端有數以萬計的

細微纖毛，故能牢牢吸附於爬行的表面

上，即使是在極光滑的表面或是天花板

都不會掉下來。水玻璃礦物塗料中所

含的黏結成分是無機的矽酸溶膠 (silica 
sol)，因為有超大的吸附表面積，如同
壁虎的腳趾，幾乎可以附著在所有的底

材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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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用來呈現彩光技法特色，比較理想的是具有輕度紋理（毛刷

刷痕、顆粒質感、鏝刀抹痕）的白色或淺色調的底材。

蛋白膠系列產品
早在古埃及時代，人們就懂得用奶與

土質顏料來調製塗料。在古希伯來文獻

中也有相同的記載。文藝復興時期許多

建築的乾式壁畫也都是採用蛋白膠做為

繪畫顏料的黏結劑。例如，聞名的西斯

汀禮拜堂裡，米開朗基羅所作的壁畫可

以完整保存至今、顏色依然鮮明亮麗，

全要歸功於這種塗料配方的耐久性。

稍晚以後，大多以鮮奶酪來代替牛奶，

因為鮮奶酪中酪蛋白的含量比例為牛奶

本身的三倍。利用牛奶或鮮奶酪來製作

蛋白膠塗料都必須要以新鮮的原料來調

製。因為他們的保存期限都很短，只有

幾天甚至短短的幾個小時。

現代化的蛋白膠塗料都是做成乾式的

粉料。如此，即使不加任何防腐劑也可

以保存好幾年不會變質。

蛋白膠彩光塗料

成分：酪蛋白、甲基纖維素、蘇打

包裝：100  g（粉料）
可塗面積：~50 m2

（隨底材特性不同而有所變化）

西斯汀禮拜堂 -米開朗基羅的穹頂畫《創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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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天然的原料調製，不含任何有害添加物。

操作簡單，施作容易，最適合自己動手塗刷。

蛋白膠細緻面漆

成分：大理石粉、白堊土、酪蛋白、高嶺土、

蘇打、甲基纖維素

包裝：10 Kg（粉料）
用量：145 g / m2

（隨底材特性不同而有所變化）

三十年來都是白堊紀自然塗料

最暢銷的經典產品！這種遮蓋力極

佳、以蛋白膠做為黏結劑的面漆，

幾乎適合塗佈於所有的室內壁材

上：各種粉光牆面、混凝土、壁紙

等，皆有很好的效果。

特別選用高白度的義大利大理

石粉為原料，完全不含鈦白或增白

劑。呈現自然柔和的白色色調。亦

可用白堊紀礦物顏料色母任意調配

出個人喜好的色調。

以乾粉料的形式產製這款塗料產

品。因為不含有水分，如此一來便

可以完全不使用防腐劑。同時也減

輕重量，能有效地降低運輸、包裝

材料的耗費成本，為環保盡一份心

力。

特性：

• 不論用刷子或滾筒，皆可輕易

施作

• 有高度透氣性

• 可以加入白堊紀色母調色

• 用剩的廢料可以安心地倒入有

機堆肥使其自然分解

• 不含任何防腐劑，特別適合過

敏者

作為後續塗刷自然塗料、粉光料的打底塗料。適用於室內具有吸水力、未經處理

的底材，如水泥砂漿粉光、石灰粉光，黏土粉光、石膏板、矽酸鈣板、天然石材、

混凝土等。對於吸水性太強的底材可以降低其吸水力。可以平均吸水性的差異。可

固著砂質底材。滲透性佳。無色、無味。用量省。透氣性佳。不含防腐成分。施作

簡易。剩料可做堆肥。

蛋白膠打底塗料	

成分：酪蛋白、蘇打

包裝：250 g（粉料）
可塗面積：40~60 m2

（隨底材特性不同而有所變化）

德國萊比錫尼可萊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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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

棕櫚蠟

亞麻籽

蜂蠟

油桐

松香

護木油產品
溫潤的外觀、柔和的表面觸感，再加上堅固、彈性佳的結構特

性，使得木材成為一種獨特的材料。自古以來一直都是人類所熟

悉的理想建材。為了維護、甚至突顯出木材的這些天然特性，天

然的含油塗料是最好的選擇。

用來保護木材的塗層中，最重要的成分乃是乾固良好的亞麻仁

油。其效用已經歷了幾個世紀的考驗。在歐洲，許多的歷史建築

得以完整保存至今，都要歸功於它。

亞麻仁油是以亞麻籽壓搾而得。因為其分子結構極小（約比合

成樹脂小 50 倍），能深入最小的木材毛細孔，乾固後形成保護

層，保存了木質原有的溫潤觸感，長期保有彈性以及最佳的透氣

性，所以能夠有效防止木材漆層的龜裂，不會造成內部水氣堵

塞，並且具有撥水、抗污的特性。除了延長木材本身的使用壽命

之外，還可以增進木材對於調節室內空氣濕度的功能。

白堊紀的木油產品是以亞麻仁油為主要成分，配以松香、熟煉

油、葡萄牙松節油、桐油、棕櫚蠟、蜂蠟與礦物性色母等多種天

然原料，調製成各種適用於木材的塗料。

堅持選用無毒、可再生的原料，以簡單的、合乎建材物性的配

方所調配的塗料，除了確保最高的使用安全性之外，更不會留下

任何需處理的特殊廢棄物。白堊紀產品所用的原料都經由嚴格控

管品質的獨立實驗室進行篩選。產品內所含的原料及成分都有完

整而詳細資訊。

不論是從品質、健康或是環保的觀點來看，白堊紀的天然木油

產品在各方面都優於合成樹脂塗料。

保留木質溫潤觸感

深入木材纖維，乾固硬化後形成保護油膜

施作簡便

撥水
抗污

透氣性佳，
增進調節濕度功能

100% 天然植物性原料，
不含石化有機溶劑。
健康、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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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場合：

室內，較不受磨損的木質表面。可單獨使用。

室外，作為耐候彩光護木油，或是天然熟煉油漆的打
底油。

白堊紀的基礎護木油屬於半油的木質塗料，由 50%
的亞麻仁油與熟煉桐油、50%的松節油所調配而成。亞
麻仁油的微小分子結構（比合成樹脂小 50倍）可以滲
透到木材的深層，並且將表面的毛細孔填滿。與木材
表面下的纖維充分結合，乾燥後形成具有保護功能的
油膜。此外，也讓後續施作的木油、塗料可以和木材
本身形成更緊密的連結。

在室內，比較不會受到磨損的地方，基礎護木油可
以單獨使用，塗佈於未經處理的木質表面，即可對木
料提供基本的保護塗層。在室外，則需要再加上耐候
彩光護木油，或是天然油漆，以提供更具耐候、抗紫
外線的塗層。

如何保護室外木質材料

設置在戶外的木料暴露於自然天候的各種狀況之中。日曬、雨淋是造成木

材老化的兩大因素。木材主要的組成成分是木質素、纖維素與半纖維素。其

中，木質素是負責結合纖維素，使木材具有堅固的特性。原本是不溶於水的

穩定分子結構，但是長時間接受陽光中的紫外線照射後，木質素的分子結構

會被改變，變得較不穩定。再經過雨水的沖刷之後，表面的木質素便會流失，

而留下灰白的纖維素。再加上微生物的附生，就成了一般常見到，木材老化

後所呈現的灰黑色。所以，要保護使用於戶外的木料，除了要阻絕紫外線的

照射之外，還要防止雨水的沖刷。

適用場合：

室內，室外，有耐候需求的木質結構。

特性：

白堊紀耐候彩光護木油是透明、耐候、有

彈性的木材保護塗料。特別適用於窗框、桁

架、木質立面、圍籬、庭院傢俱、遊戲設施。

其特殊的配方確保油膜與木質緊密結合。

所形成的保護層具有良好的透氣性，木材深

處的水氣很容易能釋放出來。不會龜裂或剝

落。只會慢慢地風化。不需要特別的維護與

保養，只需要簡單的清潔擦拭與重新塗佈即

可。在戶外，建議配合耐光性極佳的白堊紀

礦物顏料色母使用，不但使色彩增加變化。

更可加強抵擋紫外線的能力。

基礎護木油

耐候彩光護木油

成分：亞麻仁油、雙重精煉松節油、熟煉桐油、無鉛

促乾劑

容量：0.75 L  /  2.5 L  /  5 L 
用量：0.07~0.1 L / m2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亞麻仁油、熟煉桐油、

雙重精煉松節油、鋅松香酯、無鉛促

乾劑

容量：0.75 L  /  2.5 L  /  5 L
用量：0.05~0.1 L / m2

無機顏料色母
阻絕紫外線
保護木材以及
油膜本身

彈性油膜防止
雨水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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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地板硬油、硬蠟
木材作為製作家具或是建築的材料，其重要

的特點之一就是可以吸收或釋放濕氣，因此有

助於平衡室內空氣的濕度。為了要保有木質地

板的這個特性，就必須要選用具有透氣能力的

塗料來處理木地板。

目前市面上的木地板成品所採用的塗料幾乎

全都是以合成樹脂為基礎的保護漆。這類人工

合成漆料可以保護木材受到物理性的損傷（敲

擊、刮痕），或是防水。但是卻透氣性不良。

犧牲掉了木質地板最珍貴的特點，相當可惜。

如果保護漆的品質不好，時間久了之後出現裂

痕，讓濕氣進入木料內部，導致木材腐爛，造

成更大的損失。因此，以透氣性良好的天然植

物油來處理木地板是最理想的選擇。

白堊紀的木地板硬油適合用於室內，如木地

板、樓梯、木質工作台、木質流理台等比較容

易受到磨損的木質表面。其獨特的配方可以滲

透深入木材的內部，形成耐磨損的保護層。透

氣性佳、抗污、撥水。全部的原料都是採用可

以再生的天然材料。既健康又環保。

以木地板硬油處理過的木質表面可以用木地

板硬蠟再多加一層保護。白堊紀的木地板硬蠟

有加入棕櫚蠟的成分。這種同樣具有透氣性、

硬度極高的天然植物蠟可以使木質表面更耐磨

損，並且呈現出如絲綢般的表面光澤。

適合用於室內，未經處理的木地板、軟木地板、天然石材地板。提供耐
磨損的保護層。亦可適用於需要特別保護的工作平台、桌面。

用於室內，以白堊紀木地板硬油處理過的木地板，易受磨損的木質表面。
使用木地板硬蠟可以加強保護作用。

用於白堊紀木地板硬油、硬蠟處理過的木地板。將少量卡那巴棕櫚蠟保
養乳液加入水中稀釋，用來拖地，可以達到維持木地板光澤、硬度的保
養效果。

木地板硬油

木地板硬蠟

卡那巴棕櫚蠟保養乳液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亞麻仁油、熟煉桐油、雙重精煉松節油、松香鈣脂、　

松香甘油酯、無鉛促乾劑

容量：0.75 L  /  2.5 L  /  5 L
用量：0.065~0.1 L / m2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亞麻仁油、熟煉桐油、雙重精煉松節油、棕櫚蠟、

蜂蠟、無鉛促乾劑

容量：0.5 L  /  1 L 
用量：0.02 L / m2

成分：水、棕櫚蠟、天然脂肪酸乳化劑

容量：1 L  /  5 L
用量：60~70 m2 / Liter（未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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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處理

木質保養蠟
白堊紀的木質保養蠟是以純天然的油以及精純的有機

蜂蠟調製而成。呈半固體狀,可用擦布施作，不需漆刷。

不含任何石化成份。無毒、環保、健康。適合用於室內

輕微至中等損耗實木表面的保養，如實木傢具、玩具、

實木門、實木結構、實木牆面壁板、天花板等。

特色：

• 完全不含溶劑

• 施作容易

• 透氣性佳（不會妨礙實木調節空氣溼度的功能）

• 抗污、撥水，保養容易

• 抗靜電（不會吸附灰塵）

• 觸感溫潤，呈現絲質光澤，襯托高雅木質紋理

• 不會受汗水、唾液的影響而變質。（符合德國國家

標準 DIN53160）

• 適合用於兒童玩具。（符合德國國家標準 DIN

EN7，第三節）

• 可用所有白堊紀土性與礦性顏料色母來調色，木質

的紋理可以在不同的濃淡色澤中被強調出來

適用於室內，較不受磨損的木質表面。如木質傢俱、

實木壁板等。

容適用於室內，較不受磨損的木質表面。如木質傢

俱、實木壁板等。

主要成分是紅花籽油，不會使顏色變深（相較於亞

麻仁油）。

木質保養蠟（不含溶劑）

紅花籽油木質保養蠟（不含溶劑）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桐油、無雜質純蜂蠟、無鉛

促乾劑

容量：0.18 L  /  1 L
用量：0.04  L / m2

成分：紅花籽油、熟煉桐油、無雜質、無氯漂白純

蜂蠟、無鉛促乾劑

容量：0.18 L / 1 L
用量：0.04 L / m2

木質保養蠟紅花籽油木質保養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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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固硬蠟油（不含溶劑）

白堊紀純固硬蠟油乃是以獨家的配方、技術與製程，

將松香融化於亞麻仁油、桐油中混合製成。由於亞麻仁

油分子極小，即使是最小的木材毛細孔也能深入浸潤，

達到最透徹的保護。

白堊紀的純固系列產品不含任何有機溶劑或水，完全

由天然油類與松香為原料。100%不含溢散性（揮發性）
成分，這也就是「純固」-Pure Solid-這個名稱的由來。
純固硬蠟油有以下的特色：

• 合乎 DIN 53160，不受唾液與汗水影響而變質
• 適合塗於孩童玩具與遊戲器材（合乎 DIN EN71，

第三節之規範）

• 可與所有的白堊紀土性、礦性顏料色母混調，藉由

色彩明暗變化來強調木材質的細緻紋理

• 不含溶劑、不含防腐劑

• 不生靜電、觸感溫潤柔和

• 透明的蜂蜜色調、加深木紋顏色對比

• 用量省，施作簡便，維護容易

• 不龜裂、不脆化

• 防塵、具撥水性

• 有極佳的透氣性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亞麻仁油、桐油、熟煉桐油、棕櫚蠟、

松香甘油酯、無鉛促乾劑

容量：0.75 L / 2.5 L
用量：0.05~0.08 L / m2

純固硬蠟油（不含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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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用護木油 (基礎護木油、木質保養蠟、木地板硬油、純固硬蠟油 )
施作程序：

準備工作：未經任何塗刷處理的木料以砂紙砂磨過後，確實將表面粉塵清除乾淨。

靜待 30 分鐘，讓油質被木料表面充分吸收。 已經吸滿油的抹布請務必在通風處晾乾。
或是儲放於金屬容器內。以免因為油類乾
固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熱量鬱積，而造成自
燃的危險。使用不會掉毛絮的乾淨抹

布將表面未被吸收的餘油
擦拭乾淨。

（！此一步驟極為重要！
若沒有確實將過多的護木
油擦掉，油質無法完全乾
固，會在表面留下黏膩的
油膜，不容易去除。）

上油：可用毛刷、滾筒、或不掉毛絮的乾抹布，沾取適量的護木油，薄而均勻地塗佈於木質表面。

或 或

建議產品 上蠟 保養與清潔

實木地板
●木地板硬油

●純固硬蠟油

●木地板硬蠟

或

●卡那巴棕櫚蠟乳液
（以水 1:1 稀釋後擦拭）

保養：將卡那巴棕櫚蠟乳液加入拖地

　　　用水中

清潔：清水加少量天然肥皂 (馬賽皂 )

木質工作檯面、桌面 ●木地板硬油 不建議上蠟 清潔：清水加少量天然肥皂 (馬賽皂 )

木製家具、門板

●木質保養蠟

●紅花籽油木質保養蠟

●木地板硬油

●純固硬蠟油

不需要額外上蠟

保養：將卡那巴棕櫚蠟乳液加入清水　　

　　　中，以抹布擦拭

清潔：清水加少量天然肥皂 (馬賽皂 )

結構木樑 ●基礎護木油 不需要額外上蠟 清潔：用塵撢或吸塵器掃除灰塵

木質壁板、天花板、

木樑

●木質保養蠟

●紅花籽油木質保養蠟

*可用松節油 1:1 稀釋後，以塗刷的
方式施作

不需要額外上蠟 清潔：用塵撢或吸塵器掃除灰塵

木質天花板、木樑

(不會受到接觸、

磨損的情況 )

●卡那巴棕櫚蠟乳液

（以水 1:1 稀釋後擦拭）

或

●水玻璃礦物彩光塗料加色
母上色

不需要額外上蠟 清潔：用塵撢或吸塵器掃除灰塵

木質門、窗

(遮蓋式上色塗裝 )
●天然油漆 不建議上蠟

保養：將卡那巴棕櫚蠟乳液加入清水　　

　　　中，以抹布擦拭

清潔：清水加少量天然肥皂 (馬賽皂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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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鴿藍赭橘黃 英國紅

牛血紅 暗綠 深棕棕深藍

綠

白

天然油漆色卡
各色間可以任意互相調配

白堊紀自然塗料公司以流傳數百年的

配方為基礎，開發出具有絕佳透氣性的天

然油漆塗料。遮蔽性良好、耐久、不含松

香成分。適用於木質與金屬表面。室內、

外均可使用。特別適合用於室外塗佈於桁

架、遊戲器材、窗框、門等使用木材質的

地方。

白堊紀的天然油漆塗膜不會膨脹破裂、

斷裂或片狀剝落。其塗膜附著力好、彈性

佳、透氣性好。所以即使多年後，也能以

極簡易的清潔與重新塗刷來作修繕維護。

在調製的配方裏，刻意不使用水來當稀

釋劑，如此也就不需要使用防腐劑，更不

需要使用會縮短保存期限的乳化劑。

白堊紀的天然油漆提供 13 種不同現成

的顏色，顏色間可以任意互相調配。我們

用來調製天然油漆的色母完全是耐紫外

線、耐候的土質與礦物性顏料色母。

符合 DIN 53160 標準不釋出於汗水與

唾液。適合用於處理孩童玩具或遊戲設施

（合乎 DINEN71 第 3 部份規範）。

純天然的亞麻仁油／鐵礦砂塗料（鱗甲漆），有持

久的防鏽效果。鐵礦砂是在存在於自然界中、有黑色光

澤、鱗片狀的色母，為白堊紀防鏽漆的主要成分。能在

金屬表面形成一層「盔甲」般的保護層，防止水氣滲入。

所以在古早油漆教科書上也稱之為「鱗甲漆」。

就連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也曾用這種「老祖宗鱗甲漆」

來處理防鏽。德國鐵路公司也採用這種漆，塗在數千輛

火車頭與車廂的車身上。

由於亞麻仁油的分子極小，除了能深入底材，緊密

連結外，還能將未清除乾淨的鐵鏽微粒包圍，使其與外

界隔絕，防止繼續擴大鏽蝕。這就是所謂的「被動防鏽

原理」。

不像其他多數的傳統產品，在使用本塗料之前只需

要在底材表面簡單地使用手工具（鋼刷、砂紙等）除鏽

即可。

使用於室外環境時，必須搭配白堊紀天然油漆或耐

候彩光護木油，才可達到最佳的防鏽、耐候的保護效

果。

成分：亞麻仁油、熟煉亞麻仁油、熟煉桐

油、松節油、鋅白、滑石、矽酸鹽、

皂土、無鉛促乾劑、無機礦物顏料

容量：0.375 L / 0.75 L / 2.5 L
用量：0.06~0.08 L / m2

成分：熟煉亞麻仁油、熟煉桐油、葡萄牙雙重精煉松

節油、鐵礦砂、矽酸鹽、滑石、無鉛促乾劑

容量：0.375 L / 0.75 L / 2.5 L
用量：0.11 L / m2 

天然油漆

天然防鏽底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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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堊紀顏料色母參考色卡

顏料色母－自然的色彩

尖晶石黃 (861) 暗橘 (823) 暗褐 (826) 薄荷綠 (868)

陽光黃 (867) 喜耶拿紅 (824) 綠褐 (827) 尖晶石綠 (864)

尖晶石橘 (865) 赭紅 (803) 天然褐 (915) 尖晶石土耳其藍(862)

義大利金赭 (821) 紅褐 (808) 棕黑褐 (916) 尖晶石藍 (863)
珠亮金 星燦金 珠亮銀

赭黃 (802) 鹿褐 (805) 氧化鐵黑 (850) 群藍 (855)

赭橘 (822) 紅棕褐 (825) 暗綠褐 (807) 群紫 (856)

珠亮色母
閃亮的效果總是吸引人們的目光，也示意著尊貴

與價值。貴重金屬、珍珠、水晶、寶石與絲質光澤，

不管在任何時代都是人們渴望的目標，今日亦然。

然而，並非所有的閃亮光澤所傳達的感受都是一樣

的，從微光、閃光到耀眼的光芒，人眼可以分辨最細

微的差異。

如同真正的珍珠，珠亮色母也是以相似的構造組

成：以雲母為中心，外覆多層的氧化金屬。銀亮色母

的外層是二氧化鈦，而金亮色母則是二氧化鈦與氧化

鐵層。

白堊紀的珠亮色母皆為耐光性，並且可以與所有

的黏結劑結合。在光滑的表面上最後可以使用拋光

皂、迦太基蠟、牆面彩光塗料做處理，讓光彩更上一

層樓。

白堊紀自然塗料的色母包括了 24 種礦土與礦石性的無機

顏料色母。都是來自於自然界的繽紛色彩。所有的顏料色母

都可以調混在所有的白堊紀塗料產品、粉光料以及木油產品

中。這些礦物性的顏料都具有極佳的耐光性（抗紫外線，不

褪色、不變色）、耐石灰鹼性，並可以任意相互混調。如此，

可以調出幾乎所有的色彩。

19

白堊紀自然塗料



自然材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總代理 )

23545 新北市 中和區 員山路 541號
tel: 02-32343770   fax: 02-32346392
電子郵件 : info@naturemate.tw
公司網站 : www.naturemate.tw

2015/06 2000x

白堊紀自然塗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