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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春華秋實，歲月的車輪又前進了一程。驀然回

首，紡織綜合所成立至今將滿一甲子，隨著產業發

展及歷史任務，前後經歷三次改名，業務也逐漸多

元，但不變的是本所專注於產業的熱忱，以及將紡

織作為一生懸命志業的決心。

古人曾道：「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意思

就是沒有小步的積累，是不可能走完千里之途的。

本所走過一甲子，雖沒一日千里，但卻也穩步前行

，因此特別編撰此專刊，不僅作為一個里程碑，紀

錄紡織綜合所六十年來篳路藍縷、胼手胝足陪伴與

業界共同成長的歲月，也以此銘志，願為台灣紡織

業更好的未來，傾盡全力。

編採期間，編輯群有幸拜訪多位紡織界重要人

物，福懋興業謝式銘副董事長、創代協會陳正宏理

事長、產紡協會羅忠祐理事長、智紡協會林瑞岳理

事長以及遠東新吳汝瑜副總經理，訪談之間深切感

受到紡織綜合所與業界的合作無間，借重這些先進

們在業界寶貴經驗，佐以數據、產業情勢，架構出

紡織綜合所六十年來的紀實與貢獻，以及產業界對

本所深切的期盼。由於與本所密切合作的業者眾多

，受限於時間與篇幅，無法一一拜訪，若有未盡之

處，在此致上萬分歉意。

本所六十年來秉持著「合作、誠信、務實、創

新」的組織文化，陪伴著台灣紡織產業成長，未

來將向「科技領航」挑戰與淬勵茁壯。因此，本所

六十周年慶定調於「深耕一甲子，科技織未來」，

除將這一甲子努力耕耘的成果呈現，也展現引領紡

織產業發展的企圖心，與所有業界夥伴攜手編織出

遼闊且美好的未來。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所長

中華民國108年11月

紡織綜合所 張正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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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編撰期間，本刊編輯群非常榮

幸能與謝副董一晤。聽聞紡織所

有意拜訪，謝副董與福懋公司同

仁相當重視此事，安排隆重周到

，讓我們這些後輩們受寵若驚，

也感受到福懋與紡織所多年合作

下孕育的濃厚情誼。訪談過程中

，謝副董知無不言，對於紡織產

業的歷史、技術如數家珍，其中

穿插人文軼事更讓我們聽得如癡

如醉，對謝副董於紡織業深厚的

底蘊與熱愛感到由衷敬佩。

謝副董敘述的故事、想法相當

豐富精采，但礙於篇幅只好忍痛割

愛部分內容，以下擷取當天訪談精

華，借重謝副董在紡織業界70年

的寶貴經驗，給予後進晚輩們一些

建議與期許。

路見證台灣紡織業成長茁壯，畢生

行旅的每一步足跡，即是一部台灣

紡織產業的發展簡史。

1970年代台灣化纖處於剛要

萌芽的階段，為掌握先機，1972年

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先生、王永在先

生、賴樹旺先生找上謝副董，籌設

專門生產長纖耐隆的織布、染整、

印花廠，並於1973年成立福懋纖維

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更名為福懋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由謝式銘董

事擔任總經理。從傘布開始，福懋

逐漸壯大事業，最盛時期福懋的雨

傘布擁有全世界70%的佔有率。產

品線也逐漸延伸到傘骨、輪胎用布

，以及機能性、特殊織物產品，持

續以高獲利率帶領福懋不斷成長茁

壯，並透過不斷創新鞏固福懋在世

界機能布料的領先地位，福懋今天

有如此成績，謝副董功不可沒。

楔子

打開台灣紡織史，細數其中的

英雄豪傑，福懋興業堪稱是最具代

表性業者之一！本所籌備60周年

慶紀念專刊之際，非常榮幸邀請福

懋興業總舵手、紡織業備受景仰的

前輩 謝式銘副董事長，帶領我們

進入過往這60年的交織與軌跡!謝

副董同時寄予紡織所深切的祝福與

期盼，長者風範，溢於言表！！

紡織DNA的養成
福懋興業副董事長謝式銘先生

(以下簡稱謝副董)出生於台灣紡織

業的發源地-彰化縣和美鎮，從年

方十多歲的懵懂年紀便立定志向，

毅然跟隨父親的腳步，投身紡織事

業，也成為一生懸命的志業。而後

兒子與孫女也陸續接棒，延續家族

一脈相傳的「紡織DNA」，成為

了業界裡的一段佳話。

謝副董少年時期適逢台灣光復

，當時仍用手動木織機織布，副董

即對紡織產生濃厚的興趣，甚至晚

上還拿著煤油燈透過窗戶縫隙學習

織布技術人員的技術。謝副董原本

就讀彰商，爾後因為對紡織的興趣

參加了台灣紡織公會與台北工專合

開的第一屆紡織訓練班，學習織與

染的技術，正式開啟了他的紡織人

生。從營業、機工自己一手包辦，

到加入福懋成為經營者、從手工織

品到現今科技智慧衣、從「手織工

業」到現今自動化織布，謝副董一

福懋與紡織所攜手開創紡織的

新篇章

六十年的春華秋實，六十年的

開拓進取，謝副董感謝紡織產業綜

合研究所(以下簡稱紡織所)，陪伴

著台灣紡織業走過艱辛、輝煌、滄

桑、再造的一甲子。謝副董走過台

灣紡織業70年，在此以紡織老兵

的身份，特別祝福紡織所60周年

慶，獻上誠摯的感謝，感謝紡織所

這60年來陪伴及促進台灣紡織產

業的成長與成就，使台灣紡織業迄

今仍然堅定立足在全球，並且遍地

開花成果，福懋公司也深切受惠。

紡織所與福懋公司合作無間，

特別在近10年來更頻繁參與福懋

許多產品開發及合作的案例，都得

到世界著名品牌的肯定。

早期的機能性布料，如UV-cut

、吸濕快乾、抗菌消臭、防水透濕

、保溫、防火、次微米過濾效率(

2003年SARS期間的光觸媒口罩布

)⋯等，在開發期得到紡織所的技

術協助及後續機能性之測試，各項

產品受到市場肯定，奠定了福懋公

司持續發展成為全世界高機能性布

料主要供應者之一的重要地位。

近期紡織所與福懋公司雙方的

合作關係更密切，例如：

1. 2003∼2004年間，福懋積極投

入醫療用防護衣的開發與應用，以

特殊原絲，加上抗靜電結構以超高

的防撥水與抗菌消臭的複合機能，

推廣應用於醫療級的手術衣，尤其

在抗菌(金黃葡萄球菌MASA)測試

方面，紡織所給予莫大的協助，使

福懋產品獲得多家醫療院所採用，

紡織所居功厥偉。

2. 2004年間，紡織所發起成立「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TTTA)」

，對福懋公司之產業用紡織品如：

車用輪胎簾布，醫療用、防護用紡

織品均大力的協助，驅使福懋公司

防護類產品外銷推廣軍、警、消防

、工業等用途，持續進步。

3. 2008年期間，感謝紡織所提供

可生理監測的「假人設備」，協助

福懋公司開發高階防水透濕、保溫

防寒、吸濕排汗⋯等運動休閒機

能性布料的機能性評估與實用性

探討，這也為福懋後來的高端防

水透濕布關鍵技術上建立了基礎，

更種下日後與美國 Gore公司合作

的契機。

4. 2011年間，福懋公司為執行溫

室氣體盤查的管理制度和減量工作

，成立「溫室氣體盤查與自願減量

推行委員會」，在紡織所碳足跡輔

導團隊輔導下，2011年通過BSI台

灣分公司查證，順利取得台灣環保

署及國際認證論壇(IAF)交互承認

的TAF(全國認證基金會)「溫室氣

體查證聲明書」。

5. 2014年間，在經濟部政策推動

下，由紡織所輔導福懋、裕源、

強盛三家業者，獲得搖籃到搖籃

產品創新研究所(Cradle to Cradle 

Product Innovation Institute, 

C2CPII)之驗證，有5項產品取得

驗證證書。

6. 2018年間，在紡織所的倡導，

成立「台灣智慧型紡織品協會(

TSTA)」，由紡織、電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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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紡織綜合所攜手業界

再創嶄新的一甲子

紡織所60周年紀念專刊-專訪福懋謝式銘副董事長

福懋興業 謝式銘副董事長

福懋台灣斗六廠門照片



織所在紡織原料、織造、染整技

術的開發支援工作上始終扮演重

要角色。

雖然已經成為國內的紡織龍頭

，福懋仍透過與世界頂尖企業合作

的經驗，不斷鞭策自己在產品與技

術上持續精進。約1985年代起福

懋陸續與歐洲、日本先進設備業者

合作開發新型織布、染色、整理的

系統，依其品質、效率、量產的需

求而將原型機改良精進，以更精密

、更快速、更電腦化、更數據化的

模式生產。這當中有一些技術受到

紡織所的協助，例如開發中的協助

、開發後之物化性資料檢驗分析、

量化生產問題點改善等。感謝紡織

所在台灣紡織業上、中、下游的貢

獻，使受惠的福懋公司立足世界，

持續發展。

福懋公司在2001年與世界著

名的瑞士Schoeller紡織公司，合

資成立Schoeller FTC，開拓高科

技紡織品，福懋生產、全球行銷、

進入高端紡織品領域。在此期間，

福懋公司與瑞士Schoeller公司同

時成為全世界最先獲得bluesign®

驗證的公司。

2016年福懋成為Gore全球第

一家授權製造合作的廠商。這項合

作計劃的內涵在於以符合安全與環

保等普世價值的生產製程中，提供

全球Gore-Tex統一的品質，納入供

應鏈。

海外佈局方面，福懋1992年起

開始進行海外多元生產基地佈局，

是台灣第一批於中國大陸、越南建

廠的長纖廠商。由台灣、大陸、越

南三地供應，取得關稅、交期優勢

「創新」是福懋的DNA，與世

間頂尖企業合作不斷自我精進

福懋一直堅守「創新」的核心

文化，與知名品牌的策略合作，創

造運動服飾供應鏈的產業價值、國

際化布局及同業結盟，奠定台灣機

能布的領導地位

福懋公司於30年前由傘布、

絲花、牛津布等基礎布料轉型，

與世界性運動大品牌合作開發高

科技機能性運動休閒及戶外運動

布料，逐漸成為這些品牌客戶平

織布最重要的供應商夥伴，而紡

成衣、通訊等產業共同加入，這是

台灣智慧型紡織品跨業領域結合的

開端。這也促成福懋公司主導經濟

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A+智慧戶

外服飾整合技術研發計劃」，由紡

織所輔導福懋、廣越、金磚科技、

華電聯網等台灣4家公司共同整合

開發，提供戶外運動、極限運動、

軍警、消防、救難人員在極端環境

下提供完備的保謢，為一劃時代的

開發。特別感謝紡織所在各項開發

細節與規劃上提供技術支援，成品

於2019年2月在美國上市。

，得以與品牌客戶共同成長；而向

下之垂直整合投資廣越成衣廠，則

能為品牌客戶從成衣打樣、生產到

售後服務，提供完備的服務模式。

期許紡織所與業界再創全新的

一甲子

機能性紡織品競爭者愈來愈強

，謝副董期望紡織所一本初衷，帶

領著台灣業者乘風破浪、再勇往直

前，幾點期許如下：

1. 在紡織多元材料的研究開發上

更加突破，台灣紡織原料的強項在

於合成纖維，希望在合成纖維中置

入更獨特的主動性功能，例如：(

1)長效能量轉換之控溫材料，以

對抗地球氣候之極端化；(2)置入

辨識系統，使每件成衣更能與智慧

化做結合。

2. 在設備開發上，能帶領設備開

發的菁英與紡織業者合作創新，尤

其是在紡織產業的工業4.0設備，

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對生產人力

的依賴。

3. 在人才培育上，建議紡織所成立

紡織人才培育中心，培養更多在原

料、製造、染整、成衣等開發與生

產的人才庫，期許紡織業能根留台

灣，在台灣永續發展。尤其現在工

業4.0、AI發展迅速，需要年輕一

輩的專業人才來開發，期望紡織所

能結合學界資源，培養跨業人才。

4. 面對數位工具的快速普及，台

灣紡織業須及時跟上「智慧製造

及數位化」，並連結數位平台的

「智慧服務模式」，創新綜效，

包含智慧穿戴、前後台串接技

術、參數模擬、智慧製造與製程

數據化分析、AI機器學習等工具

及應用、導入大數據分析、綠循

環經濟模式。紡織所未來如能導

入AI等工具來優化製程，庶幾成

為台灣紡織業界的標竿。

「只有變才是永遠不變的道理

」。這看似哲學的文人思想，卻在

謝副董這位成功的企業家身上被驗

證、落實。謝副董走過台灣紡織業

70個年頭，在茫茫的時代洪流裡

，副董是如何精準解讀產業脈動，

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帶領福懋不

斷乘風破浪，創造巔峰?「一切都

是興趣使然」謝副董謙遜的說，因

為對紡織的熱愛，驅使他不斷精進

知識與技術，也因為如此，視野才

更宏闊，思緒也才更清晰，對於未

來才能精準判讀宏觀的情勢。

對於紡織業的下一步，謝副董

認為首先要對本業了解透徹，並在

當下準備未來需求，及早做長遠的

規劃，安於現狀、被動追隨者終將

被淘汰。此外，謝副董也勉勵後進

們不要害怕挑戰，「如果理論行的

通，就一定做的起來!」，雖然改

變不一定會成功，但不改變一定不

會成功，不要遇到困難就裹足不

前，等遇到困難再一步步解決。謝

副董歡迎業界來切磋指教，一同為

台灣紡織業打拼！

在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一甲子

60周年慶的今天，謝副董祈願紡

織所業務興隆鼎盛、屢創佳績，紡

織所沈董事長榮津先生、李所長貴

琪先生及所有的紡織所同仁身體健

康、家庭幸福！

(非常感謝謝式銘副董事長與福懋

同仁隆重安排此次訪談，紡織所在

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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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懋台灣斗六廠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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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紡織綜合所成立五十周

年，與經濟部合作，在土城成立紡織

印象館，將紡織的過去、現在、未來

，濃縮在200坪的空間呈現。

如今，我們陪伴台灣紡織產業

共同走過一甲子，相濡以沫，未曾改

變。「默默陪伴，堅實後盾」是我們

在台灣紡織歷史中的最佳寫照，過去

六十年來在全體同仁攜手努力下，寫

下一篇篇精彩的典範，而未來紡織綜

合所仍將作為業界不可或缺的研發策

略夥伴，共同精進！

2019年，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成立六十周年紀念，祈願「深耕一甲

子，科技織未來」！ 

2000年林義夫先生接任董事長，除

增建大義館之外，更著力將產業用、

機能性、舒適性紡織品等技術研發，

以及產業服務，納入本中心工作重點

，逐步具備整合紡織產業上、中、下

游的現代化配套製程及技術的實力。

2001年黃耀堂先生以業界代表

身份接任董事長，致力將本中心研發

及服務方向與業界需求相結合，並推

動中心成為國際級的機能性和產業用

紡織品之研發與驗證機構。

(三)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時期(

2004迄今)
為加速研發、服務多元化腳步

，邁入國際化的新紀元，本中心自

2004年9月起更名為「紡織產業綜合

研究所」，由姚興川先生擔任所長，

延續黃耀堂董事長希望紡織綜合所與

業界緊密合作的理念，進一步整合本

所與產業的能量，將台灣自行研發的

機能性與產業用紡織品推向國際舞台

，紡織綜合所至此邁入新的紀元。

2008年，擴建啟用雲林斗六廠區，

主要任務為服務中南部紡織業界並建

立特殊織造、環保染整及布膜塗布貼

合與設計行銷等核心技術與產品。

2007年11月由施顏祥先生接任

董事長，後續經歷汪雅康、杜紫軍先

生，2016年至今由沈榮津先生擔任

董事長一職。民國2008年1月白志中

先生接任所長，至2016年6月退休後

，同年7月由李貴琪博士接任所長一

職。在這些紡織前輩無私奉獻下，一

步步將本所打造成國際級紡織科技研

發及服務的主要機構，點亮「紡織綜

合所」這塊金字招牌。

「財團法人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

。主要任務為執行紡織相關廠商的品

管檢驗、產品分級、製程追蹤上的檢

定與諮詢服務。自1980年起，為了

配合紡織產業的快速發展，本中心發

展方向，由品管檢驗轉型為技術諮詢

與輔導服務，並開始著重紡織領域技

術及製程研發。至此，本中心在發展

上有了關鍵性的轉變。

1989年李模先生接掌董事長，

執行由經濟部所委託紡織相關之關鍵

技術研發計畫和技術輔導工作，並與

時任所長姚興川先生，向政府爭取建

設經費，於1991年初開始，在本所土

城原址改建研究樓房：大智館、大仁

館及大勇館等三館陸續完工，更能發

揮研發成效。有了國家科專計畫及經

濟部技術處在政策及資金的協助，再

加上各公會與業者的鼎力相助，本中

心成為國家級的紡織專責研究機構。

本中心在1990年代後，擴大原

有的技術服務及研發工作，加入紡織

科技綜合研究、產業資訊分析及人才

培訓等重點工作，並且執行經濟部委

託專案，進行技術層次較高的研究開

發，再將新技術或產品移轉給廠商。

在許多紡織人的記憶深處，紡

織綜合所大門前那一片翠綠的草坪、

椰子樹林立的美麗景致，依舊清晰。

它一路伴隨著紡織產業起飛，每年創

造數十萬家庭溫飽，無論遭遇任何困

難與挑戰，我們始終守護在業界左

右，站在前方指引方向。隨著時代的

巨輪不斷前進，我們這六十年的腳步

一刻也沒有停下來，前後經歷了三個

階段，成就了現今的規模與榮景。

(一)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時期(

1959∼1971)
民國50年代中期後，台灣紡織

產業在歷經進口替代時期，各項階段

性管制、保護政策的庇蔭下成長茁壯

，除能自給自足外，也逐漸打開國外

市場。猶如現今的「MIT標章」，當

時為了讓台灣紡織品走入世界，出口

產品的品質檢測，成為讓國際認同「

台灣製造」的重要程序。在此時空背

景之下，1959年12月3日紡織綜合所

的前身「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成立

，以執行我國紡織原料進口及成品布

出口之品質檢驗與管控，成為台灣紡

織品出口檢驗的唯一單位，奠定了本

所六十年來服務紡織產業的根基。

(二)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時期(

1971∼2004)
1971年7月起，試驗中心更名為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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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台灣紡織品試驗中心成立之法人登記證

紡織產業一直是推動台

灣經濟奇蹟的推手，在

過去那樣艱苦也充滿變

動的年代，本所作為台

灣最重要的紡織研究機

構，一直在旁細心呵護

這台灣經濟的命脈。經

歷了一甲子的淬鍊，我

們不斷成長茁壯，期望

以這堅定的力量帶領台

灣紡織業不斷乘風破浪

、創新領航，以大破大

立的決心，再創全新的

一甲子！

2004年本所更名揭牌儀式

2008年6月葉義雄副董事長(左一)、施
顏祥前董事長(左二) 、黃耀堂前董事長
(右二)及杜紫軍前技術處處長((右一)一
同為本所斗六場區啟用典禮剪綵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土城場區(1971
∼1989)

1992本所土城場區奠基



10  ︳   ︳11

關鍵時刻

紡織綜合所歷史沿革 台灣紡織產業政經環境變化

1996年
● 紡織下游出走超過一千家，前往中國
大陸、越南、泰國、菲律賓等
● 政府宣示對大陸「戒急用忍」政策

● 通過ISO 9001驗證
● 首 次 舉 辦 台 北 紡 織 展 ( T a i p e i 
Innovative Textile Application Show, 
TITAS)

1997年
● 紡織業總產值達6,300億元台幣、創
匯達130億美元的高峰
● 亞洲金融風暴

1999年
中 華 民 國 紡 織 品 研 發 國 際 交 流
協會(Ta iwan Text i l e  Research 
and Deve lopment  Assoc iat ion 
International，TRDAI)成立

● 林義夫先生接任董事長，姚興川先生
續任所長，致力於產業用紡織品、機
能性、舒適性紡織品研發
● 大義館動工

2000年 設置雲林絲織專業區 

● 黃耀堂先生以業界代表身份接任董事
長
● 與日本信州大學暨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簽署合作協議
● 促成新合纖紡織品策略聯盟
● 榮獲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遠東地
區最佳發明獎」、「綜合產品類金、
銀牌獎」
● 榮獲經濟部科專計畫「優良技術獎」
●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90年度績
優中小企業輔導及服務人員 」
● 首次舉辦紡織科技國際論壇暨研發成
果展(Textile International Forum and 
Exhibition，簡稱 TIFE)

2001年 兩岸加入WTO

● 與英國BTTG合作協議簽約
● 榮獲德國紐倫堡世界發明展「銀牌
獎」
● 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全國發明展「
金頭腦獎」

2002年

● 榮獲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二金一銀
及匈牙利首相獎
● 榮獲經濟部科專計畫「優良計畫優等
獎」
● 榮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四屆「全國
標準化獎-團體標準化獎」

2003年 SARS事件

● 更名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加
速研發及服務多元化，並邁入國際化
的新紀元
● 榮獲行政院「93年度傑出科技榮譽
獎」
● 榮獲「國家發明創作獎」及台北縣政
府「嫘祖再世獎座」

2004年
台 灣 產 業 用 紡 織 品 協 會 ( T a i w a n 
Technical Textiles Association，
TTTA)成立

● 與台北市立動物園合辦「Phyllotex竹
炭紡織品嘉年華會」
● 榮獲經濟部科專計畫「優良技術獎」
●榮獲經濟部「ITIS年度優良專題調查
報告及年鑑」優等獎

2005年 依WTO的紡織品及成衣協定(ATC)規
範，紡織品配額制度全面取消

紡織綜合所歷史沿革 台灣紡織產業政經環境變化

紡織綜合所60年大事記

臺灣紡織品試驗中心成立，以執行我
國紡織原料進口及成品布出口之品質
檢驗與管控為主要任務

1959年 紡織產業為第二大出口產業

1960年 「出口擴張」策略，制定〈獎勵投資
條例〉

1961年 美國對我輸美棉織品設限

1962年 美國對台棉製品實施進口配額管制

1963年
● 聚酯絲開始生產
● 加拿大對我國棉織品設限

1965年 美援結束

1966年 紡織品首次貿易出超

1967年 紡織品首次成為全台最大的創匯商品
(1967～2003)

1970年 歐洲共同市場對台棉製品開始設限

臺灣紡織品試驗中心更名為「中國紡
織工業研究中心」主要任務為執行紡
織相關廠商的品管、分等、追查等

1971年 美國對台進口設限擴及至羊毛及人纖
製品

1973年
● 工業技術研究院成立
● 第一次石油危機
● 推動第二次進口替代

1974年

美國、加拿大、與歐洲共同市場依「
多種纖維協定(MFA)」與台灣簽訂雙邊
協議，同時設限的產品加工層次擴及
紗、布及成衣，原料亦擴及棉、人纖
和羊毛

1975年 紡拓會成立

1978年 第二次石油危機

1979年
● 台美斷交
● 經濟部技術處啟動法人科專計畫

本所任務調整為技術與製程研發服務 1980年

1988年
● 出口不再以成衣為主，改以紗線與布
料為主

李模先生接掌本所董事長，本所開始
執行經濟部技術處專科計畫 1989年 ● 輸美毛衣被控傾銷

1990年
● 開放中國大陸間接投資
● 人造纖維總產量佔全球10.3%，僅次
於美國

1991年
● 〈獎勵投資條例〉落日，實施〈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
● 尼龍產量全球排名第二、聚酯長絲全
球排名第一

● 姚興川先生接任所長
● 土城原址改建研究樓房：大智館、大
仁館及大勇館等三棟陸續完成

1992年

1995年 人纖業產值超越成衣業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土城場區(1989∼
1995)

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台北市場區(198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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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毛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開幕，設
立於紡織綜合所斗六廠區
● 「可摺疊式織物超級電容」榮獲 美
國2011 R&D 100 大獎
● 「布花園」勇奪 2011德國iF設計大賽
金獎
● 榮獲國家發明獎：「發明創作獎」、
「發明競賽獎」
● 榮獲經濟部科技專案成果表揚 ：「
優良計畫獎」、「傳統產業加值貢獻
獎」、「最佳新人獎」
● 榮獲第12屆全國標準化獎：「團體標
準化獎」、「標準化成就獎」

2011年

● 杜紫軍先生接任董事長
● 「魔幻Q副木」、「蠶繭鞋」 榮獲
2012德國iF設計大獎
● 榮獲「第二屆國家產業創新獎」組織
類-績優創新研究機構獎
● 榮獲國家發明獎 ：「發明創作獎」
、「發明競賽獎」
● 榮獲經濟部科專計畫成果表揚：「研
發服務卓越獎」、「優良計畫主持人
獎」
● 「 生 物 纖 維 止 血 創 傷 敷 材 」 榮 獲
2012年台灣化學科技產業菁英暨產品
創新獎之產品創新獎

2012年 行政院核定「台灣產業結構優化-三業
四化行動計畫」

● 斗六廠區「織雲館」開幕
● 榮獲經濟部能源局「節能績優優等
獎」
● 榮獲「國家發明創作獎」
● 榮獲「國家產業創新獎」

2013年 台灣戶外品牌聯盟(Taiwan Outdoor 
Group，TOG)成立

榮獲國家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金牌、
銀牌 2014年

● 榮獲「科技美學設計加值獎」
● 榮獲「新創標準貢獻獎」
● 榮獲法人科技專案計畫：「優良計畫
獎」、「產業知識服務領航獎」、「
傳統產業加值貢獻獎」
● 榮獲第四屆國家產業創新獎「團隊創
新領航獎」

2015年

● 沈榮津先生接任董事長
● 李貴琪先生接任所長
● 榮獲「2016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
易展覽會銅牌」
● 榮獲法人科技專案計畫「優良計畫
獎」
● 榮獲「2016 iF產品設計獎」
● 協助提供八仙塵爆事件傷患所需醫療
物資

2016年
● 啟動生產力4.0發展方案
● 推行「5+2」產業創新計畫
● 推動新南向政策

榮獲法人科技專案計畫：「優良計畫
獎」、「技術成就獎」 2017年 「功能性色紗聯盟」成立

榮獲「國家發明創作獎」金、銀牌 2018年
● 中美貿易衝突
● 啟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 台灣智慧型紡織品協會(Taiwan Smart 
Textile Association，tsta)成立

本所成立六十週年 2019年

● 榮獲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六金二銀
一銅
● 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展
創作獎」一金二銀
● 榮獲經濟部科專計畫：「優良計畫獎
」、「技術成就獎」
● 榮獲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全國標準化
獎-標準化成就獎」
● 榮獲行政院「傑出資訊人才獎」

2006年

● 11月施顏祥先生接任董事長，致力推
動紡織綜合所成為國際級紡織科技研
發及服務機構
● 分別與俄羅斯OAO VMZ、南印度紡
織協會簽署合作協定
● 與TÜV Rheinland簽署檢驗合作協議
● 榮獲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展
創作獎」金牌獎
● 榮獲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二金三銀
一銅牌獎
● 榮獲經濟部ITIS成果獎：「專題優等
獎」、「創新研究獎」及「研討會優
良團隊獎」

2007年

● 白志中先生接任所長
● 汪雅康先生接任紡織綜合所第十三屆
董事長
● 雲林斗六場區啟用，主要任務為服務
中南部紡織業界並建立特殊織造、環
保染整及布膜塗佈貼合與設計行銷等
核心技術與產品
● 分別與Blum實驗室以及台灣德國萊
因簽署合作協議
● 榮獲國家發明展創作獎：「團體貢獻
獎」、「發明競賽獎」之金牌獎
● 榮獲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二金三銀一銅
牌獎
● 榮獲經濟部ITIS成果獎「創新研究獎」
● 榮獲經濟部科技專案成果表揚獎「研
發服務卓越獎」

2008年

● 工業局成立「紡織業發展推動辦公
室」
● 工業局推動紡織產業行動方案「三個
千億計畫」
● 全球金融危機

● 紡織綜合所五十周年，與經濟部合作
，在土城院區成立紡織印象館
● 與法國Up-Tex競爭力中心簽署台法
紡織合作備忘錄
● 榮獲經濟部科技專案成果表揚「技術
成就獎」
● 投入八八水災救災活動，協助紡織業
者重建，並提供必要物資至災區

2009年 莫拉克颱風釀成八八水災

榮獲「德國iF設計獎」 2010年

●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公布〈
產業創新條例〉
● 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 行政院核定「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
整支援方案」
● 推動臺灣製MIT微笑產品驗證制度
● 紡織產業結構由2004年衣著用：家
飾用：產業用＝63：12：25提升至58
：10：32
● 棉花價格突破歷史高點，2010/11年度
Cotlook-A指數平均價為每磅161美分

紡織綜合所斗六場區(2008∼)

雲林毛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開幕(2011)



14  ︳   ︳15

關鍵時刻

細數紡織綜合所歷史沿革，60年前成立「台灣紡

織品試驗中心」，主要任務是以執行我國紡織原料進

口及成品布出口之品質檢驗與管控，為當時台灣紡織

產業賺進第一桶「外匯」。

1971年因應國際人造纖維發展需求，台灣紡織

業亟需發展人造纖維的製造及加工技術，因此更名為

「財團法人中國紡織工業研究中心」，並開始積極投

入紡紗、織布、染整及成衣服飾等全製程關鍵技術

研發，同時透過研發、輔導與檢測驗證等能量，協助

國內業者轉型，在1998年台灣紡織產業創下新台幣

6,300億元的產值及120億美元出口值的高峰。

2004年產業面臨全球布局與創新性及差異化的

競爭壓力，為能提供業者從原料、製程、產品到設計

、行銷，甚至到產業訊息、人才培育之全方位且專精

的解決方案，再次更名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並投入高階機能性及產業用紡織品研發。透過這些努

力，除了穩固紡織業在國際供應鏈的地位(目前全球

有70%機能性布料來自台灣)，更突破區域貿易限制

，讓國際品牌對MIT(Made in Taiwan)建立信心。

紡織綜合所未來除持續投入創新性與差異化的

利基紡織品研發外，為落實技術產業化、成果商品

化，更扮演著技術供應者及問題解決者的角色，協

助業者搶佔全球市場先機；此外，因應產業數位轉

型發展趨勢，將協助業者導入AI、物聯網及大數據

等技術，透過快速反應客戶需求，帶動在地產業共

同發展，使台灣紡織產業維持在全球紡織品供應鏈

的重要地位與競爭力。

紡織綜合所過去60年來一直努力扮演產業創新領

航者角色，除了深化研發創新能量，協助產業提升產

品開發能力，也積極強化產品驗證能力，讓業者產品

開發符合國際標準規範，快速擴展新市場，從短中長

期作為如下：

首先，為創造台灣紡織產業新競爭力，紡織綜

合所在政府計畫支持下，依據國際趨勢與產業需求

，進行技術競爭力提升及高值化紡織的創新研發，如

：低溫熱熔、長效抗菌消臭、原液染色、生物纖維、

RFID紗，智能感溫感濕、石墨烯等，均藉由原材料

的創新，開發差異化並具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目前台

灣紡織業已是全球知名紡織品牌重要的供應鏈之一，

吸引耐吉(Nike)、愛迪達(adidas)、UA、lululemon

等運動服飾品牌直接來台採購。

其次，為能協助產業掌握市場主導能力，於

2002年成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

議委員會」，制定國家級檢測標準以及參與國際標準

的建立，即時掌握國際市場產品規範，確保台灣紡織

業在技術領先的優勢。除了肩負專業研發及檢測驗證

外，紡織綜合所在產業人才培育也付出心力，每年度

會開辦全方位紡織專業培訓課程及爭取國內機構與政

府補助之人才培育計畫，以厚植產業人才資源，促進

產業升級轉型。

未來，紡織綜合所將持續深耕創新高值化紡織品

、紡織數位化製造及循環永續材料與工程再造等三大

方向發展，以創造「不是第一，而是唯一」的競爭優

勢，締造台灣成為永續經營的紡織產業典範。

快速反應業界需求，持續

投入創新研發

開創「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締造台灣成為永續經營

紡織綜合所60周年紀念專刊-沈榮津董事長期許 紡織綜合所60周年紀念專刊-李貴琪所長期許

沈榮津 董事長

李貴琪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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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 投資、創新，驅動台灣紡織業發展
早期台灣紡織產業發展迅速，為當時最重要的出

口創匯產業，政府為確保外銷品質，必須透過第三方

認證機構來執行產品檢驗，因此於1959年成立「台

灣紡織品試驗中心」(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前身)，因

為有嚴格的品質管控，讓國際廠商對台灣紡織品品質

有信心。紡織綜合所成立至今已六十年，見證了台灣

紡織產業從成長、轉型到升級的變遷，大致可分成三

大階段：

●第一階段為「資源驅動經濟」，以勞動、土地、優

質技術人員等來推動產業發展。

●第二階段為「投資驅動經濟」，以購買原料、機器

設備、知識和技術研發為主，並同時進行上、中游逆

向產業鏈整合。

●第三階段為「創新驅動經濟」，結合智能科技、研

發高端纖維與終端紡織品。

紡織綜合所施顏祥前董事長說，在未來的二十年

，紡織產業將會朝向金錢投資、技術創新及環境友善

等三大趨勢整合發展。

資源再生與內外循環，打造環境友善的紡織科技

循環經濟為國際重視的議題，國內業者應思考如

何以資源再生為研發創新的方向，以期降低對環境的

破壞。因此「綠色供應鏈」和「綠色生產製程」是產

業目前最重要的發展趨勢。Prof. Michael Braungart

曾提及，台灣是最適合建構循環經濟發展的國家，因

為台灣寶特瓶回收在製造及技術上擁有純熟的經驗與

能力，我國業者可以思考朝向如何開發出對環境友善

的製程和商品，例如綠色材料研發或回收可分解材料

資源，並透過製程技術開發出再生材料等，未來必能

成為全球循環紡織的領先者。

資源再生與開發，須透過第三方的檢測驗證，才

能說服消費者以及滿足需求，紡織業未來可朝向循環

再生之「技術開發」與「驗證服務」等兩大方向來規

劃。此外，亦可思考如何將智慧科技、人工智能和大

數據分析等導入於紡織製程、設計、品管及驗收等階

段，這些都是未來的研發技術重點項目。 

目前已有國際大廠開始投入紡織品回收再利用之

「資源外循環」工作，建議台灣紡織業者應重視企業

「資源內循環」，包括材料、水、電等都不予以浪費

，以達到零汙染及零排放，並朝向Reduce、Recycle

、Reuse、Redesign等4R邁進。另，紡織綜合所應

引導與協助業者走向資源整合與循環再利用，以使成

本最低化與資源效率最高化為目標。

平衡國內外紡織產值，推動紡織檢驗為服務貿易

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國內紡織業者將生產基地

移至低成本國家，因此造成台灣紡織業在國內外的產

值比重不均，建議業者可將總部設立於台灣，以及依

國際分工與比較利益之原則，將低階紡織品移至其他

國家生產，中高階則在國內生產出口，例如智慧化、

環境友善及市場價值高等紡織品，以平衡國內外產值

之比重，並能提升台灣的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服

務貿易也已成為國際發展的趨勢，紡織綜合所除了持

續提供檢測服務予國內業者外，亦應拓展至其他國家

和區域，將檢驗服務成為服務貿易的一環，期待能為

台灣紡織產業再創新契機。

區域生產及全球資源整合，鞏固台灣紡織競爭力

近年來中美貿易戰以及各國保護主義的再

起，經濟學人雜誌提出全球已朝向”慢球化(

Slowbalisation)”的發展趨勢，該趨勢使區域內經

濟體間的聯繫加深，如北美、歐洲和亞洲的供應鏈

由多地採購轉向近距離的地點採購，因此對台灣紡

織的外銷將會產生影響，故國內業者應思考採取區

域生產及全球資源整合等策略，以連結全球與在地

之產地，以維持台灣紡織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紡

織綜合所汪雅康前董事長說。

台灣紡織產業在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及低成本新興

國家的興起浪潮下，業者將國內生產基地外移至低成

本的國家，造成國內紡織產業原有完整的上、中、下

游的供應鏈碎裂，不再擁有完整供應鏈的優勢，業者

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下，仍可維持競爭優勢，

那就須在紡織生產製程中找到具有獨特性的技術或產

品(如：上游端的化纖原料、染劑、抽絲等)技術研發

，成為全球獨一無二，且無法能被取代的，以鞏固台

灣紡織在全球市場的地位。

創新科技新體驗，創造新價值服務

除創新研發外，業者亦應同時思考如何搶進消費

市場(如：美國及中國大陸等)並進行佈局，建立新的

零售據點，以貼近客戶與在地市場；另在網際網路與

電子商務技術的日新月異，企業如何應用創新科技從

製造轉向服務加值延伸，如：中國大陸鳳凰庄紡織品

公司建構與供應商及客戶共贏的平台，該公司擇優挑

選大陸前50∼100大的紡織業者，將業者的產量及產

品等相關資訊建立於該平台，好讓顧客、設計師以及

消費者等能透過該平臺快速選購新產品，此新型的商

業模式改變了面料傳統行銷模式，為客戶帶來產品外

的價值體驗，本案例可讓國內的業者思考如何運用科

技為客戶創造服務新體驗，並為企業本身及顧客創造

獲利與獲益。

創新研發人才與先進設備，帶動產業創新動能

今年度為紡織綜合所的60周年，期許該所能持續

秉持著法人成立的宗旨，促進新興產業技術發展及進

行產業化輔導，因此人才與設備等二項將會是支撐前

瞻技術研發、智慧財產與技術推廣等活動的重要關鍵

資源。在人才培訓上，可派員至國外學研機構進行短

期的研發交流，汲取國外研發的經驗，以提升研發能

量；在設備上，則應持續投入先進的研發及檢測等設

備，期能自主性開發創新前瞻的紡織材料、技術或產

品以及進行檢測驗證，為業者創造新興產業。另外，

亦應朝向跨領域的研發及加速技術商品化，更可思考

在技術與產品的驗證階段讓業者參與合作，縮短商品

化的時間。值此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邁向60周年之際

，希望能持續帶動產業創新動能，讓高科技及高附加

價值之紡織業永續生根成長，將台灣紡織產業再次推

向新高峰。

開創永續循環紡織大未來 創新科技新體驗，創造服務新價值

紡織綜合所60周年紀念專刊-施顏祥前董事長期許 紡織綜合所60周年紀念專刊-汪雅康前董事長期許

施顏祥 前董事長

汪雅康 前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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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外移並非壞事，重點在於將高價值服務留

在台灣

隨著國內外環境變遷，生產基地逐漸外移至開發

中國家，對產業永續發展來說並非壞事，重點在於如

何將高附加價值的活動留在台灣。因此除了過往所強

調的「台灣研發，海外生產」，仍有更多高價值服務

可做，例如全球運籌中心，由台灣接單透過資訊系統

將客戶訂單直接展開，連結到世界各產區進行產銷同

步管理，以達到集團供應鏈最適化，也提高對客戶的

服務價值。

紡織最適合扮演全球資源整合者

紡織產業的長供應鏈，使其成為相當適合做全球

資源整合的產業。「全球資源整合者」必須要能夠憑

藉著對市場情資及關係網絡之掌握和經營，將分布於

全球的各種生產要素(包含有形與無形的研發、設計

、物流、金流、人流、資訊流等)、半成品、成品與

服務等，以快速支援，或直接滿足各跨國市場的交易

需求為前提，以全球性的眼光進行供需整合與流通。

其中包含垂直與水平資源整合：

垂直整合：從上游紗線採購、織造、染整、定型

到下游成衣生產，提供全球顧客All-in-One的一站式

服務。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則可以針對局部的供應

鏈做整合，例如布到成衣；或朝專業的單項領域深耕

，如牛仔布等。

水平整合：透過共同行銷，擴展市場規模，帶動

品牌發展。例如捷安特從專業自行車品牌，結合台灣

紡織業者，以授權商標的方式結合共同行銷，將產品

擴及至運動休閒用品，帶動紡織品牌發展。亦或是聯

合成立產業控股公司，統籌品牌、行銷與服務，有利

於企業開展其他業務。

做品牌不是全民運動，B2B品牌才是紡織產業

的優勢

隨著台灣紡織產業的升級與轉型，加上電子商務

的普及，企業的接單方式也逐漸從OEM跨入ODM、

甚至OBM模式，不少習慣以B2B營利的公司開始進

入B2C的市場，然而卻往往讓這些大企業鎩羽而歸。

以往B2B業務中，重點主要在產品的達交與客戶管理

，利潤固定且可預期；而B2C的則視客戶體驗為出發

點，品牌行銷、通路、庫存去化都是獲利關鍵，這和

B2B以生產出發的思維截然不同。

做品牌不是全民運動，而是衡量自身的能力及優

勢，做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生產製造是台灣紡織的強

項，從材料端把B2B品牌(如Gore-tex)建立起來，而

後再走向B2C，是現階段較為可行的方向。

成為紡織產業資源流動的橋梁

今年是紡織綜合所成立一甲子，六十年來每個階

段有不同的屬性和任務，除了持續專注於紡織應用的

研發，期許紡織綜合所的下個世代，能朝整合服務發

展，包含：(1)協助廠商成為資源的整合者，不僅是

協助擴張企業經營範圍以及供應鏈廣度，也要提高企

業內部的e化管理能力，強化紡織資訊流整合服務；(

2)驗證是技術及品質確認的平台，運用紡織綜合所的

技術能量，開發新技術、材料的驗證方式，成為全球

領先且唯一的驗證標準。面對日趨險峻的國際情勢，

台灣紡織產業正處於關鍵時刻，期能藉由紡織綜合所

扮演產業與全球、區域市場之間資源流動的橋梁，鞏

固我國於全球價值鏈的關鍵地位，維繫紡織產業的永

續發展。

資源整合是台灣紡織邁向

新世代的關鍵一步

紡織綜合所60周年紀念專刊-杜紫軍前董事長期許

杜紫軍 前董事長

紡織綜合所 葉俊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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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轉型

產業結構轉型 機能性紡織品產業範疇相當廣

泛，本文定義為應用於衣著用之纖

維、紗線及布料，具有吸濕排汗、

透氣、保暖、異味控制、抗紫外線

、阻燃、抗靜電、防風、防水等特

殊功能，均可稱之為機能性紡織品

。以下說明機能性紡織品產業之全

球發展趨勢、國內產業發展現況及

產業未來展望：

一、全球產業發展趨勢

(一)全球機能性服飾市場規模及主

要領導品牌

根據Euromonitor(2019/01)

預估，2018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

規模達2,010億美元，其中，機能

性運動服飾、戶外服飾及運動時尚

休閒服飾市場規模分別佔整體運動

服飾的45%、16%及39%。展望

2023年，未來五年全球運動服飾

市場平均年複合成長率將達6.1%

，高於整體服飾市場平均年複合成

長率的4.4%(參見圖1)。

就主要領導品牌方面，2019

年全球前六大運動及戶外服飾品

牌依序為NIKE(8.5%)、adidas

(8.1%)、Under Armour(2.8%

)、The North Face(1.7%)、

Columbia(1.4%)、 lululemon 

athletica(1.3%)

(二)產品及技術發展趨勢

近年來機能性紡織品的發展趨

勢著重於「機能升級」、「永續環

保」及「智慧製造與數位化」等議

題，說明如下：

1. 機能升級

紡織品的機能升級主要透過高

分子材料改質、紡織品結構設計、

化學配方搭配後整理技術精進等方

2019年機能性紡織品
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服部
巫佳宜

圖1 2018-2023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Euromonitor(2019/01)

隨著經濟成長以及產業環境變遷，台灣紡織產業

發展也從早期的棉紡、化纖工業，逐漸朝「機能

性」、「產業用」、「智慧型」與「環保」紡織

品等四大領域轉型。不論是關鍵技術研發，或者

是對抗產業情勢轉變的大小戰役，六十年來，在

台灣經濟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紡織綜合所都

站在最前線，扮演領航者的角色。

本專欄藉由解析「機能性」、「產業用」、「智

慧型」及「環保」紡織品四大領域的發展現況與

趨勢，並專訪創代協會陳正宏理事長、產紡協會

羅忠祐理事長、智紡協會林瑞岳理事長以及遠東

新吳汝瑜副總經理，描繪出紡織綜合所與業界的

合作無間，攜手為台灣創造的動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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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紡織材料的機能能夠更保暖

、透氣、輕量、快乾涼感、舒適伸

展等，甚至是走向能主動因應環境

變化而改變機能特性的非電子元件

智慧紡織材料。如：HeiQ Smart 

Temp Activated Cooling感溫型智

慧材料可因應溫度變化主動進行濕

度管理及涼感機能調節(參見圖2)

、PrimaLoft填充材應用氣凝膠材

料據稱可提升52%的保暖度等均

為近期機能升級的代表案例。

2. 永續環保

永續環保議題方面，除積極投

入環保製程(如：建置能源回收系

統、汰舊換新低浴比染色機台等)

外，擴大採用回收材質、無毒化學

品等進行綠色材料的開發也已成為

打入國際品牌供應鏈的「基本條件

」。此外，海洋「微塑膠」污染(

超細纖維自布料脫落流入海洋)及

大量廢棄衣物等問題已引起高度關

注，因此生物可分解材料、廢棄紡

織品回收再製原料等也是重要趨

勢。如：GTI AquaVent™乾式整理

加工、Parley海洋回收紗、Aquafil 

ECONYL®回收耐隆紗、Primaloft® 

B io™可生物分解合成填充材、

Polartec® Power Air™減少纖維脫

落的創新織物結構技術等均為近期

永續環保材料的代表案例。

3. 智慧製造與數位化

隨著AI技術、雲端運算、大數

據儲存、區塊鏈等科技漸趨成熟，

已加速了智慧製造與數位化科技在

機能性紡織品的產品開發與生產製

程的應用。

(1)產品開發面的智慧創新應用：

樣品開發走向數位化

近年來全球各地如Clo-3D、

TG3D、Gerber、Lectra等軟體業

者陸續推出3D服裝模擬系統，此

系統有助於品牌客戶與供應商之間

省下實體樣本的打樣與運送時間，

並專注於在虛擬平台上進行樣品概

念的溝通、成型及測試，可大幅縮

短產品開發週期。

(2)生產製程面的智慧創新應用：

走向智慧製造

機能性紡織品可透過智慧機

械蒐集製程數據，並透過大數據分

析與人工智慧進行最佳參數的自主

學習與自主修正，以及預知機台維

修保養、環境監測等工作，不僅能

降低人力成本及減緩招工不易的問

題，同時也是發展按需生產(On-

Demand)商業模式的供應鏈基礎

。如：2018年荷蘭紡織設計工作室

Eva x Carola發佈正在研究服裝設

計的數位化流程關鍵演算法，將透

氣度、伸長率、重量等功能參數製

成視覺化介面，此互動型設計工具

可以預測紡織品以這些參數進行生

產製造後的效果，再搭配Santoni

的無縫圓編機進行織造，以達到機

能性服裝大量客製化的目標。

二、國內產業發展現況

根據ITIS研究團隊預估，2014

年台灣機能性紡織品附加價值率

26.22%，預估2019年附加價值率

可望提升至30.4%。以下說明產業

競爭優勢、面臨挑戰及全球佈局概

況：

(一)產業競爭優勢

台灣是全球機能性紡織品的研

發與生產重鎮，國際品牌下單台灣

廠商(含台商的海外廠)的機能性紡

織品比重約為五成，戶外用機能性

紡織品下單台灣比重甚至高達7至

8成，包括NIKE、adidas、Under 

Armour、Lululemon、Columbia

、The North Face等國際品牌均將

台灣視為機能性布料主要採購地。

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的競爭優勢主要

包括：

1. 台灣機能性人造纖維材料的開發

與整合能力強，提供少量多樣、差

異化與客製化的能力優於中、韓等

競爭國家，同時亦是國際紗線品牌

尋求研發及生產合作的優先對象。

2. 台灣紡織業中上游群聚完整，

運輸時間及成本低，可快速反應客

戶需求。

3. 台灣專精於化纖布料染整技術

，並結合綠色環保製程，創造出防

/撥水、塗佈貼合、表裡異機能(內

吸外撥)、單向濕度管理、印花等

較具附加價值之紡織品。

4. 台灣在細丹尼聚酯與耐隆彈性

布料的染色整理之品質再現性、少

量多樣與短交期的生產能力優於中

、韓等競爭國家。

(二)產業面臨挑戰

1. 全球市場需求不確定性提高及

電商平台崛起等因素下，品牌客戶

下急短單頻率增加，進而增加台灣

供應商的庫存風險。

2. 國際品牌布料採購地逐漸轉移

至東協國家，台灣紡織大廠產能及

技術人才也部分外移，取代部分台

灣機能性布料出口。

3. 國際品牌採購策略走向集中於

具垂直整合能力、且擁有越南產能

的大廠，台灣中小型紡織廠及貿易

商(Converter)經營備受挑戰。

(三)台商全球佈局概況

目前國際一線品牌客戶的採購

策略，已走向集中於具垂直整合能

力、且擁有越南產能的大廠，而台

灣機能性布料廠商基於國際品牌客

戶的要求，以及勞動成本、優惠關

稅等因素之考量，近年來針對大宗

規格的機能性布種，已逐漸轉往台

商在越南等東協廠區生產。

此外，近年來美國政府提倡「

美國製造」，再加上品牌客戶走向

短交期的採購趨勢，也吸引台灣機

能性布料大廠宏遠興業及菁華工業

自2016年開始至美國設廠，並結

合自動化設備、AI技術、物聯網等

科技，於美國廠打造智慧工廠，以

解決美國高工資成本的問題。

三、未來展望

(一)紡織貿易商及中小型代工廠將

受供應鏈往東協轉移所影響

台灣布料主要均為機能性布料

，2019年台灣大型機能性布廠可望

在國際品牌「集中採購」、「南向

(集中越南)採購」策略的優勢下，

接單狀況仍能保持良好。但台灣紡

織貿易商及中小型紡織代工廠則將

受到紡織供應鏈往東協移動，以及

台灣部份織染代工廠陸續關廠的影

響，往後合作廠商選擇性將更少，

預期也將使2019年台灣布料產值/

出口值走向持平甚至下滑的趨勢。

(二)新商業模式的崛起

隨著數位化科技與自動化設

備漸趨成熟，帶動按需生產(On-

Demand)、服裝租賃等新商業模式

的崛起，並可能再未來進一步驅動

機能性紡織品供應商在經營模式與

生產模式的調整。舉例說明如下：

1.按需生產(On-Demand)的商業

模式

按需生產(On-demand)成衣

的概念是指消費者下單服裝後再開

始生產，藉此排除供應商提前備料

、冗長的供應鏈、漫長的銷售週期

、大量的存貨以及避免產品滯銷淪

為庫存後，利潤最後在清倉與折扣

時而消失。如：美國電子商務巨擘

Amazon在2018年耗資2,500萬美

元，買下Kornit數位印花、縫紉和

自動剪裁的設備，可按需即時生產

Ｔ恤，並在線上推出電子樣品，接

獲訂單後，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內即

可出貨。

雖然目前採用按需生產商業模

式的品牌仍以小型利基品牌為主，

佔整體的市場比重也不高，但隨著

科技的演進，此模式未來也有可能

成為服飾品牌用來開發膠囊系列(

英文名為Capsule Collection，指

品牌推出的特定的、由多項單品構

成的經典款產品系列，現今常指品

牌與外部設計師合作的聯名系列)

、測試消費者喜好的方法。然而，

綜觀目前按需生產品項所採用的布

料，仍以基礎布種搭配多樣化顏色

為主，尚未衍伸出機能性布料的「

布料組織」也需做到大量客製化的

境界。但台灣機能性紡織品廠商

仍需思考，未來若按需生產(On-

Demand)成為主流商業模式之一

時，台灣布料供應鏈的庫存管理與

經營模式該如何應變？！

2. 服裝租賃的商業模式

以紐約新創公司Routinely為

例，該公司根據客戶需求提供運動

服飾的租借線上平台，客戶可依

價格考量選擇租用穿過的或全新

的運動服飾，目前提供包括NIKE

、Outdoor Voices、Lululemon、

RHONE、adidas、UA等知名機能

性品牌的租借。租賃和轉售趨勢的

崛起關鍵在於千禧年世代逐漸成為

主要消費族群，而千禧年世代沒有

長期擁有的想法，反而更喜歡短期

使用所需要的特定商品。服裝租賃

的商業模式未來若成為主流，將對

布料與服裝的設計和生產產生影響

，預期未來機能性紡織品的B2C採

購數量將可能降低，但對紡織品的

耐用性要求將提高。

四、結論

目前國際品牌客戶對供應商的

需求，主要集中於「創新研發」、

「永續發展」及「快速反應」等能

力，此與機能性紡織品國際發展趨

勢朝向「機能升級」、「永續環保

」及「智慧製造與數位化」等議題

相呼應。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產業除

需持續強化研發創新能力、投入環

保材料與環保製程，以維持國際競

爭力外，基於數位化科技正在帶動

品牌客戶商業模式的轉變，此也將

逐步驅動供應鏈型態的轉變，未來

對應的供應商需跟上智慧製造及數

位化的腳步，以提升「快速反應」

的競爭力。

產業結構轉型

圖2 HeiQ SMART TEMP作用機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HeiQ，紡織綜合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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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

協會，依英文縮寫TRDAI的語音簡

稱為「創代」，期許藉由知識與技

術的研發創造，開啟嶄新的紡織時

代。在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以下

簡稱「紡織綜合所」)歡度六十週

年慶之際，本刊編輯群特別專訪第

十屆創代協會理事長陳正宏先生(

同時是旅狐國際總經理)由創代協

會的角度，聊聊產業界與紡織綜合

所一路走來，在機能性紡織品發展

上的努力及貢獻，以及對紡織綜合

所未來的期許。

一、紡織綜合所推動創代協會

、TOG聯盟會務上不遺餘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前所長

姚興川先生於 1999年我國紡織

產業時值大環境變遷之際，推動

成立了「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

際交流協會」(Taiw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TRDAI)，期望整合紡

織綜合所的技術與業界產品開發的

能量，擴展國際市場並建立合作管

道，引領國內紡織業邁向國際市場。

機能、時尚、環保議題是紡織

品三大核心應用，協會成立之初即

舉辦創新時尚服飾競賽，而隨著產

業轉向機能性布料的發展，協會帶

領會員參與國際展覽，搶佔全球機

能性布料供應鏈，並依國際市場要

求，注入環保素材應用，協助產業

走向永續發展。

近期因應製造服務、推動品牌

深化合作，從國內市場出發，成立

台灣戶外品牌聯盟(TOG)，希望透

過聯盟平台的運作，帶領機能性布

料供應鏈拓展國際戶外休閒市場。

2016年TOG師法德國慕尼黑ISPO 

Award舉辦第一屆「台灣戶外用品

系列競賽(TOG AWARD)」，TOG 

AWARD競賽活動成立至今已邁入

第四年，並由行政院杜前副院長紫

軍先生擔任TOG AWARD評委主席

，邀請戶外雜誌編輯、產品設計師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授、檢測單

位、創新研發專家、戶外裝備專家

、永續發展專家等擔任評審團委員

，期望透過TOG AWARD競賽，激

勵創新開發並發掘優異產品，以增

強台灣戶外運動用品之產業國際競

爭力。

創代協會/TOG聯盟為提倡國

內戶外活動風氣，與展昭國際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於2015年10月在

世貿展覽館舉辦第一屆台灣戶外用

品展(Taiwan Outdoor Show; TOS

)，為綜合採購與消費性的展覽。

台灣戶外用品展如今已經舉辦到第

五屆，從活動中可以看出台灣長時

間在戶外用品的生產研發實力，讓

消費者體驗到台灣廠商在戶外領域

產品優異的全方位服務。

2018年TOG與北歐戶外品牌

聯盟(SOG)與瑞士紡織協會(STF

)合作簽署MOU，透過雙邊合作

平台，深化國際交流。2019年初

，瑞典品牌Craft透過國際展覽單

位ISPO，找上台灣戶外品牌聯盟(

TOG)協助其尋找台灣的代理商，

TOG已媒合台灣戶外品牌與Craft

進行洽談，並於今(2019)年6月組

團赴瑞典拜訪SOG會員企業，促

進國際市場互動交流。

紡織綜合所長期擔任創代協會

秘書處的工作，在推動創代協會會

務上不遺餘力。除協助籌劃 TOG 

AWARD競賽活動、拓展與國外產

業的交流機會外，秘書處每年均舉

辦多場研討會，分享國際戶外展會

(如：ISPO)最新趨勢、智慧型紡織品、

新纖維、新商業模式等各項市場及

技術議題。此外，在創代協會每年

組團赴國際戶外展觀摩時，秘書處

亦負責整合紡織綜合所團隊進行展

會即時報導，或協助約訪國際品牌

窗口，並在國際展會觀摩過程中，

由紡織綜合所技術專家進行展會的

導覽或解惑。紡織綜合所對於創代

協會的運作及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發

展上，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陳正宏理事長專訪

【紡織綜合所與創代協會攜手打造台灣紡織產業新紀元】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服部
巫佳宜

陳正宏理事長

「2019 Taiwan Outdoor Show 台灣戶外用品展」開幕

2018年與瑞士紡織協會(STF)簽訂MOU，深化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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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發展為國際品牌代理商，將更

多品牌引進自有通路，提供消費者

更多的選擇。透過自有品牌與代理

品牌的產品做區隔，一來可提升營

業額，更可同時學習其他品牌的操

作，最後再將市場拓展至海外。相

較於過去單打獨鬥的模式，透過聯

盟的資源共享，以群體力量將更有

機會將台灣品牌推展到國際市場。

    2019年是創代協會成立的

20週年，同時也是紡織綜合所成

立的六十週年，這一路走來十分不

簡單，儘管近年來台灣經濟並不景

氣，感謝紡織綜合所與創代協會共

同為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產業打拼，

也期許未來，紡織綜合所與協會持

續攜手合作、精進向前，打造台灣

紡織產業與創代協會的嶄新紀元！

二、TOG的角色
創代協會早期是以紡織供應商

為主的型態，而隨著產業走向「製

造業服務化」及往微笑曲線的另一

端—品牌與通路發展的背景下所成

立的台灣戶外品牌聯盟(TOG)，會

員則包括紡織上中下游製造業(含

纖維、紗線、布料及成衣)及戶外

品牌，並開始有帳篷、背包、炊具

等會員加入，把原本微笑曲線看似

不相關的兩端拉在一起。

   

 TOG成立之初是以北歐戶外

品牌聯盟(SOG)作為標竿，因當地

人口數與台灣相當，但SOG以國際

戶外品牌為主(約有60個會員)，可

透過聯合參展形成磁吸效應，其有

如夜市效應，不是只有一攤賣蚵仔

煎，但愈爭名氣愈大，反而創造消

費者的聚集效應。而TOG的會員組

成較為複雜，不易於國際展會上共

同參展，但可以透過TOG平台的交

流互動，讓過去僅供應國際品牌的

台灣優質紡織材料，也能提供給國

內品牌，並將好的MIT產品呈現給消

費者。以台灣興采公司的S.Café®咖

啡紗為例，透過TOG平台，興采公

司現在除了服務國外客戶外，也與

TOG會員有許多互動，以前可能因

為數量需求不夠而未能與台灣品牌

合作，如今則可透過平台，讓台灣

品牌使用到優質的台灣紡織材料。

三、台灣「機能性紡織品」的

發展契機，及理事長對紡織綜

合所的期許

台灣紡織業是國際機能性紡織

品重要合作供應商，但想要發展自

有品牌，首先面臨到的就是與國際

品牌客戶競爭，及台灣市場規模不

足的問題。台灣機能性紡織品業者

進入自有品牌經營，可透過創代協

會平台與會員間進行相互交流與經

驗分享，一開始先累積通路經驗後

2018 TIFE陳正宏理事長代表TRDAI/TOG
與北歐戶外品牌聯盟SOG簽署MOU

百折不撓 玉山攻頂(2017)

「泳」者無懼，挑戰泳渡日月潭(2018)

2019年組團參訪北歐SOG會員廠商CRAFT



管、安全氣囊以及由纖維增強材料

所製成的操作面板等。

另對於亞太地區新興經濟體

的汽車需求市場前景樂觀，將帶

動交通用產業用紡織品市場需求

的成長。

二、台灣產業用紡織品進出口

統計

2011∼2018年長期以來，台

灣產業用紡織品出口金額大致維持

在新台幣750∼970億元。2018年

台灣的芳香族聚醯胺高強力絲紗、

浸漬紡織品、橡膠紡織品等出口量

衰退幅度較大，其餘產品大多持平

或出現微幅衰退；出口量成長比較

明顯的產品項目則有耐隆高強力紗

、聚酯高強力紗、安全氣囊、碳纖

維等產品。

依各產品觀察，2018年台灣

產業用紡織品出口量前五大，與

2017年一樣，仍為玻璃纖維及製

品、不織布、浸漬紡織品、聚酯高

強力絲、胎簾布。2018年進口量

前五大產品則是玻璃纖維及製品、

包裝用袋、不織布、耐隆高強力紗

、胎簾布(參見表1∼表2)。

觀察德國法蘭克福Techtextil

展覽會資料，顯示產業用紡織品的

國際環境發展變化可以歸納如下。

(一)在全球產業用紡織品市場

上，主要驅動因素是汽車行業，在

新興市場的強勁成長；金磚四國中

，建築行業的應用不斷增加；醫療

衛生的人均支出增加；以及政府對

產業用紡織品材料製造的支持力度

不斷增加。另外在全球產業用紡織

品市場中，發現一些主要趨勢，是

使用了智慧型電子應用的紡織品，

進行醫療和服裝行業的快速創新，

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喜好。

(二)全球產業用紡織品依技術

和應用市場進行細分。技術類型上

，分為不織布、複合材料等(包括

編織、針織、經編)。在應用市場

上，分為農業、建築技術、家用、

工業用、運動、包裝、交通、醫藥

、特殊衣著技術、地工、防護和環

保等12個分項。

(三)全球環保用產業用紡織品

市場預計2015年至2020年的複合

年成長率將達到7%左右。交通用

是另一個突出的領域，預計同期間

將以5.1%的年複合成長率擴大。

尤其在汽車行業中，為要求減輕重

量已經成為纖維材料可發揮之處，

目前現階段每輛汽車的部件中，有

40多個與纖維有關，包括座椅套

、頂棚內襯、安全帶、過濾器、軟

產業用紡織品有別於常規紡織

品的用途及性能，其需求來自於各

產業，如醫療保健、農業、建築、

服裝、包裝、運動設備、汽車、環

保等領域，在過去幾年應用領域不

斷擴張，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被視為

具有巨大潛力；尤其新興國家的終

端應用市場不斷擴大，以及各國政

府對產業用紡織品材料製造的支持

力度不斷加強，帶動產業用紡織品

市場穩定成長。未來的技術發展具

高附加價值、創新性及技術密集的

特色，各國持續的研發投入也將驅

動市場的成長。

歐洲人造纖維協會(CIRFS，

2011)針對產業用紡織品採用HS 

Code的分類方式統計各國產業用紡

織品的進出口數據，本文依CIRFS

分類標準計算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的

進出口金額，有助於更精準掌握台

灣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情勢。

一、全球產業用紡織品發展現

況

產業用紡織品在性能和功能方

面與傳統紡織品不同，具有高抗拉

強度和模數，耐熱、耐燃和耐化學

試劑的高耐受性。此外，產業用紡

織品材料的化學和機械性能可以通

過使用原材料的不同組合，可以廣

泛應用於各種最終行業。近幾年產

業用紡織品的發展，包括跨領域應

用、產品性能提升以及新產品需求

的開發更勝以往。

註：產品定義係依據CIRFS(2011); Combined Nomenclature.

a 5204, 5401 and 5508; b 5402.19; c 5402.11; d 5402.20; e5403.10; f 5407.10; g 5408.10; h 9619.00.10, 9619.00.20; I 5601.21.10, 5601.21.90, 

5601.22.10, 5601.22.90 and 5601.29.00, j 5602; k 5603; l 5604;m 5605; n 5606; o 5607; p 5608; q 5901; r 5902, polyamide 5902.10, polyester 5902.20 

and other 5902.90; s 5903; t 5906; u 5909; v 5911; w 6306, tarpaulins 6306.12 and 6306.19, tents 6306.22 and 6306.29, sails 6306.30, mattresses 

6306.40 and other  6306.91 and 6306.99; x 6305; y 6307; z 8708.21;aa 870895;ab 62101000100, 62114200101, 62114300100, 63079040109, 

62171090202, 63079090108, 65059090117, 63079090206, 63079050204, 63079050106, 48189000103, 90200030002; ac 7019; ad 68159911100; ae 

68159911208.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紡織綜合所ITIS計畫整理，2019.05

表1 2011∼2018年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出口重量統計 單位：千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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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產業用紡織品
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服部
李信宏

產業結構轉型

項 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車縫線a 4.1 4.4 3.8 4.3 4.7 3.6 2.7 2.5

耐隆高強力紗b 16.5 15.1 13.9 19.9 14.7 14.4 12.6 18.8

芳香族聚醯胺高強力絲紗c 0.1 0.4 0.3 0.3 0.2 0.1 1.4 0.1

聚酯高強力紗d 56.2 48.4 46.5 50.3    43.1 49.5 51.6 55.5

嫘縈高強力絲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織布(化纖高強力)f 6.8 6.1 7.5 7.4 7.8 7.9 9.2 8.4

織布(嫘縈高強力)g 0.1 0.1 0.1 0.0 0.1 0.3 0.1 0.1

衛生用品及尿布h - - - 0.1 0.1 0.1 0.1 0.1

其他填充材i 1.0 1.1 1.1 1.3 0.1 0.1 0.1 0.1

毛氈製品j 0.9 1 0.9 0.9 0.8 0.6 0.6 0.4

不織布k 71.6 74.0 82.3 93.2 94.0 97.9 105.8 103.5

橡膠線l 3.3 2.7 2.3 2.3 1.9 1.6 1.5 1.1

攙金屬紗m 0.3 0.4 0.3 0.1 0.2 0.1 0.2 0.2

(螺旋花紗)n 1.9 1.9 1.7 1.3 0.9 0.9 0.9 0.7

撚線、繩、索及纜o 8.2 7.9 8.3 8.5 7.3 6.8 6.6 6.2

網p 6.5 7.4 8.7 9.2 8.4 8.6 8.6 7.5

塗膠布q 0.4 0.3 0.2 0.2 0.6 0.0 0.1 0.1

胎簾布r 47.2 45.3 41.3 40.2 36.5 33.1 33.8 31.7

　耐隆 38.8 38.0 35.2 33.7 31.1 27.8 27.6 24.2

　聚酯 8.4 7.3 6.0 6.5 5.4 5.4 6.3 7.6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浸漬紡織品s 135.4 119.7 112.0 108.6 104 96.6 94.9 88.7

橡膠紡織品t 10.3 9.3 9.4 10.6 11.4 10.8 11.0 8.6

軟管u 0.5 0.7 1.0 0.6 0.4 0.5 0.4 0.3

其他產業用製品v 17.1 16.0 15.5 10.8 8.0 8.3 5.9 5.6

油帆布、帳蓬w 3.5 3.6 4.5 4.8 4.0 3.5 3.8 4.7

　帆布 2.9 3.1 3.9 4.3 3.5 3.0 3.0 3.3

　帳蓬 0.4 0.5 0.5 0.4 0.4 0.4 0.3 0.3

　風帆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充氣寢具 0.0 0.0 0.0 0.1 0.1 0.1 0.4 1.1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包裝用袋x 1.0 1.1 1.2 1.0 1.0 1.1 1.2 1.8

其他紡織製品y 8.2 7.7 7.7 8.0 8.8 8.7 9.2 9.3

安全帶z 0.4 0.4 0.5 0.6 0.6 0.5 0.6 0.5

安全氣囊aa 2.3 3.2 3.3 4.3 4.8 4.9 5.6 6.1

醫療防疫ab 0.7 0.6 1.0 1.1 1.4 1.3 1.2 1.0

玻璃纖維及製品ac 208.7 212.3 237.4 251.0 214.4 218.9 211.5 210.4

碳纖維ad 3.2 2.6 3.2 3.0 3.2 3.4 4.7 5.3

碳纖維製品ae 1.0 1.0 0.8 1.1 0.7 0.8 0.8 1.1



項 目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車縫線a 0.7 1.3 1.1 2.3 2.7 1.6 0.3 0.3

耐隆高強力紗b 19.1 16 17.5 17.2 18.0 16.6 19.1 14.9

芳香族聚醯胺高強力絲紗c 0.4 0.3 0.3 0.3 0.3 0.4 0.3 0.2

聚酯高強力紗d 9.7 8.4 9.3 9.2 8.7 8.1 8.6 8.9

嫘縈高強力絲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織布(化纖高強力)f 0.2 0.1 0.2 0.2 0.2 0.3 0.4 0.4

織布(嫘縈高強力)g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衛生用品及尿布h - - 0.0 0.2 0.4 0.3 0.3 0.2

其他填充材i 4.7 4.9 4.8 5.1 1.8 1.9 1.9 2.2

毛氈製品j 0.5 0.6 0.5 0.6 0.6 0.6 0.7 0.8

不織布k 30.9 27.5 26.4 26.5 24.4 26.3 26.0 27.3

橡膠線l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攙金屬紗m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螺旋花紗)n 0.4 0.4 0.3 0.2 0.2 0.4 0.4 1.7

撚線、繩、索及纜o 2.2 2.5 2.6 3.3 2.8 2.8 2.7 2.5

網p 4.0 4.2 4.8 4.4 3.6 3.3 3.4 3.3

塗膠布q 0.1 0.1 0.1 0.1 0.1 0.1 0.2 0.1

胎簾布r 10.4 10.1 11.1 12.6 12.9 13.6 17.1 13.8

　耐隆 3.7 3.4 4.4 5.3 5.4 6.3 9.3 7.3

　聚酯 6.7 6.6 6.7 7.3 7.5 7.3 7.8 6.5

　其他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浸漬紡織品s 6.3 7.2 7.3 8.5 8.6 8.8 9.7 9.0

橡膠紡織品t 0.7 0.5 0.6 0.7 0.7 0.5 0.6 0.5

軟管u 0.9 0.8 0.7 0.9 0.8 0.9 0.8 1.0

其他產業用製品v 2.0 2.0 1.7 1.8 1.8 2.0 2.2 2.2

油帆布、帳蓬w 0.5 0.5 0.6 1.0 1.7 2.0 2.3 2.3

　帆布 0.1 0.0 0.1 0.2 0.3 0.3 0.3 0.5

　帳蓬 0.3 0.3 0.4 0.6 1.1 1.1 1.3 1.1

　風帆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充氣寢具 0.1 0.1 0.1 0.1 0.2 0.3 0.4 0.4

　其他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包裝用袋x 24.5 22.6 20.6 20.6 21.3 23.0 25.2 29.5

其他紡織製品y 5.8 6.1 7.4 9.8 10.4 10.8 10.9 11.5

安全帶z 0.3 0.3 0.4 0.5 0.5 0.5 0.6 0.5

安全氣囊aa 0.8 0.7 0.6 0.8 0.8 0.8 0.9 0.8

醫療防疫ab 1.5 1.3 1.9 1.6 1.8 2.0 2.2 2.4

玻璃纖維及製品ac 36.5 32.5 34.0 42.4 32.1 37.2 49.7 48.5

碳纖維ad 0.3 0.3 0.3 0.4 0.7 0.5 0.7 0.8

碳纖維製品ae 1.3 1.1 1.1 1.1 0.9 0.8 0.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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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全球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仍

將因為創新產品開發與應用面拓展

而逐漸成長，帶動市場成長的主要

因素包括：新興市場對汽車用紡織

品的市場需求、金磚四國對建築用

紡織品的市場需求與應用增加、全

球醫療衛生的人均支出增加以及先

進國家對產業用紡織品材料製造的

支持等。同時，近幾年消費市場的

新趨勢，已經快速接受智慧型紡織

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包括：運動

休閒、醫療服務和成衣服飾等方面

的快速創新，將再擴大產業用紡織

品市場的應用範疇。

依據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資料顯示，2018年全球

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為1,600億

美元，全球產業用紡織品市場各區

域的生產量，以亞太地區1,437萬

噸居首，其次為北美地區866萬噸

，而歐洲地區的生產量是687萬噸

；市場規模則可望保持成長趨勢

，預估2022年將可以達到2,440億

美元，2027年市場規模則成長至

2,603億美元。

產業用紡織品因為具有高價值

、高技術能量特色，所以市場發展

誘因大多必須架構在經濟環境的成

長、產業技術的成熟度與政策法規

的驅動條件下，才能有利於產業用

紡織品市場前景的發展。因此產業

用紡織品業者除必須研發及創新應

用齊頭並進外，更要關注產業變化

趨勢，例如：智慧型紡織品與環保

紡織品的應用趨勢、當地政府法規

的改變方向、國際領導廠商的產品

與技術創新等，並結合跨領域合作

與政府資源，朝向具有高成長或高

利潤的應用產品領域發展，始有利

於台灣產業用紡織品業者能更快掌

握市場發展機會與提高企業獲利。

註：產品定義係依據CIRFS（2011），與表1相同。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海關進出口統計；紡織綜合所ITIS計畫整理，2019.05

表2 2011∼2018年台灣產業用紡織品成品進口重量統計 單位：千噸



2003年成果才逐漸獲得各界迴響

，主要歸功於上下游企業整合共同

努力的結果。

然而在面臨全球產業環境的變

遷及企業轉型壓力下，世堡紡織在

1999年開始積極擴展投入產業用

紡織品的研發與生產，因為產業用

紡織品多需要通過檢驗標準的認證

及要求更高的技術進入門檻，加諸

競爭廠商少，使得產品可以擁有較

高的價格與利潤，成為世堡紡織積

極轉型跨入的領域。例如嬰兒車用

布要通過176項的檢測，其標準非

常高，雖然產品利潤高於一般時尚

用布料，但因為承接訂單的廠商必

須具備極高的生產技術與品質管理

能力，廠商的進入門檻提高，使得

競爭廠商數量減少，訂單來源也更

關研討會及推廣活動以提升台灣紡

織業技術及產品創新之速度。

同時身為產業用紡織品協會創

始元老之一的羅忠祐董事長，在

2016年眾望所歸擔任產業用紡織

品協會理事長，提供自身投入產業

用紡織品領域的經驗，期望藉此可

以協助更多同業在發展產業用紡織

品的路途上少走些冤枉路。世堡紡

織最初是從環保紡織品開始進入產

業用紡織品市場領域，羅忠祐董事

長表示在1993年，世堡紡織投入

寶特瓶回收纖維及布料的開發；先

找上工研院的研究團隊，以及中壢

地區的環保公司，抽絲部分則與南

部的抽紗廠合作，先從粗丹尼紗開

始生產，再將回收的寶特瓶經過一

系列製程做成環保再生織物，直至

世堡紡織為董事長羅忠祐於

1975年所成立，歷經45年發展，

不僅為成衣業界提供契合時尚的布

料，在特殊工業用布、科技用布、

椅套用布的研發上，更投注大量心

血，成為我國優秀的紡織企業，並

且為國際龍頭紡織企業的主要供應

商之一。

1993年世堡紡織從環保紡織

品開始跨入產業用紡織品市場，羅

忠祐董事長經歷從時尚流行布料轉

型進入產業用紡織品領域的艱辛過

程，更身兼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

長、紡拓會常務監察人、針織公會

常務理事，以及工商協進會委員、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紡織小組召集人

等多項職稱，秉持服務整合台灣紡

織業上下游的初衷，長期以來都為

開創更美好的台灣紡織業前景而努

力。

一、紡織綜合所與產業界在產業

用紡織品發展上的努力及貢獻

紡織綜合所與產業界為促進台

灣紡織品與應用產業之合作，及為

發展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市場以達成

共榮發展為目的，於2004年依法

設立以非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台

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成立台灣產

業用紡織品協會之主要目的為促進

產業用紡織品應用及推動相關之策

略聯盟、建立產業用紡織品市場快

速反應機制、推廣台灣產業用紡織

品檢測標準及標章，並積極舉辦相

加穩固。如今世堡紡織更進一步計

畫將與汽車材料製造公司合作，跨

入汽車用紡織品領域，承接車用紡

織品的訂單。產業用紡織品領域涵

蓋範圍既深且廣，誠如羅忠祐董事

長說的「獨行快、眾行遠」，台灣

紡織企業必須整合共同開發，互相

扶持協助解決問題才能走得長遠。

依據經濟部統計處工廠校正暨

營運調查資料顯示，2019年台灣

紡織業者有4,380家，但90％以上

的企業都是中小型企業，亟需法人

研究單位的技術能量輔助才有能力

進入產業用紡織品領域。建議紡織

綜合所等相關法人技術單位應計畫

拜訪各廠商，深入瞭解廠商特性與

需求，尤其要找能摒棄私心、願意

分享成果之業者，以期在輔導後願

意將心得成果對外分享，達到互助

共榮之目的，始有助於台灣產業用

紡織品市場的前景發展。

二、國際產業用紡織品標竿大

廠發展案例

羅忠祐董事長認為日本紡織產

業在面對國際市場競爭時，採取提

升產品附加價值、研發高機能材料

、拓展海外市場等策略，與台灣政

府近年推動之「產業升級轉型行動

方案」的策略意涵相符。藉由拜訪

日本紡織業具代表性之廠商及事業

機構的機會，認為小松精練、帝人

及Cool Japan等3家株式會社的經

營理念與未來發展方向有值得台灣

業界觀摩學習之處，甚至有機會成

為將來台灣紡織廠商找尋共同開發

高值化產品的台日合作對象，因此

特提出來以供業界參考。

(一)小松精練株式會社

小松精練株式會社以資本額

46.8億日圓創立於1943年10月，

以專業染整廠起家，由於累積很多

經驗在流行時尚服裝的各種布料開

發，對於布料開發已經可以掌握到

整合上游製造業與發展自我品牌銷

售通路能力，進而投入高級時尚服

裝及各種機能性布料開發，並為眾

多國際高檔品牌(如LV、Prada、

HERMES)之布料供應商。小松精

練株式會社尤其專精於聚酯、耐隆

及其複合織物織染色與機能性加工

、機能性薄膜及薄膜貼合織物，及

環境共生素材 (超發泡陶瓷建材、

碳纖維等) 之製造與銷售。

小松精練專注於紡織加值創新

，開發多款利基產品，包括防止對

花粉過敏的材料、抑止細菌的新材

料、光觸媒除臭材料、吸熱儲能新

材料、吸濕快乾材料等。小松精練

特別介紹新推出的新觸感紡織布料

「Vintage 纖意」，該布款的概念

與結合染整技術，將原絲、胚布的

原特性，透過染整成熟技術的掌握

，配合整理染整化學助劑，開發一

種既非化纖又非純棉，具全新獨感

的新素材，該布款在巴黎舉辦的

Premiere Vision 展覽會受到許多

著名的品牌服裝商所採用。此高附

加價值的紡織品，主要的核心技術

來自染色與整理後整理加工技術，

配合染整助劑的調整及改進染整設

備。

台灣紡織染整業中與小松精練

具類似規模與競爭力的廠商不在少

數，可借鏡他山之石持續深耕；尤

其小松精練株式會社長於機能性加

工，與台灣紡織業者實為競爭關係

，惟台灣擅於戶外運動領域之機能

性布料，小松精練擅於高品質時尚

領域之機能性布料，雙方實具有可

以優勢互補的合作發展機會。

(二)帝人株式會社

帝人(Teijin)公司設立於1918

年，年營業額高達7,862億日圓。

從人造纖維及加工絲開始，到如今

的高機能纖維，擴大延伸至塑膠、

複合材料、化工、水處理事業、電

子材料、醫藥、醫療器械等各大領

域，從中瞭解帝人公司如何在聚酯

纖維製造廠一躍成為全球知名聚酯

纖維回收技術之領導廠商，更透過

不斷創造並提供社會及市場所需價

值，跨足材料、化工、醫藥、生物

科技等領域成為全球科技領航的代

表先鋒，在全球享有環保盛譽且具

有影響力的企業之一。

帝人FRONTIER株式會社(

帝人富瑞特；TEIJIN FRONTIER 

CO., LTD.)係帝人株式會社旗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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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專門商社，主要業務為進行衣

料製品、纖維原料、樹脂製品等產

品之進出口貿易以及國內販售等。

目前FRONTIER員工約699人，海

外有22據點，台灣也設有事務所

，年營業額2,058億日圓，佔總公

司營業額佔33%。有四個基本發

展戰略，(1)配合顧客需求，協助

開發機能材料；(2)加強生產機能

；(3)重視環境、安全、及省能源

角度發展；(4)擴大全球商機。

未來，帝人株式會社持續朝

向「高機能素材」、「健康照護

」及「資通訊」三大領域發展，

並跨域整合，開創利基市場。如

: 「高機能素材」結合「資通訊」

開發感測元件，切入通信市場；

「高機能素材」結合「健康照護

」開發生物相容性高分子，切入

醫材市場；「資通訊」結合「健

康照護」開發自宅醫療聯網系統

，切入長照市場。

其中在「高機能素材」領域，

帝人株式會社開發高強度高彈性碳

纖維，以符合未來航太及汽車工業

需求，可減輕結構物重量並增加強

度，並且將碳纖維應用於壓電布料

開發，製作成智慧型紡織品以感測

穿著者的肢體動作，可用於感應遙

控機器人動作施行於危難救助行動

。在開發高性能纖維方面，包含有

芳香族聚醯胺纖維、高強力PET、

超高分子PE等，可應用於防彈背

心、輪胎簾布、布膜、繩索與防火

布料等。環保纖維發展包含2個部

分，其一為玉米澱粉纖維可生物分

解不會造成環境負擔，其二是PET 

寶特瓶回收再製成纖維可區分為物

理法和化學法二種，物理法佔90

％，化學法佔10％，經由化學法

再製可得到較純的高分子適合紡製

較高單價的細丹尼纖維。

帝人公司具備深厚的研發基礎

，積極開發高性能纖維之先端及高

值化應用，並展現對於汽車、醫藥

、長照等潛力市場布局之企圖心。

實為台灣紡織業尋找多元化發展與

擴大應用市場的最佳觀摩典範。

(三)Cool Japan株式會社

Cool Japan(中譯為酷日本)是

日本經濟產業省依據2013年第51

號行動案(、Act No.51 of 2013)

所制定酷日本基金公司法(Law of 

Cool Japan Fund Inc.)成立，由日

本民間企業出資100億日幣，政府

出資423億日幣共同成立酷日本基

金，並於2013年11月成立「Cool 

Japan Fund Inc.」酷日本基金公司

正式展開運作。

酷日本公司成立的宗旨是以『

投資』的觀念作為出發點，政府希

望酷日本公司投資可以回收成本，

不要『虧損』為原則，企業透過提

案爭取酷日本公司資金挹注時，酷

日本公司審查會中優先考量申請案

是否符合日本文化精神、是否具有

日本文化內涵之設計，及提案的企

業是否穩健正派等要件，作為是否

投資該提案企業的依據。未來，酷

日本基金公司要完成的目標包括擺

脫內需市場依賴，積極開拓海外市

場、擺脫低成本競爭、透過企業之

結盟或整併發揮綜效、以尖端技術

優勢開拓新應用市場、以企業社會

責任創造附加價值。

酷日本營運模式確實非常值得

我國政府與民間思考，如果藉由台

灣現有的公基金，號召民間參與，

共同成立「基金公司」推廣台灣獨

特的產品和服務到世界各地，也可

同時將「台灣文化」推廣到地球的

每一個角落。

台灣紡織產業一直都是台灣經

濟的重要產業之一，經歷過90年

代的高峰之後，近年來面臨新興市

場興起及生產成本上漲壓力，台灣

紡織產業積極尋求轉型方向。觀察

各國紡織應用領域之產業結構，先

進國家歐、美、日均擴大朝向產業

用紡織品發展，產業用紡織品均佔

值三成以上。其實台灣要發展產業

用紡織品市場，主要趨動力將來自

於技術研發、新市場應用與開發、

產業間的合作關係及政策推廣。分

析國際標竿企業的經營觀點瞭解產

業用紡織品市場的前景及產品進入

市場的策略思維等，是值得台灣紡

織業界參考的方向。

三、台灣產業用紡織品的發展

契機及對紡織綜合所的期許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成立至

今已經15年，在創會理事長康那

香董事長戴榮吉與前任理事長和友

紡織董事長卓欽銘打下紮實基礎，

會員人數更是突破227位。現任理

事長世堡紡織董事長羅忠祐力圖將

台灣紡織業界優質的公司相互串接

，且肩負產業結構優化、高值化轉

型使命，致力促進產業供應鏈合作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市場未來主要

三個轉型方向：分散開發新興市場

、朝高附加價值產業發展、異業合

作。羅忠祐理事長表示，協會未來

工作重點在展現熱忱，會員間彼此

優勢互補，對外積極尋找國際合作

夥伴，實現紡織業上、中、下游及

異業間的連結。

對紡織綜合所肩負的使命與

期許，紡織綜合所必須掌握國際

環境變動趨勢，釐清台灣產業用

紡織品的發展目標，以提供業界

作為未來發展依循的方向；並擔

任同業或異業整合的工作，推動

產業用紡織品相關計畫與輔導服

務，協助台灣紡織業以優質、高

附加價值產品和服務拓展海外新

興市場，開創新局。另外，藉由

參考日本3家株式會社的發展案例

，瞭解帝人、小松精練仍然著重

於製程改造，而Cool Japan則是

強調文化精神、創新與品牌，台

灣紡織業目前最弱勢環節亦在於

創新與品牌。恰逢紡織綜合所60

週年之際，同樣面臨研發創新的

瓶頸，思考創新產品，必須先跳

脫「製造」的框架，就如名字「

綜合研究所」，勢必要包含「品

牌」競爭力的提升，不能只專注

於品質、技術與研發而已。

四、結論

台灣紡織業發展至今將近70

年的歷史，歷經重建、擴張、成

熟、轉型、創新等時期，是台灣

主要創匯產業之一。根據經濟部

統計處資料，2018年台灣紡織業

產值為新台幣4,051億元，貿易出

超64億美元。台灣紡織業的優勢

在於擁有完整產業供應鏈，且具

備強大整合研發及創新能力，但

不能只滿足於現狀，否則很快就

會被別的國家超越。

世堡紡織董事長羅忠祐認為，

要跟國際競爭，就不能只聚焦在衣

著及家飾用紡織品等民生用途，必

須擴大產業用紡織品的應用領域。

紡織綜合所在經濟部科技研發專案

計畫支持下，不僅參與紡織業重要

階段的發展，以領先的技術及專利

移轉，協助業者升級轉型，未來在

機能環保、智慧加值、數位轉型等

國際市場上，將持續偕同產業，維

持競爭優勢。期許未來，紡織綜合

所與產業用紡織品協會共同努力推

動紡織品廣泛應用於各產業領域，

強化紡織、跨領域業者及產學研的

合作機會，以達到擴大台灣紡織業

產值及跨領域合作發展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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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echEX指出，至2025年，

「醫療照護」應用將超越「運動健

身」，成為智慧型紡織品最大應用

領域。主要係因在醫療應用領域驗

證觀念的成功、加上需求的驅動，

消費者接受度提升，因而擴大應用

規模。

以地區別觀察，北美是2015

年收入最高的地區，預計2016年

至2022年的複合年成長率將達到

27.9％。此外，預計北美將在預測

期內保持其主導地位。歐洲和亞太

地區分別是智慧型紡織品市場的第

二和第三大區域。

另 ， 根 據 市 調 公 司 A B I 

Research報告 Smart Clothing 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預測，智慧

型服飾裝置市場出貨量從2017年

的500萬件到2022年將達到3,100

萬件，複合年均成長率45％。在

之前對智慧衣有興趣的運動品牌如

adidas、UA、NIKE於2018年皆已

退出，導致市場規模下修。

一、智慧型紡織品「醫療照護

」應用將超越「運動健身」

根據英國研究機構IDTechEX 

2018年預估，至2026年全球智慧型

紡織品市場規模約達22億美元(參

見圖1)，較2017年預估可達46億美

元為低。主要係因原本預估在2020

年將有第一個國際大型運動品牌將

大量推出智慧衣，但之前對智慧衣

有興趣的運動品牌如adidas、UA、

NIKE於2018年皆已退出，導致市場

規模下修。短中期(2018∼2022年)

來看，智慧型紡織品主要仍由新創

之中小企業主導開發，商品開發以

「運動健身」為最大應用類別，其

他應用包括如「醫療照護」、「居

家生活」、「時尚娛樂」、「軍事

安全」及其他等。

智慧型紡織品在過去15年，

仍處於開發初期階段，自2010年

開始在關鍵技術發展、特定投資

基金及關鍵開發業者投入等因素

下，推動智慧型紡織品快速興起

。2018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在上

游材料及終端消費市場仍可見包

括新創公司、及國際知名品牌(如

Ralph Lauren)亦推出智慧型紡織

品，應用領域包含運動、醫療及

時裝等，可見智慧服裝持續受到

各界關注，並推陳出新各式創新

商品。

儘管智慧型紡織品可望為人們

帶來更智慧便利的生活，然而，英

國研究機構IDTechEX於2018年下

修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規模預

測至22億美元，較2017年預估之

46億美元為低，主要係因原本預

估在2020年將有第一個國際大型

運動品牌可望大量推出智慧衣，但

預測期間內，繼智慧型耳機之後，

智慧型服飾將是在穿戴式設備中成

長率第二高，但仍是可穿戴設置市

場佔有率最低的一個。雖然智慧型

服飾尚未達到大眾市場吸引力，但

由於運動、健身和健康市場當前高

度針對性的消費者應用，該產業正

在持續成長。

然而，在智慧型服飾

大量採用之前，嵌入式感

測器背後的技術需要改進

。感測器必須能夠承受其

他可穿戴裝置不會遇到的

問題，例如身體汗水、洗

滌週期和極端溫度變化。

供應商必須通過創新製造

來解決這個問題，並主動

解除消費者對這些問題的

擔憂。此外，高製造成本

是阻礙全球智慧型紡織品

市場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

。電子紡織品的價格遠高

於普通紡織品，因為這些

產品涉及電子元件和技術

，如奈米技術和藍芽低功

耗(BLE)技術。開發這些

產品所需的高研發投資也

增加了最終成本。

二、導電材料發展現況

為實現智慧型紡織品

穿著之舒適性、並兼顧生

理訊號擷取的效度與信度，導電材

料的發展與應用至為關鍵，目前常

見應用於智慧型紡織品之導電材料

包括導電聚合物、導電布、導電油

墨與薄膜。

(一)導電紗線

常見的智慧紡織以紗或線的方

式加入導電元件。金屬纖維可以直

接紡絲、填充或是包覆紗線。導電

紗線的屬性可藉由各種不同元素與

技術例如：銅、不鏽鋼、銀、碳或

是金屬鍍膜技術作精密調整以符合

各種不同功能與需求。

金屬紗線能單獨以傳導線應用

(例如用於智慧刺繡、電子刺繡)，

也可構成梭織或針織品的一部分。

每種紗線的特性取決於其不同的材

料(金屬和非導電纖維)、粗細和紗

線類型。近期國際主要金屬紗線開

發業者包括：

(1)日本丸紅株式會社(Marubeni 

America Corporation)

由日本丸紅株式會社開發製造

的導電紗線(Electro-Yarn)，以奈

米科技將導電絲包裹在紗線中而製

作能穩定發電的布料(參見圖2)。

(2)日本AsahiKASEI

AsahiKASEI發表最新彈性電

線，細的金屬線透過紗線包繞的技

術，發展具備類似彈簧彈性伸展結

構的線材結構，透過幾何的延展達

到電線具備彈性的功效，尤其其通

過USB2.0的彈性結構，可傳輸速

率可達0∼480Mbps，且

在可延展40%下依然可以

通過USB 2.0 pattern eye

測試，強大的功能目前仍

在實驗室測試階段，未來

在電子服飾與智慧製造相

關應用上具備高度的潛力

與商機(參見圖3)。

(二)導電織物

當傳導性透過特殊材

料引入後，便需要與織物

本身結合，結合方式包含

梭織、針織、刺繡等，不

同的技術在不論物理或電

學上皆產生相當不同的結

構類型。梭織方式可織造

出大面積的互聯導電材料

，可作為各種不同感測器

的載體；刺繡則可用於連

接於各種獨立電路如感測

器或LED顯示器等；針織導

電布料可做為可拉伸的感

測器，而其導電性會隨著

織物形狀的改變而變化。

紡織綜合所開發之導電織物帶

，係由表面電阻小於20Ω/cm2之

導電性紗線組成，導電紗線之結構

為導電纖維包繞彈性紗線，導電纖

維的成份比例至少50%以上，用

以感應人體心電訊號之生理訊息，

其可以針織或梭織方法達成，而針

織為較佳之方式(參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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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智慧型紡織品
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服部
楊宜蓁

產業結構轉型

圖1 2018∼2028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市場發展進程
資料來源：IDTechEX(2018)，紡織綜合所ITIS研究團隊整理

圖2 日本丸紅株式會社導電紗線Electro-Yarn
資料來源：Marubeni America Corporation

圖3 AsahiKASEI彈性電線應用產品
資料來源：紡織綜合所ITIS研究團隊(2018)

圖4 紡織綜合所開發之導電織物帶
資料來源：紡織綜合所ITIS研究團隊



三、2018年全球智慧型紡織

品開發

(一)Wearable X新創公司開發可

監測姿勢的Nadi X瑜珈褲

位於雪梨的新創公司Wearable 

X開發的Nadi X瑜珈褲，可監測移

動的身體或姿勢正確性(參見圖8)

。健身褲內建的觸覺振動，在臀部

、膝蓋和腳踝處輕輕振動來檢查和

修正瑜伽姿勢，感覺就像私人教練

在旁指導。該團隊使用機器學習來

開發姿勢定義和修正動作，可透過

藍牙同步到手機APP，並透過配套

應用程式提供回饋訊息。

(二)Hexoskin最新智慧背心可搭

配第三方健康APP使用

Hexoskin於2018年CES展上

推出最新一款運動背心，名為「貼

身數據實驗室」(參見圖9);其重量

超輕，穿上Hexoskin背心之後，

用戶可以了解自己的呼吸頻率、心

跳速度、流汗情況和體表汗液蒸發

情況等。此款運動背心採用透氣性

極佳的意大利布料，質量輕，且速

乾功能強大，此外，也具防水功能

，因此即使穿著它在雨天跑步，也

輕鬆貼在布料上等。將這種材料用

到衣服上時，由於很薄、電極與佈

線的連接部分沒有落差，而且伸縮

性強、能追隨身體的動作等特點，

能夠實現接近普通衣物的自然穿著

感。另外，據東洋紡介紹，人類皮

膚的最大伸展率為1.7 倍，而這種

材料為2.0 倍，超過了人類皮膚。

Toyobo積極活用此款薄膜狀

導電素材開發，除了已將睡眠感測

系統電極置入服裝，與巴士公司共

同進行實測實驗，可望應用於駕駛

安全偵測技術；同時，除了提升職

場安全性之外，近期Toyobo更與

日本東北大學合作，共同研究產後

憂鬱偵測智慧衣開發。其認為，基

於心率量測的自主神經系統資訊，

將可成為客觀評估壓力和憂鬱狀態

的有效方法。藉由早期檢測，可望

追蹤發生產後憂鬱的可能性甚至事

先預測以防範。

Smart Clothing Technology)(參

見圖6)。Intexar™ 可將普通布料

轉化為主動的、連接的智慧型服飾

，用來提供關鍵的生物特徵測量數

據，包括心率、呼吸速率、運動

體態協調性和肌肉張力，Intexar™ 

可匹配標準的成衣製程直接無縫

嵌入到布料上，形成一層與布料

貼合的薄型線路。

搭載Intexar™ 的

智慧服飾可耐100

次以上的反覆洗滌

，經得起反覆拉伸

與嚴苛的使用要求

，目前已與終端

智慧衣成品商合

作，如Body+與

OMsignal等。

此外，杜邦也開發一種有如

織物般觸感的加熱模組Intexar™ 

HEAT，其不需依賴傳統電線、

排線或是大型電池的特色，可在

寒冷的環境中經久耐用。不管是

戶外運動的愛好者或工程人員，

Intexar™ HEAT可以幫助克服惡劣

環境並提供舒適性、增加專注並

提升效能。杜邦已與台灣福懋興

業合作，其開發產品在2018年2月

德國慕尼黑體育用品博覽會的福

懋攤位中首次亮相。

(2)Toyobo開發具拉伸性的智慧感

測素材CocomiTM

Toyobo於2015年8月發表

可量測生理訊號的導電漿料

COCOMITM，其為具導電功能的

膜狀材料(Film-like material)，應

用於智慧服飾可隨服裝彈性伸展(

參見圖7)，可與身體舒適地接觸並

提高感測生理訊號的準確度。該材

料具有以下特點：(1) 2 倍伸長量

、(2)僅300μm 厚度、(3)導電層

的導電性強以及(4)通過熱壓接可

另一方面，導電紗線的物理性

質(例如剛性、脆性、粗細等)將決

定其是否可以直接用於傳統機器

。因此，開始有紡織設備廠商開

始投入適合織造智慧型紡織品的

專用設備，例如日本和歌山電腦

自動橫機領導品牌之一的SHIMA 

SEIKI，2018年發表針對智慧織造

的MACH2XS 123(參見圖5)，標

榜立體提花一體織造成形，高密度

編織機構與提花控制技術，讓導電

纖維可以編織出高密度、高彈性與

高相容性的布料手感。其應用包含

：(1)將導電迴路與電極一體編織

成心跳感測衣與智慧手套；(2)透

過在服飾上編織出立體管道結構；

(3)裝配水管的冷卻背心來展現其

精湛的提花能力。

(三)導電油墨與薄膜

2015年全球導電油墨市值約

達23億美元，許多廠商已開始引

進可使用於紡織品的導電油墨。製

造紡織用的油墨時存在許多挑戰，

包含附著性、印染的均勻性和連續

性、在洗滌下的導電紗的劣化程度

、油墨的柔軟度、可拉伸性等。

(1)杜邦公司發表可拉伸的導電油

墨

美國杜邦公司發表最新一代

可拉伸電子油墨與薄膜科技，同

時宣傳全新品牌─杜邦™ Intexar™

智慧服飾科技(DuPont™ Intexer™ 

不必擔心內部的電子元件發生損壞

。同時也可以機洗。

Hexoskin智慧背心除了擁有

配套的手機App，它同時兼容一些

第三方的健康類手機App，如可與

Strava、Runkeeper等配合使用。

(三)Ralph Lauren推出可自主加熱

夾克

Ralph Lauren早於2014年即發表

一款智慧運動衣Polo Tech，此智慧

衣的布料織有多種感應器，可以追

蹤心跳、呼吸速率、活動強度、走

路步數、燃燒熱量等，以此追蹤穿

著者體適能數據，調整訓練強度。

2018年，Ralph Lauren再為

美國冬季奧運代表隊，設計推出

可主動加熱的智慧夾克(參見圖10

)。由杜邦INTEXAR發熱模組與福

懋合作發展軟式溫控模組，發熱夾

克在內裡處印有特殊之導熱油墨，

運動員將能夠通過智慧手機應用程

序控制他們的溫度，並通過適合材

料內部的小型電池組為他們的夾克

充電。防水夾克可以存儲長達11

小時的加熱時間。

(四)Sensoria研究以智慧襪協助帕

金森患者改善治療、預防跌倒

智慧襪製造商Sensoria過去多

年已經研究了其智慧襪在糖尿病

和跌倒預防等許多健康領域的潛

力，現在投入改善帕金森病治療

的臨床實驗研究。目前Sensoria

正與Michael J. Fox基金會和澳大

利亞神經科學研究組合作，開展

一項100名患者臨床試驗，研究智

慧感測襪子可以為帕金森病患者

做些什麼。

該研究的第一部分將藉由收

集更多數據，以提供給供應商測

試智慧型紡織品改善帕金森病治

療的潛力；第二部分將實際測試

襪子中的觸覺反饋，Sensoria發

言人表示，這可以讓患者免於步

態凍結(Freeze of Gait, FoG)並可

能防止跌倒。

四、結語

近年來隨創新紡織材料、及小

型化的電子設備的開發，創造新一

代智慧布料，這些布料就像普通布

料，根據設計和應用在各種情況下

提供特殊功能。智慧型紡織品開發

製程上，除了從紡織端加入電子元

件使織物智慧化，電子業近年來也

積極切入開發，包括藉由加工製程

，將PCB製程結合織物，進而提高

布料及服裝的附加價值。

儘管全球大型運動品牌對智慧

服裝開發投入轉趨觀望，但透過廣

泛地與更多新創或國際品牌合作

發展，提供更多直接面對消費者(

B2C)之服務解決方案，以及更多

醫療領域之發展應用持續推升，相

信未來透過服裝提升生活便利及品

質的期望，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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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SHIMA SEIKI MACH2XS 123
電腦橫編機
資料來源：紡織綜合所ITIS研究團隊(2018)

圖6 杜邦開發可拉伸之導電油墨可應用於智慧紡織品
資料來源：杜邦官網

圖7 Toyobo開發具拉伸性的智慧
感測素材CocomiTM

資料來源：Toyobo官網

圖9 Hexoskin最新智慧背心可搭配
第三方健康App使用
資料來源：Hexoskin官網

圖8 Wearable X公司開發可監測
姿勢的Nadi X瑜珈褲
資料來源：Wearable X官網

圖10 Ralph Lauren推出可自主加
熱夾克
資料來源：ELECTRIC RUNWAY(2018)



在台灣是非常重要的機構。」林理

事長指出，服裝下一階段發展將與

異業結合，除提供身體上的舒適外，

也將感測生理徵兆，透過衣服傳導

數據，作為協助醫療評估的參考。

(一)智慧服裝要朝高端發展並仍兼

顧舒適性

與當今市售之智慧手環也可獲

取人體生理數據相較，林理事長說

明，智慧手環採用光學方式量測心

律，但在運動過程中量測不易精準

；智慧服裝則至少採二∼三導程量

測心電圖數據，準確度幾可達醫療

等級，目前在運動健身、娛樂休閒

深厚之基礎實力，因此結合二者發

展「智慧型紡織品」締造創新應用

，產業發展後勢可期。

一、智慧型紡織品是未來趨勢

，長照應用最被看好

林理事長表示，紡織產業發展

初期著重生產品質與效率，而後訴

求朝服裝的功能發展，「在各界協

助下，30年前台灣紡織上游開始朝

功能性材料開發，同時也逐漸拓展

至原料、織造及染整等製程，以提

升穿著者身體舒適及安全的性能。

紡織綜合所貢獻尤為卓著，其帶領

業界成為全球機能性布料領先者，

台灣紡織產業逾半世紀來歷經

多重外部環境挑戰，為持續保有利

基優勢，不斷投入研發創新與生

產技術之提升，從生產品質、功能

提升、甚至至今跨領域朝高科技服

裝發展。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在經

濟部科專支持下，於2018年成立

「台灣智慧型紡織品協會(Taiwan 

Smart Textiles Association, 以下

簡稱tsta)」，藉由整合國內電子

、紡織、資通訊等各領域業者之研

發能量，共同推動智慧型紡織品生

態系形成，更進一步期許建立台灣

高科技智慧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之重

要地位。

tsta理事長林瑞岳(以下簡稱

林理事長)，其同時也是南緯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路帶領團

隊創新紡織技術開發，從上游原料

、織造到染整等各工段提升服裝功

能性與舒適度，現階段更跨入異業

結合，看好台灣在紡織及電子產業

及醫療照護等領域皆有大型企業投

入開發，「要做智慧手環做不到的

功能，且讓智慧服裝穿著緊而不壓

迫，這是成衣及布料業者可以改善

的地方。」

(二)潛力市場：從「預防醫學」出

發協助高齡長者

儘管智慧服裝量測心律數據的

準確度高，但要在運動過程中「立

即」精準分析「動作」，在電子領

域還有改善之空間。在高齡市場，

因年長者的身體活動不若一般運動

時激烈，其較為緩和平穩因此易於

追蹤分析，加上智慧服裝可以24

小時連續感測生理數據且觀察，進

而協助高齡長者落實「預防醫學」

及促進健康，成為智慧服裝潛力開

發之市場。

(三)醫療機構成功展示將智慧衣應

用於長照領域

「營運模式」的創新與突破，

是目前智慧型紡織品發展面臨之最

大挑戰。林理事長表示，2017年在

工業局協助下，南緯實業結合長庚

大學、與敏盛醫院之怡德養護中心

共同合作，成為第一個將智慧服裝

應用在長照領域的展示案例。藉由

讓長者穿著智慧服裝，24小時皆可

量測體溫，除了較傳統護理師每4小

時量測一次的觀察為佳，一旦有異

常也可主動警示通知。「不僅台灣

，中國大陸長照體系也開始朝這個

方向進行，過去傳統照護人力比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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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岳理事長

2018年3月第一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

2019年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2018 Computex「台灣智慧型紡織品主題館」

Computex 2019聯展：SmarTEX -穿戴與健康科技

tsta與加拿大intelliFLEX於2018 TIFE簽訂合作意向書

【紡織綜合所攜產業跨域推動智慧型紡織品發展】



過程，我始終認為智慧型紡織品

是未來趨勢，而紡織業也必將有

其角色！」

三、待產業領頭羊助推，智慧

服裝市場蓄勢待發

過去十年來，有不少國際品牌

曾陸續推出智慧服裝，如NIKE、

adidas、Ralph Lauren等品牌，南

緯也曾供應美國品牌推出智慧教練

服裝，出貨數量近1.6萬件！林理

事長指出，國際品牌的態度就是「

不能落後」，即使市場發展不確定

因素仍高，但肯定其方向是對的。

「就如同Google眼鏡，無論銷售

表現如何，都已達到技術先期應用

及廣告宣傳的效果！智慧服裝也是

這樣的概念。」林理事長進一步說

明，除了需要技術發展突破，還需

仰賴包括產品標準化、價格親民、

數據讀取容易等因素同步到位，且

為考慮消費端的需求，應在專業「

體驗店」讓消費者親身感受、且有

專人解說等，智慧服裝市場才可望

蓬勃發展。

「這些逐漸整合後，只要有一

勢、以及技術上如電阻測試，服裝

要禁得起水洗後不影響導電性能的

挑戰！」

有鑑於此，智慧服裝開發仰賴

異業合作，「紡織綜合所最早投入

智慧紡織材料發展，並持續研發將

晶片做到織物或紗線中，2018年

3月結合紡織下游六公會、電電公

會、及物聯網技術，建立台灣智慧

型紡織品聯盟(tsta前身)。」林理

事長認為，在智慧服裝中，紡織品

就如同手機殼，是載體，需結合包

括軟體、通訊、電子及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SI)等業者共

同開發；在應用端則需與長照機構

、運動品牌、或娛樂遊戲等業者合

作，因此智慧服裝的前置開發期間

很長。另一方面，智慧服裝的檢驗

標準需要同時符合電子及紡織業，

而此二產業的生態大不同，工程研

發人員的想法也有很大落差，透過

tsta平台，可讓不同領域業者在此

基礎上共同研發、相互合作。

林理事長信心表示，「南緯

團隊歷經從不懂到懂的摸索開發

：4(一位照護者照顧四位長者)，藉

由穿著智慧服裝，可以達到1：20，

將解決高齡照護的人力問題，照護

的服務範圍也將可更多更廣！」

醫療機構逐漸體認智慧服裝系

統之優勢，也開始有更多醫院主動

尋求解決方案，未來此應用案例將

陸續增加。

二、跨域整合仍具挑戰，透過

tsta平台建基礎以跨產業合作

發展

儘管智慧型紡織品將可為人們

帶來許多便利，但林理事長亦不避

言，現階段智慧服裝的開發，在穿

著舒適度、導電效率(要可經水洗測

試)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間，目前南緯

企業旗下的AiQ智慧服裝開發團隊

，幾乎皆為電子領域專長人才。

「過去，紡織業對智慧服裝的

開發過於樂觀。」林理事長補充說

明，「所有的技術需要同步到位，

然隔行如隔山，電子領域學問非常

深，智慧衣不是擷取生理訊號就好

，還有包括結合物聯網/衣聯網趨

家大型領頭羊帶領，就會有其他業

者跟進投入。預期2年內會有這樣

的領頭羊出現！」當大型國際品牌

推動智慧型紡織品市場放量銷售，

也將是台灣智慧型紡織品供應商順

勢興起之機會。林理事長也以吸濕

排汗衣為例，自從NIKE推出Dryfit

後，許多品牌群起效尤，促成當今

機能性布料的普及應用。

四、期許法人機構號召，整合

優勢建立智慧紡織聚落及示範

場域

面對市場競爭激烈的挑戰，林

理事長也提出對台灣紡織業的關注

：「倘若台灣紡織製造業持續外移

，甚至因此而使特殊布種無法留在

國內生產研發，台灣向來引以為傲

、領先全球的60%機能性紡織品供

應鏈幾年後可能弱化，為一大隱憂

。」而隨著全球電商及新零售發展

，銷售模式的轉變也將使傳統製造

方向移動。林理事長進一步表示，

其正積極推動藉由紡織綜合所智慧

材料的研發能量，結合六個紡織下

游(毛衣、手套、襪子、成衣、帽

子及箱包)公會、中游(絲綢印染與

針織)公會廠商，以及跨領域如電

電公會、物聯網等業者合作，建立

衣聯網並形成「智慧型紡織品一條

龍生產」的供應體系，以奠定台灣

智慧紡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之優勢

地位，創造下一個新興產業利基。

此外，林理事長也期許藉由法

人機構(紡織綜合所)的號召，結合

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動(如桃園亞洲

矽谷計劃)建立示範體驗場域，讓

相關廠商可直接於場域內建置智慧

服裝應用於運動休閒、長照看護、

娛樂遊戲及安全防護等領域之服務

內容，而其也可視為一公版平台，

可提供作為B2B企業尋找合作開發

之潛在商業模式發展，也可提供

B2C一般參觀來賓現場體驗。

五、結語：紡織走向智慧，盼

締造下一波產業成長動能 
面對產業環境嚴峻的挑戰，林

理事長也提出其看法，「企業到任

何一國發展都比在自己國家發展困

難，然在國內的企業又因產品FTA

(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貿

易協定)因素，台灣許多隱形冠軍

都非終端產品而是零件，然而，一

旦終端產品廠商不用我們的零件，

該產業就消失了。未來台灣應要培

養發展終端產品的隱形冠軍！」

其進一步表示，美國近年強調

製造業回流，主要是藉助智慧製造

、無人工廠的支援，智慧生產趨勢

下，過往的製造生態將逐漸被取代

，「未來我們的競爭對手，可能就

在我們客戶的周遭，可能是客人、

或是異業跨入。因為就地供應是最

快速方便的。」林理事長也以製襪

產業為例，義大利的絲襪比在台灣

生產還便宜，因為採自動化生產，

導致原本的客戶變成是競爭者。

為持續保有利基，台灣紡織業

從傳統轉型走向功能性、近年來再

走向智慧紡織品，兩大方向形成台

灣紡織業成長新動能。接下來，紡

織綜合所將持續投入智慧型紡織品

關鍵技術研發，協助國內業者建立

智慧服飾品牌及制定國內智慧衣規

格與標準，期許未來能推動成為國

際標準，並進入歐美等主要國際市

場，讓台灣成為全球智慧型紡織品

之研發、設計與供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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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三贏局面：物聯網、智慧紡織、精準醫療跨業簽訂MOU(2018年12月)

2019年醫療X智慧-創新智慧醫療研討會

2019年TIFE期間，台灣智慧型紡織品協會與Justine Decaens(Head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mart Textiles，Canada CTT Group)交流會
談：智慧紡織品材料應用與標準化關係



國連鎖超市TESCO耗資5億英鎊採

購原液染色纖維產品，強調以地

球的永續發展作為消費主流；其

他的連鎖超市，如Sainsbury
,
s也

宣佈原液染色纖維等環保產品。

未來台灣回收聚酯纖維的發展

將結合環保與機能性，朝向機能性

回收聚酯纖維產品開發，包括：機

能性、原液染色紗、CD紗等。市

場上，回收聚酯纖維價格仍高於原

生聚酯纖維，尤其是機能性回收聚

酯纖維的開發，可以有效提高產品

的競爭價格與市場區隔。

二、全球環保紡織品發展現況

(一)環保纖維原料及製程開發

1. 奧地利Lenzing公司的環保永續

纖維生產及其製程開發

Lenzing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Lyocell纖維素纖維生產企業，

已有70多年歷史，生產基地遍佈

歐洲、北美洲、南美洲及亞洲地區

。創立的品牌如Tencel®、Lenzing 

Modal®、Lenzing Viscose®、

Lenzing FR®，被賦予天然環保概

念。Lenzing公司，其木材供應商

即需具備國際森林認證，主要來自

奧地利、及鄰近國家如捷克，使

用FSC®(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PEFC™(

泛歐森林認證體系，Pan European 

Forest Certification)，證明其木材

原材料為來自無爭議的樹木，透過

「再生」方式繁殖，即樹木可自行

繁殖生長，毋須人工灌溉或種植。

此外，在其生產製程採用溶劑

可回收之清潔生產製程，係透過具

專利技術的N-甲基嗎 -N-氧化物(

回收聚酯纖維其製程係利用寶

特瓶回收切碎、紡絲再製成短纖棉

供紡紗或直接製成長絲，供給織廠

織成各類的針織布及梭織布，並賦

予機能性，如吸汗、快乾、防透、

除菌、除臭、防汙、抗UV、透溼

防水、吸濕排汗、輕薄保暖等多種

高附加價值的功能性纖維，廣泛應

用於運動服、內衣、男女時裝等。

迄2018年止，全球將寶特瓶纖維

細緻化的技術，由台灣和日本居領

先地位。2010年開始，南非世足

賽的9支球隊球衣採用台灣廠商製

成之回收聚酯再生紡織品；2014

年巴西的世界盃足球賽，則有10

個國家隊身著台灣製造的回收聚酯

再生球衣；至2018年世足賽共有

32個國家參與，其中16個國家代

表隊身上的球衣是採用台灣回收寶

特瓶製成的環保紗製成，不僅達到

半數，更比上屆世足賽多了6隊。

在染整製程方面，回收聚酯

纖維可進一步採用原液染色技術

，以減少二氧化碳與廢水排放為

主要訴求，強調節水與降低化學

品使用量，深獲全球消費者認同

。國際品牌商亦已經開始將原液

染回收聚酯纖維作為主要推廣的

環保永續產品之一，例如國際戶

外運動服飾品牌商美國Patagonia

公司除採用回收聚酯纖維生產滑

雪夾克外，亦積極以原液染色纖

維作為旗下環保產品訴求重點；

英國零售業巨人馬莎百貨(Marks 

& Spencer，簡稱M&S)在其所宣

佈的環保計畫中，亦鼓勵供應商

採用包括原液染色纖維等各類環

保素材作為成衣、背包材料，致

力達成減碳排放目標。另外，英

環保議題持續熱絡，帶動全球

紡織業亦積極投入環保紡織品相關

活動，包括再生纖維原料開發、環

保永續性紡織品開發及環保永續發

展推動計畫等，皆對台灣紡織業未

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台灣紡織業從生產回收聚酯纖

維開始，跨入全球環保紡織品產業

供應鏈；台灣回收聚酯纖維廠商在

過去10多年來，因為產品品質優異

、價格具競爭力，加諸廠商的信譽

佳、交期準確，更深獲國際戶外與

運動品牌商的青睞，長期以來已經

成為國際品牌商的指定供應來源。

台灣在國際機能性紡織品市場

已成功扮演機能性布料供應商的角

色，未來可以在既有的機能性紡織

品發展基礎上，注入環保永續的經

營理念，包括：環保永續機能性人

纖原料開發、環保永續製程、綠色

標章推廣、環保永續產品的品牌經

營等，可望為台灣紡織業再創新一

波的高峰。

一、台灣回收聚酯纖維的環保

永續發展

據環保署統計，台灣每年約

回收9∼10萬公噸聚酯寶特瓶容器

，而生產每公斤的回收再生聚酯紗

，需要使用70支寶特瓶，可用來

製作810公克毛毯(長180公分、寬

150公分)，及成人T恤(260公克)

各一件。根據國際縲縈及合成纖維

委員會(CIRFS)統計資料顯示，寶

特瓶回收再生的聚酯纖維，生產過

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為原生聚酯纖

維的25%，可以大幅減少排碳量

及有效去化寶特瓶廢棄物。

N-Methylmorpholine-N-Oxide,簡

稱NMMO)濃縮水溶液溶解木漿，

提取其中的纖維素纖維，在整個生

產流程中沒有化學反應，製程比傳

統纖維素纖維的黏液法精簡、節

能，且NMMO水溶液可以回收純

化後再利用，其溶劑回收率高達

99%，屬於閉環式清潔生產製程

，對環境幾乎不會造成任何負擔或

污染。(參見圖1)

2. Aquafil與化工公司Genomatica

合作開發100%永續性耐隆原料

義大利纖維製造商Aquafil與

化工公司Genomatica簽訂合約共

同開發生質己內醯胺(CPL)，該

物質是製造100%永續性耐隆纖

維的關鍵原料。這項合作計畫目

的在於進一步開發Genomatica的

GENO CPL工法，使用可再生的

植物性原料製造CPL，取代傳統

的石化原料；該生質原料不僅能

提供更具永續性、性能完全不輸

石化原料製成的耐隆纖維，而且

該製程不需要改用特殊機器或更

改製程。

Aquafil作為領導業界的耐隆

纖維製造商，於2011推出Econyl 

Regeneration System，這項技術

可使用100%由廢物再生原料來製

造耐隆纖維。透過回收廢棄漁網及

其他棄置的耐隆產品並將其再生，

可以減少堆置在垃圾場或排入海洋

的廢棄物。

就像Econyl工法一樣，GENO 

CPL 工法以永續性原則製造CPL，

它能夠避免產生使用石化原料製

造CPL時衍生的大量副產品，讓製

造商在選擇製造耐隆原料時有更

多選擇。Aquafil計畫成為全球永

續性耐隆纖維生產的領導者，與

Genomatica合作，可更快達成目

標。同時，Genomatica亦正積極

邀請更多的耐隆領導企業，藉由提

供技術以及天然原料製成的產品，

讓更多企業加入生質耐隆計畫。

3. 原液染色纖維的發展

原液染色纖維就是直接將色料

與聚合物進行共混熔融紡絲，或把

色料化合物分散在能和紡絲高聚物

混熔的聚合物載體中製成色母粒，

然後再混入高聚合物中進行熔融紡

絲的方法。原液染色製程，纖維生

產和著色在同一步驟進行，而一般

後染加工則必須在多一道染色、整

理工程，每染1公斤織物，則約消

耗0.5公斤的廢水用量，對環境污

染較為嚴重。原液染色生產過程中

，除換色及清理設備時產生少量的

廢料，以及為冷卻色母粒生產設備

排排放少量冷卻水外，正常生產中

不需要載體或熱水，所以它的生產

過程幾乎沒有影響環境的廢水產生

，生產過程相對環保。

同時，因原液染色纖維不在使

用傳統染整製程，所以亦免除燃燒

重油，降低CO2排放，且普遍具有

耐日光色牢度、水洗色牢度、抗UV

等優異性能，已經成為企業履行社

會環保責任的適用環保紡織品。

另外，原液染色纖維除具備

節能減碳的環保製程外，更重要

的是可以將原液染色纖維，經消費

者使用後，再回收利用的製程，達

到雙重環保效果的產品。例如英國

Universal Fibers, Inc.公司係為供

應商用地毯、運輸地毯與工業市場

使用之原液染色的合成紗線製造商

，該公司已成功開發將回收的地毯

用來生產耐隆6.6 纖維的尖端技術

。此外，陶氏歐洲公司在德國的

Wesseling工廠生產新型原液染色

聚丙烯纖維，亦具有此一回收再利

用的雙重環保訴求。

(二)環保永續性紡織品的發展趨勢

1. Schoeller環保永續機能性布料

瑞士高機能布料商Schoeller 

Textil推出具有環保永續性的新布

料，如下所示。

(1)保暖及異味控制材料

新版的Schoeller-Dryskin布料在

內層採用保暖發熱紗Nilit，它可以捕

捉和儲存人體自身的熱量而使穿著

者達到保暖效果。該公司表示，以

使用過之咖啡炭生產的紗線具有抗

菌性能，且能在冬季溫度下提供最

大的舒適度。

(2)PFC-free撥水材料

褲子和夾克同時具有高耐磨

性、濕度管理和撥水機能，其中

，其撥水劑採用再生材料PFC-free 

Ecorepel Bio技術。

(3)PFC-free撥水反光布料

新版Schoeller-Spirit布料以柔軟

滑順的經編針織布結合透明度和金

屬外觀的設計。以森林綠、銀或銅

和鋁反向使布料可反光。它們還具

有反光點設計的輕量橫向彈性，以

及採用銀灰色或卡其綠雙色提供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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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Lenzing公司纖維素纖維溶劑可回收之清潔生產製程
資料來源：Lenzing



(二)Patagonia舊衣回收系統

美國Patagonia知名服飾戶

外運動品牌商，於2005年採取共

同串聯服飾回收計畫(Common 

Threads Garment Recycling)

，該公司希望能夠回收消費者

穿過之CapileneR Performance 

Baselayers服飾，其以纖維到纖

維(Fiber to Fiber)之回收循環使

用觀念，將所回收的衣服運至日

本TEIJIN公司進行分解至纖

維，最後再生產製造成新

衣服，形成Eco-Circle回收

系統。2007年開始更將回

收範圍擴大至PatagoniaR 

f leece，及任何製造商之

PolartecR fleece clothing

、  P a t a g o n i a棉 T等。

Patagonia係由公司自行回

收舊衣，所以消費者可將

衣服透過郵寄方式予公司

服務中心，亦可親自將衣

服回收至Patagonia零售商

店或該公司Performance 

Baselayer代理。

其實不只是Patagonia

開始回收其所生產之舊衣，

其他國際品牌服飾業者也都

開始致力「店內回收」，鼓

勵客人將不要的衣服留在店

裡，不要當廢物丟掉。西

班牙服裝連鎖店Zara、瑞典時裝店

H&M也都加緊店內回收活動，主

動在店內設置專用桶子給顧客丟棄

衣服。同時，在「哥本哈根時裝高

峰會」上，愛迪達等業者同意以

2020年為期限，設定回收目標目

標。H&M自從2013年啟動專案以

來，每年可回收4萬公噸舊衣，並

訂定2020年目標，達到每年回收

25萬公噸的舊衣。

(三)永續成衣聯盟推動永續性測量

工具及其資訊透明化

永續成衣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SAC)成立於

2011年3月，是由品牌商、零售商

、製造商、政府、非政府組織和

2020年前將串整供應鏈所進行之計

畫；係由5家歐洲紡織品公司合作

開發一套生產系統，可將二手成衣

轉變為新的機能性布料之回收循環

計畫。(參見圖2)

而5家歐洲紡織品公司及其

專長分別是(1)Heinrich Glaeser 

Nachfolger GmbH：德國纖維

和紗線生產商及回收商；( 2 )

MärkischeFaser GmbH：纖維製

造商；(3)Schoeller Textil AG：創

新瑞士公司，主要生產和製造可

持續性高科技布料；(4)Sympatex 

Technologies：生產100%可回收膜

材料，不含PTFE和PFC的膜以及可

回收的外部材料和襯裡；(5)Dutch 

Spirit：為一家荷蘭公司，自2010年

以來致力於環保服裝的生產，例如

可回收工作服及提供原型服裝。

依據環保永續之Wear 2 Wear

計畫理念是高品質、負責任成衣的

代名詞。在歐洲，將回收成衣重新

應用於生產機能性布料，並且成品

必須符合消費者市場嚴格的防水、

透氣、保護和舒適度的檢驗標準。

藏式安全，確保在黃昏時的可視性

，重要的是該布料亦採用PFC-free 

Ecorepel生物技術提供撥水基能。

2. H&M推出環保永續性運動服系

列Conscious

Hennes＆Mauritz(H&M)在

2017年底推出其環保永續的運動

服裝系列Conscious activewear 

line。這個系列是H&M承諾朝向閉

環(closing the loop)系統

和邁向永續發展之承諾的一

部分。

Conscious 運動服飾系

列(activewear line)包括緊

身衣、運動胸罩、連帽衫和

上衣等，並用於訓練、跑步

和瑜伽等運動，其主要採用

回收聚酯彈性纖維布料製成

，具吸濕快乾、無縫以提供

最大舒適性，及內置的支撐

和通風孔設計。

3. Pontetorto及Vaude合作

開發環保永續性刷毛布料

Biopile

義大利布料供應商

Pontetorto與德國戶外品牌

Vaude合作開發環保永續刷

毛布Biopile。聚酯纖維是不

可生物分解材料，而傳統刷

毛布料在洗滌過程中會釋放聚酯微

纖維，估計約有40%的微纖維流

入廢水系統並排入河流、湖泊和海

洋，進而被魚類吃下，進而影響食

物鏈的安全。

Pontetorto開發出Biopile刷毛

布採用Tencel纖維，可在經過90天

的時間就能生物分解；布料的平滑

面則採用各種回收纖維材質組合的

材料。

三、國際紡織業環保永續紡織

品推動計畫

(一)Wear 2 Wear計畫

「Wear 2 Wear」是Sympatex

在2018年的 ISPO展會上表示在

學界專家組成的貿易協會，目前

共有超過230家的會員廠商，致力

於減少成衣和鞋類產品對全球環

境及社會所帶來的衝擊。2012年

SAC發佈Higg Index FEM(Facility 

Environment Module)1.0版永續

性測量工具，它是以現有之戶外

產業協會的Eco Index和NIKE的材

料評估工具(Material Assessment 

Tool)為基礎開發完成，能夠更全

面性的衡量成衣和鞋類產品對環境

暨社會的影響。Higg Index涵蓋的

環境要素有五大類，水資源使用和

品質、能源和溫室氣體、廢棄物、

化學品、有毒物質。

SAC為達到「服裝、鞋類和紡

織產業不會產生對環境有危害的物

質」之目標，訂出2020年以前的

執行策略，包括：「持續以Higg 

Index作為可衡量和改善全球持續

性的作業標準」、「將產業價值鏈

和產品生命週期資訊透明化以便於

消費者作為選擇產品時的可靠依據

」、「讓SAC繼續成為其他行業作

為協作平台、催化劑和變革之典

範」。其中關於資訊透明化的影

響，SAC期望讓所有SAC成員廠商

和Higg Index用戶都可以在整個價

值鏈和產品中獲得清晰、完整的

Higg Index信息。換言之，價值鏈

廠商包括供應商、製造商、零售商

和消費者皆可以透過與產品的數位

化身份進行永續發展訊息的交流和

分享。藉由產品上的智慧標籤可以

將Higg Index訊息直接分享給消費

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四、結論

(一)台灣回收聚酯纖維將升級朝向

機能性回收聚酯纖維產品發展

台灣生產的回收聚酯纖維品質

優異、價格具競爭力，加諸生產廠

商的信譽佳、交期準確，深獲國際

戶外與運動品牌商的青睞。未來台

灣回收聚酯纖維的發展將結合環保

與機能性，朝向機能性回收聚酯纖

維產品開發，包括：機能性、原液

染色紗、CD紗等；市場上，回收聚

酯纖維價格仍高於原生聚酯纖維，

而升級發展機能性回收聚酯纖維，

更可以提高產品價格與市場區隔。

(二)全球環保紡織品開發涵蓋纖維

原料、布料及製程

1. Aquafil開發100%永續性耐隆原

料

義大利纖維製造商Aquafil與

化工公司Genomatica共同開發生

質己內醯胺(CPL)，採用可再生的

植物性原料製造CPL，取代傳統的

石化原料，能夠避免產生使用石化

原料製造CPL時衍生的大量副產品

，且該製程不需改用特殊機器或更

改製程即可生產100%永續性的耐

隆纖維關鍵原料。

2. Schoeller與Vaude皆有開發環保

永續性布料

瑞士高機能布商Schoe l le r 

Textil採用PFC-free Ecorepel Bio技

術生產之撥水劑應用於開發戶外運

動用布料。德國戶外品牌Vaude與

義大利布料供應商Pontetorto合作

開發環保永續刷毛布Biopile，主要

是其刷毛面採用Tencel纖維，可在

經過90天的時間就能生物分解。

3. 奧地利Lenzing公司的環保永續

纖維生產製程

Lenzing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

的Lyocell纖維素纖維生產企業，

其溶解木漿的製程是採用溶劑可回

收之清潔生產NMMO製程，在整

個生產流程中沒有化學反應，且

NMMO製程的水溶液可以回收純

化後再利用，溶劑回收率高達99%

，屬於閉環式清潔生產製程。

(三)環保紡織品推動計畫

1. Sympatex串連供應鏈推動Wear 

2 Wear計畫

Sympatex在2018 ISPO展會

上表示在2020年前將串整上下游

的5家歐洲紡織廠商，包括：纖維

生產及回收廠商、環保可持續性布

料及機能性膜材廠商、環保服裝廠

商，共同開發一套可將二手成衣轉

變為機能性布料之回收循環Wear 

2 Wear計畫。

2. 各國際服飾品牌致力推動舊衣

回收活動

多家國際服飾品牌商包括：

美國Patagonia、西班牙Zara、

瑞典H&M等紛紛投入店內回收舊

衣活動。Patagonia更聯盟日本

TEIJIN公司將回收衣物進行分解

至纖維，最後再生產製造成新衣

服，形成Eco-Circle回收系統。

而H&M也從2013年啟動專案以來

每年約可回收4萬噸舊衣，並訂定

2020年要達到每年回收25萬噸舊

衣的目標。

3. 環保永續性紡織品的驗證資訊

透明化，可以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

認同感

永續成衣聯盟(SAC)不只建置

Higg Index永續性紡織品的測量工

具，更積極推動將Higg Index訊息

分享至消費市場上。在面臨全球永

續發展的潮流趨勢下，市場消費者

更加重視其購買之產品是否有通過

永續發展體系的驗證，讓消費者了

解所購買之產品在永續發展驗證上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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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ympatex Wear 2 Wear計畫理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Sympatex Technologies



「遠東新內部的100多個計

畫中，綠色環保相關者佔了將近

50%。」吳副總解釋，遠東新以

聚酯產業為營運核心，建構整合上

游原料及下游應用面的垂直生產架

構，奠定產業龍頭地位。近年則運

用多年累積之聚酯合成及應用技術

為基石，以「聚焦聚酯、環保、節

能及減碳」為主要發展方向與目標

，擴展研發綠色環保材料、高機能

纖維/織物、綠色製程等新產品及

新技術，不斷推升聚酯在高附加價

值產業的應用領域。

2018年全球PET共回收1,200

萬噸，回收率約57%，回收後再

製成的產品纖維佔7 1 %、瓶用

10%、膠片12%。目前台灣每年

PET回收量為10萬噸，回收率達

95%，其中超過50%交由遠東新

旗下的亞東創新進行回收處理。

一、研究發展中心帶領遠東邁

向新時代

於2001年成立的「遠東企業

研究發展中心」是遠東新邁向新時

代的心臟。研發中心設有4個研發

處及12個開發組，共有近兩百位

優秀的研發專才，是全台民間最大

紡織一條龍研發中心。從最源頭的

聚酯原料，到化纖、工業纖維、機

能材料、包材、印染等各種新材料

與製程研發，甚至跨足生質能源與

生醫材料，投入開發具前瞻性新材

料與創新技術，強化既有本業產品

競爭力、支援事業單位提高產品附

加價值，以維持長久競爭優勢，確

保企業永續發展，推動遠東新世紀

成為高科技聚酯、紡纖企業的全球

領導者。

二、「環保」是遠東新的研發

主軸

隨著環保意識抬頭，消費者

及企業開始反思快時尚的消費模式

，研發前瞻永續的綠色產品與循環

回收、減少能資源耗用的解決方案

，成為企業的重要課題。遠東新身

為台灣紡織業的龍頭企業，近年亦

將「永續邁進」納入企業經營核心

理念，彰顯企業精神除了在技術上

不斷精進改善，止於至善，也將環

保視為己任，為全人類以及地球永

續發展盡一份心力。遠東新綠色聚

酯材料領先全球，綠色產品獲海內

外客戶及高規格認證標章，包括「

Bottle to Bottle」環保再生酯粒、

「Bottle to Fiber」再生環保紗等，

並擴大與品牌商策略合作，以海洋

廢棄寶特瓶回收再製的「海洋回收

紗」，成為adidas獨家供應商；已

連續四屆搶得世足商機，多個國家

隊球衣使用遠東新寶特瓶回收製造

的環保機能布料；與Nike及DyeCoo

合作實現超臨界二氧化碳的無水染

整技術等，都是近年遠東新在永續

循環領域重要的發展成果，也深獲

市場以及國際品牌的肯定。

在紡織綜合所歡度一甲子之

際，本刊編輯群特別前往位於中

壢的遠東企業研究發展中心，拜

訪遠東新世紀副總經理，也是研

發中心執行長吳汝瑜博士(以下簡

稱吳副總)，與我們分享遠東新世

紀於循環經濟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以及對紡織綜合所未來的期許

，以下為當天訪談紀實。

遠東新現有回收事業項目包含

將回收廢棄物重新製造成聚酯粒、

瓶片、纖維、耐隆6,6、針織布料

、產業用紗等產品。除了在台灣總

部有從事回收再製生產外，其他據

點如中國、越南、日本以及近期新

增的美國廠也都有導入永續回收產

品的基因。遠東新目前回收聚酯粒

產能為一年9萬噸(世界第三)，未

來持續於亞洲及美國擴產，預計

2023年將是世界第一(參見圖1)。

三、遠東新PET環保策略最終

目標：廢棄紡織品回收再製

由於遠東新以PET產業為營運

核心，因此也建構了一套從生產、

製造到廢棄、回收的策略系統。吳

副總說明，PET的原料多是從原油

而來，未來遠東新期望使用生質(

Biomass)取代原油生產，搭配回

收系統以及綠色製程，完成環保永

續的閉鎖式循環，這是遠東新對社

會的責任以及使命。

PET寶特瓶回收的部分，經過

粉碎、清洗、分解、聚合、造粒等

製程，重新製造出各式產品，如聚

酯粒、膠片、長纖、短纖、防水透

濕膜等，進一步使用在成衣、鞋面

材或再製成寶特瓶、收納器皿等終

端產品(參見圖2)，不但降低聚酯

對石油的依賴度，也減少資源耗用

、推動資源循環再生。

吳副總表示，回收再利用的重

點應該在於閉鎖式循環(Closed-loop 

48  ︳ ︳49

遠東企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吳汝瑜博士專訪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服部
陳冠宇

產業結構轉型

【永續邁進，止於至善】

吳汝瑜博士

圖1 遠東新回收產品事業佈局
資料來源：遠東新世紀

圖2 遠東新使用回收聚酯再製的產品
資料來源：2018 TITAS 遠東新展場

遠東新回收聚酯應用範圍：●寶特瓶 ●收縮膜(如寶特瓶標籤膜) ●包裝膠片(如食品

包裝、玩具包裝、電子包材) ●塑膠製品(如收納盒) ●防水透濕薄膜(如鞋子、醫療

用途、成衣用途) ●布料纖維˙鞋材纖維



循環紡織聯盟」(Taiwan Circular 

Textile Initiative, TCTI)，以結合產

官學研的資源，促進台灣紡織產業

之資源循環創新技術的結盟合作。

吳副總說，TCTI按照產業特性，對

整個生態鏈進行分組，目前化學回

收部分僅遠東新在進行。副總也樂

觀的說，遠東新與紡織綜合所攜手

合作，加上政府政策引導及資源投

入，以及民間企業積極參與推動，

相信台灣紡織業能成為循環經濟的

典範。

面對機能性服飾發展到了臨界

點，吳副總表示，近年已經少有像

「吸濕排汗」這種消費者感受度高

的功能性突破，取而代之的是對環

境友善的產品需求。因此毫無疑問

，永續議題是目前各國際廠商的大

方向，NIKE、adidas等品牌都公

告未來產品要能全線回收，產品的

材料組成也逐漸簡化，代表要從有

限的材料找出更多的應用。

「這時紡織綜合所就可以發揮

資訊匯集的功能」吳副總說，紡織

綜合所透過到考察各種展覽、國際

會議與競賽，挖掘商業洞見，掌握

市場脈動，並將匯集到的趨勢解析

，給業界做產品發展方向的建議，

對企業有很大的助益。

「做研發需要跟品牌客戶緊密

在一起」吳副總說，品牌商的專長

是說故事，但對於技術可能不大了

解，而供應商現在要有純技術突破

已經很困難，需要從市場挖掘具前

瞻性的議題。在用技術改變客戶關

係的同時，兩者互動需要更緊密，

牽引出彼此的興趣及想法，繼續延

伸，深入做研究計畫，才能共創雙

贏局面。

此外，吳副總也表示織物化學

回收勢在必行，目前將建置實驗工

廠以評估量產之可行性，三、五年

之內暫時以遠東新廠內部的廢料回

收為主，包含囤積的布料、纖維、

裁切後的邊料、樣衣、NG品等，

累積經驗後再一步步放大產能，逐

漸開放外部的廢料回收。

五、永續環保紡織品的發展契

機，以及副總對紡織綜合所的

期許

副總表示，遠東新織物回收技

術已獲得2018年經濟部工業局產

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劃，研發中

心也有成果產出，但相關的配套措

施，紡織品回收的體制與管道要如

何建立，這些應該藉由政府、紡織

綜合所等公權力來主導。遠東新負

責技術開發，搭配政府的體制，織

物回收產業才有機會發展，否則技

術跟實際執行很容易脫鉤。

為因應國際環保資源再生循環

之趨勢，遠東新也加入由紡織綜合

所與紡拓會共同推動成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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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ycling)，也就是將回收品重新再

製成原來的產品，回收的寶特瓶如

要重新製回寶特瓶其實需要相當的

技術含量，遠東新在這塊已克服污

染衛生問題，並通過美國FDA的檢

測標準，將回收寶特瓶重新再製成

寶特瓶的B2B(Bottle to Bottle)完整

閉鎖式循環，相較於生產原生寶特

瓶，遠東新TopGreen®PCR Bottle製

程可以減少51%的碳足跡。

「目前全世界一年生產九千萬

噸PET，瓶用僅占三千萬噸，剩下

六千萬噸幾乎都用在纖維上。」吳

副總笑著說，PET要真正做到永續

環保，纖維的回收才是真正的主戰

場。遠東新現行回收寶特瓶技術已

經相當成熟，但服裝、家飾布等紡

織品，製作過程中多添加其他材質

纖維混紡，成份複雜，增加了回收

利用的難度。遠東新希望能盡快填

補廢棄紡織品回收再製技術的這塊

空缺，完成PET永續循環利用的藍

圖(參見圖3)。

遠東新目前已經開發出織物

化學回收系統，可以回收工業廢

絲(PIR，Post-Industrial Recycle

)或廢棄紡織品回收(PCR，Post-

Consumer Recycle)，目前小型實

驗工廠已經完成品質確認，等候放

量。(參見圖4)。

吳副總補充解釋，目前全世

界PET回收都是以物理回收為主，

物理回收是Downcycle，物性會隨

著回收次數越來越衰退，化學回

收則為Upcycle，回收製成乙二醇

(EG)、對苯二甲酸(TPA)單體或

BHET(PET中間體)等PET原料，再

製成PET或其他聚酯相關產品時，

物化性將不會因為回收而衰退，未

來勢必得發展化學回收來使PET聚

酯真正進行永續循環利用。

此外，對於製程遠東新也投入

相當多心力在於無氟、無水無溶劑

整理加工、省水、減碳、化學品

處理等綠色製程，最大幅度的降低

PET營運生產對環境帶來的衝擊。

四、遠東新在永續環保拓展方

向

未來遠東新永續環保產品開發

方向已聚焦綠色能源、生質及高端

纖維產業，積極開發聚酯綠色原料

、創新製程及新材料，鎖定未來明

星產業，以期能不斷提升公司永續

經營的驅動力。

(1) 回收化學纖維。例如：r-PET

、r-Nylon

(2) 綠色原料製成的化學纖維。例

如：Bio-based PET

(3) 生物可分解化學纖維。例如：

PLA、FEPOL

(4) 節能化學纖維。例如：低熔點

纖維

(5) 綠色環保材質。例如：無氟撥

水酯粒、非銻酯粒

(6) 永續環保製程。例如：無水染

色、無水無溶劑整理加工

圖3 遠東新PET綠色環保生產循環圖
資料來源：遠東新

圖4 FENC® TopGreen® rTex織物回收技術
資料來源：遠東新世紀

遠東新是全球最早開發混紡聚酯織物的公司之一，其rTex技術解決了目前受限

於回收單一聚酯織物來源的技術問題，回收過程不需去色也不需使用有毒的化學溶劑

，利用化學方法將廢棄紡織品中之聚酯纖維降解純化成起始單體品，實現紡織品再製

紡織品(Textile to Textile,T2T)循環經濟理想。

圖5 adidas與Parley攜手合作海洋回收塑膠Ultraboost Parley系列鞋款，
製造一雙鞋等於避免11個廢棄寶特瓶流入海洋
資料來源：adidas官網

遠東新獨步全球的聚酯合成與回收再製技術，以及一貫化從原料到終端成品的

生產能力也獲得國際品牌商認同。自2016年起，遠東新成為adidas與Parley海洋廢棄

物回收材料供應鏈唯一合作夥伴，透過遠東新專業回收製程將海洋廢棄塑料轉化成

高性能服飾，藉此喚醒大眾對海洋污染的意識。2016∼2017年遠東新回收海洋廢棄

塑料超過一千噸，2018年回收量更達一千六百多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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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發展里程碑

身為台灣紡織產業共同的研究所，紡織

綜合所六十年來秉持著「合作、誠信、

務實、創新」的組織文化，和業界一起

走過從前，也見證、參與、推動了台灣

經濟的發展，共同編織紡織新頁。本專

欄呈現本所各時期的重要技術、研發產

品、場域建置、國內外獎項、國際合作

成果、制定標準以及產業聯盟，分為以

下八個重要領域：

●機能性紡織品

●產業用紡織品

●智慧型紡織品

●紡織品檢測與驗證

●產業資訊服務與人才培訓

●智慧製造生產

●紡織專業資訊服務系統

●斗六場區

機能性紡織品

1989 ●執行經濟部科技專案

1999 ●成立「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創代協會)」

2003 ●機能性複合纖維參展英國伯明罕ITMA 2003
●與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合作籌組「竹炭纖維紡織品研發聯盟」

2006 ●「竹炭纖維」－紡織綜合所首例技術商品化

2007 ●「竹炭纖維」榮獲紐倫堡發明競賽銀牌獎

2008 ●「一種纖維素之多機能再生纖維及其製造方法」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

展－發明競賽金牌獎

2009 ●大義館營運邁向國際化－開辦泰國雙組份複合熔融紡絲機教育訓練課程

2010
●「機能性耐隆纖維開發」獲99年度法人科專成果表揚─傳統產業加值貢獻獎
●「海藻酸鹽複合纖維及其製造方法」及「複合纖維」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發明競賽一金牌獎、一銀牌獎

2011
●「網狀結構纖維素母粒之製備方法與應用」及「改質聚酯及其製備方法」、「

微米級纖維狀止血材料及其製備方法」分別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

明競賽二金牌獎、一銀牌獎

2012
●「親水涼感耐隆紡織品」、「導電母粒、纖維及紡織品」、「止血複合纖維及

其製造方法」、「異收縮加工絲與紡織品」分別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發明競賽一鉑金獎、二金牌獎、一銅牌獎

●親水耐隆纖維註冊「Aquatimo®」商標，強化市場推廣

2013
●成立「台灣戶外品牌聯盟」

●「機能性紡織品產業關鍵技術四年計畫」獲102年度法人科專成果表揚─傳統

產業加值貢獻獎

2014

●「耐隆複合纖維及其織物」、「肌力強化運動服裝」分別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

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一鉑金牌獎、一金牌獎

●「親水涼感纖維」以「複合紗與複合纖維及其織物」專利，榮獲103年度國家

發明創作獎－「發明獎金牌」

●抗菌消臭纖維註冊「Protimo®」商標，強化市場推廣

2015

●「酯化纖維素薄膜及其製備方法」、「仿濕式聚氨基甲酸酯樹脂之水性聚氨基

甲酸酯樹脂及其製造方法暨其於合成皮革之應用」分別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

交易展－發明競賽一金牌獎、一銅牌獎

●「生質耐隆纖維及紡織品」技術榮獲德國紅點產品設計獎

●「導電纖維之加值與應用」獲104年度法人科專成果表揚－傳統產業加值貢獻獎

2016

●「絨革感塗佈織物及其製造方法」、「纖維、纖維母粒及其製造方法以及紡織

品及其製造方法」分別榮獲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發明競賽二銅牌獎

●103∼106年與工研院、中科院、金屬中心、塑膠中心等跨法人合作執行「化工

產業高值化技術與應用發展計畫」，於103∼105年度連續三年榮獲法人科專成

果表揚－「優良計畫獎」

2018 ●105∼108年執行「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關鍵技術開發計畫」，榮獲107年度法

人科專成果表揚雙料大獎－「優良計畫獎」及「技術成就獎」

2019
●「抗菌消臭纖維Protimo®」技術成就及其市場效益，榮獲108年台灣化學產業

協會「產品創新獎」

●發表原液染色螢光纖維「2-DF」系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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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紡織品 智慧型紡織品

1996 ●投入產業用紡織品技術

1997 ●開發工業用防護織物製作技術

2000 ●開發吸附過濾性紡織品技術
●全國發明展：以罩體織造法(093205)獲金頭腦獎

2001
●開發安全防護性紡織品技術、電磁波遮蔽性紡織品技術
●2001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以罩體織造法(093205)獲遠東區最佳發明獎、綜合產品金牌獎、服飾
類金牌獎、製造類銀牌獎及保全類銅牌獎；以功能性織物電磁製造方法(115431)獲綜合產品銀牌獎及
工具類銅牌獎

2002
●開發導電性紡織品技術
●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以耐切割織物(137399)獲紡織類銀牌獎
●科專研究成果表揚：以電磁波遮蔽性紡織品製造技術獲優良技術獎
●全國發明展：以功能性織物電磁製造方法(115431)及耐切割織物(137399)獲金頭腦獎；高溫氣氛製程
及裝置(146709)獲優良獎

2003 ●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以功能性織物電磁製造方法(115431)獲金牌獎及匈牙利首相獎；以耐切割織
物(137399)獲金牌獎；以高溫氣氛製程及裝置(146709)獲銀牌獎

2004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TTTA)成立
●開發次微米高溫過濾材研製技術

2005 ●開發產業用布膜技術
●科專優良技術：以次微米高溫過濾材研製技術獲優良技術獎

2006
●全國發明展：以電紡裝置及高分子細絲之製造方法(I245085)及具開關功能的一次織造結構性織物
(I242614)等獲二銀
●2006INPEX匹茲堡國際發明展：以四件專利共獲六金二銀一銅、韓國特別獎及大會特殊獎
●開發熔噴不織布技術

2007
●紐倫堡國際發明展：獲2金1銀1銅
●國家發明展創作獎：一種活性碳立體織物結構之製造方法(I276720)獲發明獎金牌
●開發傳導性紡織品技術

2008 ●建構不織布實驗工場

2009 ●開發環保不織布技術
●國家發明創作獎：纖維網製造設備(M314207)/創作獎金牌獎

2010
●2011德國iF設計大獎：Fabric Garden金獎
●國家發明創作獎：電紡設備(I306909)/ 發明獎銀獎
●開發奈米纖維膜技術

2011 ●2012德國iF設計大獎：cocoon shoe
●科專成果表揚：傳統產業加值貢獻獎-新興不織布技術

2012 ●國家發明創作獎：滾筒式電紡設備(I357449)發明獎金牌
●開發衝擊減震紡織品技術

2013 ●國家發明創作獎：梭織織造機台以及立體梭織織物(I364466) 發明獎銀牌
●開發聚醯亞胺纖維材料設計與成型技術

2014
●國家發明創作獎：製備立體不織布結構之設備及其方法(I414657)/發明獎銀牌
●開發碳材料製程核心技術
●成立先進過濾中心(AFC)

2015
●2015德國iF國際設計競賽：布花園系列-Soft Shell
●開發耐溶劑聚醯亞胺超濾膜研究
●開發耐化性高溫樹脂合成與改質技術

2016 ●與捷克VÚTS正式參與台捷DELTA國際合作計畫共同開發技術高間距梭織噴氣織機
●開發聚醯亞胺氣體分離膜技術

2017 ●開發高性能PEI纖維

2018 ●107年國家發明創作獎：以無針式熱融電紡設備(I445855)獲發明獎銀牌
●與捷克VÚTS成功開發全球首台高間距梭織噴氣織機(DIFA)並抵台完成裝機測試

2019 ●開發直紡不織布技術

2003 ●投入生理感測紡織品開發

2005 ●開發光電資訊紡織品技術

2006 ●科專研究成果表揚：智慧型紡織品開發技術獲技術成就獎

●投入能源紡織品技術開發

2007 ●開發電熱紡織品技術

2008 ●開發含LED顯影紡織品技術
●「能源紡織品種子基金」廠商集資1000萬成立錸諾紡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建構「智慧型紡織品研究室」

2010 ●開發EL紗線塗佈技術
●2011德國iF設計大獎：Light Fairy(LED單車雨衣)

2011 ●2011 R&D百大創新科技獎：可摺疊式織物超級電容(All-Foldable Fabric Ultra-

Capacitor)

2012 ●開發可撓式塗佈型超級電容技術

2013
●經濟部第三屆國家產業創新獎：可撓式織物超級電容及其應用產品開發與推廣/

年度創新領航獎(團隊類)
●開發光電紡織品技術

2014

●2014金點設計獎：心臟復健監測系統cardiocare/年度最佳設計獎
●國家發明創作獎：線性發光體及具有該線性發光體之紡織品(I400407)/發明獎金

牌；製備立體不織布結構之設備及其方法(I414657)/發明獎銀牌
●Red Dot Award：Product Design 2014：心臟復健監視系統(Cardio Car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onitoring System)
●開發穿戴式智能服與行動系統

2015
●2015 Red Dot award：ezFit(智慧型紡織品團隊與NOVA、儒鴻合作)
●經濟部第四屆國家產業創新獎：沈乾龍—創新精英獎(青年組／個人獎)；智慧

型紡織品及其應用產品開發與推廣—團隊創新領航獎(團體獎)

2016 ●開發智慧健康管理服飾

2017 ●法人科專成果表揚：光電紡織品技術/技術成就獎

2018
●107年國家發明創作獎：以電熱織物(新型M459652)獲創作獎金牌
●台灣智慧型紡織品協會(tsta)於紡織所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一屆理監事會議
●法人科專成果表揚：傳導性紡織品技術/技術成就獎；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關鍵

技術開發計畫(2/4)及智慧健康整合創新拔尖計畫(2/4)/優良計畫獎

重要發展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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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檢測與驗證 產業資訊服務

人才培訓

1990 建立紡織品KES手感客觀評估技術

1996 建立蓄熱保溫紡織品功能性評估

1999 獲得中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TAF實驗室認證證書

2000 從美國MTNW引進溫熱假人

2002 成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認證與驗證評議委員會

2003 BTTG合作推廣個人防護裝備PPE檢測驗證

2004 引進瑞士EMPA流汗軀幹

2007 引進第二代流汗假人Newton

2010 與荷蘭CU合作推廣GRS驗證

2012 與德國EPEA合作C2C驗證

2014 建立運動體驗場域

2015 成立先進過濾中心檢測實驗室

2017 與加拿大Marks合作引進ASTM D7984儀器

1994
●產業技術知識服務計畫(簡稱ITIS計畫)開始執行，是經濟部技術處為提昇我國產業競爭力，促進產業升級而執
行的一項計畫。主要目的為透過政府的力量，階段性、系統化整合財團法人研究單位(工研院、資策會、金屬中

心、生技中心、食品所、紡織所)，結合各領域之研究人員，建構我國產業知識服務體系，為政府及業界提供專

業的、全方位的知識服務。

1998 ● ITIS計畫推出產業知識服務平台「ITIS智網」

2002 ● ITIS計畫執行跨單位重大議題研析，紡織所計畫團隊亦為其中成員

2005 ●經濟部ITIS計畫指導委員會決議，ITIS計畫以「智庫」、「智網」為兩大發展主軸

2008 ● ITIS計畫定調以服務業界為主

2010
●紡織所計畫團隊為擴大服務紡織產業，啟動「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服務平台
●經濟部施部長顏祥裁示，ITIS計畫以「我國產業情報價值創造平台」為願景，以「產業經營發展情報價值樞紐
」為定位，策略推動方向包括：(1)深化產業基盤研究，提高基盤研究比重：(2)強化知識擴散、鏈結產業公協會
；(3)新增中國大陸及新興市場研究

2011
● ITIS計畫投入新興市場研究資源
●「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服務平台推出「紡織CEO Workshop」，透過兩天一夜的活動深入與紡織業界中高階
主管交流

2012 ●紡織所計畫團隊榮獲優良計畫獎

●紡織所計畫團隊榮獲產業知識服務領航獎

2015 ●紡織所計畫團隊榮獲產業知識服務領航獎

●國內上市成衣業者聚陽來函，感謝紡織所計畫團隊對其開拓全新「Lifestyle」產品線的貢獻

2017
●計畫一首創跨單位共構之「產業關鍵議題分享會」，紡織所計畫團隊參與其中兩項議題

● ITIS計畫轉型分為兩項計畫：(1)產業技術前瞻研究知識服務計畫(簡稱計畫一)，以服務業界為主；(2)新興產
業技術研發布局及策略推動計畫(簡稱計畫二)，以擔任政府幕僚為主

2018 ●「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之「紡織CEO Workshop」轉型為「Tnet Campaign」，為台灣紡織產業的轉型而努力

2019 ●計畫二定調以「服務專業科」為主、「服務政策科」為輔

1991 ●產業(製程)培訓及工業局人才培訓開始

2000 ●成立計畫辦公室_培訓組(集中辦理本所自辦公開課程、企業/公協會包班、國合會友好國家培訓計畫及工業局培
訓計畫(擴大))

2008 ●承接中小企業處(提升高值化產業品質能力)培訓計畫

2011 ●接受TTQS訓練品質評核(訓練機構版)-獲得銅牌,並於當年度起承接職訓局培訓計畫

2012 ●培訓業務轉型；停止承接中小企業處及國合會友好國家培訓計畫

2015 ●工業局人才培訓業務大幅縮減(基礎課程部分改由公會承辦);啟用Tnet紡織學院服務平台

2016
●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委託之「105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產業培力計畫」；並於7月起執行美商摩根
大通銀行(股)公司委託之「紡織業人才培訓(第一期) ─紡織業儲備幹部訓練班暨紡織成衣業儲備幹部訓練班」(以
待業青年為對象)

2017 ●執行「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_跨域數位人才實務專題研習」(一期程為三年)；本計畫主要針對國內大學及
碩士在校生培訓

2018
●執行科技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一期特別預算項下之「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一期程為三年)及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股)公司委託之「紡織業人才培訓(第二期) ─紡織業儲備幹部與實習生訓練班」(以待業青年、
大學在校生為對象)

2019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股)公司委託之「紡織業人才培訓(第三期)」預計於下半年規劃提案

紡織綜合所檢驗部油過濾效率檢測系統

紡織綜合所檢驗部假人模型

重要發展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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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製造生產 紡織專業資訊服務系統
1990 建構 ●影像分析系統量測設備  ●織物CAD系統畫稿設備

1995

開發完成

●織物影像分析系統  ●織物CAD模擬系統  ●半自動手打樣機系統 DOS版

2000 ●織物影像分析系統  ●生產設計系統  ●半自動手打樣機系統 Win 3.1版

2005 ●樣布管理系統  ●纖維影像分析系統  ●織布廠ERP系統  ●吸濕排汗評估系統 Win 95/98版

2010 ●布商ERP系統  ●染整廠ERP系統  ●包裝廠ERP系統  ●企業網站WEB系統 Win XP版

2015 ●針織廠ERP系統  ●樣衣管理系統  ●實驗室管理系統  ●樣布參展系統 Win 7版

2019 開發 ●成衣廠ERP系統  ●APP行動裝置系統  ●PLM管理系統 Win 10版

斗六場區

紡織專業資訊服務系統開發

紡織業電腦整合製造(CIM)架構圖

1990 ●變化紗控制技術

1995 ●織物組織分析及設計系統技術

1997 ●織物瑕疵自動檢測技術

1998
●製衣檢測及生產輔具技術

●染機系統同步控制技術

●電腦輔助梭織彈性生產技術

●織布廠網路監控系統開發

1999
●梭織物自動打樣機

●紡織製程(紡紗、染色、製衣)專家
諮詢系統

2000
●三次元人體自動掃描系統

●不織布均勻度及瑕疵檢測系統

●紗線定長控制技術

2002 ●非接觸式及機械視覺瑕疵檢測技術

●智慧型紡織製程資訊整合技術

●紡織自動化技術

2014 ●假撚實驗機設計製造技術

2015 ●不織布智慧化瑕疵系統

2016
●人纖加工絲智能工廠4.0示範場域
●智慧化假撚場域建置技術

●熱烘系統多元化熱能回收與應用

●生產力4.0織布智慧工廠應用技術

2017

●協助染整業者導入智慧製造

●智慧製造-紡織跨製程(假撚、梭織
、染整)自動參數最適化技術
●染整製程智慧物聯網技術(AIoT) 
●製程與設備人工智慧應用技術

2018
●建置短纖紡紗線上監測系統

●協助針織業者導入智慧機上盒

●協助業界AI導入及智慧城鄉計畫

2019

●建置紡織智慧化織布系統

●短纖智造紡紗場域建置與推廣

●建置不織布智慧化均勻度檢測與控

制系統

●建構紡織智慧化塗佈檢測場域

2003 ●斗六場區動土典禮

2008 ●斗六場區開幕

2009 ●成立膜製造工場

2010 ●設立臺灣製MIT微笑產品驗證機構

2011 ●成立毛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

2013 ●通過TAF實驗室認證
●成立織雲館

2015 ●投入節能技術開發

●首次辦理「織雲路跑」

2016 ●雲林地域暨桐生地域產業發展交流

2017 ●投入智慧製造開發

2019 ●智慧城鄉示範建置

重要發展里程碑



名稱 生物纖維紡織品

簡介

開發生物來源天然纖維及其複合纖維紡織品，主要原料包括：海藻酸鹽、幾丁聚醣、膠原蛋白、

細菌纖維素、天然纖維素⋯等；透過原料萃取、原料純化、濕式紡絲、醫療不織布製程等技術開

發，產出具有高度生物相容性之紡織品，可廣泛應用於民生及醫療之親膚性纖維產品。

內容

1. 藻酸鹽敷材吸水率>15倍
2. 藻酸鹽敷材傷口癒合率>80%(14 days)
3. 幾丁聚醣止血材凝血效能<5分鐘(豬隻股動脈)
4. 細菌纖維膜含水率>99%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醫療敷材、美容面膜、民生抗菌紡織

聯絡人資訊

姓名：李瑞生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100
E-Mail：jslee.0601@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Protimo抗菌耐隆纖維

簡介

Protimo抗菌耐隆纖維是一種有機抗菌材料，它只破壞細菌(bacteria)或真菌(黴)及藻菌的細胞壁，
阻礙蛋白 或DNA、硫醇基等的合成，能對菌類發揮阻止繁殖的功能，其被阻礙合成的菌種，因
細胞壁破裂而釋放出蛋白 ，也就是所謂的釋放化學訊號，並向同類菌種傳達危險訊息，以後同

類菌種 就不會去接近有碘抗菌劑成份的物品，又因不能獲得繁殖所必需的養分，就無法生存。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貼身衣物(內衣/襪類)
●運動衣著
●醫療防護服

聯絡人資訊

姓名：蕭素梅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701
E-Mail：smhsiao.0999@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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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

原料及纖維部

O r g a n i c  a g e n t

圖一 藻酸鹽傷口敷材 圖二 幾丁聚醣止血敷材 圖三 生物纖維面膜
展望未來，紡織綜合所將以「篩選重點技

術研發」來建構對內核心技術能量，以「

加強創新前瞻研發」來持續提升國內紡織

產業競爭力，以「強化智慧資產布局」來

建立領導性創新產業，以「推動國際科技

合作」來運籌全球創新資源。本專欄羅列

出本所近年重要研發成果，包含以下六個

技術研發及產業服務部門：

●原料及纖維部

●產品部

●製程技術開發部

●檢測及驗證部

●產業服務及資訊部

●斗六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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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無氟撥水技術

簡介

適用於紡織品的完全非氟碳撥水技術，不含全氟辛酸與全氟辛磺酸等有害衍生物。使用的水性樹

脂結合了疏水高分子與次微米表面技術，安全性高、使用方便。樹脂加工溫度最低只需120℃，
適用於不耐高溫紡織品。可直接加工於聚酯紗線上，以生產具抗濕潤機能的紗線。

內容

不含氟碳化合物

適用於定型加工

弱陽離子性

低溫架橋

耐水洗20次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戶外休閒服飾、一般衣著、家飾用紡織品

聯絡人資訊

姓名：傅怡評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202
E-Mail：ipfu.1014@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親水耐隆纖維

簡介
親水耐隆纖維是以本所自行開發之親水改質耐隆為原料，並採熔融紡絲法製成纖維。因親水性耐

隆纖維的高度親水性，可使織物具有優異涼感性。

內容

●親水耐隆纖維可迅速吸收人體汗氣並予蒸散，產生優異的涼爽效果，賦予衣物更卓越的舒適性。
●符合國家標準CNS15687涼感性能檢測及機能性紡織品驗證規範 FTTS-FA-019，織物瞬間涼感
熱流量可高達0.20W/cm2，優於一般涼爽服合格標準(針織物0.13W/cm2，梭織物0.17 W/cm2)。
●夏季於室內穿著，能夠降低對冷氣的依賴，對節能具有貢獻。在室外穿著，可有效舒緩人體因

汗濕所致的悶熱感。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親水耐隆纖維擁有多元應用性，包括休閒衫、袖套、運動內衣、塑身衣、寢具...等。

聯絡人資訊

姓名：林維朋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705
E-Mail：wplin.0749@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親水耐隆紡織品

名稱 抗靜電纖維及其紡織品

簡介

抗靜電纖維研製技術，主要使用奈米級粉體做導電材料，首先將奈米導電微粒分散至高分子樹脂

中，經由混練押出製成高濃度導電母粒，最後藉由熔融紡絲方式製造抗靜電纖維。纖維之導電性

可達106-8Ω/cm，可廣泛應用至刷毛衣、針織服、手套、無塵衣及醫療用服等防護產品。

內容
1. 導電粒表面電阻值 ≤ 103Ω/cm2

2. 抗靜電纖維電阻值 106-8Ω/cm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無塵服

抗靜電工作服

抗靜電防護服

刷毛衣

聯絡人資訊

姓名：張勝善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203
E-Mail：ssChang.0914@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高分散性色母粒技術開發

簡介

紡織所開發之高分散性色母粒，其色漿之表面電位(絕對值):30.1∼41.7mV、平均粒徑<180nm。
所製備之色母粒濃度20∼30wt%。所開發色料微細化分散技術已可應用細丹尼原液染色色紗製
備，而擴展色系所開發之高牢度螢光色紗可應用於防護服，並符合ISO  EN 20471之規範。

內容

色料粒徑 ≦ 180 nm
纖維規格：50d/72f、30d/36f、150d/48f、75d/96f
纖維強度：3.8~4.2 gf/d
耐洗、耐日光及耐汗色牢度 ≧ 4 級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家飾、衣著、運動鞋、戶外用品、防護服

聯絡人資訊

姓名：江日升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501
E-Mail：rsChiang.129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高分散性色母粒技術開發之原液染色展品

研發成果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之抗靜電纖維
Raw Material Selection znd Evaluation 

Development of Anti-Static Textile

Melt Spinning

Compatibility technology Twin Screw Extruder

C o n d u c t i n g  P o w d e r

D i s p e r s i n g  A g e n t

C l e a n -r o o m  t e x t i l e s

Anti-static fiber (DTY)

Anti-static fiber (POY)

70D ~ 200D

P o l y e s t e r  o r  P A 6 A n t i -s t a t i c  M B

芯 (Core)
( 強力層 )

鞘型 (Sheath)
( 導電層 )

抗靜電聚酯纖維  Antistatic  PET Fiber

抗靜電聚酯纖維  Antistatic  PET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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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無線射頻識別紗線

簡介

依據全球物聯網、智慧型紡織品與智慧製造新趨勢所引發龐大市場應用商機，具有智慧聯網與訊

息讀取功能之RFID電子標籤再度成為產業界關注的重要發展方向。有別於傳統RFID標籤外掛、
不耐酸鹼、不耐水洗及與紡織品不相容等缺點。紡織所發展可耐酸鹼之RFID紗線技術，目前已成
功開發出感測距離20∼200cm且線徑1.5∼2.5mm之耐酸鹼RFID紗線。

內容

●頻譜：UHF
●感測距離：20∼200cm
●紗線線徑：1.5∼2.5mm.
●耐水洗：20hrs
●耐鹼：pH10，6hrs
●耐酸：pH4，6hrs

應用範圍／服務對

象

●生產履歷 
●防偽 
●防盜 
●物流/倉儲管理
●衣聯網
●循環經濟

專利
TWI643212、CN 201711344294.X、TW106144265、CN 201810165025.5、TW107141942、
CN201811402786.4、TWM566215

聯絡人資訊

姓名：蔡杰燊

電話：02-22670321 分機：3410
E-Mail：jstsai.114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RFID紗線

名稱 熔噴複合不織布

簡介

本技術於超細熔噴纖維製程中匯入機能性纖維或粒子如短纖維、棉球、天然纖維或活性碳等複合

成不織布，利用不同型態及成份的纖維組合均勻複合，賦予不織布強力與立體蓬鬆性，並兼具高

隔熱效果、壓縮回復性及便於運輸、儲存。

內容

壓縮彈性：85.4%
壓縮回復性：92.7%
膨鬆度：18.0∼29.1 cm3/g 
單位元厚度保暖性能：2.0∼2.4 CLO/cm
保溫率：80.7%

應用範圍 隔熱、吸音、過濾

聯絡人

姓名：郭明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3301
E-Mail：mckuo.1057@ttri.org.tw

名稱 熔紡纖維素紡織品技術開發

簡介

本技術主要透過化學改質使天然高分子-纖維素具備熔融性，並應用本所開發600海島熔融複合紡
絲技術製備纖維素超細纖維。此超細纖維之細度為成人頭髮之1/150，為市面上常見37海島超細
纖維之1/10。並較傳統聚酯及耐隆纖維具有較佳的涼感及回潮性。

內容

酯化纖維素玻璃轉移溫度：80-90℃
酯化纖維素熱裂解溫度≧300℃ 
酯化纖維素改質取代度：1.5~2.9 
酯化纖維素纖維細度≦ 0.05dpf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衣著用紡織品：貼身衣物、高級時裝面料

醫療用紡織品：口罩

其他:高性能擦拭布

聯絡人資訊

姓名：宋憶青

電話：02-22670321 分機：2202
E-Mail：Ycsung.1038@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圖一 熔紡纖維素展品

圖二 熔紡纖維素技術開發流程

產品部

研發成果



聯絡人

姓名：沈培德 
電話：02-22670321 分機：3100
E-Mail：ptShen.028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實驗室超臨界打樣機

簡介

每只染杯皆採用獨立電熱環及測溫裝置進行獨立溫控，配合微電腦控制系統可做多組或個別之溫

控設計。強力磁力驅動染杯內磁力盤頭做上下速度控制，使染液藉由高壓穿透染色。微電腦控制

器具備USB存取功能，方便存取備份程式。自動入水(或二氧化碳)排水﹑水冷式降溫、防呆系統
﹑錯誤追蹤頁面﹑溫度曲線圖。多用途盤頭及筒紗染色，適用於各種布料、長短纖、棉、毛、絲

、麻及化學纖維。可直接模擬現場生產流程，合色率高，讓實驗室及現場達到最好的整合，提高

重現性。

內容

●染杯數量：4
●獨立溫控
●染杯容積：500 c.c.
●流　　體：液態二氧化碳
●自動稱重精度：±1g
●液　　比：1:5∼1:10
●染　　重：5∼30 g
●溫度範圍：20∼150 ℃
●加熱方式：金屬電能加熱系統
●冷卻方式：水冷式
●開蓋方式：手動
●加藥方式：手動
●動能系統：磁浮動力系統

應用範象

●染整廠
●染料與助劑商
●學研機構

聯絡人

姓名：林伯儒 
電話：02-22670321 分機：3200
E-Mail：pjlin.0926@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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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相轉變調溫紡織品

簡介

本技術係將相轉變材料(Phase Change Materials, PCM)透過微膠囊的方式包覆，產品可自主性「
吸收 或 釋放」熱能，相對讓人體感受「涼爽 或 保暖」效果，以使該溫度調節服飾自動地提供使
用者最佳之舒適感及健康維護。所開發之水性PCM微膠囊主要調節溫度為28±1℃，可藉由網版
印花等織物塗佈加工方式與織物結合，並提供加工織物溫度調節 (溫差1∼5℃)、吸濕排汗、柔軟
及耐水洗等特性，適合服飾、寢具等相關產品應用。

內容

●PCM微膠囊平均粒徑：7∼8μm
●PCM可吸/放熱調溫範圍：28±5℃ (主要相轉溫度：28±1℃)
●涼感或保暖紡織品應用可達溫差：1∼5℃ (視PCM使用量而定)

應用範象

●運動休閒紡織品
●保暖服飾 
●寢具

聯絡人

姓名：林伯儒

電話：02-22670321 分機：3200
E-Mail：pjlin.0926@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低碳數位印花生產技術

簡介

針對棉、麻及混紡纖維之數位印花技術，開發顏料專用預處理配方，提升噴印後乾/濕磨擦牢度達
三級以上，保持原有紡織品手感及色彩飽和度，節省生產工段、簡化生流程式及降低人力投入 ，
達到低碳印花生產之目標。

內容

●耐水洗染色堅牢度≧4級 
●顏料型棉織物耐乾/濕摩擦色牢度≧3級
●織物水洗縮率≦5%

應用範象 服裝、家飾、袋包及棉、麻及混紡纖維印花

圖一 PCM微膠囊 圖二 PCM微膠囊於織物之後整理加工方式

圖二 保暖外套圖一 熔噴複合技術

圖一 超臨界打樣機外觀 圖二 打樣色差與再現性分析結果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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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客製化可撓式變形加工機

簡介
紡織綜合所以假撚核心製程技術，整合機械設計、自動控制、材料應用，針對國內製造業為滿足品
牌商對於樣品製作、新材料應用開發、小量生產的即時需求，一本『廠商提需求、法人供解方』的
精神，進行客製化的假撚設備設計與製作，追求「產研合作、共創價值」的營運目標。

內容
1. 功能：假撚加工、空氣變型加工、彈性包覆加工、壓縮製程。
2. 規格：最大加工速度800m/min、單錠獨立控制系統、標準模組。
3. 特色：客製化、需求空間小、設備多功、研發量產雙用。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研究機構、學術單位、化纖企業、梭織、針織與織襪產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江京諭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58
E-Mail：cychiang.119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智慧型光學檢測紡織品瑕疵與均勻度、控制與診斷系統

簡介

本系統乃以智慧型光學檢測紡織品的瑕疵與均勻度，應用光學檢測均勻度、瑕疵控制並配合電腦軟
體將生產與設備資料做記錄分析、顯示、鑑別與追蹤，可即時監控縱向/橫向生產製程，提高品質穩
定性與準確性。此均勻度監控系統，對於生產品質技術，提昇產品良率與生產預測，且可節省換料
不穩定與下腳料浪費等影響，建立的生產力4.0、智慧工廠、雲端平台、電信設備商等做為新的生態
系統為基礎。

內容
以非接觸、線上、多點區域、穿透式與驗證之技術，建立光電檢測基重系統，用於檢測不織布、薄
膜與紡織品，進而建立紡織產業品質競爭能力，並具產業應用之創新性有所助益。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不織布、薄膜、塗佈量紡織品、紡織品

聯絡人資訊
姓名：黃定國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89
E-Mail：dkhuang.0642@ttr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精紡機粗節變化紗控制裝置

簡介

開發一種精準且快速的控制模式，結合客製化的操作介面軟體，提供精紡機的初牽伸控制擁有多種
速度模式，並能能符合實際生產管理作業。對於羅陀精紡機與環錠精紡機，我們克服各種不同型式
機台之傳動差異，使得紗線的粗細度擁有變化。最重要的，這個粗節變化紗控制系統透過參數設定
，可以進行改善紗線的粗細度，符合任何客戶的要求。

製程技術開發部

智慧系統整合與品質思考

內容

●粗節最短長度：35mm
●粗細度係數：0.5∼6
●適用材料：Staple fiber
●最高操作運轉速度：30 M/min.
●變化組數：250 sets(以上)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應用範圍：環錠精紡機及羅陀精紡機
服務對象：短纖維紡紗工廠

聯絡人資訊
姓名：黃金榮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85
E-Mail：cjHuang.040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精紡線上即時監測系統

簡介
以短纖維紡紗製程專業技術，整合機械設計、電子元件、工程設計與資訊傳輸等技術，完成具備線
上品質與生產管理資料蒐集與數據分析的客製化監測系統。

內容

1. 工程模式：客製化工程設計與製作。
2. 系統簡介：
    a. 感測模組：斷紗監測、鋼絲圈轉數、蘿拉扭矩、工作電流
    b. 管理模組：產效分析、弱撚統計、維修預警、品質分析
3. 傳輸模式：以單機為單元透過無線或有線模式進行資料傳輸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短纖紡紗業者

聯絡人資訊
姓名：呂慶祥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50
E-Mail：chlu.0832@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假撚線上即時監測管理系統

簡介
透過單錠感測模組進行假撚線上張力監測與資料收集，協助人纖加工絲產業透過線上品質監測分析
系統與中央控制管理模組，除即時監視現場加工及時運轉狀況，並透過同步資訊流與企業資源管理
系統串接，達到產銷資訊雙向快速化的智造模式。

內容

1. 工程模式：客製化工程設計與製作。
2. 系統簡介：

a. 感測模組：破絲監測、張力監測
b. 管理模組：產效分析、破絲統計、突波分析、維修預警
品質分析、落紗排程、能源評估建議模式

3. 傳輸模式：以單機為單元透過無線或有線模式進行資料傳輸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人纖加工絲業者/紡絲假撚一貫廠/衍生應用

聯絡人資訊
姓名：呂慶祥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50
E-Mail：chlu.0832@ttri.org.tw

圖二 粗精紡機節變化紗裝置之運作架構圖一 精紡機粗節變化紗裝置之廠商實施例

纜線配置圖：

三軸轉速編碼器

LCD觸控面板

落紗信號接點

感測器 感測器 感測器 感測器 感測器 感測器

電路板線槽

右側

A側斷紗燈
左側

B側斷紗燈

機頭側 機尾側

Roller RPM 
Server
三軸轉速伺服器

Node Server
節點伺服器

AC 電源
110V∼220V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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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針織樣布管理系統

簡介
針織樣布管理系統是在WINDOWS環境下執行，使用者需輸入名稱及密碼。系統主要分成六個部份
，分別為 (1)系統維護 (2)樣布規格編輯 (3)標籤列印(QRcode)  (4)入出庫維護 (5)報價系統 (6)資料綜
合查詢。

內容

1. 樣布規格編輯
2. 標籤列印(QRcode)
3. 入出庫維護
4. 報價系統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布商、一貫廠

聯絡人資訊
姓名：吳德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電腦化梭織生產設計系統

簡介

紡織業專用梭織設計管理系統，可建立詳細織物織造規格資料，依據紗種成份、用紗排列、經密、
緯密、幅寬、碼長、紗價、織工、損耗等條件，電腦自動計算用紗量、碼重、成份比及成本等數據
，並自動、快速、正確產生織物分析表、織造上機卡、整經傳票、染色通知單、組織圖、成本分析
表等各類相關電子化表單，使用者可依布號、廠商、規格、組織、碼重、成分比、成本、年度⋯等
不同設定條件查詢。組織設計、紋版設計、穿綜設計、紗線排列設計、整經排花設計、成本分析、
布面模擬⋯等功能，提供給使用者輕鬆又快速達到設計功能，大幅降低人工作業與工作時間，生產
設計系統除可上接訂單系統外，往下亦可連結生產管理系統。

內容

1. 織物規格編輯
2. 經緯排列設計
3. 紋版圖設計
4. 穿綜序設計 
5. 組織設計
6. 布面模擬
7. 用紗量/成份比計算
8. 成本分析
9. 織出分析表
10. 織造卡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平織廠

聯絡人資訊
姓名：吳德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織物影像分析系統

簡介
紡織業專用織物影像分析系統，配合顯微攝影機與量測步驟的操作經由影像處理分析，除了輔助分
析梭織物組織觀察、自動經緯密量測外，對於瑕疵分析、瑕疵標記、紗線平均直徑量測、孔徑距離
量測、紗線之纖維根數計算等亦提供相當多的輔助分析功能，提昇研發設計作業效率。

內容

●Windows系統介面，操作簡易，易懂易學，極具親和力
●30∼180連續倍率，具快速校準功能，精確量測
●體積小之鋼質CCD支架，配合特殊光源及高精密鏡頭之應用，影像清楚立體解析度高
●軟體提供影像對比強化，明暗強度及飽和度調整功能 
●瑕疵影像及分析量測數據列印功能
●影像儲存BMP或JPG圖檔，可E-mail至業務或客戶端會員身份安全管制
●織物影像資料庫，儲存織物規格、量測數據、影像，並可列印織物影像規格表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紡織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吳德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纖維影像分析系統

簡介
紡織業專用纖維影像分析系統，配合顯微攝影機與量測步驟的操作經由影像處理分析，除了提供纖
纖外觀及斷面外，對於纖維平均細度、中空率及纖維橫斷面等亦提供相當多的輔助量測與分析功能
，可以提昇纖維研發設計作業效率。

內容

●纖維外觀與結構觀察
●纖維橫斷面分析 (形狀、面積、周長、真圓度⋯)
●纖維中空率分析
●纖維平均細度量測
●纖維順向度分析 (分辨纖維種類)
●距離、面積量測或瑕疵標記
●纖維資料庫 (含一般及機械、熱、耐化學性等性質，纖維影像，化學結構)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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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個人防護裝備(PPE)檢測與驗證

簡介

紡織綜合所協助國內廠商在個人防護裝備布料開發、成品CE驗證及各政府單位採購驗收所需檢測
與驗證服務諮詢，並透過國際合作與各地著名測試和研究機構進行交流，並配合經濟部研究專案

，在過去20幾年來陸續引進及建構相關設備，建立紡織所檢測能量。

內容

1. 國際檢測驗證合作機構與服務項目
(1)英國BTTG、德國Hohenstein、比利時Centexbel：消防衣、消防手套、防火工作服、高警示螢
光布料

(2)英國SATRA：手套、防護衣、耐衝擊紡織品
(3)德國HygCen、美國Nelson：醫療用紡織品
(4)德國TUV PS (sud)、TÜV Rheinland：防護性紡織品
(5)瑞士EMPA：熱防護人體生理學與舒適性。
(6)美國UL：美規NFPA防護性紡織品
(7)加拿大ArcWear、Kinectrics：電弧防護服
2. 2003年起約15~20個縣市消防局採購消防衣褲皆可透過紡織所委託英國BTTG實驗室進行測試。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防護性紡織品(消防衣、消防手套、防火工作服、高警示螢光布料)，醫療用紡織品

聯絡人資訊

姓名：陳靜宜 
電話：02-22670321 分機：7240
E-Mail：cychen.0996@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溫度多變適應紡織品評估驗證技術 – 石墨烯智慧恆溫紡織品評估驗證技術

簡介

運用定溫加熱裝置，量測智慧與機能材料於特定溫度(如：35℃)下熱逸散 (Thermal Effusivity) 特
性，既熱傳導行為 ; 適用於機能性紡織品材料具有主動與環境互動，亦即其可回應或適應環境中
的變化評估技術。(如：石墨烯)。

內容

符合國際標準 ASTM D7984、產業標準 FTTS-FA-180 運用定溫加熱裝置，量測智慧機能材料於
特定溫度下熱逸散及熱傳導特性 (如：石墨烯)。熱逸散 (Thermal Effusivity)：此為一種描述測試
平面與另一種接觸材料交換熱能之材料屬性。兩種接觸材料的熱流動性決定了熱交換後接觸表面

的溫度。

其中：

е= 熱逸散, W・s1/2/(m2・K)
λ= 熱傳導率, W/(m・K)
cp= 比熱, J/(kg・K)
ρ= 密度, kg/m3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內衣著、機能性服裝、工作服、寢具、傢飾、車用內裝

聯絡人資訊

姓名：黃進賢

電話：02-22670321 分機：7136
E-Mail：chhuang.0712@ttri.org.tw

檢測及驗證部

圖一 BTTG與TTRI重新簽署合作協議書 圖二 BTTG頒發PPE會員證書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紡織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吳德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紡織布商管理系統

簡介
紡織業專布商管理系統，包括訂單管理、報價管理、打色管理、打樣管理、採購管理、託外加工、
庫存管理、出貨管理、成本分析、客訴處理、銷售分析，提供業界全方位訂單管理系統。

內容

紡織專業布業管理系統，提供業界全方位訂單管理系統及經營者無法抗拒的功能，包括權限管控機
制、編碼串連機制、KPI分析機制、成本分析機制、獲利分析機制、庫存月結機制、製程追蹤機制、
進度警示機制、銷售統計機制、業績統計機制、智慧管理中心機制，其中4大模組如下：
A.訂單管理模組 (訂單、進度、報價)
●快速預估成本即時報價，並可直轉訂單開立
●訂單開立可快速定義預定生產製程並轉預估成本
●與後段加工資訊連結，可快速反應訂單成本與相關進度
B.託工管理模組 (採購、打色打樣生產、加工進度)
●彈性開立加工採購生產單據，並可依照需求做相關併單生產
●完整託工流程定義，並可依照需求製訂相關生產表單
●即時提供相關生產數據，並提供相關實際損耗與預訂損耗相關比較
●提供各製程進度生產與相關投繳資訊可即時反應生產資訊
C.庫存管理模組 (託工庫存、採購庫存、庫存管理)
●各類庫存包含託工、採購
●庫存量計算由訂單製程定義之相關損耗自行計算投入
●自動計算相關原物料與相關成品之庫存成本
●提供庫存調撥調整及預胚作業程序
D.銷售管理模組 (出貨作業、押匯作業、應收應付帳款)
●提供併單銷貨並自動分攤相關應付帳款
●提供各類出口表單如：P/L,P/L,INVOICE,S/A⋯.等等
●提供各類分析銷售表單，並與後段會計收款作業緊密結合結合客訴系統，自動拋轉退貨或折讓等
相關作業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布商

聯絡人資訊
姓名：吳德樺 
電話：02-22670321 分機：1139
E-Mail：dhwu.0387@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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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全球紡織資訊網」及「運動服飾市場情報系統」

簡介

紡織所歷時20年、每年持續更新建構的「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扮演著「全
球紡織資訊整合平台」的角色，是「華文世界裡規模最大、最嚴謹的紡織知識庫

」，此外紡織所自2016年起即投入運動服飾市場情報系統(Sportswear Market 
Intelligence System，SMIS)，採用先進資料探勘技術，鎖定北美主要零售電商
及運動與戶外通路品牌，每週掃描逾30萬件最新上架之運動及戶外服飾商品規格
、一覽各週熱銷商品、解析消費者購買評價，並結合企業財報資訊、海關進出口

等資料提供大數據分析。

TNET結合SMIS提供最新國際品牌動向、深度研究報告、技術與市場趨勢、年度
議題研討會、原物料觀測、會展即時分享、產業研究報告發表會等服務，運用大

數據分析工具加上專業的判斷，可協助台灣紡織業鎖定品牌客戶精準研發，有效

引領業界主動出擊，征戰全球市場！

內容

一、產業顧問服務

二、產業情報服務

三、產業研討會服務

四、年度Tnet論壇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上中下游整體紡織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閩潔

電話：02-22670321 分機：8109
E-Mail：cmin.0792@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產業服務與資訊部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運動紡織品真人評估驗證技術

簡介

本運動體驗場域旨在建立功能性紡織品驗證與建立體驗流程，透過實際穿著產品進行實驗及各項

專業化設備量測，客觀及量化分析產品之運動效能，提供品牌廠商於國內進行檢測服務，減少產

品開發成本。

內容

一、生理量測
●身體成分組成分析
●柔軟度測試

二、運動效能
●運動心肺功能測試
●動作分析測試
●肌電圖及肌肉震盪測試
●血乳酸測試
●肌肉痠痛評估 
三、服裝舒適性評估 
●溫溼度量測
●壓力分析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運動防護紡織品
●運動功能性壓縮紡織品

聯絡人資訊

姓名：徐孝勇 
電話：02-22670321 分機：7248
E-Mail：xyhsu.0879@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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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織染高值量化技術

內容

本技術包含圈絨織物雛量化織造技術、紡織品雛量化染整技術、Mini MES染整資訊整合應用推廣
●圈絨織物雛量化織造技術：透過自身產品設計能量，搭配提花雙軸織機及多臂織機，可快速反

應客戶打樣需求
●紡織品雛量化染整技術：打樣、試色到小量試染，有完整的實驗室設備支援，搭配小缸量的量

產設備、定型機整理加工設備，可進行長纖維紡織品機能性加工之小量化生產
●Mini MES染整資訊整合應用推廣-連結化驗室、現場端、庫存管理、客戶端資料庫，針對物料
、生產、客戶三方面進行模組建置與行動方案優化。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織物整理、織物染色、織造

聯絡人資訊

姓名：莊青霖　

電話：05-5519899 分機：5501
E-Mail：clchuang.1210@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透濕防水紡織品

內容

以環保型酯系樹脂為主要原料，透過添加接枝劑以接枝反應改質酯系摻合樹脂，進一步提升其強

度，並利用調整製程參數以多段壓延化控制使膜厚度薄化，並藉由控制多段羅拉溫度使薄膜進行

適當應力消除作用，使膜達薄化後其形態穩定性佳且薄膜厚度可達超輕薄10µm。
1. 薄膜重量 ≤ 10 g/m2  
2. 薄膜透濕度 ≥ 60,000 g/m2‧d  (JIS L1099  B-1) 
3. 薄膜耐水壓 ≥ 20,000 mm H2O (JIS L1092)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休閒戶外紡織品、睡袋、民生抗菌紡織

聯絡人資訊

姓名：陳漢強

電話：05-5519899 分機：5200
E-Mail：hcchen.1178@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染整數據分析

內容

擷取染色製程參數進行分析，歸納製程特徵協助改善品質，識別瑕疵肇因來源。

染整現場/車間
本技術用於染色製程中穩定染色品質，在出現瑕疵時識別出真正肇因，藉以改善製程減少失敗率

，節省原物料及水電汽。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染色整理相關產業

斗六場區

多色段提花織造

圖一 酯系透濕防水薄膜試量化生產過程

圖二 酯系透濕防水薄膜

名稱 紡織產業培訓服務

簡介

紡織專業培訓服務之課程內容包含紡織技術工作人員養成(纖維紗線、織布、染整
、成衣、檢測⋯等等)、中階紡織管理人員升級、跨領域整合開發人員轉型及紡織
行銷人員培訓等。每年開辦之專業培訓課程達30班以上，年度培訓之學員逾1000
人次。

國際人才培訓服務是以「台灣特有之經濟發展經驗」協助開發中國家政府及相關

人員瞭解有關紡織技術及發展，除分享台灣紡織技術發展經驗外，並提供最新的

紡織技術知識。過去5年來，培訓開發中國家政府之中、高階官員及非政府組織
人員達150人次以上。

內容

專業客製化課程設計服務Customized Training Services:
客製化培訓服務著重於為委託廠商量身訂做課程內容，提供迅速、有效率的服務

。歷年來承接的培訓課程超過50班(共計約5000人次)，其中包含宏都拉斯專案負
責人委訓班、中日研討會、針織公會、絲綢印染公會、棉布印染公會、紡紗公會

、全國公證及利豐集團⋯等等。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紡織專班 : 提供紡織產業在職人員精進製程技術 
●職訓專班 : 結合勞動部計畫辦理提供在職勞工進修
●產學專班 : 結合特定計畫與目標提供在校生銜接實習與就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尹文儀

電話：02-22670321 分機：8500
E-Mail：wyyin.099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研發成果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紡織品數位檢驗技術

內容

透過影像擷取與人工智慧演算法應用達到即時檢驗布面瑕疵的目的。
●瑕疵辨識率：90%以上
●瑕疵檢出率：95%以上
●速度提升：60m/min以上
●效能：85%以上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本技術可用於驗布機、織機與定型機生產後的布面檢驗，並以疵因分析可調整前製程生產參數以

達到有效控管品質。

聯絡人資訊

姓名：許文正

電話：02-22670321 分機：5302
E-Mail：wchsu.1306@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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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資訊

姓名：葉明憲

電話：05-5519899分機：5301
E-Mail：mhyeh.1295@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常溫水洗退漿技術

內容

在常溫下透過紫外光進行織物漿料的乳化處理，再以離心噴流及超音波將漿料膨潤、剝離，降低

對高溫處理的依賴，達到節能的目的。
●UV波長253.7nm照射1分鐘以上時，過氧化氫分解率可達100%
●織物浸濕率 >95%，漿料預浸膨潤率 >5%
●震動頻率：28kHz/40kHz/80kHz，水中震盪幅度：1.6±0.2 mm
●出口含漿率目標 ≤14.1%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織物前處理作業

本系統可用於紡織品退漿、精練、預縮、除油等作業。

聯絡人資訊

姓名：林于棟　　　　

電話：02-22670321 分機：5300
E-Mail：ytlin.1072@ttri.org.tw

技術/產品/場域
照片或流程圖

名稱 染色節能技術

內容

透過熱能再應用及控制熱水溢流有效達到染色製程節水節能的目的。
●蒸氣壓力：4∼7kg/cm2，
●溫度：150∼170℃，
●控管鍋爐飼水桶溫度≧75℃
●透過降溫調控與排缸技術，染整製程熱水回收再使用率≧90%

應用範圍／服務對象
本技術用於染色工程中冷凝水、冷卻水、廢水之節能與廢熱應用，降低用水、耗熱，還能有效控

管品質。

聯絡人資訊

姓名：黃政勳

電話：02-22670321 分機：5306
E-Mail：chhuang.1249@ttri.org.tw

染色製程能力分析 染色製程瑕疵分析

冷凝冷卻水回收介面

水洗溢流監控介面

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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