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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最近年度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 

財團法人名稱: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主管機關:經濟部 

年度：111年度                       捐助機關：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 

起迄日期：111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 

 

一、營運計畫 

（一）工作計畫 

◎政府專案計畫： 

1.預定辦理 12項經濟部科專計畫： 

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估經費 計畫重點 

1 紡織所創新前瞻

技術研究計畫

(1/1) 

期程：111.01~111.12 

預算：49,600千元 

探索紡織產業創新發展機

會，布局創新技術領域，孵

育創新計畫種子，以形成創

新研發構想，藉由國內外專

家指導機制及資源投入，以

期建立先期研發能量及突

破技術障礙，創造重大產業

價值、提升跨域整合成果。 

2 尖端纖維紡織關

鍵技術開發計畫

(3/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195,700千元 

涵蓋纖維、紡織、終製品暨

跨領域關鍵技術應用開

發，每年建立至少 6項含環

境應答纖維技術、直紡不織

布新面料技術、精準機能塗

佈面料技術、數位檢驗與開

發技術等四大關鍵技術群

暨應用紡織品，藉以推升台

灣紡織產業在特殊機能紡

織品、綠色環保、數位經濟

與跨域整合之技術門檻與

競爭力。 

3 紡織品尖端特性

檢測驗證系統環

境 建 構 計 畫

(1/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31,400千元 

以防疫醫用、尖端機能、安

全防護紡織品為主軸，建構

紡織產業所需之檢測與認

驗證設施，並以創新紡織品

之產業驗證規範，支援紡織

關鍵科專技術開發，領航產

業開發高質化市場，並快速

服務上下游供應鏈需求。 

4 產業自主特用材

料開發及應用計

畫(1/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55,400千元 

建立國內自主高性能聚醚

醯亞胺纖維及複材高階製

造技術，聚焦薄型均向成型

碳纖複合基材與聚醚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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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估經費 計畫重點 

胺纖維膜及複合基材，引領

國內發展高值化產品，以完

備國內高性能新纖維及複

材產業。 

5 智機設備暨系統

雲端加值服務技

術 開 發 計 畫

(2/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13,600千元 

結合跨單位合作開發具智

慧化與製程品質優化工

具，透過織、染、定型監控，

建立變異偵測模型；此外，

建立紡織設備資訊與轉譯

模型，提昇智慧紡織機械設

備附加價值，減少整合產線

切換時間損失。 

6 高值組織修復材

料技術開發計畫

(2/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40,800千元 

運用國內化纖產業優勢，跨

領域整合導入生醫產品設

計與製程，運用編紡與複合

材料技術，應用於植入式醫

材產業鏈，解決組織工程人

工韌帶之生物相容與成型

技術，加速台灣醫用材料應

用市場上中下游供需整合。 

7 結構化食材之多

層次呈味設計與

製程技術開發計

畫(2/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6,280千元 

導入紡織工程之紡絲成型

技術與紡織關鍵組件，建構

植物蛋白纖維紡絲所需之

軟硬體技術，建立植物蛋白

熱熔纖維最適化製程參

數，突破現行素肉纖維需進

行二次加工的製程技術。 

8 產業技術基磐研

究與知識服務計

畫(1/1) 

期程：111.01~111.12 

預算：5,000千元 

整合跨智庫研究能量和前

瞻觀點，並因應國際重大情

勢，掌握國內產業現況與競

爭力，從應用趨勢發掘值得

投入研發項目，透過研討會

/座談會/公協會分享，達成

產業服務與知識擴散。 

9 新興產業技術研

發布局與策略推

動計畫(1/1) 

期程：111.01~111.12 

預算：4,500千元 

針對永續科技及民生福祉

領域之紡織次產業，進行中

長期產業前瞻技術觀測，剖

析我國紡織產業現況能量

與需求缺口，從中選定重要

產業議題，提供作為產業解

決方案參考。 

10 紡織品循環再生

系統開發與驗證

先導研究計畫

(1/1) 

期程：110.05~111.04 

預算：6,150千元 
【簽約預算 16,715.2千元】 

聚焦製程端聚酯廢絲與庫

存(餘)布之再生技術與工

程，串接易循環產品製程開

發與綠色驗證等方法，解決

產業製程端終製品無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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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估經費 計畫重點 

化與汙染問題。 

11 熔噴用聚丙烯關

鍵材料合成技術

研發計畫(1/1) 

期程：110.05~111.04 

預算：2,570千元 
【簽約預算 10,000 千元】 

分析熔噴聚丙烯材料之流

變與加工特性，並建立小批

量熔噴驗證系統及評估熔

噴纖維加工製程，測試其透

氣及過濾特性應用於一般

醫用口罩及過濾材應用的

可行性。 

12 精準復健動作偵

測服飾開發與臨

床前驗證計畫

(1/1) 

期程：110.06~111.05 

預算：9,000千元 
【簽約預算 25,000 千元】 

建立精準運動偵測之軟硬

體整合基礎，包括2in1肢體

動作偵測服飾系統、視覺回

饋與AI成效評估，並連結醫

療單位進行產品淬鍊，提升

精準復健動作偵測服飾進

入國際市場的差異性與競

爭力。 

 

2.預定辦理 1項能源局及 1項其他機關計畫： 

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算數 預定執行內容 

1 紡織製程節能技

術 研 發 計 畫

(1/3) 

期程：111.01~111.12 

預算：41,500千元 

聚焦染整及紡紗節能技

術研究，並以染色創新節

能、整理創新節能、紗線

創新節能等三項高效能源

應用技術研發主軸，透過

建置節能示範場域，開發

製程能源回收與效率提升

技術，擴大產業節能潛力。 

2 參與國際展覽補

助計畫 

期程：111.01~111.12 

預算：1,650千元 

規劃參與 3 項國際展覽：

2022 台北國際電腦展、

2022 年泰國曼谷國際家飾

禮品展、2022 年台北紡織

展。 

 

3.預定辦理 4項工業局專案計畫： 

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算數 預定執行內容 

1 紡織品機能與品

質 提 升 計 畫

(1/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53,500千元 

運用新素材、新製程、活化

舊機，推動上中下游體系技

術聯盟，以補足產業價值鏈

缺口，發展多功能機能性紡

織品、節能減碳素材應用及

智慧型紡織品等；另，透過

執行品質檢驗、產品抽驗、

工廠驗證及人才研習培育

等，對受貿易自由化損害之

企業提供積極有效支援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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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計畫名稱 期程及預算數 預定執行內容 

2 紡織相關產業整

合 推 動 計 畫

(2/5) 

期程：111.01~111.12 

預算：12,400千元 

以「盤點資源協助產業轉型

發展」為方向，透過服務平

台建置深化及人才培育措

施，強化產業動能，引導業

者發展智慧製造及服務、以

永續環保創造新價值，及開

發高階高附加價值紡織

品，提升紡織整體競爭力。 

3 紡織產業智慧生

產 推 動 計 畫

(2/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12,900千元 

以「紡織產業智慧生產」為

主軸，協助紡織業者於製程

導入自動化、數位化、聯網

化、可視化、智慧化解決方

案，建立局部模組化，提高

生產效能及快速反應，並提

升自身競爭力，往高階製造

轉型。 

4 纖維材料循環驗

證體系建置與示

範計畫(2/4) 

期程：111.01~111.12 

預算：6,200千元 

協助業者以纖維材料循環

再生技術為基礎，規劃建置

纖維材料循環再應用示範

場域，並輔以系統性驗證資

訊系統，對接循環材料驗證

與媒合平台，引導產業製程

廢棄物於廠內就地處理並

再利用回製程。 

 

◎民間業務服務： 

1.產業技術研發與服務： 

 專利／技術移轉／輔導： 

(1) 彈性纖維及織物技術。 

(2) 抗靜電複合纖維技術。 

(3) 抗菌耐隆纖維紡織品纖維技術。 

(4) 抗菌消臭纖維技術。 

(5) 抗菌複合敷材技術。 

(6) 聚酯布料回用再製粒系統技術。 

(7) 32分割超細纖維不織布技術。 

(8) 石墨烯及石墨烯懸浮液開發應用技術。 

(9) 耐磨結構阻燃水性樹脂技術。 

(10)RFID紗線化技術。 

(11)穿戴式體表電刺激紡織品技術。 

(12)次微米植物性結構蛋白纖維技術。 

(13)紡織品數位檢驗技術。 

(14)彈性豐厚耐隆紡織品技術。 

(15)長效駐極過濾材開發技術。 

(16)紡織專用資訊整合系統優化系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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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機能複合紗種技術開發技術。 

(18)紡織品安全性能檢測評估技術。 

(19)水濾材結構分析評估技術。 

(20)生理智慧紡織品評估驗證技術。 

 

 業界共同研發產業化： 

(1) 業界或相關機構委託小批量新產品試製：包含原料、纖維、紡紗、

織布、染整及試驗評估等。 

(2) 協助業者申請政府相關計畫並接受其轉委託研究。 

 同質高伸縮運動休閒紡織品製造應用技術開發計畫。 

 鞋材用布內循環再生示範場域計畫。 

 智慧型自動調溫無線發熱防水模組開發計畫。 

 3D智慧模組開發與數位行銷服務計畫。 

 科技運動健身輔助服飾整合技術研發計畫。 

 新世代輕量化立體織物應用技術開發計畫。 

 紡織用紗線型自動識別標籤製程開發與場域驗證計畫。 

 高流動性聚丙烯聚合技術及其應用產品開發計畫。 

 全製程光調節窗飾研發中心計畫。 

 信富創新科技研發中心計畫。 

 可循環再製再生聚酯製程技術開發計畫。 

 抗病毒/抗菌紡織面料與呼吸防護產品開發計畫。 

 繽紛鋸齒幾何圖騰襪品設計開發計畫。 

 抗菌纖維低混比高效混纖開發計畫。 

 調溫多功能專業運動防護襪及織造技術開發計畫。 

 環保抗菌透氣防水型保潔墊開發計畫。 

 尼龍物資降落傘網與傘繩技術開發計畫。 

 防滑脫護膝產品技術開發計畫。 

 其他傳統產業創新研發計畫、中小型製造業即時輔導計畫、服務業

創新研發計畫、設計驅動跨域整合創新補助計畫等，約 10~20件。 

 

 學研機構轉委託研究服務： 

(1) 智機產業化推動計畫-智慧機上盒(SMB)輔導計畫。 

(2) 協助製造業智慧應用生及輔導計畫(SMU)。 

(3) 智慧紡織產業躍升計畫-家居紡織品產業智慧跨域多元創新整合輔

導。 

(4) 智慧紡織創新整合推動計畫。 

(5) 時尚跨界整合旗艦計畫-時尚機能布料開發。 

(6) 營造亞太產業供應鏈夥伴關係新局計畫-臺馬產業鏈結論壇。 

(7) 新型微脂體披覆細化開發技術 

(8)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 

(9) 人才循環交流推動計畫-推動國際人才在臺實習培訓。 

(10)自主國際合作計畫-探索型與先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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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測與驗證服務： 

(1) 紡織相關檢測及驗證等服務。 

(2) 機能性或功能性紡織品檢測評估。 

(3) 配合相關單位進行相關國家標準之建議及審查工作。 

(4) 紡織品瑕疵及弊害之分析與鑑定。 

 

3.產業資訊服務： 

(1) 原料、纖維、紡紗、織布、染整、服裝、檢測、驗證等相關資料及

諮詢服務。 

(2) 紡織產業市場調查與顧問服務。 

(3) 辦理紡織 Tnet Campaign活動。 

(4) 接受國內外機構委託舉辦紡織相關人才訓練課程。 

 

（二）財務收支及資產負債狀況                       

      資產負債狀況，除因業務增加，資產負債各略有增減外，淨值因結 

      餘亦略有增加，與前二年度比較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109年度決算 110年度預算 111年度預算 

1.財務收支    

收入 1,129,332 1,042,000 1,050,000 

支出 1,087,666 1,021,270 1,018,900 

餘絀  41,666  20,730  31,100 

2.資產負債    

資產 1,353,474 1,290,104 1,358,338 

負債 298,551 217,242 251,376 

淨值 1,054,923 1,072,862 1,106,962 

註：109年度決算及 110~111年度預算之淨值，分別內含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5,791千元、3,000千元、6,000千元。 

 

二、資金運用計畫 

（一）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暨投資性不動產投資計畫 

預定以自有資金 4,500萬元購置機器及儀器等設備，以加強自主能量建

構： 

1.核心研究設備：預定購置 4項 

 高溫高性能連續長纖維成型設備。 

 超臨界機能化系統。 

 織物數位掃描系統。 

 色彩品管系統。 

2.小量試產設備：預定購置 2項 

 雙組份紡黏不織布設備 

 高速假撚機 

3.檢測評估及其他設備：預定購置 5項 

 織物低溫曲撓測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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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體抗化學性測試儀 

 液體化學品滲透性測試系統。 

 近紅外光分光光度計。 

 GPU運算系統。 

 

（二）其他重要投資及理財計畫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