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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紹 



台灣-臺北辦公室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早創立於1973年，
直至今日, 豪紳持續朝向高科技紡織品織造與機
能性纖維開發。 

台灣-桃園辦公室 
西元2002年, 豪紳於桃園成立織造工廠。
2008年於同址，擴建原廠建立豪紳紡織 技
術研發中心、物流中心與豪紳品牌體 驗館
。 

中國-昆山辦公室 
西元2010年,豪紳於昆山設立辦公室。此
為策略上供應中國東半部市場 與供應商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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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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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熔點熱熔紗 
銀離子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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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熔點熱熔紗 



Classical Application 
 Stabilization & Bonding 



彈性共聚酯黏合紗 



布料正反面比較 



應用-鞋面布料 
 
一體成型的鞋面，使運動鞋達到輕量化、一體成型強化
鞋面的彈性、自由彎折也不變形, 讓鞋面更容易包覆腳型. 

   
 

 

 

 

 

                                                             



Abrasion and Snagging Resistance 

 Martindale 9 kPa; rubbing against hook 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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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fabrics with better Durability 



Binder Yarn for Preforming  
(R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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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熱熔紗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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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纖維/銀離子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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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纖維紗    V.S.    銀離子紗 



產品應用 



Venus has a  
beautiful name,  
but it’s terribly hot 



銀離子纖維 
獨特的抗菌防臭功能 

1. 永久性的抗菌&防臭功能 
2. 銀的有效成分不會被洗掉或外力磨掉 
3. 可染色，讓紗線的運用更具有彈性與設計性 
4. 在織物中使用7%以上，就有抗臭效果 
5. 通過水洗100次試驗 
6. 通過OEKO-TEX Standard 100，對人體無害 



In the metalized form of Ionic+, 
99.9% pure silver is permanently  
bonded to the surface of fiber, 
filament, fabric, or foam. 

Metalized 

銀抗菌產品 

Extruded In the extruded form of Ionic+, 
positively charged silver ions are 
permanently embedded into the 
fiber or filament. 



銀抗菌介紹 



99.98% 對抗金黃色葡
萄球菌的效率 

ionic+銀離子紗線 - 測試結果 

99.96% 
對抗克雷伯氏肺
炎菌的效率 



Venus has a  
beautiful name,  
but it’s terribly hot 

ionic+銀離子紗線 - 測試結果 

** 此測試結果為公司特定布料數據, 此與染整過程與藥劑決定性的關聯,  並不能保證所有布
料都能達到此抗菌效果。 



US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Class 1 & 2 Medical Device Approvals 

EUROPEAN COMMUNITY CERTIFICATION 

Class 1, 2 & 3 Medical Device Approvals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timicrobial and Conformance Registrations 

OEKO-TEX 
Standard 100 Certification 

BLUESIGN SYSTEM PARTNER 

XT2 certified product 

REACH & BPR 

REGULATORY APPROVALS & CERTIFICATIONS 



智慧型紡織品 

03 

模組及材料 
加熱(Heating) 

電療(TENS/EMS) 

穿戴(Wearable Tech) 

發光(Lighting) 

感測(Sensor) 

導電材料(Conductive Materials) 
√ 

√ 

√ 

√ 



智慧型紡織品 

先電通 再網通 



保暖/保溫/熱敷 

加熱紡織品 



產業應用 

醫療保健用加熱紡織品 
(熱敷/舒緩/熱療) 



產業應用 
工業用加熱紡織品 

戶外活動用加熱紡織品 
(保暖/保溫/舒適) 

(蓄熱/保暖/保溫) 



加熱模組 
瞬速的發熱 

1. 高科技複合纖維 
2.高效率熱傳導，升溫快，熱均勻 
3.親膚性高，柔款、可水洗 
4.製造生產服務依照GMP規範 

AFC®   



加熱產品溫控系統 
 Smartphone 

(Cable) 

Smartphone 
(Bluetooth) 



按摩/電療/強化肌肉 

導電紡織品 



導電布電療模組及應用 

穿戴式按摩紡織品 (E-Massage) 

透皮神經電刺激 (TENS)  

肌肉電子刺激(EMS) 



電療紡織品 
舒適電刺激 

1.採用AFC新一代導電材質 
2.可水洗、可重複使用 
3.材質柔軟 
4.可客製化 



電療紡織品控制裝置 

TENS 
Devices 

Smartphone 

(Cable) 

Smartphone 

(Bluetooth) 



智慧紡織
穿戴模組 

身體及環境訊號偵測 



電子元件及紡織品結合的橋樑 
組成元件 

 導電織帶Textile Cable 

 彈性導電織帶Elastic Textile Cable 

 導電連接器Textile Connector 

 導電貼片Textile Pad 

 

iQmax穿戴模組 

導電織帶 彈性導電織帶 導電貼片 導電連接器 

 穩定電流與資料傳輸 

 可水洗與烘乾 



智慧紡織
導電材料 

可印刷式導電材料 



複合石墨烯導電油墨  
 可印刷在非導電承印物上。 

 具導電性、圖案質量輕、印刷適性好。 

透明導電油墨 
 透光性佳、導電性好，應用於對透明度較高要求光電元件。 

 可撓曲性、高穿透度、具導電性 

 水性配方、塗佈面積大 

 

iQmax導電油墨 

複合石墨烯導電油墨 透明導電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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