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產品型錄

查 理 肥 皂查 理 肥 皂
天 然 環 保 洗 衣 粉 / 精、 清 潔 用 品

獲美國亞馬遜
五星評價!

獲美國亞馬遜
五星評價!



 
老查理．蘇德蘭在 1976 年創辦了「查理肥皂」，日日辛勤付出的餘蔭，為的是

不失人情味的卓越品質。而在日後，他的兒子小查理．蘇德蘭將其打造成知名      

的「查理肥皂」 。它的泛用度已經大大超越一般業界給機具或紡織品維護用的

清潔劑，從一般衣物到假牙、柴油引擎，人們幾乎全方面地使用它。從一家小

鎮店鋪變成世界級的企業，至今，查理肥皂已銷售至全國 50 州和全球 50 國。

LIVE  GREEN 我們的天然環保配方

查理肥皂的配方經過美國農業部認可，全然無毒。且經專業研究實驗室證實：

可在一個月內達 97%生物分解，遠遠超越「最終生物分解」的門檻。安全無毒，

無化學添加，讓您和家人安全無虞。

DEEP CLEAN 強力洗淨

經 SGS測試實驗室證實，查理肥皂的超強洗淨力無人能出其右。可使用在任何

可洗滌織物上，像是棉、聚脂纖維、合成橡膠等。且徹底沖洗後，不會留下任

何可能導致敏感性肌膚的東西。經克萊門森大學織品學院檢驗：沒有例外，沒

有附加條件，也沒有萬一。

About us 關於我們

Charlie Sutherland
查理．蘇德蘭 - 查理肥皂公司創始人

How we got from there to here... 我們的緣起 ...

Why Buy Charlie's Soap
購買查理肥皂的理由
What's in Charlie's Soap? 查理肥皂有什麼祕密？

美國 SGS強力洗淨力測試
美國克萊門森大學織品學院敏感性測試
美國 Suit可生物分解測試報告
詳細報告內容可至官網查詢 www.charliesoap.com.tw



查理肥皂洗衣粉 / 精

想要能有效清潔衣物，並同時達到最省錢又環保的效果？查理肥皂就是最佳解答。

由織品品管實驗室精心研發，查理肥皂洗衣粉無染料、無氣味，而且可生物分解。

它能徹底清潔、徹底洗淨，除了洗後的清新氣味之外絕無殘留。

為家常洗衣開啟一道革命新大門

可生物分解的天然濃縮洗衣粉 /精

Powder & Liquid

  成分

查理肥皂洗衣粉

天然礦物成分：碳酸鈉，矽酸鈉（一種將沙與碳酸鈉的混合物加熱後形成的洗滌劑）。

可生物分解成分：「C12-15, Pareth-2」（蔬果與礦物成分的界面活性劑）

查理肥皂洗衣精

天然礦物成分：水，碳酸鈉。

可生物分解成分：「C12-15, Pareth-2」（蔬果與礦物成分的界面活性劑）

Laundry Powder & Laundry Liquid

使用查理肥皂的好處說不完，以下僅列出部份

1.洗衣粉一匙、洗衣精一盎司 (約兩大匙 )就能一次清洗大量衣服。

2.在所有滾筒洗衣機跟上掀式洗衣機都可安全使用。

3.不推薦搭配柔軟精，而且也沒必要。這意味著您可以從洗衣省下更多錢。

4.針對所有織物，包含絲、羊毛、麻、棉、高科技極細纖維等，都極其安全且有效。

5.不含矽酸鹽、染料、磷酸鹽、螢光增白劑或香料。

6.不會造成褪色。

7.能去除運動服上的長久異味。

8.對嬰幼兒敏感肌膚無刺激。 

天然配方 可生物分解 肌膚無刺激可直接手洗 超強洗淨力 HE高效能 洗淨不殘留 冷水可溶解

查理肥皂洗衣粉

查理肥皂洗衣精

*高效能低泡沫



查理肥皂頑垢噴霧

面對事實吧。清除衣服上的頑垢是項永無止盡的挑戰。沒有哪件上衣能夠在使用番茄醬

時倖免於難，也沒有哪條褲子能夠在男孩滑向本壘後保持乾淨。查理肥皂頑垢噴霧是一

種用來對付大多數頑垢的好選擇，既經濟又環保。和所有查理肥皂的產品一樣，它也能

迅速回歸大自然。

Pre-Spray
處理衣物頑垢的第一步

  成分

天然礦物成分：水，碳酸鈉。

可生物分解成分：「C12-15, Pareth-2」（蔬果與礦物成分的界面活性劑）

Pre-Spray & Booster

來看看它的效果

1.對準衣物頑垢噴撒頑垢噴霧。

2.稍加搓揉使其滲入衣物，並靜置 30分鐘蔭乾。

3.若頑垢相當頑強，可在將衣物放入洗衣機前

再重點加強噴濕，增強洗淨效果，不必擔心傷

害衣物。

4.能清潔所有汙漬，甚至是沾到紅酒的衣物。

查理肥皂頑垢噴霧會讓頑垢從織物上分離，噴

灑的區塊看起來會像頑垢在漸漸擴散，這將使

其在洗滌過程中被洗出來，過程中溫和地去除

頑垢，而非硬碰硬地分解。

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

硬水會使水管、壺具、鍋具，尤其是容易使衣物沾染頑垢甚至是僵硬難聞。許多洗衣清

潔劑或助洗劑不是洗不乾淨，就是另外添加了增亮劑、織物柔軟劑和香料等危害環境的

成分。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使用特殊配方，能在軟化洗滌水的同時，不在衣物上留下殘

留物，真正安全有效地消滅硬水問題，且適度使用下不會汙染環境。

Booster
硬水清潔的最大救星

建議搭配

如果硬水造成您的麻煩，幹嘛要去嘗試那些會把有害物質拋進環境中的

洗衣清潔劑，而不使用我們對環境安全無虞的產品呢 ?建議可將查理硬

水處理劑和查理肥皂洗衣粉一起使用，效果更顯著 !衣物能真的洗得乾

淨如新，且不殘留一點化學藥劑。

如何使用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

洗衣：

1..在硬水環境下，每次清洗使用 1/2 匙

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

2. 針對頑垢或過度硬水，則使用一滿匙。

3. 請仔細依照指示洗滌衣物。請以可能

染色或褪色的衣物來測試。

清洗污垢之洗前處理：

加 1 匙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入查理肥皂

頑垢噴霧劑，以平常方式先處理汙垢。

查理肥皂硬水處理劑查理肥皂頑垢噴霧

天然配方 可生物分解 可直接手洗

肌膚無刺激 超強洗淨力 洗淨不殘留 天然配方 可直接手洗 肌膚無刺激 超強洗淨力 洗淨不殘留

  成分

Potassium diphosphate 磷酸二氫鉀，一種特別的磷酸鹽。



Oxygen Bleach  /  Kitchen & Bath

廚房浴廁家用清潔劑

查理肥皂廚房浴廁家用清潔劑它以全天然洗滌

鹼和椰子油為基底的洗潔劑製成，是一款用於

硬質表面的清潔劑，它不僅能有效去除油污，

安全性更是最大要點。它能依照您的需求做清

潔，無需使用具刺激性的化學藥品，也不需穿

戴手套。更棒的是：它不添加香料，對小孩與

寵物都安全無毒，並可生物分解，是您日常清

潔家務安全又環保的另一個選擇！

全天然的浴廚專用清潔劑

Kitchen&Bath

  成分

天然礦物成分：水，碳酸鈉。

可生物分解成分：「C12-15, Pareth-2」（蔬果與礦物成分的界面活性劑）

  成分

Sodium carbonate 過氧碳酸鈉

使用廚房浴廁家用清潔劑的理由是什麼？

1.能有效針對油漬、油汙、血漬、黴斑、食物殘漬

等頑強污垢做清潔。

2.溫和地讓油漬和汙垢浮起，不使用刺激性物質，

像是鹼液、磷酸鹽、漂白劑、染料或香料等。

3.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環保地清潔所有可

清洗的表面，包含花崗岩流理台、爐面、烤爐、硬

木地板、地毯、澡盆、淋浴間、牆面、磁磚、石料、

水槽、廁所等等。

查理肥皂含氧漂白劑以天然方式釋放安全的過氧化物與氧氣來抓住頑垢，讓白色物品恢

復潔白，並消除異味。我們的含氧漂白劑能用在任何可洗用品上，相較於傳統含氯漂白

劑更加無害，不含香料、不含氯、洗滌過後完全不殘留！甚至會在洗滌後發散出一股古

早式的清新香甜。查理肥皂含氧漂白劑添加氧氣，促進深層清潔力，合乎您的期望。

無毒無氯，深層清潔頑垢

  注意

＊在適度使用的情況下，含氧漂白劑對環境是無害的。我們

已將其稀釋到最適宜使用的狀態（只有在特殊用途下須使用 
2 到 4 匙），能有效降低對生態系統的衝擊。
＊兩倍濃縮的超強潔白力 , 每次使用不超過兩匙即可強力
潔白。

選擇查理肥皂含氧漂白劑的理由？

1.能抓住頑垢與異味，讓白色物品淨白如新。

2.無毒無氯，能徹底沖洗。

3.與查理肥皂頑垢噴霧、廚房浴廁清潔劑或室內外萬用清潔劑混合使用，清潔效果更佳！

查理肥皂含氧漂白劑

查理肥皂

Oxygen Bleach

天然配方 可生物分解 肌膚無刺激可直接手洗 超強洗淨力

查理肥皂廚房浴廁家用清潔劑查理肥皂含氧漂白劑

天然配方 可直接手洗 肌膚無刺激 超強洗淨力 洗淨不殘留



查理肥皂
室內外萬用清潔劑

不添加香料，對小孩與寵物都安全無毒，並可生物分解。最初用於保養工業機具，也因

此它的濃縮配方能夠處理最頑強的汙垢，且長效持久。要是您希望能有效的去油汙，並

同時也不危害人體，那這就是您夢寐以求的可生物分解清潔劑。

去油汙長效持久的萬用清潔劑

Indoor &Outdoor

  成分

天然礦物成分：水，碳酸鈉。

可生物分解成分：「C12-15, Pareth-2」
（蔬果與礦物成分的界面活性劑）

Indoor & Outdoor  /  Q & A

使用室內外萬用清潔劑的理由

1.安全無毒，不使用刺激性物質，像是鹼液、磷酸鹽、漂白劑或香料等。

2.在不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有效清潔檯面、汽機車、車道、船隻、家具、

牆面、雙手、烤肉架等各種表面。

3. 總結來說：如果您能夠用大量水來沖洗您要

清潔的地方，那麼它就是最好的選擇！

Q我是第一次使用你們的產品，要怎麼樣才可以讓查理肥皂達到最佳效果？
A首先，以大水量加上兩匙查理肥皂洗衣精或洗衣粉，再加上幾塊舊布料，去除洗衣機
內其他洗潔劑留下的殘留物。再來，丟幾件需要查理肥皂來安全有效地洗去殘留物的衣

服進去。去除之前他牌洗衣劑的殘留之後，注意一下用查理肥皂洗衣的各種持久效果吧：

低泡沫、更柔軟，與清爽的味道。如果仍然對效果存疑，就再用查理肥皂重新清洗一次

洗衣機來去除先前他牌洗衣劑的殘留。

Q查理肥皂對我的敏感性肌膚來說安全嗎？
A很安全。查理肥皂不會殘留任何讓您產生過敏反應的東西。若要完整去除殘留物，而
並非只是將它們逼出表面，可能會需要用一滿匙的查理肥皂重複洗滌幾次。第一次使用

查理肥皂洗衣粉 /精洗滌的衣物，最好要洗兩到三次，才能去除之前他牌洗衣精 /粉的
殘留。我們的訴求是，接觸到您肌膚的除了乾淨的衣物之外再無其它。如果您因
為查理肥皂洗衣粉 /精洗過的衣物而發癢，那就表示之前他牌洗衣精 /粉的殘留物沒有
完全去除。它們只被逼出至您能夠接觸得到的表面。以查理肥皂對該衣物進行兩次完全

的洗滌應該能夠緩和問題。

Q為什麼我不可以把衣物柔軟精和查理肥皂一起使用？
A衣物柔軟精是用來覆蓋一般洗潔劑留在織物上的殘留物。查理肥皂的目的則是要將織
物徹底洗淨，不餘殘留，因此衣物柔軟精是不必要的。沒有殘留物，衣服就會呈現自然

的柔軟。

Q使用查理肥皂會不會褪色？
A查理肥皂對所有可洗用品都沒有造成褪色的問題。若有疑慮，使用衣物的一小部份做
清洗測試吧。

Q 查理肥皂可以和一般含氯漂白劑一起用嗎 ?
A一般的含氯的漂白劑可以毫無疑慮用在洗滌循環中。請留意，用到一般漂白衣物的用
量並非必要。若是用量太多，小心漂白劑的殘留物刺激敏感肌膚。

Q查理肥皂可以和我的高效洗衣機相容嗎？
A查理肥皂是完全水溶性的，只要一點點水就能完整溶解。因此，一般劑量的查理肥皂
洗衣粉或洗衣精就足夠用於高效能的滾筒跟上掀式洗衣機裡了。如果您使用足量的查理

肥皂，以充分時間洗滌您的服裝至少已有三次，但您依然看見泡沫，那麼您或許得考慮

減低查理肥皂的用量。如果使用滾筒式高效洗衣機來洗滌尿布，請務必設定為最高水

位。

Q查理肥皂有味道嗎？
A查理肥皂不僅不添加香料或去味劑，還能將任何異味去除。

Got a Question? 
有問題想問嗎？

問答集

天然配方 可生物分解 可直接手洗

肌膚無刺激 超強洗淨力

查理肥皂室內外萬用清潔劑



台灣總代理 : 美星電氣有限公司 since1975   桃園市桃園區 中正路 755 號

售後服務專線 (03)3469898

查 理 肥 皂查 理 肥 皂
天 然 環 保 洗 衣 粉 / 精、 清 潔 用 品

 www.amstarintl.com.tw/ www.charliesoap.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