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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長的話
提升供應品牌商布料品質的做法
林文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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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五
「2020 年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演講會

17

孫明德、許文賢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2019 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報導 ( 上 )

37

許文賢

第一場 化工業
永續與環保的 Evereco 永光 PUD 塗層

37

張光欽

第二場 科技業
Torsi Tech 生物訊息技術
在紡織及穿戴領域的創新應用

41

陳冬漢、黃天福

第三場 機械業
高溫 / 高壓 / 高精密度熱壓輥輪
在超薄紡織材料上的應用

46

余少龍

第四場 資訊業
「AI 檢驗，紡織業製程智慧化的第一步」暨
產業智慧化平台 (AI Hub) 免費企業會員分享

50

劉泰利

第五場 資訊業
最新功能用布工業 4.0 智慧化系列加工簡介

54

施志和

經營策略與綜合運用

NO.111 封面設計理念
本期以探測圖做為意象，透過漸層色製造視覺的延展性。
2020 年的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配合背景色透明度的使
用，融合在圖像中。探測光線擺放於視覺停留點，引導
讀者觀看本期刊物對於 2020 年發展的目標與展望，也蘊
含產業將多元發展並且能穩定方向、執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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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日韓貿易戰對我國的
影響及因應
倪克浩、林昱馨

60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紡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
交流會報導 ( 上 )

67

許文賢

宏遠興業導入智慧製造經驗分享
曾一正

▲▲

林名譽理事長文仲撰述─「提升供應品
牌商布料品質的做法」
P.14

▲▲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
德博士演講「2020 年國內外經濟情勢
展望」
P.17

67

特別報導
本會赴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及
斗六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訪問

78

葉乙昌、林昱馨

賀本會莊理事隆乾榮獲
全國優良理監事獎

79

李維

▲「紡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交流
▲

會」各演講者與本會葉秘書長乙昌合
照
P.67

廣告索引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1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02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03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流亞科技股份有公司

05

長洲貿易有限公司

06

昆勇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

東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09

台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1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2

倍麗刺繡有限公司

封底裡

協京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

本會李常務監事業義 ( 左 )、葉秘書長乙
昌 ( 右 ) 赴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及斗六創
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訪問
P.79

▲▲

本會莊理事隆乾 ( 右 ) 榮獲全國優良理
監事獎， 接受內政部花次長敬群 ( 左 )
頒獎表揚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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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長的話

提升供應品牌 商 布 料 品 質 的 做 法
（2019）下半年以來，很多業者都感受到訂單
縮減現象，不論是上游的紗支原料或下游的
布疋業者，前兩年針織布還不錯，但今年由
於品牌庫存增加的緣故，訂單也跟著縮減，
所以大家都傷腦筋未來怎麼辦？
我 從 人 纖 製 造 公 會 取 得 的 資 料（如 下
表）， 西 元 2000 年 左 右 是 我 國 人 纖 業 的 巔
峰，當時每個月加工絲生產量約 10 萬公噸，
但到 2018 年，每個月不到 6 萬公噸，但以聚
▲▲

本會林名譽理事長文仲

酯和聚醯胺兩大纖維來分， 聚酯是從每個
月的 97,000 噸， 降至約 50,000 噸， 而聚醯胺

自力麗集團退休以後，在工業局紡織業

（尼龍）， 則是從 5,800 噸， 成長到 8,300 噸，

推動辦公室擔任顧問職，所以有機會接觸到

所以很明顯的台灣是聚酯紗的量衰退，而尼

上、中、下游業者的查詢和尋求協助，今年

龍紗的量是擴增的。

人造纖維（聚酯、聚胺）加工絲生產量 (1997~201 8 )

年度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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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酯(平均月產量)

1,025,665(85,472)
1,158,228(96,519)
1,169,537(97,461)
1,151,080(95,923)
1,097,860(91,488)
1,054,560(87,880)
992,677(82,723)
960,194(80,016)
799,019(66,585)
770,979(64,248)
819,407(68,284)
683,363(56,947)
658,648(54,887)
710,123(59,177)
673,173(56,098)
659,381(54,948)
663,690(55,308)
671,935(55,995)
668,166(55,681)
645,669(53,806)
600,371(50,031)
619,577(51,631)

聚胺(平均月產量)

41,737(3,478)
61,495(5,125)
66,302(5,525)
71,567(5,964)
64,957(5,413)
79,067(6,589)
84,468(7,039)
97,254(8,105)
98,866(8,239)
100,595(8,383)
92,423(7,702)
90,618(7,552)
78,991(6,583)
99,323(8,277)
98,023(8,169)
96,567(8,047)
111,470(9,289)
112,417(9,368)
105,129(8,761)
103,624(8,635)
101,147(8,429)
86,840(7,237)

合計(平均月產量)

1,067,402(88,950)
1,219,723(101,644)
1,235,839(102,987)
1,222,647(101,887)
1,162,817(96,901)
1,133,627(94,469)
1,077,145(89,762)
1,057,448(88,121)
897,885(74,824)
871,574(72,631)
911,830(75,986)
773,981(64,498)
737,639(61,470)
809,446(67,454)
771,196(64,266)
755,948(62,996)
775,160(64,597)
784,352(65,363)
773,295(64,441)
749,293(62,441)
701,518(58,460)
706,417(58,868)

名譽理事長的話
聚酯由於聚合物比較穩定，大陸及東南

不白之冤，最後客訴賠錢了事，由於力麗集

亞工業新進國要生產比較容易， 但聚醯胺

團是從紗、織、染一貫廠，許多次的問題經

（尼龍）由於有胺基根團，容易氧化及發霉，

過抽絲剝繭才知道是批號不同所引起的，有

染色吸色較為敏感，從抽絲、假撚、織造、

次去拜訪日本小松精練和福井精練，他們也

染整各階段皆容易出問題，所以訂單仍可在

是下游的染整代工，但都會要求布廠來料不

台灣成長，業者生產注意點，例如溫溼度皆

能更改批號， 交期大約一星期， 如批號更

會影響品質，也是不容易被切換的原因。

改要事先告知，做完所有試染及測試再訂交

台灣以前絲織業者的主要訂單多來自國
外的批發商，由於批發零售業者對品質的管
控比較鬆弛，所以對色標準、手感要求不是
很嚴格，他們唯一重視的就是價格，而這方
面台灣的優勢已不存在，目前向台灣下單較
穩定的是品牌訂單，而品牌由於庫存累積及

期，可能要一個月，有的甚至退貨不染，後
來才知道日本的原絲廠是從來不改批號的，
如萬不得已更改， 前批號沒用的紗都可退
回，由於力麗、力鵬對批號的重視，最近有
訪視的業者，問到他們有採購力寶龍產品的
廠商，都說品質較穩定，不想更換。

新品與舊品需要搭配的緣故，品質要求皆較

台灣的紡織業已由以前的批發市場改為

嚴格，例如顏色的再視性、日光、摩擦、水

現在的品牌客戶， 在這變化的市場有些問

洗牢度、手感平滑柔軟度的控制皆要到位，

題，個人覺得是需要再去改進的，特摘要如

但由於聚酯及尼龍等化學纖維，皆是石油化

下，敬請參採。

學高分子的組合，聚合程度、熱履歷、拉伸

第一點是加工絲的批號問題，以前台灣

強度，皆會影響其吸色率及收縮率，故染色

的織布廠向上游採購原料，都只詢問丹尼數

後成品布的外觀、手感都會不一樣，要讓以

和纖根數，但這有如一個人的身高、體重而

上的條件穩定不變， 就是要求批號必須不

已，不能說同身高、體重者便是同一個人，

變，抽絲、假撚業者往往接了訂單後，依其

每個人的基因、外表、內涵皆不一樣，相同

訂單數量多寡而調整生產線，做出來的品質

規格的合成纖維加工紗，它的收縮率、吸色

就不同了，但為避免責任，都冠上另一個號

性皆不一樣，所以經過染整熱處理，顏色、

碼，告訴客戶不同批號不能混用，如果混錯

手感皆會變化，雖透過整理定型處理，但經

了，原料廠就不負責，但往往沒到最後染整

水洗後仍會有差異，如是批發、零售方式，

完畢，不知道出來成品布的不同，以前天然

可能問題不大，但要交給品牌客戶，則會有

纖維，棉、毛要紡成紗，起碼經過清花、梳

品質差異問題，所以要維持品質穩定，加工

棉、粗紡、細紡、併紗等六、七個工程，就

絲的批號必須固定，因為雖然粗細度差異不

是要不同來源，均勻混紡到一致性，而化纖

大，但由於加工絲的熱履歷及拉伸變化，造

是高分子結合切成粒子狀，再去熔融紡絲，

成物性和化性的差異，往往前後訂單不能相

出來就是原料，半延伸絲就再經過延伸、假

符合。

撚而已， 不同的批號及物性、 化性差異頗

第二點是水噴射織布機 (Water Jet)， 成

鉅，經過織造、染整後的成品布都不一樣，

品、品質較具競爭力，但沒有考慮到由於整

台灣的染整廠負責最後一道製程，往往蒙上

經攪料的不同，聚丙烯酯類所造成的影響，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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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長的話
原來的有梭織機、 劍帶式、 氣噴式 (Air Jet)

聚合粒子、半延伸絲、假撚加工絲、染整完

等織機，其漿料都是聚乙烯醇 (PVA) 或澱粉

的色布及製作完成的成衣，每一階段皆不能

為主，這些是過水容易褪除的，但水織機的

污髒，甚至不能有灰塵，溫濕度都要控制得

漿料為了讓經紗不被強力水柱破壞，所以漿

宜，為何只有胚布污髒沒關係？雖說染整段

料過水不會剝落，織完布後如儲存待染整，

前面有精練過程，但主要是褪除漿料，若布

往往胚布容易產生霉斑，有些工廠就織完布

面上的污髒，有時候是油污，不是一般的界

經過烘乾機，布雖乾燥了，但後工程的退漿

面活性劑可以清除，假如是尼龍原料的話，

工程造成更大的難度，所以正確的做法應該

由於纖維裡的氨基根團是蛋白質的氨基酸的

是水織機的胚布，織完落布後，應先經過退

組成份，容易造成細菌的侵蝕，無法吸收酸

漿工程再烘乾儲存， 如此的話， 織後的胚

性染料，染後造成白斑瑕疵，或是染整製程

布，水織機的成本就不比空氣噴或劍帶式便

中，被清除下來的污髒附著於機台上，造成

宜了，尤其高密度經紗的布種更是要注意這

後續加工的布也遭沾污。

點。

以上是個人在業界這段時間，所見到同
行們常遇到的問題，事過境遷，時代已不一

第三點的迷思是胚布污髒沒關係，因為

樣，做法或許要做些調整。

染整段是紡織的美容師，整個紡織系統，從

後學

林文仲

謹識

2020 年 1 月

良言
既然你沒有財富，也可以給人 7種佈施：(1)和顏施：對於別人給予和顏悅色的
佈施。(2)言施：向人說好話的佈施、存好心、做好事、做好人、說好話，並勉
人切實力行。(3)心施：為對方設想的心，體貼眾生的心的佈施。(4)眼施：用
慈愛和氣的眼神看人。(5)身施：身體力行幫助別人。(6)座施：讓座給需要的
人的佈施。(7)察施：不用問對方就能察覺對方的心，並給予相對其所需的方便
的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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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五

「2020 年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
演講會報導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孫明德博士 主講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莊理事長，各位業界先進，大家午安。
很榮幸，到了年底的時候又來跟大家分
享明年的經濟狀況，去年年底我們就對今年
的情況開始做一些沙盤推演，覺得今年美中
貿易戰不會結束，貿易戰的影響會更大，所
以在今年的五月和八月，大家也可以看到，
川普跟中國之間翻來覆去，翻來覆去，翻了
好幾次，這讓全世界的景氣不但沒有慢慢好
▲▲

轉，反而越來越差，展望明年，貿易戰的陰
影依然存在。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過去這十年，每一
年年初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今年景氣很好，

孫明德博士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整個經濟情況到底怎
麼一回事，這一次的貿易戰讓全世界的貿易
大幅下滑。

但最後都是開高走低， 我們來回顧一下發
生了哪些事情，2011 年美國公債被降息了，

2012 年歐債危機，2013 年金價爆跌，2014 年
油價崩盤，2015 年中國股災，2016 年英國脫
歐，2017 年北韓導彈，2018 年美中貿易戰，
今年美中貿易戰繼續打， 升級 2.0， 那明年
呢？應該還是會有類似的事情。

貿易戰拖累全球貿易成長

上圖中， 藍色的是全世界的經濟成長
率， 經濟成長率是一個經濟情況， 是循環
的，它從一個低點到另一個低點大概要花四
年，也就是一個景氣上升要三十一個月，景
氣下降要十二個月，跟爬山一樣，從山腳爬
到山頂要比較吃力，要爬久一點，從山頂下
來比較輕鬆，只要十二個月就到了，不過我
們現在的情況，請大家看藍色這一條線，從

2012 年的景氣谷底，然後一路向上升，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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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2018 年到景氣的高峰，維持了兩、
三季，然後就開始下滑，所以我們現在剛剛
好是一個經濟的循環，四年，但是另外一方
面跟我們相關的貿易，就是紅色這一條線，
全世界的貿易也是跟經濟一體開始成長，貿
易的成長率要看左邊這個軸，在 2017 年 2018
年， 我們的貿易成長率最高到 5%、6%， 但
是從川普第一波關稅，第二波關稅，兩波關
稅，三波關稅措施下來，這紅色的曲線就掉
下來了， 現在貿易的成長率大概是 4%， 從
正的 4%、6% 到負的， 也只有短短一年半的
時間，所以這次的貿易戰對全世界的經濟和

是反映美國經濟會衰退。
中央銀行做過一個統計，十次美國利率
倒掛， 九次經濟衰退， 還有一次是大幅下
滑，沒有到衰退的程度，但也差不多，所以
美國的經濟在明年其實有很大的風險。這兩
天你只要看報紙，這兩天的情況好像有改善
一點，過去的歷史經驗，十次倒掛九次衰，
還有一次沒有衰也是下滑很嚴重，所以要小
心明年美國的經濟會不會掉的很多。

關稅戰 - 加滿加碼

貿易的影響是非常的巨大，如果今年不簽協
議，明年再繼續打下去，這個問題還會拖很
久，也就是說，一個景氣谷底到高峰，高峰
再下來是四年，但是沒有說它到了谷底馬上
就會上來，它可能在谷底待一下，所以現在
是最壞的情況，不會再變壞，什麼時候會變
好，我們目前還看不到轉機，可能還要再等
一下。

美國的情況

第二個就是貿易戰，美國去年的經濟成
長率 2.9%，今年 2.4%，明年大家要擔心會不
會掉到 2% 以下， 目前看到最新的數字是只
有 2%，第四季是 2% 以下，明年會不會掉的
更快，會讓大家擔心，因為她畢竟是最大的
銷售市場，美國和中國現在打的貿易戰，左
邊這個是美國對中國課的關稅， 從下面看
起，去年七月和八月 500 億美元，去年九月

2,000 億， 本來後面還有 3,250 億， 大家覺得
首先我們看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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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課，還可以再談一談，結果美國在今年

美國今年打貿易戰，所以大家也在擔心美國

不耐煩中國拖拖拉拉， 就把最後的 3,250 億

明年的經濟會不會衰退，我們今年有一個情

再分兩階段，九月和十二月分別要實施兩階

況叫做利率倒掛，我們平常去銀行存錢，三

段的關稅， 所以， 美國把從中國買的 5,750

個月的定存利率比較低，三年定存的利率比

億的商品都提高了關稅，12 月 15 日如果再

較高，但是美國現在在公債市場，短期的利

談不出結果，最後的連筆電、手機都要升關

率高，長期的利率低，這種反常的現象通常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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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方面是在去年就把美國所有的商品

以外的國家大量採購。我們舉幾個例子，第

都提高了關稅，因為中國跟美國只買一千多

一個，大家看到藍色的是全世界的服裝，紅

億的商品，很簡單，大豆，飛機，汽車，已

色的是辦公用品和電信設備，中國生產了全

經課光光。 在去年的三波， 主要商品是什

世界服裝的 35%，全球辦公用品的 32.2%，我

麼， 主要是「中間財」， 原物料、 零組件和

們有很多廠商到東南亞去投資，但是越南只

半成品， 總共金額是 2,500 億， 但是美國今

生產全世界服裝的 5.9%， 柬埔寨只有 1.6%，

年要把最後 3,250 億也要加稅，這 3,250 億中

印尼 1.8%， 這三個國家加起來也不過 9.3%，

有 40% 是消費品，另外 43% 是機器設備，所

跟中國的量還是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現在有

以接下來就可能影響到美國的消費者。去年

很多廠商到孟加拉和印度去投資，這兩個國

那些東西因為是中間產品，可以透過中間商

家加起來也不過 10.6%， 比中國少很多， 所

每人吸收一點，讓消費者感受到的物價壓力

以短期內，要把中國的來源用其他地方取代

不是那麼大， 但是最後這 3,250 億的加關稅

很不容易，所以，加關稅實際上是加在消費

直接會影響到消費者。

者身上。

前兩天華爾街日報有一個統計，從去年
九月到現在，美國的傢具漲了 25%，去年剛
開始，傢具早就被加稅了，所以廠商一開始
還可以用庫存貨去調節一下，但是到後面從
中國買的都被課比較高的關稅，只好反映在
售價上，銷售給民眾的傢具就越來越貴了，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只有筆電和手機
還沒漲價。

除了服裝和辦公室用品之外，還有好多
東西都是這樣， 比如說， 第一名是機電設

中國供應角色不易被取代

備， 中國賣給美國 1,470 億， 第二名的墨西
哥只有他的一半不到；其次是機器，中國賣
給美國 1,100 億，第二名墨西哥 540 億，第三
項是傢具和燈具，就是我們剛才提到已經加
稅 25% 的，中國賣給美國 320 億，墨西哥 110
億，其他還有玩具和運動用品，中國賣給美
國 260 億，墨西哥加上台灣和越南，還不到
他的個位數，最後的是塑膠產品。
短期開始，廠商已經轉移生產地點去因
應，但是不太容易一下子就能取代中國，這

美國其實有要求他們的廠商可不可以不

要花一段時間， 先搬個 10%，20% 過去， 慢

要跟中國買東西，而去找其他的國家買，但

慢的搬，短期之內美國對中國的依賴性依然

是短期之內，不可能在一兩年之內轉向中國

存在，她會傷到自己，怎麼樣傷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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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專題報導
美國聯準會對貿易戰看法

美國聯準會，就是她們的中央銀行做的
統計，美國跟中國的貿易戰讓全世界的經濟
在今年的上半年下降了 0.8%，也就是說，全
世界的經濟本來應該成長 3.8%，結果只有成
長 3%，這個 0.8% 就是因為目前打的貿易戰，
其實今年全球經濟下滑不是只因為貿易戰，
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等一下我會一一提
到。
美國有美國的因素，歐洲有歐洲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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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下一個是今年經濟另外一個亂流，大家
都知道美中貿易戰，但是大家都沒注意到今
年歐洲也出大事， 第一個， 英國脫歐繼續
扯，英國在今年第二季經濟是衰退，大家都
沒想過英國經濟會衰退，今年歐洲有兩個國
家經濟衰退，一個是英國，一個是德國。
德國這兩天公布第三季的統計數字，差
一點點就衰退了，其實在第二季經濟就衰退
了，英國衰退是因為脫歐，德國衰退不是因

美國來說， 從費城、 波士頓， 一直到舊金

為貿易戰，是因為汽車賣不好，今年中國推

山，從半導體、製造業到零售業，甚至到加

出了新的環保標準，因為中國的環保法規很

州的農業， 全部都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所

嚴，你只要買到舊款車，根本不給你上路，

以川普也在急， 因為他明年十一月就要競

二手車市場也不歡迎舊款車，所以中國的民

選了，如果這個時候再不跟中國打完這場戰

眾都在等符合新的環保標準的車出來再買，

爭， 然後叫中國買東西， 到時候選民不支

不要買舊款車，因為不知道哪一天政府會限

持，那明年選舉會很難過，大家會問說，那

制舊款車上路，當每個人都不買車，經濟就

川普會不會連任？就我們的觀察， 美國從

受到影響。今年歐洲也推新的環保標準，所

1980 年以後，她們的總統幾乎都連任，只有

以全世界的車都賣不好。汽車業是一個火車

一個沒有連任，就是老布希，雷根連任，老

頭工業，汽車賣不好，鋼鐵、玻璃、車用電

布希沒有，柯林頓連任，小布希連任，歐巴

子、橡塑膠和石化產品都賣不好，這些東西

馬連任， 川普要連任其實機會蠻大的， 只

都賣不好，德國經濟就衰退。

要他不要出大錯，所以這個時候，只要和中

我今年常常在企業演講，以前從小就看

國做一個初步的妥協，讓中國趕快買一點農

到台塑、中鋼，心裡在想，好棒的企業，現

產品，買一點大豆，買一點飛機，買一點汽

在都去台塑和中鋼演講，而且聽講的不是一

車，就交待過去了。那經濟上，其實他這兩

般的基層，都是高層的經營層級。台塑、中

年經濟的表現是不錯的，對他來說連任是比

鋼這種大企業都經營的很好，幹麻聽我講貿

較有機會。

易戰？後來才發現，他們經營管理很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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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也很在行，但是經營成本辛辛苦苦才
降個 5%， 萬一給你加一個關稅 25%， 你根
本不知道怎麼辦，所以，今年台塑請我當顧
問，中鋼也請我當顧問，給我們台經院經費
做研究，中信金和一些民間機構也請我們當
顧問， 以前大家只聽過法律顧問， 會計顧
問，但是沒聽過經濟顧問，現在終於創造一
個新的工作叫做經濟顧問。

37.5，不過現在一比三十九我覺得也沒多高，
因為以前都五十幾、六十幾，這半年大概就
是這個價位了，這代表大家對英國的期待，
再壞再壞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也不會再壞
了，接下來脫歐完成後，就要開始變好。

台塑來問我說，孫主任，我們想請你當
顧問，你是要有給或是無給，你是要以公司
還是個人名義受聘，因為我是以公司名義出
來的，所以我就說：「有給聘公司，無給聘
個人」，過幾天我就收到一張給我個人名字
的聘書，所以，台塑真的很會省錢。聽說現
在要跟台塑買原料都要拿現金去買，他就是
經營的很好，但是對他們來說，他們也必須
要知道外面的情況怎麼樣，比如說汽車賣不
好大家覺得只是汽車業的問題嗎？汽車賣不
好，中鋼也會有問題，中鋼的鋼鐵和汽車也
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此外，汽車賣不好，跟
汽車相關的工具機也會有問題。像我們前幾
個禮拜去台中精機，台中精機的機器跟汽車
加工有關，汽車賣不好，就沒有人要買做車
用的工具機，他們的生意就受影響；然後，
工具機賣不好，又會影響到鋼鐵業，所以鋼
鐵業受到雙重影響，第一個，他的鋼鐵直接
拿來做汽車，第二個，鋼鐵透過機器設備來
做汽車，他兩邊都受到影響，所以貿易戰和
脫歐是影響歐洲的最大的因素。

反彈，英國和我們直接的經貿關係其實沒那

我 們 看 一 下 歐 洲 的 經 濟，2018 年 是
2.2%，2019 是 1.5%，大家預估明年歐洲的經
濟會比較好，真正的重點在英國脫歐，要趕
快脫歐，不要拖延，因為英國如果再拖延，
會把全世界的經濟，歐洲的經濟，英國的經
濟都搞亂，其實就算了，英國已經是最壞的
階段了，還能壞到哪裡去。你看英鎊對新台
幣，以前一比六十幾，一比五十幾，現在英
鎊只有比一比三十九，前一陣子要是再早兩
個月， 我一定會勸大家買英鎊， 可以買到

反而是你看到美國正在走下坡，中國也
在走下坡，難得看到有一個從谷底反彈的是
英國，她比人家先被拖下水，現在比人家先
麼密切。

台灣與英國經貿關係

2018 年台灣對英國的出口 38.6 億美元，
占我們總出口值的 1.1%， 進口 20.8 億美元，
占 0.7%， 對我們的進出口貿易影響並不大，
真正影響大的是什麼，因為英國脫歐全球股
市就大跌，全球股市大跌就影響到我們股市
大跌，過去好幾次就是這樣被拖累，直接的
影響不大，間接的比較大。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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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比較辛苦了，第一，他外有貿易

右圖中，左邊藍色的是代表美國從中國

戰，雖然政府推出了一些經濟政策要來拯救

減少進口的商品，右邊是美國從越南進口增

經濟，但是只有對第一季有用，第二季，第

加的商品，鋼鐵、傢具、紡織、纖維等都從

三季一直往下掉，所以大家看到中國的經濟

中國減少，越南增加的是鋼鐵，水產品，傢

成長率，去年還 6.6%，今年保 6，明年 6 都沒

具及寢具，紡織及纖維，手機及零件、木材

有了，明年中國的經濟會下滑的更嚴重，現

製品和鞋類， 但不是什麼東西都跑到越南

在要來看他們的政府還要推出什麼政策，其

去，中間就有很多東西越南不一定有，像橡

實他們的子彈已經沒有那麼多，以前還可以

膠製品，飼料，非金屬，非鐵金屬，紡織品

製造擴大內需，家電下鄉，汽車下鄉，還可

和手機很多是跑到越南去，但像石化、塑膠

以印很多鈔票叫地方去借錢，現在他們要嚴

不在越南，它跑到別的地方，可能是墨西哥

管這些東西，不要他們投資過多，又要調結

或是印尼，所以，你可以發現，從中國跑出

構，又要救經濟，這兩件事情要一起做，其

去的產業，有的往東跑，有的往西跑，跑到

實難度很高，所以對中國來說，大家要注意

越南，跑到印尼，這兩天聽說，我們的筆記

他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對台商來說，我們在

型電腦的廠商有的要到泰國去，有的要到菲

意的是從中國的出口受到整個貿易戰的影

律賓去，當然，到墨西哥也是一個選擇的地

響，這邊給大家看幾個數據。

點， 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來， 先不管誰
比較差，最少，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都在減
少。

日本

左圖左邊紅色的是今年美國上半年進口
減少，綠色的是美國今年上半年增加，看到
左下方，美國今年從中國進口減少了 12.4%，
而 從 越 南、 台 灣 和 印 度 進 口 分 別 增 加 了
33.4%、20.2% 和 10%， 所以， 從中國進口的
減少，變成從越南、台灣、印度，墨西哥和
菲律賓這幾個國家增加，也就是說，進口來
源在改變，我們現在關心的是，有哪些東西
從中國跑到越南，跑到墨西哥，因為越南只
有 8,000 萬人， 墨西哥只有一億人， 要取代
整個中國不容易，所以應該是分三個國家，
三個產業分別來取代，而不是把一個產業都
搬到另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中國
的產業都裝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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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經濟表現其實不好， 去年 0.8%，
今年 0.9%，明年腰斬剩下 0.5%，原因就在他
們調高了消費稅，日本的消費稅，大家去日
本旅遊，很多的家庭主婦和一般的遊客都會
去辦退稅， 日本只要購物滿 6,000 日元以上
就可以去退消費稅， 以前消費稅是 8%， 現
在從今年十月一日開始上升到 10%，所以很
多日本的民眾在最後兩個禮拜拼命去買東
西，最後兩個禮拜什麼東西賣的最好？第一

專題報導
個，超市裡面的酒類，因為酒在日本很貴，

貿易戰比較 - 美中 / 日韓

第二個，紙尿褲，第三個，電視機、電冰箱
和洗衣機，因為這個東西單價高，消費稅從

8% 升到 10%，稅賦的差別很大，所以民眾在
九月最後兩個禮拜拼命買東西，那現在買的
電冰箱會馬上壞嗎，不會，所以十月、十一
月、十二月都不買東西，因為在九月底買完
了，所以大家都在擔心，日本的經濟在第四
季和明年的第一季會衰退。

大家看這個圖，日本的經濟成長率在第
三季達到新高，第四季就變負的，明年第一
季都不一定回的來，因為過去日本三次調高
消費稅，三次經濟衰退，消費稅的變動會讓
民眾在消費稅調高之前拼命買東西，消費稅
調高了以後就不買了，我有一個學生九月底
到東京去逛街，看到蘋果手機專賣店排一堆
人，他告訴我，這支蘋果手機很好，所以日

再來看日韓貿易戰，今年除了美中貿易
戰以外，日本和韓國也打貿易戰，不過他們
打的不太一樣， 美國和中國是什麼東西都
打， 日本和韓國打的是半導體， 原因也不
是要解決貿易逆差， 因為日本明明賺韓國
的錢，幹嘛打貿易戰，他要解決的是政治問
題，他們用的方式是提高原料的產能，然後
讓韓國買半導體原料，買設備卡來卡去，他
並不是要讓韓國東西出不去， 因為東西出
不去，日本自己也會受傷害，現在全世界的
DRAM 都是韓國做的，如果到時候日本買不
到，日本也會受傷害，所以日韓貿易戰和美
中貿易戰是不同種類的貿易戰，但是它們兩
個有共同的受害者，韓國。美國跟中國打貿
易戰，中國不跟韓國買半導體，日本跟韓國
打貿易戰，韓國的半導體出不了貨，所以今
年韓國就比較辛苦，他們的半導體業掉了很
多。

經濟情勢 - 東南亞、印度

本人都在排隊，我說不是，他們在排隊是過
幾天要漲消費稅，一支蘋果手機以新台幣算
要四萬塊， 差 2% 就差八百塊， 日本人怎麼
會不去排隊，不只蘋果手機，還有剛才講的
紙尿褲，酒，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都一
樣，他們不會去排隊買豬肉，因為那東西太
便宜了，排也沒有用，現在排隊買豬肉是在
中國。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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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中、日、歐四大經濟體外，還

麼，因為現在他跟美國在打貿易戰，他要趕

要注意東南亞和印度，因為印度也是我們台

快簽一大堆自由貿易協定，對自己更有利，

商投資的重要據點，我們先看東南亞的經濟

從中國的角度， 這個時候簽下 RCEP， 對他

成長率，去年 5.0%，今年 4.3%，他也被貿易

來說在聲望上是有幫助的，美國都不要跟人

戰打到，影響也更嚴重，因為東南亞很多國

家簽，東南亞這些國家泰國、新加坡、馬來

家跟中國的經貿關係更密切，當中國的經濟

西亞這些國家也希望趕快簽，他們也知道現

下滑，東南亞跟中國的貿易關係密切，就會

在國際經濟情勢不好，趕快簽對他們是有利

被打下來。 像我們的傳統產業， 台灣的石

的，唯一擔憂的是日本，因為日本簽完以後

化、塑膠、紡織業和金屬機械都受到貿易戰

發現，以前 RCEP 裡面還有一個印度可以制

影響， 因為我們主要銷售對象是中國， 中

衡中國，現在印度退出了，光是我一個日本

國經濟一下滑， 我們就受影響， 但是電子

怎麼去對付中國，以後 RCEP 變成中國說了

科技業比較不受影響， 因為電子科技業銷

算。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RCEP 簽與不簽跟

售對象是美國， 不是以中國為主要銷售對

他的經濟情況有關係，那明年呢，明年東南

象，所以，中國掉，美國沒有掉，你就會發

亞的情勢跟今年差不多，4.3% 變成 4.4%，只

現有些產業受影響，有些產業沒有受到那麼

是略為好一點，剩下一個印度反而好的比較

大的影響，東南亞就是這樣，你看印尼，去

多，從 6.0% 升高到 6.8%，因為印度執政黨推

年 5.2%，今年 5.0%，明年預估 5.1%，泰國去

出了很多財政刺激政策， 明年公共建設要

年 4.1，今年 2.8%，可是很奇怪，泰銖現在漲

做，印度很像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國，那

翻天，泰國的貨幣是最近漲的最兇的，新加

個時候中國想做高鐵等基礎建設，做一做經

坡的經濟成長率從 3.1% 降到 0.6%，從這裡就

濟就起來，現在印度也在做，前幾年在做公

可以看出來，其實中國對東南亞各國的影響

共廁所，光做這個就可以把經濟撐起來，以

力非常的大，中國經濟一下滑，東南亞的經

後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其實大家可以去關

濟就不好，然後再看印度，去年 6.8%，今年

注一下印度的基礎建設，明年會有很多的工

6.0%，她的問題倒不是中國，因為，印度對

程要施工，會有一些機會。

中國是一個貿易逆差國，她都被中國賺，最
近看到一個新聞，說 RCEP 快要簽完了，本
來是 16 個國家， 結果印度不簽， 只剩 15 個

主要經濟體物價走勢

國家，印度為什麼不簽？跟她的經濟情況很
有關係，印度今年五月選舉的時候，總理選
贏了連任，十月地方選舉，其實執政黨沒有
贏，所以她們地方政府的影響力很大，地方
就反對中央政府說，我們印度貿易逆差，而
其中有四成來自於中國，去簽 RCEP 會讓中
國賺更多，所以，莫迪總理為了國內的政治
壓力，就說我們先不要簽，等到我們準備好
了再來，那另外 15 個國家要不要簽，要，中
國說趕快簽，印度等過一陣子準備好了再簽
就好，我該給印度的優惠照樣給，理由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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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看幾個重要的經濟指標，第一個
就是物價，上邊藍色的曲線是中國的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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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加黃圓點是美國的物價，美國的物價現

說，他們又發現一個新的油田，是他們的第

在是平平穩穩，歐洲和日本的物價是往下掉

二大油田，所以伊朗有很多油可以賣，賣油

的，只有中國的物價在漲，中國不是因為經

的很多， 買油的沒那麼多， 因為中國經濟

濟好在漲，是因為豬肉在漲，現在全世界的

不好，買不了那麼多油，全世界經濟變的不

豬，兩隻就有一隻是中國豬，全世界一億噸

好，賣油的變多，油價就漲不起來，就算今

的豬肉消費中國占一半，豬和石油不一樣，

年 OPEC 減產，今年沙烏地阿拉伯煉油設備

通常養豬的國家都是自己吃，很少養了豬是
要賣給別人的，所以中國豬一下少了一千多
萬噸，大家會想去跟美國買，去跟其它國家
買，但買不了那麼多，因為每個國家養豬都
差不多，都是給自己吃，難得剩一點點賣給
別人， 最多一兩百萬噸， 中國缺一千多萬
噸，把美國人吃剩的，巴西人吃剩的豬都買
去也沒有用，所以如果會議在中國辦，你要
吸引會員來參加，告訴他，來有豬肉可吃，

被打，油價都漲不起來，都漲一兩天就下來
了，今年漲的比較多的是黃金，去年年底是
一兩 1,200 美元， 現在是 1,500， 黃金現在大
概不會再漲了，已經開始往下掉了，因為目
前的經濟沒有像之前那麼嚴峻，所以黃金的
價錢沒那麼高。
你看到國際原物料目前大部分都是供過
於求，所以今年的價格都在下降。

會後聚餐有蹄膀，那大家都會留下來，現在
大家都在等豬肉，期待消費豬肉。豬肉的漲
價就讓整個中國的消費者物價往上漲。

利率

國際商品價格

那利率呢，各位看圖中紅色的是美國的
利率，美國在今年七、八、九、十，四個月
國際原物料的價格，大家可以看到，因
為貿易戰的影響， 左上是金屬的價格， 表

內降三次利率，你看她的利率急降，代表她
的經濟發生了問題，下面綠色的是日本，紫

現的不好， 左下是大豆， 因為貿易戰的影

色的是歐洲，所以當大家的利率在往下降，

響，把美國大豆的價格也打下來，右上是原

利率寬鬆的時候，代表經濟情況不好，第二

油，去年一到十月油價大漲，讓大家擔驚受

個，利率的寬鬆和往下降刺激金融市場，會

怕，因為油價會影響到我們的成本，但今年

讓股市上漲，但是這種刺激的效果都是一下

的油價比較平穩， 因為供過於求， 挖油的

子，最多一兩個禮拜，還是會往下掉，因為

太多了，美國現在也在挖油，前兩天伊朗還

經濟不好，基本面不好，所以大家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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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

11 月 15 日了， 如果我們的央行讓新台幣繼
續升值， 到 30 或是 29 多， 到年底的帳大概
會不好看，所以央行會踩煞車，讓它維持在

30.5，不要讓它繼續漲；不是只有央行會這
樣做，外資也是一樣，外資也知道每年年底
央行都會把匯率稍微壓一下，那這個時候為
什麼買那麼多台灣股票？所以，這一兩個禮
拜外資已經把台股開始慢慢脫手，先把資金
撤掉一點，因為對他們來說，今年的績效很
好，因為今年台股漲很多，績效已經很好了
我們來看新台幣的匯率，去年年初的時

還放在手上，萬一來一個變盤就會很糟糕，

候 29，今年有好幾次漲到 31.5，但是漲不上

所以讓新台幣維持穩定兩大因素，第一，央

去了，美金現在遇到很大的挑戰，因為美國

行不會讓新台幣升太快，因為年底帳目不好

經濟在下滑，經濟下滑通常匯率不會升值，

看，第二個外資，外資會在最近去做調節的

右邊更明顯，你看中國的人民幣，人民幣這

動作，所以外資不會再繼續進來，這是我們

幾年一直貶，最近稍微好一點，因為美中貿

看到的情況。

易戰稍微緩和，所以人民幣本來破了 7，又
從 7 彈回來， 變 6.9， 現在大概 7 塊錢左右，
左邊下面是歐元，歐洲我說過了，這幾年他

台灣經濟與全球連動關係

都被脫歐的問題影響，他從 2016 年，2017 年
開始，他貨幣表現都不好，經濟也不好，右
邊下面是日本，日本的匯率你看到它高高低
低， 中間是 107， 它就是在 107 上下， 國外
經濟壞，日圓就強一點，國外經濟好，日圓
就弱一點，這四個貨幣目前看起來都沒有太
明顯的升值趨勢，因為大家的經濟表現都不
好，那美金呢，美金最近有一波升值，像台
幣有一波升值，會不會像去年一樣，我覺得
不太容易，美金是不會再強的，第一個，美
國聯準會政策轉向降息，錢降息錢就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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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台灣的情況，紅色的是台灣的經

第二個，美國的經濟在下滑，經濟下滑貨幣

濟成長率，藍色的線是全世界的平均，1980

就貶值，第三，川普總統會干預匯率，最後

到 2000 年台灣的經濟成長都贏過別國，所以

一個是美元在去年十月已經漲一波， 現在

我們說我們是「四小龍」， 經濟很棒， 經濟

要調整，所以美金要繼續強的可能性其實不

奇跡，那是很早期的時候，最近十幾年，台

高。現在我們新台幣也開始喘一下，從 31.5

灣經濟和全球經濟高度聯動，最近幾年，藍

開始一路漲回來到 30.3，但是繼續漲的空間

色都在紅色上面， 台灣經濟表現不如全世

其實也不大，因為我們在今年底，現在已經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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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前 3 季經濟數據

很多季都是負的，但是我們的外銷情況是資
通訊好，傳統產業弱，等一下會看到。

貿易表現

但今年的情況有點例外，台灣的數據從
在去年年底開始，成長率 1.8%、1.8%、2.4%、

2.9%，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有稍微提高一點，
第一個來自於什麼地方？因為很多台商，特
別是資通訊廠商， 他們在中國出口遇到問

下面這個是我們的進口，有時候不要只

題，所以他們把一部分網通設備，還把一些

看出口，也要看進口的情況，今天的進口就

PGD 那些東西搬回來台灣做，從台灣出口，

是明天的出口，你今天買原物料，明天才有

所以台灣的出口數字比較漂亮，第二個，剛
才我們講要出口放在這邊，你要把資通訊的
投資和出口經營比較好，是一個支撐，而其
他的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就沒有這種利多，
香港碰到抗議，這兩天更厲害了，有一百多
個台灣學生跑回來。今天早上我還跟一個外
資券商的首席經濟學家分享經濟，他每一季
都來，他以前都一個人來，昨天還有三個同
事一起來， 我很奇怪就問他， 為什麼一次
來四個，是不是覺得台灣經濟很好要來瞭解
嗎，他說不是，是因為最近我們香港很亂，

東西可以賣， 我們今年 1-9 月， 第一個， 我
們的消費成長 0.5%， 消費穩穩的， 第二個，
我們的農工原料衰退 4%，工業原料是石油、
半導體， 消費 4% 你要知道它占多少， 農工
原料占我們整個進口的七成，七成中降 4%，
所以我們進口不會好，最右邊下面，你會發
現有一個東西竟然大成長，我們機器設備買
很多， 今年成長 11.9%， 買機器設備幹嘛，
來做資通訊產品，所以今年在資通訊這個產
業來說，是比其他產業要好的。

聽說要出差都來了，因為香港很亂，所以很
多東西都跑到國外去了， 他跟我說， 中環

各國出口比較 (2019 年 1-9 月 )

的公司以前金融業都做到很晚，要跟全球接
軌，現在因為時常在亂，都提早下班，要錯
開那個時候，這是香港遇到的問題；韓國是
遇到我剛剛說的貿易戰，兩個貿易戰都打到
他，還有一個是新加坡，新加坡是因為東南
亞跟中國的關係，經濟也不好，今年我們的
經濟表現就是比別人稍微好一點而已，第一
個是我們的貿易表現，我們的外銷訂單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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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整體出口，左邊跟右邊都是和別

重要市場 (2019 年 1-9 月 )

的國家來比，左邊是用美元比，右邊是用新
台幣來比， 用美元來算的話， 我們的出口
是衰退 2.5%，韓國掉 9.5%，日本掉 4.5%；但
如果用新台幣來算， 我們台灣的出口成長

1.23%，因為新台幣貶值，所以算出的出口是
成長的，韓國還是掉的，日本也還是掉的，
所以在出口表現上面我們是比韓國和日本等
幾個國家要好，但是並不是各行各業都好。

主要出口商品

這些產品賣到美國去， 所以我們對中
國和東南亞的出口都往下掉，分別掉了 6.7%
和 7.1%， 但對美國的出口成長了 17.7%， 剛
才看到的資通產品成長 21.7%， 現在看到對
美國出口成長也接近兩成， 就可以看的出
來，今年台灣出口之所以沒有掉，都跟這個
有關係，但其他產品就不行了，基本金屬掉

12.5%， 機械掉 8.0%， 橡塑膠掉 10.8%， 化學
掉 15%，紡織品掉 8.6%，所以今年其他的產
業都很辛苦，只有資通訊稍微好一點而已。

製造業景氣
我們在這個圖顯示的台灣出口的重要產
品，越左邊是占我們出口比重越高的產品，
第一名是電子產品，占三成，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其他的產品都是負的，比如我們的紡織
品，今年衰退 8.6%，紡織品占我們總出口值

3% 而已，比重比較低，唯一正成長的是資通
視聽產品，它不是零組件，是已經組裝好的
手機和電腦賣到國外去，今年成長了 21.4%，
這個成長主要是原來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
訂單，現在把一部分的產能搬回來台灣，所
以這個出口就變多。

製造業景氣看起來目前已經到了谷底，
台經院每個月 25 日會公佈最新的數據，去年
八月到今年十一月掉的最兇，但從去年十二
月開始，這個數字就開始慢慢的反彈，因為
去年貿易戰打的最兇，影響傷害最大是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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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但今年開始， 大家覺得貿易戰出現緩

那些企業，像我們的下游廠商，他們擔心因

和，因為習進平跟川普在阿根廷都談好了，

為貿易戰會影響到未來的生意，所以他們現

要把關稅延九十天再加，大家覺得以後應該

在拼命消化庫存，把東西清掉，不買新的東

沒事，應該會談出結果，所以後面的景氣開

西，但是對我們台灣的廠商來說，我們做的

始往上升，結果沒想到今年五月跟八月兩次

是原物料，零組件和半成品，我們就是在賣

都吵架，貿易協議從去年年底到今年都沒簽

米的，我們賣米給餐廳，餐廳賣飯給顧客，

成，然後關稅一直加，一直加，本來還沒有

結果這些餐廳不買新的米，他拼命把冰箱裡

關稅的加關稅， 有關稅的 25% 加到三十幾，

的食材煮給客人吃，也不買新的米，我們現

把大家都搞亂了，所以現在的景氣就僵在那

在要注意的是， 他們的冰箱總有空掉的一

裡，它沒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我們要等待

天，米缸也總有空掉的一天，接下來要回補

下一步的訊息，第一個，美中貿易戰會不會

庫存的時候，他會採取怎麼樣的態度？第一

過兩天簽好協議，還不是簽了就好，要看他

種情況是廠商覺得未來景氣會有爆發性的成

們簽的內容，到底會簽什麼內容，如果簽的

長，他們會在這個時候一次大量進貨，壓低

內容比如， 現在的關稅繼續新的關稅不要

進貨單價成本，但是如果他覺得未來景氣還

加，那我們根本不會滿足，原來已經加的關

有不確定因素，不是很放心，這個時候他只

稅才是對我們傷害最大的，要把已經加的關

會買一點點，買剛好夠用的量，貴一點沒關

稅取消或是降低對我們才有幫助，如果只是

係，就是不買多，所以，接下來要注意。這

新的關稅不要加，那對中國來說，對廠商的

個訊息會引發下游廠商庫存回補的動作，庫

幫助並不大，所以要看他們簽的內容，如果

存回補力道強不強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內容普普通通，那大家保守的心態會繼續，
如果簽的內容讓大家感覺有比較大的突破，

投資 - 動能轉強

大家的信心才會回復。
大家都知道台塑的創辦人王永慶原來是
賣米的，他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是，他以前
賣米在送米到客人家裡時都會去注意客人的
米缸， 然後去算這客人的米大概多久會吃
完，因為以前沒那麼多人有電話，叫米很麻
煩，王永慶很體貼，他算算大概你家的米快
要吃完的時候，他就騎腳踏車把米送到客人
家去，把米缸裝滿，客人就覺得王永慶的服
務很好，就繼續跟他買米。我們就用這個米

我們的投資在今年進口資本設備成長

缸的故事告訴各位，製造業現在面臨什麼問

11.9%，半導體行業進口資本設備成長 32.2%，

題呢，其實消費端並沒有掉很多，在美國的

但是也只有資通訊業，因為買設備的都是這

消費平平穩穩，歐洲消費也是平平穩穩，大

個行業，跟其他產業比較沒有關係，所以台

家消費都沒有掉，掉的是什麼？因為在中間

灣今年的經濟主要靠這個投資在支撐。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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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業景氣

每一年都 2,000 億回來， 對台灣的經濟就有
很長的幫助，因為投資的效益很長久。

匯率震盪 利率持穩

投資增加，當然營建業也跟著好，為什
麼營建業跟著好，前兩天我到台中去演講的
時候，台中的業界告訴我說，他們最近很多
土地大批成交，那不是說真的有很多台商跑
回來成交這麼多，而是他們的建商看準了他
們這一波回來，會是很多資金回來，可能會
有很多人在台中買房買地，所以他們就先把
地買下來，蓋一蓋，所以營建業是今年表現
最好的行業，工業區用地，包括不動產現在
貴的要命，因為大家回來都要找地，私地也
不太夠。

台商回流投資升溫

剛才我們看到新台幣匯率去年升到 29，
今年貶回來，這中間有兩次掉下來，五月和
八月，貿易戰打的很兇的時候就掉到 31 塊，
過兩天沒事的時候就升到 30，過兩天再打就
貶到 31.5，最近因為出現貿易戰緩和，所以
新台幣又一路回升，30.4、30.5，我覺得 30.5
大概是央行希望達到的，再升對我們企業的
獲利會產生影響，目前環境看起來還很好，
要貶的機會不大。
右邊就是我們新台幣的利率，目前看起
來利率不會動，經濟成長率那麼高怎麼會降
息，但現在物價很低，所以也不會升息，對
央行來說，不要動，1.375% 最好。

全球經濟成長率

下一個是台商回流，我們政府今天說已
經 7,000 億 了，7,000 億 其 實 不 是 一 次 到 位，
可能要兩年三年， 如果 7,000 億中今年能夠
回來 2,000 億，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可以增加
1%， 台灣的 GDP 一年是十八兆， 所以如果
回來 1,800 億就是 1%，所以今年如果能夠實
現 1,800 億， 對台灣的經濟是有幫助的， 而
且這些幫助不是只有幫到今年，他未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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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們看未來的經濟展望，我一開

我在企業演講時都會提醒那些廠商的，你的

始說過， 經濟每一個循環大約四年， 這個

商品不是只有賣一個國家，是賣給好幾個國

圖就告訴各位， 每四年來一次，2013 年經

家，那麻煩請把商品結構稍微調整一下，比

濟 谷 底 然 後 開 始 上 升， 到 了 2015 年、2016

如說，我們現在把一大堆國家放上來，直的

年掉下來， 四年， 第二次從 2016 年在谷底

是他明年的經濟成長率，橫的是今年，如果

待了兩季之後又開始往上升，2016、2017、

這個國家明年經濟成長率很高，他就會位在

2018、2019 又再往下掉，四年，所以景氣上

紅色的區塊，如果這個國家明年很差，他就

升下來大約是四年，如果不要再發生什麼情
況的話，我們現在是在最低點，可是在這個
最低點會待一季或是兩季，上次的最低點是
兩季，再上一次的最低點也是兩季，所以在
最低點起碼是兩季，現在是在今年第三季到

會在綠色的區塊，我們來看一下明年哪一個
的表現比今年好，印度、東南亞好一點，俄
羅斯、 巴西， 香港明年如果不要再抗議的
話，也會好一點，然後歐洲，也是好一點。

底，所以最好的情況就是明年第一季開始整

那明年誰會比今年差，中國、美國及日

個經濟回來，不要發生什麼壞狀況，就會開

本，所以第一個要告訴各位的是，明年經濟

始回來，如果再稍微有一個狀況，比如說這

會比今年好的是中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國家，

兩天美國和中國簽一個貿易協定內容不好，

中國不好，但是巴西和俄羅斯那幾個金磚國

就會再晚一點，到第二季回溫，這是最好的

家明年會比今年好，比如說墨西哥，也是一

情況，所以我有告訴中鋼、台塑等我去演講

個新興市場國家， 今年墨西哥的經濟也不

的公司，最好的情況就是明年第一季，第二

好，也有一些政治問題，但是明年這些政治

季開始反彈，但是如果發生了什麼不確定的

問題只要解決，那墨西哥的經濟會變好，巴

事情，就很難說，因為過去我們告訴過你，

西和俄羅斯也一樣，這個是樂觀期待，大家

當第二季或第三季會出現一些很奇怪的狀

有沒有注意到，最近中南美洲一直在出事，

況。

前兩天玻利維亞政變，總統跑掉了，然後我
們本來要到智利開 APEC， 結果智利暴動，

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IMF

聽說是因為地鐵漲價，搞到民眾生氣了，我
們只知道香港反送中，香港警方拿催淚彈對
付學生，智利是用槍打民眾，有一百八十人
被打死，那個是比較嚴重，很多國家其實最
近的經濟都蠻動亂的， 只要他們不要再出
事，經濟就會變好，但是大家要注意，明年
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引擎其實在熄火，中國占
全世界 16%， 美國占全世界 25%， 日本占全
世界 6%，這三個家起來 47%，所以明年這幾
個國家經濟要往下滑的時候，我們就要去調

讓我們來看一下大概的預測，因為我們

整我們的出口結構，產品結構，多去攻那幾

的商品不是只有賣一個國家，當你知道 A 國

個新興市場，然後傳統美、中這幾個市場稍

很好，B 國不好，調整一下營業策略，這是

微減慢一點，因為他們的經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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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先指標及 PMI

上圖中紅色的就是覺得這個產業 2020 景
氣好，藍色的是覺得不好，紅槓越長越好，
資訊工業、 半導體， 通訊產品和電力設備
業，都差不多過半，但是誰感覺不好呢？鋼
鐵、汽車、面板，面板是供過於求，汽車被
進口車打，鋼鐵前面已經講過，是全世界供
過於求的問題。
然 後 看 藍 色 的 槓， 汽 車 看 壞 的 有 多

接下來這兩三個月的經濟怎麼樣呢？右
邊這個叫採購經理人指數，現在的採購經理
人指數還在 50 以下， 公司好不好， 採購先
知道，還沒出貨採購要先買東西，所以美國
的採購經理人指數現在只有 48.3，中國的採
購經理人指數現在只有 49.3，日本也只有 40
幾，歐洲也一樣，變成美、歐、日、中這四
大經濟體採購經理人指數全部都在 50 以下，
採購經理人會不會拖很久，不會，他們起碼
看兩三個月，像現在已經十一月了，美國的
採購旺季已經過了，美國人馬上就要過感恩
節和耶誕節，他們沒有必要再買新東西了，
明年的一月， 中國也要過年， 中國過年也
不會有太多的營運動作，所以，十二月和一
月，東西方都過完年，採購最快要重新買很
多東西也要等二月以後，接下來可能要一兩
個月稍微觀察一下，等到明年二月、三月以
後，景氣才有可能有明顯的變化。

製造業看 2020 年景氣

長，因為汽車業他們擔心進口車，現在不管

TOYOTA、NISSAN 全 部 都 搞 進 口 車， 國 產
車受到很大的壓力，另外一個藍槓很長的是
面板業，面板供過於求，所以最近的華映也
經營不下去了，未來還看不出面板的曙光在
那裡。

2020 年影響製造業經濟指標

對製造業來說，他們明年最關心的經濟
指標，越左邊越重要，紅色第一名，藍色第
二名，他們明年最關心的是原物料價格，希
望原物料價格保持平穩，不要大漲大跌；對
於新台幣匯率，30.5 到 31 就差不多了，不要
大漲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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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原物料價格

有紡織業不是， 台商回流跟紡織業關係不
大，因為他們不是在台灣生產，很多廠商是
把東南亞當成明年要拓銷的新興市場，因為
他們知道中國正在走下坡，不會買更多，不
過雖然東南亞的經濟數據明年沒有明顯的改
變，但越南最近有一批台商和外商跑過去，
投資多了，要買機器，機械業就會受益，機
器買了鋼鐵業也會受益，石化產品也會有，

2015 年、2016 年原物料大跌，這個是石
油，2017 年、2018 年再漲， 今年的 1-8 月原
物料價格，尤其是油價根本沒什麼大變動。
去年底我們跟大家分享時提到，今年的原物
料價格不會有太大變動，跌的可能性還高一
點，因為供過於求，現在太多東西都供過於

因為台商回流台灣也是，或者台商跑到越南
也是，所以他們明年很多的產品朝高質化發
展，或者是像紡織業必須去研發高質化、差
異化的產品，才能去避掉貿易戰的衝擊。

展望 2020- 資通訊製造業

求， 第一個， 鋼鐵或是石油現在都供過於
求，價格往下掉。

展望 2020- 傳產製造業

我們看到好像傳統產業受到貿易戰影
響， 其實資通訊也怕貿易戰，26 家中 11 家
認為貿易戰是不利因素，他們的做法跟傳統
產業要換新市場，研發新產品不同，他們就
在紡織業，我們訪問的 18 家，5 家貿易

是大家都搬家，所以資通訊業未來會往東南

戰， 石 化 業 57 家，25 家 貿 易 戰， 快 一 半，

亞跑，我們傳統產業也跟著他們跑，這是目

鋼鐵業 29 家，18 家貿易戰， 三分之二， 機

前看起來未來最可能發生的事，所以今年看

械業 45 家，15 家貿易戰， 三分之一， 所以

到的台商回流還只是剛剛開始而已，明年還

今年受到貿易戰衝擊最大的是紡織、石化、

會有更多的台商移動，因更多的今年才開始

鋼鐵和機械，他們最擔心明年還有貿易戰。

規劃，找地，明年資通訊一開始搬家，很多

他們希望明年有利因素是台商回流，只

台商跟著跑，明年才是大規模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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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因素 - 「三保」風險

另外一個是貿易戰的後續，美國現在跟
中國繼續打，美國跟歐洲也在打，美國只有
跟日本談出一個結果，日本是拿牛肉換汽車
就讓美國過關了，但是美國跟中國，就算現
在談了第一階段協定也不代表全部都談完
了，他跟歐洲還有汽車、鋼鐵，機械的關稅
還要繼續打，所以明年的貿易戰還會存在。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到歐洲，大家還記得
我前面說過，德國經濟為什麼不好，汽車賣

接下來我們要關注，明年還有哪一些因

不好，如果美國再跟歐洲打汽車貿易戰，歐

素，就如我前面說過的，現在是谷底，只要

洲的汽車好不容易在中國好一點，美國那邊

不要再發生狀況，經濟就會反彈，但是還是

又下滑，經濟依然不會好，所以，這個貿易

有些事情會干擾谷底反彈， 本來在谷底兩

戰還是會持續的。

季，現在可能會變成三季、四季，或者是還
不是谷底，還會往下掉，這就是「三保」風

不確定因素 - 各國財政刺激政策效果

險，那三保，第一，中國保六，現在就已經
沒有六，美國保二，美國最近就是二，下一
季不會有二，歐洲保一。然後明年大家最想
知道誰的答案，中國現在是 5.6%、5.7%，大
家現在最擔心的是美國，美國如果稍微掉一
點到 1.7% 或 1.8%，你不用擔心，因為沒有掉
很多，最怕的是美國來一個經濟衰退，或者
經濟掉到 1 以下，那樣傷害就很大，因為她
是全球最大的經濟引擎，她如果掉，整個全
世界的經濟也會動搖。
因為各國都擔心明年經濟再下滑，今年

不確定因素 - 貿易戰後續

經濟已經不好了，再擔心明年，所以很多國
家都準備基礎建設。香港、印尼、德國、新
加坡、泰國、南韓、中國，全部都準備錢要
做基礎建設， 舉個例子， 日本最近準備了
五兆要做基礎建設，這兩年大家看到日本在
淹水，在地震，所以日本現在規劃的基礎建
設是防災的基礎建設，最近的淹水把日本的
新幹線都淹掉了，所以他們的基礎建設要做
水壩，堤防把水擋住，因為日本的公共建設
已經做的很好，他們要做防災；印度要做的
是公路，馬路、鐵路，他所有的基礎建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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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時候， 原物料的價格就獲得一定的支

民眾上街抗議，這些事情明年還會有新的狀

撐，鋼筋和水泥就有很多人要，台灣也要做

況出現，像我們剛才說的智利的暴動，玻利

基礎建設，最近不是說要把高鐵延伸到屏東

維亞的政變，明年這樣的事還可能再有，所

嗎？還是要延伸到宜蘭，不管做哪一段，鋼

以， 我建議各位， 平常不要只看台灣的新

筋、水泥等建材都需要，所以明年這些基礎

聞，因為台灣的新聞太慢，範圍太小，每次

建設一旦做起來， 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支

都是人家發生事情三五天後，甚至一個禮拜

撐，第二個，你如果注意一下他的公共政策

以後我們才看到報導，這樣太慢了，你要去

項目，或許它都有商機。

關注國際的媒體，公司裡要請幾個同仁專門
去注意國際消息，不然跟台經院聯繫，我們

不確定因素 - 地緣政治紛擾

可以當顧問，我們會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
比如說那天印度沒有簽 RCEP， 我臉書
上馬上有三個公司的發言人來問我說， 主
任， 他們為什麼不要簽 RCEP？因為發言人
通常要知道外面的訊息，然後外面有記者來
問，印度沒有簽 RCEP 對你們台塑公司有什
麼影響，他才答的出來，他起碼先要知道印
度為什麼不簽，他才能夠回答問題，因為台
塑的石化產品在東南亞銷售的很多，印度有
簽和沒簽對台塑會有影響，他要知道。也有

這個是地緣政治的紛擾，今年已經看到
日本和韓國吵架，中東有大油輪被襲擊，也
有石油設施被破壞，香港有反送中的遊行抗
議事件，各位可以看到一些香港的數據，九
月份零售額衰退 18.3%，八月份減少 22.9％。
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據顯示，九月份的酒店
入住率為 6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3%，聽
說以前香港五星級飯店一個晚上的入住費大
概要新台幣一萬多，現在三千塊就有了，但
是很少人敢去住，因為現在那地方很亂，香

很多人說，香港發生抗議事件，香港的資金
會不會跑到台灣？我說不會，因為你這些資
金只是透過香港去投資全世界，不是投資香
港，是在香港買了全世界的基金，比如說你
在樓下的投注站是買運動彩券，買大樂透，
如果這個投注站今天電腦當機，你換另一個
投注站去投注，還是可以買到運動彩券，大
樂透，你只是不要在香港下單買股票，到新
加坡一樣可以買，所以這個資金不太可能會

港的租金，根據房地產諮詢機構世邦魏理仕

跑來台灣，因為台灣本地沒有那麼多投資機

（CBRE Group Inc.）數據，第三季香港主要街

會，通常大家習慣的金融中心還是香港和新

道租金較三個月前下降了 10.5％，是二十多

加坡，但是類似的事情明年還是會很多，一

年來最大跌幅，這種情況短期內會改善嗎？

旦發生，各位一定要第一時間去掌握訊息，

目前看起來好像看不到改善的跡象，因為中

並且分析它可能造成什麼影響，要不然過幾

國政府越來越強硬，他們四中全會開會後也

天股市已經連跌幾天，生意受到影響就來不

說要對香港訂定更多更嚴格的法令，香港的

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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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因素 - 英國脫歐懸而未決

在脫歐，到底要脫還是不脫，不敢下決定投
資，等到真的脫歐以後，大家反而會逢低進
場，去投資歐洲。
最明顯的是李嘉誠，李嘉誠在最近買了
英國的酒莊， 李嘉誠最近在英國的投資很
多，他投資的眼光最精準，英國目前是價格
最低的時候，這個時候去投資英國，明年開
始脫歐已經脫完了，會從最低點開始慢慢的
往上爬，所以。當英國脫歐的那一天，也不
要是那一天，只要是十二月執政黨拿到多數

最後一個是英國脫歐，這個事情明年二

的那一天，就是英鎊、英國資產和英國投資

月上旬就會出現答案，本來英國脫歐在三月

機會的開始，我為什麼要把這一點放在不確

就要談完，三月沒有談完拖到十月，十月又

定因素之一，誰知道這種選舉的結果？搞不

沒有結果，因為執政黨不是多數黨，所以又
拖到明年三月，但是因為執政黨不是多數，
所以執政黨提前大選，十二月就要選，如果

好過兩天又沒有談出結果，會繼續往後拖，
那對英國的殺傷會持續下去。

這一次給他過了半數， 或者掌握了多數權
利，他就一定要脫歐，所以，看一下執政黨
現在的支持率，看這圖上的深藍色，從十月

第一個， 全世界和台灣今年的經濟狀

一日開始， 從 34%，35%， 一路上升到十一

況， 貿易戰目前看起來是影響到廠商的信

月一日的 39%， 但是還是沒有過半， 但是，

心，只要廠商的信心不夠，不敢補充庫存，

恭喜各位，上面那個淺藍色的來幫忙，這個

不敢備料，不敢投資，其實消費端沒有掉那

淺藍色的叫做脫歐黨， 他們本來就主張脫
歐， 脫歐黨的支持率現在只剩 7%， 看起來
好像不太會贏，所以前兩天他們說要退出大
選，希望原來支持的民眾改去支持執政黨，
那就把 39% 再加 7%，就有機會過半，所以脫
歐黨宣布不玩了的那一天，英鎊一漲就漲了
一塊多，意思就是大家覺得，如果這次執政
黨掌握多數，脫歐或者會很順利，各位會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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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 第二， 明年的經濟展望， 美國、 歐
洲、日本和中國都不好，但是很多新興市場
國家，比如說俄羅斯、巴西、印度、南非，
他們的經濟會比今年好，所以，要找新興市
場，我們訪問的廠商都在講新興市場，他們
不固執在傳統的美國和中國，他們寧可到東
南亞、印度去找一些新機會。最後就是提醒

得奇怪，為什麼會覺得脫歐是好消息？第一

大家，即使我們的景氣在明年的第一季或是

個，英國是一個很棒的國家，英國的經濟、

第二季開始有反彈的跡象，但是剛才講的，

工業其實沒有那麼差， 她這幾年就是被脫

英國脫歐，地緣政治的紛擾，各國的財政政

歐整的，因為大家不知道未來會如何，都不

策，美中貿易戰的後續，或者是經濟下滑的

敢投資，一旦脫歐完成，英國要跟別國簽自

風險依然存在，所以，還是請各位隨時關注

由貿易協定大家願意，因為英國是一個好的

經濟的狀況，做一些更好的決策，我今天的

國家。再來，英國現在有許多投資，本來卡

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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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報導 ( 上 )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左起）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長羅忠祐、台灣區絲織公會理事長莊燿銘、工業局局長呂正華、絲綢印染公
▲

會理事長卓欽銘及 TITAS 主辦單位紡拓會副秘書長楊曉琴等於會場合影

台灣區絲織公會、絲綢印染公會及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為協助紡織業者進行同業合作及建立
上、中、下游間策略聯盟，加強開發新產品，提升競爭力，自 1990 年開始，就開始辦理「台灣
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Taiwan Textile Trend），到今年已經是第 20 屆，提供一個給紡織上中下游
業者新產品展示、發表及相互交流的平台，促進合作的機會，對長期的發展很有助益，每次發
表會都引起業界人士重視，本年度的發表會於 10 月 8 日假台北紡織展在南港展覽館的會場四樓
舉行，今年報名參加人數達 727 人，創歷年新高紀錄，會場爆滿。

2019 年台北紡織展的主題包含永續環保、智慧紡織、機能應用及智慧製造，參加本次發
表會報告的內容也配合大會主題進行，參加報告的業者依序為臺灣永光化學、漢鴻生物訊息科
技、易承精密工業、資訊工業策進會、煒立實業、豪紳纖維科技、宇興碳素、巨一科技、良瑋
纖維、流亞科技、鑫強先進機械及三芳化學等十二個紡織相關企業，以下就個別單位發表的內
容逐一介紹：

第一場 化工業
永續與環保的 Evereco 永光 PUD 塗層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欽博士

各位紡織業先進，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要向大家來報告水性 PU 和一些實
用案例，我個人是服務於永光化學的研發中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光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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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先進高分子研究室，我們整個研究室都在
做 PU， 主要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無溶劑的
PU，另一個就是今天要介紹的水性 PU，還
有是反應型 PU 耐黃變添加劑和高分子型分
散劑等。
永光化學簡介
永光是成立於 1972 年，資本額是 55 億，
2018 年營收 96 億，目前總資產是 136 億，現
在有 17 個營運據點， 遍佈全球， 生產據點
有六個，台灣有五個，其中四個在桃園，一
個在新竹， 今 (2019 年 ) 總員工數達到 1,900
人。
永光是化工產業，產品大致分為色料化
學品、特用化學品、碳粉、電子化學品和醫
藥化學品五大類。永光在研發方面投入了相
當大的資源， 研發費用占營收的比率達到
4.3%， 研究人員 203 人， 專利申請已經達到
172 件。永光在台灣深耕很久，獲得到很多
認證和獎項。
永續與環保的 Evereco®
再 下 來 就 進 入 今 天 的 主 題， 水 性 PU。
近年來因為環保意識抬頭，所以對環保材料
的需求有越來越被重視，像在台灣、中國以
及很多先進國家，在環保方面的管制也越來
越嚴格， 所以， 在化學品和材料方面的使
用，挑戰性越來越大，溶劑的使用是造成揮
發性有機物（VOC）增加的重要因素，所以，
無溶劑或是水性的環保材料的使用逐漸被重
視。

永光就是在做 PU， 包含無溶劑和 PUR
的部分，還有今天要介紹的水性的部分，這
些都是屬於綠色環保材料，我們在 PUR 方面
發展比較久，所以我就從接著劑方面開始來
介紹。

PU 黏著劑

從 2015 年的接著劑市場來看，水性接著
劑算是占了蠻大的部分， 其中包含 PU、 壓
克力和其他系統， 如果以 PU 來說的話， 又
分成三大系統，其中有無溶劑系統，這方面
永光著墨蠻深的，也有溶劑型的，但是因為
溶劑慢慢的被禁用，有溶劑的問題，所以，
除了 PUR 以外，水性的就慢慢的被重視。
不同種類的 PU

這個表是就 PU 做一個整體的呈現， 包
含溶劑型、水性和無溶劑的 PUR 的部分，水
性和溶劑型的差異是比較環保，固化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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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短，同時也因為沒有溶劑，所以不易燃

永光的產品

燒，安全性非常高，VOC 的排放也比溶劑型

永光主要生產的產品是紡織接著 PUD-

低，還有一個是，當因為環保因素必須轉用

7741， 用於貼布和貼膜， 另外有紡織塗層

到無溶劑的時候，因機械性，也就是加工性

PUD-7531，當做一個機能性材料的結合劑，

能差異會比較大，如果先轉成用水性的，這

都是有耐水洗的性能， 此外， 還有開發可

個轉換過程會比較容易。

用在彈性體上的塗層 PUD-7331， 它對橡膠

什麼是水性 PU

的接著度非常好，也有耐水、耐磨的特性。
除了以上三個產品， 永光還有其他應用的
產品， 包含電子用可剝膠 PUD-9331， 也是
水性的， 也有耐磨塗層 PUD-9332，Pigment

Binder PUD-9631，水性熱融膠 PUD-9731。
搭配上面的這些產品，永光也有一些架
橋產品，訴求就是配合使用者在使用永光的
產品時，有一個整套的解決方案。
高強力型
簡單介紹一下什麼是水性 PU， 它是一
種不含有乳化劑的聚氨酯分散體，稱之為水
性聚氨酯分散體，或聚氨酯分散液。英文名
為 polyurethane dispersion (PUD)。永光的 PUD
的特點，第一個是可以配合客戶的需求，搭
配不同的架橋劑，包括低溫型，大約 130 度，
或是中溫型， 大約 140-150 度的， 永光都可
以配合客戶的需求去搭配它的架橋系統，施
工後的塗層或是接著後的手感都很好， 另

這個 PUD-7741 是用在紡織品的接著方

外，它是耐水解，耐水解就是在紡織品不管

面， 每碼的上膠量大約 20 克上下， 應該可

是接著或塗層不能因為水洗造成剝落，永光

以符合業界的需求，經過水洗測試，可以符

都做過耐水洗試驗，而且泡水不會白化，在

合 AATCC 135，49 度 水 溫 水 洗 10 次、20 次

高溫高濕下，塗層都能夠保持很好的特性，

都可以保有它一定的剝離強度，這部分測試

此外，永光也做過耐磨性測試，它最大的特

的基材，永光是用一般撥水四級的梭織布去

點是， 很多水性 PU 在製造的時候都有用到

貼網布，內部有用一些超撥水的梭織布去貼

三乙胺 (Triethylamine)，而永光考慮到環保要

TRICOT 網布的測試，如果客戶有一些其他

求，所以，沒有任何的三乙胺的成分。

布種的需求，也都可以與永光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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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of Evereco® PUD-7531

Advantages of Evereco® PUD-7331

在耐磨塗層的部分，這個產品永光是針
在紡織塗層的部分，剛才有提到是一些

對橡膠和皮革，這個產品在測試在不同的荷

機能性的 BINDER，一些添加材料耐水洗的

重、轉速條件下，不論失重和退色都可以符

BINDER， 主要訴求是加工後布料的手感要

合客戶的要求，這個產品還有一個特性是耐

很好，其次要通過耐水洗的測試，這部分永

水解，永光把塗層的材料泡在水裡一整天後

光有兩個不同的系統。

都沒有白化的情形，即使有一點白化，滴乾
後也會回到透明的狀態，此外，永光把塗層
後的材料放在 70 度、相對濕度 99% 的環境下
放一個星期，拿出來把水滴乾，整個材料都
還是完整，所以，這個產品的特性就是耐水
性非常好。
永光目前是在做一些紡織物接著和塗布
的產品，塗布方面用途比較多，包含一般紡
織物、彈性織物和皮革、橡膠物等等都可以
用。

所謂兩個不同的系統是看客戶的需求是
什麼，如果要的是要強度，手感不像 Coating
那麼好，那就可以用一般塗布。如果顧客要
的是手感非常好，而強度不需要那麼高，永
光就可以用 Foam Coating，這個 Foam Coating
永光可以去控制發泡的大小，來做出不同的
強度和不同的手感，這可以看客戶的需求來
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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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永光產品的規格表，產品特性是粒
徑都做得很小，所以安定性非常好，延伸率

第二場 科技業

都達到 600 以上，室溫儲存可以六個月，70

Torsi Tech 生物訊息技術在紡織及穿戴
領域的創新應用

度高溫儲存也可以維持一週，經過這樣的儲

漢鴻生物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陳冬漢總經理

存再測試， 所有的表現都還在規格內， 同
時，在製造的過程中有添加微量的溶劑，永
光會把它移除到 1% 以下。
其他研發項目

▲▲

漢鴻生物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陳冬漢總經理

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謝主辦單
位給我們這個時間來為各位介紹 Torsi Tech 生
物訊息技術在紡織及穿戴領域的創新運用，
等一下有兩段時間，首先由我來說明什麼是
生物訊息，後半段再由華楙的黃執行長來為
各位介紹在紡織領域的應用。
除了剛才簡單的介紹我們的產品外，永

大家可能認為生物訊息是一個很新的東

光還有一些持續進行中的開發，例如高固含

西，但是在應用方面漢門大概已經走了二十

量 (≥ 50 %) PUD 開發、使用回收再利用／生

年，生物訊息最早是在醫療，後來應用到比

質…聚醇開發 PUD 和無溶劑製程開發 PUD

較生活化的部分， 像保健、 食品和生活用

等等。為了這些開發工作，永光本身也有一

品，對漢門來講，是一個成熟的技術，可是

些測試機台，像塗布機、烘乾機、還有性能

對紡織業來講是一個非常新的技術，漢門今

測試的設備，像延伸率、耐水壓及透氣性，
總之，這一系列需要的加工機和測試儀器永
光都有， 客戶到了永光， 只要把材料給我

天會針對紡織產業怎麼去運用這個技術，給
大家一個方向，讓大家瞭解什麼叫做生物訊
息，主要在紡織業這個部分因為我們在生物
訊息方面的技術我們有一些突破。

們，永光就能測試並把測試結果給客戶，雙
方可以合作進行產品開發。
如果各位先進有想要進一步瞭解永光的
產品和討論的，歡迎找時間蒞臨永光公司指
導，如果有相關的需求也可以隨時和永光業
務部門聯繫，謝謝。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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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門一個奈米微晶片可以做成極細的奈
米粉末，能應用在紡織上，例如塗布或印花

Torsi Tech 生物訊息應用產品
像在紡織品上面，包含在各個通路都有

方面，只要這個材料可以放到紡織品上面，

進入，包含電子穿戴、日常食品、生活用品

生物訊息就可以植入紡織品，生物訊息對應

和保健用品，在紡織品部分，目前開始使用

到的是一個功能，能夠擺脫過去依賴不同的

的一個比較簡單的，是把一個生物訊息植入

材質，不同功能的限制，譬如遠紅外線是有

一個枕頭套，你躺在枕頭上的時候，它會調

特定的功能，生物訊息可以視需要植入不同

整，會讓你的睡眠更深、更沉，好入睡；如

的訊息來得到不同的功能，生物訊息在漢門

果放在襪子底下，能夠讓我們的腳底達到一

十幾年來，從醫療體系出來到現在手頭上大

個舒緩的效果， 也可以解決很多腳部的問

概累積了三萬多個生物訊息，這是目前全世

題。這個是我們的生物訊息的功能。

界最大的訊息資料庫，雖然歐美國家也有人
在做這個技術，但漢門在台灣的資料庫是全

生物訊息的實際運用

世界最大的資料庫。

Torsi Tech 技術只是一個平台

生物訊息有一個特色，它可以藉由藍牙
訊號把訊息帶出來，如果各位有穿戴智慧衣
每個生物訊息代表的是一個功能，運用
這個資料庫漢門可以達成很多我們要的功
能，其實很簡單，我們使用一個材質，這個
材質就是一個生物訊息的載體，就像要記錄
一個資料，可以使用一個隨身碟一樣，把資
料放在裡面，而漢門的材質就叫 Torsi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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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藍芽模組的衣服，加入這個訊息的晶
片可以把訊息帶出來，我們在學校和補習班
有應用到生物訊息來提高專注力，裡面其實
就是一個藍芽晶片， 它也可以放在寵物身
上，只要一個 Torsi Tech 晶片就可以把訊號帶
出來。

我們製成成品之後要什麼功能，想植入怎麼

另外在客製化的部分，是醫療體系專用

樣的生物訊息就會有怎麼樣的功能，聽起來

的手錶，可以依據個人的需要量身訂做晶片

很神奇，但實際上是很科學化的東西，生物

內容去改善他的問題。在食品方面，我們可

訊息可以改變人體的生物現象，進而改變人

以把生物訊息植入食品裡面，這方面在中國

體的功能，要達到我們期望的功能，在原理

大概有四十億人民幣的市場。生活用品方面

上很簡單，但是這個技術不管是在台灣或是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手環，以前常常看到很多

歐美，大概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但是到目前

手環都是遠紅外線，或是鍺的，生物訊息的

我們認為才達到一個比較實用的階段，在此

手環它是一般的記憶體植入生物訊息，不同

之前，漢門已經做了很多的應用。

的生物訊息會有不同的功能。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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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訊息是擺脫既有材料的限制，看訊

第一個系統我們稱之為物質系統，我們

息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功能，我們如果做成一

吃的食物和藥物都是分子結構，靠分子去驅

個杯墊，就會有一杯好訊息的水，我們也可

動人體，第二個系統是能量系統，就是所謂

以把它放在不同的保健食品，生物訊息也可

的電磁波，如遠紅外線就是電磁波的一種，

以運用在風水身心靈方面，做成五行八卦晶

第三個系統是訊息系統，是屬於量子訊息，

片、七脈輪晶片、靜坐晶片，當然這是專家

量子訊息在台灣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在用的。前面說到，訊息應用的範圍很廣，

訊息的功能是在驅動能量和物質，我們

漢門目前和品牌商合作的部分很多，其中紡

給它一個正常的訊息，能量和物質就可以正

織業方面是在襪子和枕頭套。

常的運作，這個也就是它可以達到功能性的

什麼是生物訊息

道理， 這和藥物不一樣， 藥物是靠化學反
應，藥物的作用機制是運用本身的化學成分

生物訊息簡單來說就是可以調整身體機

去刺激、破壞、補充、分解、凝結等等化學

能跟啟動經絡運行的訊息指令，所有的化學

作用，對身體產生生化反應，改變生化指數

物質和能量， 回歸到最開始其實是一個指

的方式，對物質系統的問題最有效。

令，他既不是血壓、心率、遠紅外線，也不
是腦波。

因為化學物質本身的代謝需要經過肝腎
代謝，會增加肝腎的額外負擔，毒性高一點
的成分還會引發副作用，甚至會干擾能量、
訊息系統的運作。而訊息是共振，透過訊息
和人體的共振，會造成人體訊息的改變，然
後趨於正常。生物訊息的作用機制是運用從
身體的訊息系統著手，輸入一個正確的生物
訊息讓身體產生共振，使本來錯亂的訊息回
到正常，本來正常的不會改變，對訊息系統

如果從這個圖來看，它就是訊息，訊息

的問題最有效。因為無侵入性、無負擔、無

就是在能量和物質之上有一個指令，它會去

毒性，所以對身體沒有副作用，需要化解的

驅動能量和物質， 在人體中其實有三個系

是身體的干擾，如果太大會造成訊息進不去

統。

身體。
當然，要談理論會比較難，但是不多加
解釋，就會被覺得是怪力亂神，像是天方夜
譚。 從物理學看生物訊息， 生物訊息 (Bio-

Information) 的 理 論 基 礎 來 自 於 量 子 力 學 理
論 (Quantum Mechanics)、量子頻率 (Quantum

Frequency)、物理撓場理論 (Torsion Field)。量
子是組成物質的基本粒子， 訊息跟能量不
同，不是用能量去改變身體的作用。訊息是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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撓場，也是量子自旋的效應，或是可以稱為

裡面有人蔘皂苷，人蔘皂苷最多的地方是在

量子頻率，跟電磁波的頻率不同，不是電磁

人蔘的鬚根，所以我們在吃人蔘主根的好像

波的頻率，是量子自旋的頻率。

都是吃錯了，我們花最多的錢去買主根，那

量子自旋可以看成粒子性的自旋，或是

些蔘鬚都賣給別人，一把才一百多塊，其實

能量場的自旋，就是撓場效應，就是人體不

人蔘皂苷最多的是在蔘鬚，如果人蔘有效的

同的器官會有不同的場，身體有任何的疾病

部分是成分，那為什麼我們卻去吃主根？而

都會產生不同的場，這個場可以藉由檢測發

不去吃蔘鬚？中藥講的主要還是藥氣，藥氣

現，當這個場是屬於不正常的因素造成的時

強的才有效，不是成分高的才有效。

候，我們可以藉由另一個正確的場來修正，

當然我們做過很多驗證，這個驗證本身

這樣身體就會慢慢變回正常，這個就是在角

是讓大家知道，訊息本身不是光電訊號，它

動量裡面跟自旋場產生一個聯結。所以我們

不是能量，也不是化學物質，所以，目前的

今天從自旋場來看人，它是一個場，是一個

電子儀器沒辦法測量的到，它只能用共振測

物質的狀態，不是一個人，從場的狀態可以

量，它必須要用量子共振，用一個相同的東

看出這個人的身體狀態，所以，去改變這個

西去和它產生共振，藉由共振強度就知道它

場就可以改變這個人的狀態，這是從量子力

這個東西裡面訊息強度如何， 所以， 標準

學來的理論基礎。

資料庫，就像我們跑 HPLC 一樣，要有標準

2018 年開始，全世界開始流行一個所謂

品，沒有標準品，那個 PEAK 是什麼東西我

量子生物學，各位可以看到有關量子生物學

們不知道，訊息同樣是用共振的方式，漢門

的論文漸漸多了，什麼叫做量子生物學，以

有一個標準資料庫， 我們對這個訊息去測

前我們用化學物質去驅動一個細胞，要這一

試，當它產生共振就知道這個訊息有多強，

個接受體會產生作用，但是後來發現這個化

這也回應到剛才前面所講的訊息資料庫非常

學物質的訊息或是稱為波動去對細胞作用

的重要。

時，細胞仍然能夠產生同樣的作用，在量子
物理裡面叫做物質波，物質裡面有一個物質

怎麼看效應

波，生物訊息也叫做物質波，我們用這個波
同樣能對細胞產生作用，這在量子生物學裡
面占很大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用
使用物質，不用使用化學物質，就可以對細
胞產生作用，只要把這個物質裡面的東西拿
出來就可以產生作用，這個和中藥學理中的
藥氣非常相像， 中藥其實是最早的訊息理
論，五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講的都是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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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在測量上，我們用了一個 α 波的晶

都沒有講到成分，藥氣這個概念跟生物訊息

片， 放置了 α 波的生物訊息， 跟一個反 α

很類似，生物訊息就像是中藥裡面的藥氣，

波的晶片，這是漢門和長庚大學合作的一個

所以，成分並不代表一切，我們常講到人蔘

研究， 當使用 α 波的晶片時， 腦波是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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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很平靜的狀態，當使用反 α 波晶片的時
候，明顯的處於躁動的狀態，生物訊息在腦
波上面會造成非常明顯的反應，而且在三分
鐘之內就會顯現，在中醫用的經絡儀上面，
用晶片或是不用晶片很快的在陰陽五行上面
就明顯產生差異，這在自律神經檢測上也可
以做得到， 未使用晶片時他的陰陽是失調
的，使用晶片後就變成均衡的，自律、交感
和副交感都會平衡，這在五到十分鐘就會顯
現出效果。
生物訊息的應用在未來會很廣，我們看
此外，我們用這個技術去發酵優格後，

電影裡面，人生病了就用儀器調整後就痊癒

每 公 克 含 有 210 億 個 益 生 菌， 每 杯 160 CC

了，這個就是使用生物訊息的概念，接下來

含有 3.3 兆個益生菌， 這在目前已是突破全

就請黃執行長來為各位介紹生物訊息在紡織

世界的紀錄， 即使是杜邦的技術也沒有辦

業的應用。

法達到這個水準，漢門也發表過很多論文，
像 是 抗 生 素 微 電 磁 訊 息 轉 載 與 抗 菌 功 能、

Influence of Electromagnetic Signal of Antibiotics

華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天福執行長 報告

Excited by Low Frequency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on Growth of Escherichia coli、 超高稀釋
的化學藥物對細菌、 真菌和細胞影響之研
究、 中國廣州中醫藥大學陽掌生物訊息研
究、低頻率共振電刺激聯合複方黃連阿膠湯
治療頑固性失眠的臨床研究等，各位如果有
興趣可以去看看。

▲▲

華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天福執行長

漢門是從理論到驗證，在這二十年來已
經做得蠻多的。還有一個是我們用生物訊息
去做抑菌的部分，兩杯雞精我們用生物訊息

各位先進：
生物訊息在紡織和穿戴裝備方面的應

去處理後，沒有處理的三天後開始發霉，而

用，我們 Torsi Tech 的臉書和網站，裡面一共

處理過的還保持好的，也就是說效果是非常

蒐集了四十幾篇的 Q&A，每一篇的問與答案

明顯的，我們也把生物訊息做成儀器，用在

都非常精準，包括：生物訊息是頻率嗎？我

改善睡眠，可以達到八成的效果，改善效果

們常見的那些自然現象是屬於量子現象？那

算是蠻明顯的，我們有和杏一藥局有合作，

為什麼說生物訊息是量子效應？還有生物訊

各杏一的門市就可以看到生物訊息睡眠中

息的生物觀，我們取得哈佛大學一個有關抑

心。

菌的實驗，他們每隔 50 分鐘細菌都能夠突破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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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不斷的演化，這證明抑菌不是要用壓
迫的方式，這個也牽涉到生物訊息技術的倫
理觀念。我們的網站和臉書上面，還有一段
影片說明，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一下。
生物訊息的應用
接下來談一下有關生物訊息在運動和戶
外活動方面的應用，運動方面剛才有談到舒
緩和專注，我們激烈運動之後，生物訊息是

▲▲

易承精密工業公司 余少龍總經理

能幫助身體的舒緩及晚上睡眠的調整，目前
我們知道有人把遠紅外線植在布料上，促進

在座的各位紡織業先進大家好。

身體血液循環，電子穿戴目前正從監測提升

講的過程中歡迎大家踢館，有什麼問題

為主動促進健康，這是一個轉捩點。

請儘管提出來，大家交換意見，最後會留一
點時間讓大家發問。

生物訊息的合作框架
高品質輥輪

這個圖片是生物訊息合作框架的資料，

這一張圖片是我們上個星期去和日本人

包括我和陳總的聯繫方式，合作的模式包含

談合作時用的，日本人很有興趣，高溫、高

關鍵元件、授權、輔導和測試認證，其中有

壓力，連日本人也嚇一跳，重點是我們一直

關測試方面是和紡織所合作，紡織方面我們

強調，滾輪是熱壓機的心臟，而熱壓機是整

目前做到印花。

個生產線的心臟，這一點日本人也同意，我
們的重點是高溫，精度在 2μ，你看影片中

第三場 機械業
高溫 / 高壓 / 高精密度熱壓輥輪在超薄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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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ialmeter 的指針有沒有動？請大家注意，
那個刻度是 μ，不是條的，各位，我從 ” 一
條 ” 進步到 1μ 花了十年， 為什麼要在這上

織材料上的應用

面下工夫？因為我知道，未來的產業要薄，

易承精密工業公司 余少龍總經理

要準，我們不管任何產業，我們今天講的是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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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條內的精密度。這個就是塗布輥輪的，這

這是織布用整平壓光的高品質輥輪，這

個輪兩米長，為什麼那麼準，因為要薄，要

個技術以前沒有，以前是紙輪比較硬，尼龍

準，這支輥輪要多準？我剛才本來要問永光

輪子比較軟，就是這樣的差別而已，我們的

的張博士， 永光的 PU 會不會黏輥輪？怎麼

機台， 格子布壓過去以後輕輕的把它擺整

辦？因為我未來會有一支不會黏的輥輪。

齊，布壓過去的時候不會跳，這樣業者可以

精密壓光機

多省下幾碼布，在座先進假如有興趣的話，
我出機台，你們出人，我們一起來做壓光製
程，這我評估過，這個市場還不錯。
高品質輥輪

我為什麼要先給大家看這個，因為我看
了今天來報告的業者中，沒有一家和輪子有
關係，而大家需要輪子，大家都以為用鐵管
在車床上面就能做出來，我今天所講的是要
讓大家瞭解我的專長，鋼鐵、焊接工程、超

我們一直強調，我們的輥輪是鐵輥對鐵

合金， 我為了研究布， 就跑去念逢甲紡研

輥， 不是鐵輥對塑膠輥或紙輥， 有什麼優

所，為了要開發未來的高分子薄膜，我又去

點？你想， 兩支鐵輪子對壓為什麼不會受

唸了化學研究所，因為我們公司是以理論和
實務做搭配，所以我們的專業技術很強，我
們目前是主攻超薄、超高溫和超高壓，而且
這三個是同時存在的。

傷， 一方面是因為準， 另一方面是材質夠
好，這是我們最驕傲的，這花了我們兩年時
間。
我們有一個機台是在做鋰電池的， 加

梭織布用整平 / 壓光

工出來的電池很好， 這個輪子不寬， 只有

500mm，但是他有 15 噸的力量，兩支輪子對
壓，表面都不會動，這表示壓力很大，我們
現在做輪子，是在累積技術，累積資本，為
什麼要學這麼多東西，這樣我們有理論，有
技術也有設備，我們要做什麼都無往不利，
我們以後要做食品包裝膜。目前我們的輪子
用得最好的在三芳化工，用了快 15 年了。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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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印花 ( 整平壓光 )

我請教各位在現場的，一件衣服我希望

這就是未上漿和已上漿，這是去年的問

手感佳、透氣性好，同時又要兼具撥水，請

題，到現在還找不到答案，誰能幫我解答，

問誰可以給我同時存在的可能性，我們開發

會很感謝。

一塊布，要手感好很簡單，我只要輕輕壓一
下就好，就好像馬殺雞，我們的機台和德國
的不一樣，他們用紙輥輪，我們用鐵輥輪，
我們為什麼用鐵對鐵來壓，為什麼要壓光，
就是要組織密緻， 要厚度均勻， 要布面平
整，要有光澤，所以我們去年發表了數位印
花用的機台，可是反應不怎麼樣，所以我們
成立第二個數位印花團隊，我們出機台，看
誰出染料或是油墨，我們共同來打另外一個
市場，因為現有的市場反應不好。
數位印花前處理
為了數位印花，我們去年也講，到現在
紡織所也還在講，但是沒有進一步，原因是
噴頭會刮傷，噴頭很貴，為什麼會刮傷，是
因為毛羽的緣故， 布不平為什麼不把它壓
平？但是很多人會想，我能不能壓過去毛羽
會倒，但是不會沒有，這樣還是要燒毛再整
平，就會很漂亮，有人就很聰明的把噴頭拉
高一點，第二個問題，當你有毛羽布不平的
時候，你怎麼印也是一樣不漂亮，原因就是
不均勻，不是銳度不好就是線條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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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上面這張圖，左邊的是傳統的預處
理，就是上漿，再噴印，右邊是經過我們的
機器熱壓過的，各位看看是不是差別很大？
所以，要圖案密緻，就要先把布面整平，為
了這個數位噴墨，我們申請了一個 SBIR 的案
子，做這個案子要感謝紡織所團隊的協助我
們把這個實驗做出來，也做得蠻好的。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這個是大鐘印染的，也試過很多，手感
很好，光澤也很好，希望未來有成果。
超薄織物

接下是超薄，既然講超薄，這個是高溫

到這個紗線很細，但是目前全世界最薄的是

15μ，是我們壓的，壓力非常大，因為一支
輥輪有 25 噸的壓力，當然也要加溫。

結論

又超薄，這是 NOMEX，這個樣品是從中國

輥輪是熱壓機的心臟，熱壓機是整條生

大陸過來的，我們幫他們做實驗，結果蠻不

產線的心臟，因為我們有高品質的輥輪，精

錯的，各位可以看，溫度 350 度，誰的輥輪

密的熱壓機，重點是長時間使用不用換，假

可以加溫到 350 度？壓力 300 公斤， 當一支

如你加了熱媒油，你只要掌握到油裂解的溫

輥輪一米半就等於是 45 噸的力量，各位可以

度，一輩子不用換。

去算一下。
超薄金屬塗層導電 PET 不織布

上面這張圖是我們協助紡織所做的一台
高溫乾燥機，溫度達到 450℃。
這是超薄的 Polyester， 用在那裡？這個
還沒壓的時候， 厚度是 30μ， 壓過後只有

10-20μ，所以說，只要沒壓過的都可以壓，
還有超薄不鏽鋼的的纖維布也可以壓，目的
都是整平，國外是用在酒瓶的封口，也有用
在電路的， 最薄在 15μ， 國內我們經過石
教授推薦去幫一家企業做實驗，各位可以看

NO.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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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用在其他產業的，現在要推廣

AI 的時代來了

的是用在複合材料的機台，因為我有高溫而
且精密的輥輪，足以因應各種複合材料的挑
戰，包含食品包裝膜，我可以用一層膜取代
一大堆的膜這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第四場 資訊業
「AI 檢 驗 , 紡 織 業 製 程 智 慧 化 的 第 一
步」暨產業智慧化平台 (AI Hub) 免費企
業會員分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泰利組長

一開始要為各位介紹 AI 的重要性， 我
們每天都在媒體上聽到、看到，AI 價值、AI
畫畫， 甚至有 AI 機器人等等， 而這個所謂

AI 這件事情，我們認為它對未來的經濟成長
產生一個長期的影響， 甚至會成為 GDP 裡
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件
事，AI 可能要變成另一個新的產業，產業在
應用 AI 的發展上面，我們可看到很多不同的
領域，第一個當然是製造業，還有健康、資
通訊、金融，運輸及零售，用的越來越多，
包含各位可能比較常用的 UBER，或是 UBER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劉泰利組長

各位先進，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讓
我在這裡代表資策會報告。
今天先來談談 AI 在紡織產業能夠做一些
什麼事情，也很感謝工業局的指導，給我們

EAT 外送飲食產業，因為它都用了非常多的
元素來讓這個產業變得越來越好，而製造是
我們沒有辦法避開的議題，AI 應用在製造這
個領域的時候，我們當然會以台灣幾個重要
的產業為主去規劃它。

協助，來為台灣這麼重要的產業提供這樣的
解決方案。

但是 AI 並不是萬能的，因為有些人會把
電影裡面所演的 AI 拿來和現實生活中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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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但在 AI 這個領域裡面談的是， 有很

資料蒐集

多的限制，因為它需要很多的資料，也就是
說，前面我們提到的這些領域，如果沒有很
多資料的時候，運用 AI 這件事可能是很遠的
一段路，AI 不能知道一件事情是不知道，它
更不能說出：我知道是什麼事情，因為它只
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做你告訴它的事情，也就
是說， 當 AI 一直在學習說， 這個東西叫做
「貓咪」的時候，你喂給它一張圖，其實它是
沒有辦法判斷的，所以，目前的 AI 還是有一

第一個， AI 需要很多資料，所以我們會

些限制，要怎麼學習，要怎樣變成一個良性

談到「機聯網」的概念，也就是說把製程中

的循環？這個是在談 AI 的時候比較重要的一

的參數，機台的參數，生產的參數，甚至公

個議題。

司裡面的 ERP、管理系統內的資訊，都先蒐

回到我們剛才談到的，以台灣的領域來

集起來，然後再把蒐集到的相關資訊讓人看

說， 台灣人在談 AI 的時候， 是 AI 運用在製

到有感情、有感覺，這件事其實蠻難的，因

造業的議題，所以，我今天才有機會在這裡

為有人會用視覺化這三個字就把它帶過，可

和各位提出一些想法，紡織業在面臨一些少

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視覺化是要讓人看得

量多樣、急單和缺工的問題，我們不敢說去

有感覺，它的程度有點不太一樣。

解決它，因為我剛才說 AI 其實是有限制的，
但是，AI 應該有機會來緩和這些問題的發
生機會，包含我剛才提到少量多樣、交期變
短的問題，甚至缺工等等，客戶還會來要求
你降低售價，這些都是當前製造業面臨的問
題。
那 AI 能夠怎麼樣來和緩這個趨勢呢？今
天就檢驗這一方面來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

再來談所謂的數據分析，比如說，現在
有資料，你現在可以看到，再來才談到，資
料中一部分記在你的腦中，也就是在機台聯
網這一塊， 蒐集整個紡織製程的資料， 從
整、漿、定、織、染、驗等等，都有可能是
機台或是人工的資料把它蒐集過來。
機台聯網

當然也希望各位能夠針對我們的想法提出一
些建議。
當我們面對少量多樣和短交期的挑戰，
在檢驗這一方面會變得越來越難做，因為量
越少，單數越來越多，每一個人的檢驗手法
都不一樣，中間會發生瑕疵也不一樣，在這
一塊到底要怎麼進行才會省時、 省力和省
錢，我們要從這幾方面來提出我們的看法，
也就是說，從剛才談到的，從製造的前提來
看，我們會分成幾個不同的步驟。

資料蒐集以後，你會看到，這個是我們
在某個工廠進行蒐集資料的過程，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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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流程，這好像是我們現在在找的 MES 系

客戶給的需求，委外交期的預測，當還需要

統，但是，這並不是資策會現在最重要的工

人腦判斷的時候，在工廠製造這個產品的過

作，因為這件事可以結合各位在座的先進，

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AI 都能夠輔助你做更

或是在座的 ICT 的廠商做得更好，我要強調

好的決策，這個是我們在談數據分析的一個

的是，蒐集資料這件事是後面要講的事情的

最大的邏輯。

根本。

再來，我們把資料蒐集到後，做到所謂

AI 檢驗 - 瑕疵檢測

我們一開始在講資料要蒐集，接著講要

的視覺化，把全廠的目標，準備段、整經、

看得到，所以數據分析的第一個，其實是在

漿紗，一直到最後的排程和織造、染整的整

談到，用 AI 怎麼能夠做到先知道，我想在座

個製程，不管是在一貫廠或是專業廠裡面，

很多先進都試過 AOI 驗布的方法，不管經驗

把這些製程讓它可視化，而可視化是要讓人

是好是壞，我們目前看到其中一個問題點是

看得懂，這能表示它不只是一堆數據而已，

在所謂「過篩」的比率可能是太高了，不管

就好像我們會議室牆上這個時鐘， 現在顯

是其他的產業使用 AOI 檢驗跟人工來比較，

示 14:19:32， 因為它是時鐘， 這幾個數字才

我們算過了，假如你要在一開始就準確率很

有意義，如果不是時鐘，就沒有人能知道它

高，過篩的比率可能會接近四成。那怎麼解

代表什麼，這就是我們在談的可視化。也就

決過篩的比率過高的問題？其實我們目前是

是從全廠的目標管理到某一個階段，都應該

用一個 AI 的深入學習的方法，來去學習被篩

會有一些可視化的過程，但是，進到所謂的

出來的影像，因為有的影像可能只是折痕或

「分析」這個過程的時候，它就會變得更嚴肅

是深層的線頭，類似這些可能在後面就可以

一點，因為當你的資料進來之後，可能會有

去除掉的小缺點，那就可以把這個原以為是

一個狀況，一個 A 的事情，你會做 B 的反應，

瑕疵的地方再回到原來的系統上面告訴它這

可是目前我們會偏向它還有一個不停的學習

不是瑕疵，所以，這疋布可能被檢出一萬個

能力，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有幾個能夠做數據

瑕疵點，但其實裡面真正的瑕疵點可能只有

分析的趨勢，比如說發生一個瑕疵，那這個

一千個，這樣做能夠很快速的下降，去減少

瑕疵到底怎麼發生的，在分析完這個肇因之

驗布員在重新複判的工作，目前還不敢大膽

後，再進行製程參數及機台參數的優化，然

的講能夠百分之百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但是

後再去預測後面的品質、排程，甚至是做到

我們有信心，假如你原來有 50 個驗布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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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 30 個應該是有機會，為什麼要去減少？

AI 檢驗 - 智慧履歷與肇因分析管理

我們是覺得，不是工作權的問題，而是我們
都瞭解到，在結構性缺工的狀況下，有經驗
的驗布員實在越來越難培養，而也有青黃不
接的狀況，而以 AI 科技來輔助可能是趨緩這
個問題的方法，當你已經知道這些瑕疵影像
是透明的，你就可以做下一步的事情，當我
知道這個瑕疵是真的，我就有機會透過機台
的資料或是製程的資料，甚至是一些人工做
的一些紀錄等等，去找出產生瑕疵的原因，

這個是我們在履歷與肇因分析的一個管
理，我們是把人、機、料、法、測這五個要

不管是從整經斷紗來看，或是漿紗濃度及織

素做一些鏈結，這個是真實的資料，所以我

造時的問題等等。

們隱藏了廠商的名字等個資。

AI 檢驗 - 瑕疵肇因 AI 分析技術

AI 檢驗 - 製程參數優化

就是說， 去找出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問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瑕疵是什麼，然後來

題，這個就不是說是最後一項檢驗，因為你

分析為什麼會有這個瑕疵發生，後面要做的

已經檢出了，檢出後再回去看當時不管是紀

就是怎麼樣去調整製程的參數，比如說我的

錄、 批號還是工單號碼， 去比對人做的紀

整、漿、併等等的參數是不是要調整，這一

錄、機台的紀錄，甚至從整個製程資料來比
對，這些資料如果是人來看，一名經驗豐富
的生管或品管人員， 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
倪，可是，我剛剛提到的，目前看到缺工的
現象，其實是在經驗的傳承上有青黃不接的

部分我們是和紡織所合作，他們負責後面調
整參數這一塊，這個是把紡織一貫製程中可
以調整的都放進來了，只是說從肇因的分析
到參數優化調整，它就需要前面說過的資料
蒐集，再進行相關的分析，這部分我們就會
透過所謂的決策數據建立一個管制條件，比

問題，所以，在如何去承接老師傅的經驗的

如說張力、轉速等等，當然，現在的狀況通

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從 AI 的角度，應該能

常我們不會做到自動去控制那個機台，不管

夠輔助一些新生代或是中生代的紡織相關從

我們是不是能夠做到，目前還是從所謂的 AI

業人員能夠往前跳一步。

專家的建議這方面來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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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製程智慧化的第一步

▲▲

煒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志和總經理

各位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提出從 ERP 到數位流程化的
一個進程，就是說從智慧化的角度來看這件
事情，你會看到下面其實只是在做數位化，

煒立公司多年來都是在引進國外比較先
進的設備讓國內的技術能夠提升，國內目前
在工業用布上面在世界各國間算是非常強

數位化完成後才會進到上面智慧化的進程。

的，今天就工業用布領域中，比較先進的技

容我打一下廣告，工業局已經委託資策會成

術來跟各位介紹。

立了一個產業智慧化平台，叫做 AI HUB，上
面提供了一個技術能夠讓業界試用，其次，
有一些產業的專家，這些產業專家，可以來

Line for airbags and parachutes
安全氣囊和降落傘面料塗層生產線

協助不管是提供這些技術的人或是需要這個
技術的人，我們可以提供一些比較紮實的建
議，第三，我們也會徵詢和我們合作的廠商
的同意，把這樣子的案例，能夠比較完整的
呈現在我們的平台上面，讓有心想要看這件
事或想要瞭解這件事的人，更進一步想用的
人能夠有一個擷取的地方， 以上是我的報
告。

有一個很具體的案例，這個案例是安全
氣囊或是降落傘用布的塗布機械，是以梭織

第五場 資訊業

布為基布來做的，請看這個圖，工業用布的

最新功能用布工業 4.0 智慧化系列加工

基布通常是成捲的從左邊進來，進來有一個

簡介
煒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志和總經理

自動縫布的裝置，而且有一個張力控制來做
適度的調整。以前曾經發生過在加工屋頂帆
布，像巨蛋的屋頂用的那種，原本設計是可
用 30 年，結果 5 年就壞了，因為裡面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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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會造成蒸發，一般我們在喂入之前會先調整

針織布塗層

緯紗，把布的經緯向調整好，再進到塗層，
塗層本身有非常多種，大概有超過 150 種塗
層方式，等一下我會簡單介紹。
塗 層 完 我 們 會 檢 查 塗 層 的 結 果 如 何，
可 以 測 量 重 量 或 是 厚 度， 這 個 地 方 是 在

SOLVANT BASE 之下有防爆系統，如果沒有
SOLVANT BASE， 我們在這個地方是 OPEN
的，當然沒有 SOLVANT BASE，從這裡到這
裡其實都是防爆系統，然後進到烘箱，它有
很大的特色，在烘箱內，塗層的正面和背面
是用不同的溫度， 比如說我們在做 PP 地毯
時， 正面 PP 大概用 140 度烘乾， 超過就會

這是一個針織布塗層的設備，現在在國
內做針織布有一個比較大的困難是塗層頭的
部分，等一下會向各位介紹塗層頭目前有怎
麼樣的突破，現在我們看左邊入布的地方，
先有一個遮蔽器，然後把布展開，再經過張
力控制裝置，PADDER 通常都是來做雙面加
工的，目前發展的趨勢是，它的壓浸率可以
從最少的 45-50% 一直到高的 150%， 有一個

捲曲，背面的塗層面可能會用到 190-200 度，

控制的裝置，再來就是塗層頭，這是針織布

所以我們在塗層發現一個現象，進來之前到

用的。

後面出去的地方，我們會有一個張力控制，
控制它其實跟我們的儲存量有一個很大的關
係，如果張力左、中、右不均勻，塗出來的
量是會不一樣的，我們經常注意到縱向，現

一般的定型機，現在越來越普遍是用瓦
斯加熱，在國外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
用瓦斯加熱，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用乾塗層
的，這是放在後面的，也可以把這個放在前

在中國的塗層都沒有橫向的張力控制，目前

面用濕塗層的，現在看到後面的出布，如果

的設計已經做到橫向，那可以做到多少呢？

我們用連續式的作業的時候，在出布的地方

一公尺可以做到 2,000 牛頓的拉力， 這個適

有一個集布的地方再捲起來，但是在做工業

合做什麼？在國內是在做防彈衣的時候使用

用布的時候，很多不適合用這種方式，完全

這樣的拉力，再來是一個冷卻的裝置，成品

是不把布留下來，直接運走比較多。

的品質跟冷卻有關係，所以這邊有一個測量
溫度的裝置。
我們在做工業用布的時候，分成乾貼和
濕貼兩種方式，所謂乾貼是布到這邊已經是
乾的，還有布的表面可以加一層防菌塗層，
除了防菌以外，也有增加光澤的作用，這是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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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幾個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個是我

緯紗調整

們如何把布縫好，我們在台灣有做全世界最
大的電子級的工業用布，這個領域，台灣最
大的公司是南亞，他們曾經發現一件事情，
一卷布大概是 2,400 米， 如果你沒把這個布
縫得很平直的話，前後的影響大約 3 米，這
樣 會 讓 它 的 總 TURNOVER 損 失 接 近 0.3%，
我說的是總 TURNOVER， 他們對這個事情
很重視，布實際上有不同的厚度，他們把這
個布縫平，最好能夠讓它完全平，前面余總

第二個，很多產品在做之前，我們要知

沒有講到一件事情，塗層的時候我們希望不

道它的緯密，尤其在前面說過的降落傘布，

要跳刀， 因為每次跳刀都會造成損失， 所

有一個故事是這麼說的，有一個公司專門做

以，盡量把接頭做的讓它平直，這是實際上

降落傘給軍方，軍方要求他們的降落傘百分

的例子，布越厚越會發現，如果你縫的不是

之百都不能出問題，可是做降落傘的說不可

很平直，在塗層的時候，要不是你要漏漿，

能，總會有百分之一或二會出問題，經過談

要不是要跳刀。

判後達成協議，百分之百都不會出問題，為
什麼？因為做完傘後試跳的是降落傘公司的
人，從那天開始就沒發生過問題了。
我們在喂入的時候，除了可以把緯紗調
正之外，可以在適當的位置去做它的緯密，
我們在很多設備裡面，如果事先知道它的緯
密，在設備裡做適當的調整，可以做到你要
的密度，這就是緯密的調整。
目前我國內遇到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樣

這是一個德國的公司的產品，目前國內
有很多業者採用，包含南亞和一些業者，它
的做法是它根據布的厚度，給一個適當的隔
距，而且根據布的強度給一個適當的密度，
在縫完的時候拉平是完全平直的，也不會漏
漿， 這在避免在塗層的時候接頭斷掉的情
形，你用在不同的布種，包含三明治、泡棉
都可以縫，也有縫在輸送帶上，泡棉本身的
強度很差，它也可以縫，這是在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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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在做之前，緯紗是調正的，可是到
機台尾巴是斜的，所以現在有一個做法，你
可以想象在後面是斜的那怎麼辦呢？所以你
把這個偵測的裝置在後面也裝一個的話，它
就直接告訴前面說差多少，因為緯斜是逐漸
斜的，可以在前面事先配合調整，所以你可
以做到緯斜在接近百分之一以內，這個做法
幾乎是一個標準的作業，這是一個趨勢。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緯密控制

塗層的應用

在這裡是用 PADDER，它的精確度算是
這是緯密的控制，緯密的控制在現在越
來越高，從一百八十幾條到兩百多條，甚至
更高，這是用攝影機去偵測的，現在很多人

還不錯，可以適用於梭織布或是針織布，它
的壓浸率平常是比較高的，從 60% 到 100%，
比較低的大約從 30% 到 60%，我們在做針織
布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UNSTABLE FOAM，

在做緯密的偵測，重點在那裡？重點在知道

什麼叫做 UNSTABLE FOAM？我們很多的整

緯密最高到多少， 這是一個瑞士的廠家做

理加工，加工以後布的感覺還是一樣，塗上

的，可以做到 250-280 條。

去的藥還是跟水一樣，所以，我們實際上是

LOW ADD ON 低用量塗層頭

把類似水的東西打成泡沫，在一個有壓力的
塗層頭上面把塗層上面的量， 比如說 60%，
可是它的空氣和水的比例假設是 1:10，所以
當空氣跑掉之後就剩下 6%，6% 的東西加上
去之後， 如果你的布， 假設是 100 個單位，
這個 6% 塗上去就只能塗單面而已， 因為塗
到那邊就沒有了，所以在 UNSTABLE FOAM
是在單面加工比較容易用到的。

現在我們來講塗層的部分，這是這次在

ITMA 時，布魯克納公司提出了一個新的概
念， 他的概念叫做 LOW ADD ON， 為什麼
呢？塗多比較簡單，塗少比較困難，塗少要
塗的均勻更不容易，這是他們發展出的一個
新的做法，它的簡單結構是這樣的，我們看
這個圖，這就類似一個 PADDER，但是加料

在這個塗層進來的地方就是一個壓力容

是在中間這個地方，它可以用 PADDER，液

器的概念，塗上來之後，因為它是 ROTARY

體可以從 PADDER 上面下來，在塗層的時候

SCREEN，你可以很平均的塗上去，或是用

可以看得到有非常多的方式。

一個圖樣的方式塗上去。這個方式也有人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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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什麼呢？在數位印花的時候，需要在單

這就是圓網塗布的機構，上面左邊的圖

面塗一些漿料在上面，將來在印的時候，印

上面是送漿的地方，左下圖顯示有一個塗層

上去的顏料不會不當的滲透，而這個在針織

刀，右下圖是網子內部漿料的狀況。

布運用是比較困難的，另外是用噴的方式，
這都是不同的應用，其中有一個是在國內蠻
普遍被應用的，叫做 REVERSE ROLLER，這
個技術是非常高的，就像剛才余總介紹的，
它用一個羅拉， 這個羅拉是上面有刻花的

FACE ROLL，它根據塗的固定的量，你可以
看到， 它塗 5-100 克， 而且， 速度可以開很
快， 也可以做到很厚的， 比如說 POPLIN，
也可以做很薄的。整體來說，塗層的方式，
所有塗層頭總共有 150 種之多。
圓網塗布

這就是圓網塗布的機台，這是德國一個
叫 STOCK 的公司和布魯克納合作做的， 裡
面有一個幫浦，所以左、中、右的壓力控制
的完全一致。
以上這幾個圖顯示布魯克納發展塗層頭
的方式，經由 GAP 來調整所需要塗料的量，
依照布的路徑改變，可以塗布的背面，現在
的趨勢是這樣做的。可以做單面的塗層，而
且少量也可以做，如果我們要雙面都加工也
都可以，這些在彈性針織布也可以做，因為
它可以控制布的每一個地方的張力，來做到
精密的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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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 的應用

塗層後的下一步是烘乾，我們講烘箱，
現在烘箱在技術上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剛才
提到 PU 的反應， 其中有提到一個架橋的問
題，架橋裡面會涉及到反應時間到底多長，
這裡就可以去看到時間長短是多少，我們通
常會說，如果你的時間多個五秒或十秒，你
的生產速率會相差 10-20%，甚至 30%，它是
用紅外線量測實際的溫度後顯示在銀幕上，
這個銀幕上會顯示所有相關資訊，如維修、

接著我們來談工業 4.0，看看塗層的結果
如何，我們曾經在國內工廠做塗層時去量測
布的左、中、右的塗上的狀況。

這是布的後端塗層量的情形，可以看到
塗層量分佈的狀況，它的左、中、右的誤差
有到 0.12%， 可以精確到這個水準， 如果在
上面有波痕的時候，就表示塗布刀有意外的
移動， 這個很普遍的被用在很寬、 很厚的
布，可以很精確的量測布的左、中、右的塗
層狀況，ON-LINE 直接測量，如果你搭配正
確的塗層頭，塗層頭可以幫你調整左、中、
右的塗層量，精度可以達到 0.1%。
烘乾

消耗量等等，只要是你需要的數據都有。

現在有一個小問題，我們現在和紡織所
配合，把相關的數據，包含溫度、排風量，
還有它的平均數據都做完了，我們在工業 4.0
方面碰到一個問題，我們把設備都做到能夠
連接 ERP 了， 但是工廠裡沒有 ERP，ERP 是
最重要的，而他們沒有，或是每一個設備的
接頭都不一樣，沒法聯接，所以，我們跟紡
織所提到，在市面上有幾個是比較標準的，
比較被普遍使用的，重點是公司比較不會倒
閉的，如果倒閉了做也沒有用，把這幾個結
合起來，使用共同的作業環境，讓工廠使用
這個機台時，他的介面能夠搭配，就像老大
不在，兄弟都能夠好好相處一樣，將來做工
業 4.0 的時後，就不會聯接不上。
工 業 4.0 其 實 有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議 題，
一開始你的介面要好，要不然就很難做下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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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與綜合運用

美中、日韓貿易戰
對我國的影響及因應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倪克浩 主任秘書
本會 林昱馨 整理

前言
這幾年，許多專家學者談到美中關係，
都會討論到修昔底德陷阱。 哈佛大學甘迺
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於 2017 年出版《注定一戰？
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書，其中談
到幾個現象：第一，他觀察到過去五百年，
一國崛起攪亂當時主導國地位的 16 個案例
中，10 次是崛起國取代主導國，6 次是主導
國維持其地位；其中 12 次皆有發生戰爭，僅

4 次得以倖免，而倖免的原因則是因為挑戰
者及被挑戰者，都在行動和態度上積極的作
出了巨大且痛苦的改變。聽起來很悲觀，但
好消息是，這 4 次都發生於最近。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主任秘書 倪克浩

美中貿易摩擦進展
美國除在意美中貿易長期失衡，更關切下列三項問題：
一、中國大陸造成全球產能過剩。中國大陸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包括制定「中國製造 2025」），
積極扶植重點產業及補貼國有企業，導致產能過剩並造成全球鋼、鋁等原物料價格下滑。
二、中國大陸結構問題與不公平措施。中國大陸長期不當政府補貼、市場不開放、制度不透
明、侵犯智慧財產權、強迫技術移轉等，涉及國企改革、人民幣匯率及市場非關稅障礙
等。
三、高科技主導權之爭。美中爭取 5G 主導權、美國以中興公司、福建晉華涉及違反美國國家
安全之活動，將其列入出口管制名單，另限制華為不得參與政府採購。美國的訴求是解決
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和不公平貿易問題，以及要求中國大陸進行結構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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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徵關稅

藉由 301 條款的演變，可以看到中國反擊力道越來越小，美方抱持著猛打的政策，而中方
則是以且戰且走的方式來應對。美對中第一波增稅，包括汽機車、飛機零組件等，對其國內的
消費者、供需市場影響甚微。第三波則對臺造成影響，如工具機，我們與大陸有著產業鏈的關
係。最後一波包含 ICT、鋼鐵、鞋類、玩具及成衣，這些對於美國國內的業者造成影響、消費
者購買成本變高，其反對聲浪迫使政策延至 12 月 15 日實施，也就是延到了聖誕節的購買潮之
後；中對美第一波增稅中的大豆屬大宗，使美國轉而向巴西購買大豆，近期「地球之肺」亞馬
遜森林的大火，便與巴西獲得商機後急於開墾脫不開關係。除了關稅之外，投資延宕、邊境查
核等都是反擊手段。
高科技技術爭議

2018 年 10 月 30 日，美國商務部公告，福建晉華公司竊取美國美光科技公司 (Micron)DRAM
智慧財產權，已對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列入商務部實體名單（出口管制名單），並於隔日起訴
福建晉華公司及臺灣聯華電子共謀竊取商業機密。

2018 年 8 月 13 日，美國通過「2019 年國防授權法 (NDAA 2019)」要求其政府機構禁止使用
涉及華為提供之通訊設備及服務，並於隔年 5 月將華為及相關企業列入實體管制清單。
中國大陸對此回應，依據「對外貿易法」、「反壟斷法」及「國家安全法」等規定，未來將
建立「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清單考量標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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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實體是否存在針對中國大陸實體實施封鎖、斷供或其他歧視性措施的行為。
2. 該實體行為是否基於非商業目的，違背市場規則和契約精神。
3. 該實體行為是否對中國大陸企業或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
4. 該實體行為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

日韓貿易爭端
日本加強對南韓出口管制措施

2019 年 8 月 2 日，日本將南韓自其出口管理「白色名單國家」移除，日商向南韓出口具軍事
用途之產品，均須個別申請許可，並自 8 月 28 日生效。同時，日本將原先「白色名單國家」及
「非白色名單國家」，改分為 A、B、C、D 等四類，A 類國家即原「白色名單國家」，南韓列於 B
類，臺灣則列於 C 類。

2019 年 8 月 12 日，南韓表示預定在 9 月起，正式將日本從該國出口管理優惠待遇國家名
單中除名，日後對輸日產品將以更嚴格標準進行審查，並於 8 月 22 日召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 決議，終止更新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並將於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正式失
效。
對產業之影響
晶圓代工產業可望有轉單效應：南韓半導體業者若無法獲得充分的材料供應，其半導體產
出及先進製程進展都會受到影響，預期晶圓代工客戶可能轉單至臺灣廠商。

DRAM 產業轉單效應不明顯：我國在 DRAM 方面與南韓業者產品重疊性不高，承接轉單空
間不大。
我國因應策略
貿易局均定期與日本舉行出口管制雙邊會談，就雙方出口管制之制度面及作業面持續進行
交流，已建立雙方良好互動。相關產業宜注意出口國政府之出口管制相關規定，以免影響自身
權益。依目前分析，臺灣半導體產業暫不受影響，政府將力求上游原材料供應無虞，協助國內
廠商穩定生產，經濟部將持續觀察本案後續發展。

美中貿易摩擦下全球經貿情勢
2019 年美中貿易戰持續，全球經貿仍面臨高不確定性，國際機構多預測全球經濟成長趨於
保守，貿易成長大幅低於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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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迄今包含我國（1-7 月）在內之主要國家／地區出口多呈衰退，其中南韓（1-6 月）出
口衰退 8.5%、印尼（1-6 月）出口衰退 9.3% 較多，至於美國（1-6 月）出口衰退 1%，中國大陸（1-7
月）出口則為 0.6%。

美中貿易摩擦對我國之影響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預估，2019 年我國全年經濟成長率為 2.46%。國際機構 IHS Markit 近期
預估臺灣 2019 年成長為 2.0%，相較於亞洲國家如日本 (1.1%)、韓國 (1.4%) 及新加坡 (0.6%) 高，
顯示在全球貿易動盪，美中貿易摩擦前景不明下，我國經濟成長表現相對穩健。
出口衰退
隨著全球經濟放緩、美中貿易摩擦等不確定因素，我國出口成長自 2018 年 11 月起自 2019
年 5 月連 7 個月衰退，2019 年 6 月出口由負轉正，成長 0.5%，惟 7 月出口衰退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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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主要出口市場表現

2018 年下半年我國對東協出口衰退 5.3%，對最大出口市場中國大陸僅成長 2.7%，其中第 4
季對中國大陸出口衰退 0.3%。2019 年 1-7 月對中國大陸累計衰退 8.3%，主要衰退產品惟電子零
組件，惟對美國則大幅成長 18%，主要成長產品為資通與視聽產品。

對產業影響
網通設備與中低階自行車及零組件等產業，可能受到影響。電腦電子及光學業為生產線回
臺及轉單效應最明顯之產業，2019 年上半年按美元計算產值增幅達 16.5%。
電子產品及民生消費品多與跨國供應鏈緊密連結，對在陸臺商營運與出口及對臺灣中間財
輸往中國大陸皆造成影響，將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新調整。我國多數產業已展開因應，將視美中
貿易衝突進展持續評估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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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作法
在美中貿易戰中，臺灣的兩個機會就是轉單效應及臺商回臺，臺商回臺其實蠻多的，但更
多轉往越南。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儘管努力奮鬥，臺商仍在外流，今年因美中貿易戰，讓我
們有機會讓滯留海外臺商中可適用者及適合回臺的臺商回來。而不適合回臺的臺商，我們也慶
幸在兩年多前就開始新南向政策，往協助臺商與新南向國家媒合及落地的方向努力。
一、協助臺商回臺投資
推動「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由投資臺灣事務所為單一窗口，提供用地、水
電、稅務等專人專案客製化服務，以縮短行政流程，協助臺商回臺投資。至 2019 年 8 月

29 日止，已有 123 家廠商通過資格審查，總投資金額逾新臺幣 5,682 億元，預估可創造本
國就業人口 49,572 人。目前已促成伺服器、網通設備、自行車、汽車零組件、車用電子、
航太等六大產業供應鏈落地紮根，其中尤以伺服器、網通產業回臺投資比重最高。
二、協助業者移轉生產基地及提升產業競爭力
這兩年多來，看過從菲律賓來的，待過印度和印尼，我理解新南向政策真的是有幫
助於臺商與新南向國家之間經貿及形象的提升，是一個正確的經貿政策。
在協助移轉生產基地至新南向國家方面，透過工業局六國產業高峰論壇平臺，和對
應的新南向主要國家，各自提出需求及資源，協助臺灣廠商與目標國企業尋求合作契機；
透過投資業務處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夥伴論壇，提供有意投資之臺商，招商及媒合工
業區營運資訊；透過 Taiwan Desk，提供廠商當地投資環境法規及工業區營運資訊等方式
來促進媒合。Taiwan Desk 擴大單一服務窗口功能，並由駐組協助提供有意投資落地之臺
商一站式服務機制，包括廠房營運建管、勞工事務、工商法治、金融投資（中國輸出入銀
行投資擔保）等及洽簽投保協定更新及租稅優惠協助廠商在新南向國家落地。 其中投保協
定是在前年更新，重點就是保護臺商，建立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在協助業者提供產業競爭力部分，則是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計劃，並推動智
慧機械及智慧製造，協助產業以智慧化來提升附加價值
三、加速全球多元布局
●●

拓銷新南向市場策略：
結合產業高峰論壇、臺灣形象展及 2019 年餘 120 項海外拓銷活動，將智慧機械、生
技醫藥、綠能、農業等 5+2 產業推向印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等市
場。

●●

擴大與美國產業合作：
臺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完整，可與美國進行半導體及資安產業合作。2019 年規劃辦
理逾 17 項展團活動及洽邀美國買主來臺採購，協助業者拓銷美國市場。赴美參加 2019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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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美國 (Select USA) 投資高峰會，並藉由此活動與美國高層建立穩固的關係。
●●

加強拓展歐盟市場：
結合臺歐盟產業對話會議，加強與歐盟在資通訊、航太、智慧製造、智慧運輸等合
作。並於 2019 年辦理至少 34 項推廣活動，如籌組貿訪團及參加重要展覽，協助業者拓展
歐洲市場。
貿易局結合外貿協會、商研院與公協會力量共同協助中小企業接訂單、找買主，帶
廠商到海外參加國際展覽或拓銷、邀請買主來臺與我業者直接採購洽談。
貿易局與外貿協會在全球有超過 120 個據點，可提供在海外打拼的中小企業市場資訊
與諮詢服務，以及臨時辦公場所。
新興市場實習計畫，至今已有五百多位學生前往新南向國家，作為將來廠商至新南
向國家要用人的種子和機會。
成立新南向企業家聯誼會或產業行銷聯盟（如電動車、珍奶），讓廠商分享市場資訊
與拓銷經驗，凝聚共識，以國家隊形式拓展海外市場。

四、參與多邊與區域經濟整合加強國際連結
●●

積極推動加入 CPTPP：
利用雙邊會議、APEC 與 WTO 管道，爭取 CPTPP 成員國支持我國加入，並持續用各
種方式深化與各國經貿關係，以爭取對我國加入 CPTPP 之支持。

●●

參加亞太經濟合作 (APEC)：
擴大與各國實質合作（例如：我國 2019 年與 APEC 主辦方智利合作提出安全認證優質
企業 (AEO) 倡議），以增進我國對外經貿關係，向國際社會傳遞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
意願。

●●

善用 WTO 場域：
積極參與 WTO 改革，並就各會員採行影響我國貿易利益之措施適時提出關切，以維
護我商利益。

五、避免業者違規轉運
藉由貿易監測、進口管理、出口管理、查驗產地標示、產地諮詢、產證管理等防杜
違規轉運。

良言
健康、快樂、時間、美好生活，再加上一點金錢，就叫做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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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
交流會報導 ( 上 )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自 2011 年開始，全球開始重視工業 4.0 之發展，我國政府也投入大量資源於產業之數位化
及自動化來協助業者，經濟部工業局為推動紡織產業與自動化產業的交流，促進紡織產業之智
慧自動化，特別由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委託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主辦「紡
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交流會」。
本交流會由台灣區絲織公會、台灣區織布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公會、台灣區棉布印染公
會、台灣區人纖製造公會、台灣針織公會及台灣染料顏料公會等七個相關產業公會共同協辦。
交流會邀請紡織產業中數位化及自動化推動先驅之宏遠興業公司就紡織產業導入智慧製造
的經驗進行分享，並邀請研華、寶元數控、立普思及立達軟體科技等四個公司分享智慧製造的
實例，希望透過這個交流會能促進紡織產業及自動化產業的媒合機會和交流。

▲（左起）立達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明達創辦人、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李佰聰協理、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
▲

司陸旭芬經理、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陳文貞秘書長、絲織公會葉乙昌秘書長、宏遠興業股份有限
公司曾一正數位長、研華股份有限公司林其鋒副總經理等於交流會合影。

宏遠興業導入智慧製造經驗分享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數位長 曾一正 演講

本次交流會首先由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
司數位長曾一正分享該公司導入智慧製造的
經驗。
曾數位長表示，宏遠做智慧轉型並不是
做得非常的好，而是做得比較快，而且宏遠
▲▲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數位長曾一正

不吝於投資在 IT 和工業 4.0 上面，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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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的公司 IT 人員來說，是有好也有壞，因

入永續發展的理念，進行一些節能減碳的工

為上面很支持，所以大家就做得很起勁。

作， 成果也還不錯， 此外， 宏遠更從 2014

宏遠從 2014 年底開始就投入產業智慧
化，這一次把他們這些年的歷程能給同業一
些參考，讓整個紡織產業能夠提升，大家一
起朝智慧製造、智慧轉型邁進。

宏遠公司成立在 1988 年，到現在 31 年，
原來在台灣、上海和泰國有生產據點，2017

年底開始做「智慧宏遠」，朝工業 4.0 方面前
進。
曾數位長首先談到宏遠導入智慧製造和
智慧轉型，也就是宏遠 4.0 的歷程。

宏遠的葉清來總經理看到一本美國前副
總統高爾所寫的一本書，叫做「驅動大未來 -

年開始，又前往美國北卡、衣索比亞和海地

牽動全球變遷的六個革命性巨變 The Future-

擴張，在美國是紡紗、織布和染整，衣索比

Six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 其中談到第一

亞和海地是成衣， 目前在全球有 7,000 個員

項驅動力『地球公司』和第二項驅動力『全

工。

球心智』，體會到新科技和新系統可提升企
業的競爭力， 包含機器人、3D 列印、AI 等

宏遠的核心競爭力

等， 特別是新科技的自動化機器設備。 所
以，啟動他一些想法，就要求該公司的第三
廠開始進行設備的升級與自動化轉型。

除了垂直整合之外，宏遠在創新方面也
投入蠻多的資源，設立了一個尖端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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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負責創新科技的研發， 還有聯結發展

宏遠葉總認為，要轉型升級提升企業競

部， 提供市場快速回應和服務，2004 年導

爭力，不必逐水草經營。雖然宏遠有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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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國派遣人力， 但在台灣並沒有減少人
力， 還是大約 1,700 人。 在 20 年前， 很多企
業都往中國大陸去發展，但是目前那邊的成
本也都高漲，又加上近年美中貿易大戰的關
係，很多業者已經離開，有些回台灣，有些
到東南亞去，葉總認為只要宏遠自己能提升
競爭力，其實不需要那樣做。

要做智慧轉型很重要的是要用到一些新
科技，而現在正是時候，因為現在 IOT 結合
不管是 Sensor、IOT 物聯網， 創造物聯網的
環境，宏遠要把相關的機台去聯網，裝感測
器去抓資料就很容易，另外再結合新的 AI 科
技、大數據、雲端運算和邊緣運算，促成宏
遠往工業 4.0 發展。
另外一個，宏遠在推動一個很重要的是

推動組織

去建立一個標竿學習，葉總很愛看書，幾乎
每一個禮拜要看一本書，看完後都會寫一篇
心得手稿給各主管們看，他光是為了推動工
業 4.0 就看了幾十本書，在推動工業 4.0，組
織非常重要的是從高階主管帶領大家去學
習，如果現場主管要去和他談 IOT，AI 等等
都可以講，因為是大家一起學習。
曾數位長表示，他介紹的案例其實都不
是由 IT 主事，因為很多 Domain Know-How 還
是在現場主管，IT 人員只是站在支援的角

宏遠公司有一個組織在推動工業 4.0，由

色，主要是靠各部門主管的結合，運用老闆

葉總擔任總主席，下面有總幹事，曾數位長

給他們資源去推動， 如果認為導入工業 4.0

擔任副總幹事，還有一些現場的重要主管擔

只是 IT 的事，那一定會失敗的，要全員一起

任執行幹事，其他是智慧工廠功能團隊，在

去推動。有些人到了宏遠參訪，他們說在自

圖的右上角有看到一些產、學、研的一些技

己廠裡很難推，因為他們的現場主管有些是

術支援跟宏遠合作，宏遠是在全球六個工廠

不懂，有些是會排斥，但這在宏遠就沒有這

都在推動，實際執行方面，宏遠分成幾個工

個情形，因為是大家一起學習，知識都是一

作組， 包含人機整合自動化組去進行自動

樣的，都是可以溝通的，這在推動上面是很

化，當然，宏遠會量入為出，畢竟不是像一

重要的。

些大公司那麼有錢，宏遠會斟酌，看哪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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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比較高的先做，怎麼去做中控，如何去

這是宏遠的策略地圖，由左邊四個階層

聯網，然後智能營運、再來做價值鏈，和智

去做，在進行的時候，從底層先做起，在作

能技術，宏遠為了推動智慧化特別在數位服
務中心成立一個智能技術組，這是宏遠整合
一些科技公司的資源， 包括有 AI、MES 和

CIM 的人才。

業控制層先建立 CIM 電腦整合製造， 因為
物聯網、感測器目前蓬勃發展，如果智慧機
器不能開放資訊給外面去抓，其它都不用做
了，所以宏遠要求廠商必須開放通訊協定，

智慧宏遠願景

讓宏遠的感測器可以抓取資料，另外，宏遠
有一些三十幾年的設備，會評估加裝感測器
的效益是不是夠的，假捻機一台有 188 錠和

246 錠的，每一錠都要加上張力、溫度、轉
速，整個的成本就非常的高，所以要評估要
抓什麼資料，效益如何，在最重要的機台去
加裝，像在染整部門是選擇染色機和定型機
為主，因為現在感測器非常穩定，所以再投
這是宏遠的智慧願景的策略地圖，中間

入會比較可行。

的大圓圈代表結合三廠的 CPS( 虛實整合智

其次是這些資訊怎麼和現場的系統結

慧平台 )，專門彙集研發面、生產面、銷售

合，MES 底下接 ERP，然後往下會跟現場機

面、管理面、財務面、零售面的種種資訊，
並上傳至雲端。
其實整個核心還是集中在企業中間的
幾塊， 就是 ERP、CPS 的平台， 然後去做智
慧聯網，往價值鏈和供應鏈和客戶服務方面
走。

台結合， 去做現場管理， 現場管理層建立

MES 製造執行系統，是從接單到生產開始的
原料、在製品、成品等生產即時資訊，追溯
與傳送產品在生產線上生產的即時資訊，可
即時監控與管理人、機、料、法、環等各類
生產資訊。

策略地圖
在企業營運層，升級原有 ERP 系統，宏
遠在十八年前就開始使用 ERP 系統，如今為
呼應這一波改革，將 ERP 全面升級為 SAP 公
司的 HANA 系統，以期能更完整的整合各營
運流程。
最後在協同商務層，引進 BPM 企業流程
管理及 BI 商業智慧系統，運用最新的行動化
與雲端化平台，即時服務與決策。

70

NO.1 1 1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智慧工廠 - 五大特色

另外是靈活性，要求在生產上去安排靈
活、有彈性的製程，可以做到動態排程，機
動調配最佳資源。
宏遠用這五個面向去檢視自己宏遠的工
廠是不是達到智慧工廠的標準，當然不太可
能五項都達到，可能只有兩項或是三項，但
這五項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宏遠加工紗智慧中控系統

宏遠從五個面向去看智慧工廠，互聯、
優化、透明、前瞻和靈活。
有一個關鍵是物聯網 IOT，所需要的資
訊都要透過 IOT 去收集過來，運用這些資訊
可以跟供應商合作，把很多需要的資訊拿過
來，這是物聯的作用。
在優化方面，透過一些流程的優化，包
含自動化，可以用最少的人去得到最大的生
產量。

宏遠從自己的工廠裡面去收集相關的數
據，然後去進行監控，在加工紗的機台宏遠

透明化方面，就是在現場透過儀表板可

把生產方面的參數，如張力、溫度、轉速通

以做快速決策，以前的主管在上午八點上班

通收集下來，還有，宏遠廠區沒有冷氣，只

的時候，數據已經印在報表上給他看，其實

有很多的水簾和排風扇，監控系統就會去監

他看到的已經是昨天的數據了，現在系統提

測廠房內的溫濕度，去調整相關的設備；另

供最新而且是即時的資訊，把主管要看的資

外是品質相關的資訊，還有硬體的資訊，這

訊直接從相關的機台拉出來，在現場就有一

些資訊都透過系統傳到監控中心，現場的主

個 IOT 看板，大概每三十分鐘就更新一次資

管可以即時看到每一個機台的狀況，如果有

料，所以，主管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資訊，就

異常，就會有警報出來，主管馬上知道那裡

可以即時下決策，提高生產效率，這是透明

出了問題，可以即時處理，這是讓現場的管

化非常重要的部分。

理人員使用的。

前瞻性就是講 AI，讓管理人員怎麼去預

宏遠比較重視的是後面，這些數據收集

測變化，怎麼去做決定，利用深度學習提升

之後，那麼大量的資料能不能用 AI 的方法找

品質與良率，這一點是宏遠目前比較弱的地

出它代表的意義，因為資料量太大，光是一

方，因為 AI 的人才不容易找，所以宏遠是和

台假捻機就有幾千個感測器，它所收到的資

很多廠商在合作，借力使力。

料和生產狀況、品質的狀況是不是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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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去聯結，這就要靠 AI 去分析，這個部分

染助劑自動配送

目前只是監視而已，用 AI 去分析的方面還在
努力中。
另外有一些自動化的部分，包含成品自
動化包裝線，用機械手臂抓取，自動量測外
徑，磅重，自動套袋和裝箱等等，但是檢查
外觀的部分還是要靠人工，目前的技術還沒
有辦法做到用設備去檢查。
有一點比較可惜的部分，宏遠本來希望
結合 MES 的部分，但是目前還沒成功，最好
是系統和設備能夠完全整合，整個績效會更
好。

這部分目前染廠只要在布車來後把布送
入染缸，系統會去刷製程條碼，一刷完，這

在織布方面， 紗的張力是最重要的項

個資訊就傳到樓上控制室，宏遠有自動秤料

目，宏遠就整經機張力全程用 AOI 監測自動

機， 會自動溶解助劑， 助劑系統是用流亞

化，取代人工量測之差異性，確保紗線張力

的，它會同時聯結這兩個系統，自動開始秤

精準度或是否有斷紗的情形，變化時提出警

藥，秤完之後就會依照原來抓資料的機台把

告與通知，未來將擴大應用全廠整經設備，

染料和助劑送過去，自動進行染程，以前都

延伸擴充增設自動感測、攝影、偵測制停，

要設定條件，現在都不用了，宏遠只要在染

透過感測系統資料蒐集分析連結，達到智能

完之後把布拉出來就好。以前一個操作員大

監控。

概可以看三缸到四缸，現在可以看到七缸到

智慧染色系統

八缸，節省一半的人力，目前染一廠可以節
省八個人，每一個月省 24 萬的人工費，節省
染料和助劑 10%，月省 35 萬。他們覺得很奇
怪，為什麼會節省藥劑用量，後來推測是原
來操作員自己覺得不夠就自己加一點，主管
都不知道，或者是操作員被主管罵了後，心
裡不爽就多加一些，這都有可能，宏遠藉著
機器化，自動化把人為的誤差減到最低。這
樣做的結果， 對色率也提高了， 從 87% 升
到 90%，每月又省下了 30 萬，染色的產能提
升了 20%，整個算下來，染一廠投資三千多

在染整部分宏遠引進自動秤料的系統，
宏遠選擇了一家土耳其的系統，因為它真正
可以做到完整的自動化。

萬，大概一年半就可以回收。
宏遠在導入一個新的系統的時候，會去
評估效益，如果一年左右能夠回收就馬上做
了，如果是一至兩年，會再評估，如果是兩
年以上，就會深入考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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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的數據系統也是一樣，因為資料都

區也可以，只是訊號強弱的差別而已，宏遠

在裡面， 會把 MES 相關的資訊和自動化中

就請他們把偵測到的訊號從最強排到最弱，

控，計量等等的資訊做串連，運用這些資料

那訊號最強的地方，大概八成的可能是布車

進行一些相關的操作。

是在那個區域，如果還是找不到，宏遠就帶

布車定位系統

一個 Reader 去那邊找，接近了訊號會響，這
就解決干擾的問題，所以，現在找布車平均
只要一分半鐘。
這個布車的定位卡也要電池，所以宏遠
雖然知道電池快要沒電時要通知操作人員，
但是全廠布車那麼多，萬一沒注意的話就沒
電了，這部分會比較麻煩，這個問題還有待
克服，不過運用這樣的技術去找布車是蠻快
的。
公用 - 智慧宏遠能源監控系統

宏遠染整有兩個廠，一廠和二廠，總共
大概有一千台布車，以前嫌布車太少，現在
布車太多也很麻煩，生管要到現場要去找某
一張工單的布要找二十分鐘，運氣不好的時
候，找四十分鐘都有可能找不到，這個問題
對他們是一個很大的麻煩，現在有一個布車
自動定位系統， 每一台布車都裝一個定位
卡，現場都佈建了一個無線網路，這個無線
網路和定位卡結合，把整個區域劃分出來去
做布車的偵測，這些定位卡每幾秒鐘就會傳

另外，在能源的監控部分，宏遠跟工研

訊息給偵測系統，中央系統就會知道某一台

院合作，把全廠區都納入數位聯網，電網用

布車目前在那裡，要查某一個布車或是某一

電的狀況都納入監控，空壓機和鍋爐也納入

張單子的時候，在系統裡一叫，就能找到布

監控，哪個地方有異常都可以看得到，甚至

車的位置。

廢水處理廠的監控也導入系統之內，還有防

在這部分宏遠有一個經驗，就是宏遠廠
區都是鐵皮屋，機器設備又都是鐵的，它會

災和消防系統是用視訊監控，像這樣建立了
中央監控系統。

干擾偵測，準確度永遠要百分之百是有它的

其實這只是第一步，這樣監控已經有一

困難，系統顯示布車位置的地方常常會找不

些效果，異常的時候能馬上知道，其實重點

到，剛開始的準確度大概在 70-80%，後來宏

是所收集到的資料還要做 AI 分析， 它和現

遠和工研院合作，宏遠的要求是，只要設定

場的產量有關係，跟競爭有關係，怎麼做產

是在某一個區域可以偵測得到訊號，旁邊的

能調配，宏遠空壓機有二十幾台，怎麼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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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調配，讓整個用電會更好、更節省，這

發現都沒有用，因為太貴了，宏遠只用到一

是要思考的，上網這一塊會越來越難，需要

部分，它確實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整合。國內

跟一些專家來合作。

一些系統也都不錯，但是要自己去衡量，其

S/4 HANA

實推動系統的時候，來自使用者的壓力其實
很大，他們如果跟老闆說很難用，忙得要死
不好操作，推動者的壓力就很大，友善度高
很重要，大家要自己評估。
虛實合一智能工廠 - MES

剛剛講的都是一些主從設備控制的部
分， 其實， 宏遠在推動的時候， 在 ERP 這
一 塊 他 們 也 做 過 分 析， 宏 遠 用 SAP 的 S/4

HANA 系統， 是台灣第一家導入 S/4 HANA
的，就是有風險的，系統不穩定，宏遠用這

宏遠用資通的 MES， 是國內的一個系

個系統速度是很快的，以 SAP 來講，它系統

統，宏遠是要去整合，讓它的系統能夠和宏

的知名度和穩定度算是不錯，最近南山的案

遠的機台做一個完整的搭配，當然宏遠是希

例來看是很慘， 但是應該說南山自己把它

望只有在人、機、料、法、環，其實你要打

弄得太大了，應該分階段，不然風險實在太

造智慧工廠，你要掌握到人、機、料、法、

高。宏遠導入是分階段，當然這個系統也有

環這幾塊的資訊。

缺點，就是它的 Friendly，光是花在讓使用者
能夠接受就快兩年。這個系統全球 500 大企

智慧驗布系統

業大概百分之八十都在用，是很不錯的，但
是不夠友善。
另外一個就是， Indirect User 的問題，可
能國外有一些機構會透過這個管道來查一些
企業內部的資料，所以，Indirect Access 這部
分要注意一下。
宏遠也有用國內的系統， 也用了 18 年
了， 也很好用， 當初他們為什麼會用 SAP？
因為它國際化， 它有工業 4.0 相關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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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因為在德國工業 4.0 他們核心的成員 SAP

宏遠也導入 EVS 的智慧驗布系統，這是

也在其中，它有很多的解決方案，但是後來

以色列的產品，性能還不錯，是採用高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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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把那些瑕疵點拍攝後透過分光儀把瑕疵

有硬體來搭配，用 AI 來處理瑕疵是將來要努

定位，但是它還沒有辦法分辨瑕疵的種類，

力的方向之一。

不過這樣的效果已經不錯了，靠這台機器，
品保部門的人力大幅減少，提升產能的效果

工業 3.5 邁向工業 4.0 的混合策略

很明顯。

接下來談到工業 3.5，工業 3.5 其實是清
宏遠接下去要做的是希望能用 AI 技術去
處理挑片，把所有的一些瑕疵的分析和後面
的應用，像異常品質資訊回饋前工程與開必
拓合作自動瑕疵分析判等，這一塊開拓必須
有足夠的 AI 人才可以協助宏遠去在這方面延
伸。

華大學簡禎富教授寫的一本書所提出的，他
在書中說道，台灣的產業要一步到位到工業

4.0 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怎麼去用台灣現有
的製造能力，一些老師傅的一些經驗怎麼把
它數位化，然後去做到人機協同，他講的就
是人機協同數位化，做到所謂的「鋼鐵人」，
他用抬頭顯示器告訴你要知道的事情，你一
問它，它就會告訴你，但是最後還是要靠人
去做決策，這部分很重要。
染整先進動態排程

之前很多人都在想驗布方面怎麼再去節
省人力，未來如果可以把瑕疵都驗出來，並
且可以分辨出瑕疵的種類，這些資訊可以做
到自動裁剪、自動包裝和自動貼標籤，這些
自動化完成後，後段那些的人力都可以減少
一半，這部分越後面技術上就越困難，要找

宏遠和清大合作做了一個先進動態排程

外面的廠商來合作解決，因為他們有軟體也

系統，它就是把一些老師傅的經驗，包含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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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色系和平準化，還有染機限制等，這些
都必須靠老師傅的經驗才有辦法去做，清大
用 AI 的技術幫宏遠處理，可以做到平準化。
以前產能沒有辦法做到平準，顏色也分的很
亂，現在同一個色系的會排的很好，可以避
免重新再洗缸，加速染色的速度，整個廠原
本的調度人員排程要 6 個小時，現在幾分鐘
之內就可以排好，隨時要有一些插缸或是改
變，5 分鐘就可以排出來，速度很快，所以
整個稼動率都提高了。

RPA 流程機器人提升行政效率

像船務的部分， 那些費用的資料由報
關 行 Mail 到 公 司， 公 司 把 那 些 資 料 抓 到
SERVER， 再把那個 EXCEL 的資料帶到宏遠
的系統裡面，一筆一筆的資料自動轉入，這
個工作由系統處理，就是在半夜也可以做，
這是很基本，很簡單的 RPA，每天可以節省
1-1.5 小時的人工作業。
宏遠的採購也把詢價、報價也丟給 RPA
去做，一次把幾百張的詢價單都丟給廠商，
系統會把廠商的報價資料上傳到系統裡面，
這樣可以節省採購人員的負擔； 還有， 在
做 PACKING LIST，物性報告和和業務報告，
RPA 也幫了很大的忙。
其實，在做 RPA 有一個重點，就是能夠
取代越多人工越好，像宏遠大概有五、六十
個業務助理，只要改善一個人的工作，其他
五、六十個人的工作都可以用，所以它的效
益很好，在採購方面只節省一個人，但在業
務助理我節省了三百多個人，原來用的人很
多，現在用一個機器人可以取代很多人的工
作，這個是推動 RPA 的最大效益。

IOT 即時看板
RPA 機 器 人， 其 實 是 機 器 人 化 的 自 動
化，是把一些事務性的作業和動作交給機器
人來做，像採購、詢價、營業資料、船務資
料，本來是要一筆一筆輸入的，通通用 RPA
來做，取代規則性的重複作業，可以提升人
員效率，目前可以節省 17.5% 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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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 IOT 看板， 宏遠在現場用得很多，
宏遠把所有感測器收集到的資訊、MES 的資
料和 ERP 的資料即時在看板上顯示，所有主
管要的資料都有，主管可以即時掌握資訊，
可以即時做決策。例如染色、整理、品保過
去只顯示生產資訊，現在提升到指揮調度，
自動整合重點資訊，主管依照看板就可快速
決策、精確調度。

可以把他們的很多資訊送到雲端，可以用 AI
分析後應用。
當然宏遠也提升自己，所以派人參加台
灣人工智慧學校的 AI 課程，他們有技術班，
也有經理人班。
智慧宏遠 即時決策 因應變局

AI 大數據分析 - 注入 PTC 平台打造 AI 環境

另外，宏遠有用 AI 來做大數據分析，這
個 PC 平台有六、 七個演算法， 就直接可以
用，當然這個只做初步分析，比較複雜的像
是宏遠跟工研院合作的數位配色系統。

宏遠做的是先監測，控制、最佳化到自
主化，以前都在做監測和控制，現在做到最
佳化，然後自主化做 AI，這是一個過程，目
前在做第三和第四個， 有三十多家合作夥
伴。
宏遠的觀念是，不要你很厲害才開始，
但是，你一開始就會變得很厲害，可以找效
益比較多的先做，從做中累積你的經驗，做
得越多你就會變得更厲害，夢想要大，起步
要輕，行動要快。
宏遠的核心價值觀：

配色很複雜， 因為很多 DELTA COLOR
的資料不能一次抓出來，那就用 RPA，資料
一筆一筆的抓，這樣就可以配色，可以提供
給打色的人一些建議，不是每次打色都要很
多次才能通過。

宏遠的價值觀是，要贏在學習、勝在改
變，然後要不斷超越極限、挑戰自我，宏遠
對自己要向上、 向前， 對他人要正直， 利
他，要存感恩的心，善盡社會責任。

另 外 宏 遠 加 入 研 華 的 WISE-PaaS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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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赴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及
斗六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訪問
本會 葉乙昌、林昱馨

本會為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特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由李常務監事業義及葉乙昌秘書長
代表赴雲林縣私立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及創世
清寒植物人安養院斗六分院訪問，並各致贈
慰問金 2 萬元。
華聖啟能發展中心位於雲林縣土庫鎮，
服務對象為中度、重度身心障礙者，該中心
劉主任振旺表示：過去都認為應授人以漁，
而我們除此之外，還要教他們賣魚。我們不
是一個悲情的機構，而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
家園。
該中心上午為課程訓練，下午則有獨立
▲▲

本會李常務監事業義 ( 後排右四 )、葉秘書長乙昌
( 右三 ) 與華聖啟能發展中心劉主任振旺 ( 左五 )、
院童合影

生活訓練，有時也會帶院童到社區購物、美
化環境、參加社區舉辦的活動等，增加人際
互動。功能較佳的院童，經評估後轉介至源
順工廠及若瑟醫院擔任代工或清潔工。 另

外，很難得的該中心成立中國鼓隊，成員們利用課餘的時間來練習中國鼓，經過無數次練習，
才能將律動、節奏一一熟記並且站在舞台上表演，並榮獲了中部身心障礙者才藝表演團體組第
一名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才藝團體組第三名的殊榮。
該中心設有二手物品販賣部讓院童學習招呼客人、銷售物品，歡迎捐贈二手衣及相關物
品，可逕與劉振旺主任聯絡（0963-189020，(05)662-2136 分機 31），地址為雲林縣土庫鎮大同路

12 號。
創世基金會之創辦人曹慶先生，30 多年前僅是個台糖退休的小職員，憑著一股毅力與愛
心，在沒有政府和企業人士資助下，跑遍全台各地大小鄉鎮，以勸募的方式，集資成立了全國
唯一一家專門照顧植物人的社福機構－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由專業護理人員全天候
輪班照顧，每隔 2 小時為院民翻身一次，進行叩背拍痰、更換褥墊，每隔一天洗一次澡，以維
持清潔，避免褥瘡產生，並依專業的營養師建議，調配植物人的健康飲食，提供一個舒適、溫
暖的照護環境。
創世基金會至今已安養超過 2,000 多位植物人，幫助許多辛苦傷心的家庭，堅持給這些植
物人最妥善的安養，不因他們沒有知覺，而放棄他們應該享有的人的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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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身心障礙者的照護，亦或植物人的安養，都需要投入許多時間、精力和花費，本會
每年皆前往兩家慈善機構參訪慰問，聊表對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懷，希望可帶來拋磚引玉之效
果，歡迎有能力的會員廠商共襄盛舉，謝謝！

▲▲

本會李常務監事業義 ( 左 )、葉秘書長乙昌 ( 右 ) 與
創世基金會斗六分院張院長曉蓉 ( 中 ) 合影

▲▲

本會於創世基金會留書鼓勵

賀本會莊理事隆乾榮獲
全國優良理監事獎
本會 李維

108 年度中華民國工礦團體優良理監事選拔，本會經第 22 屆第 3 次理監事會決議，推薦莊
理事隆乾參選。經各相關單位審慎評選後，以極優之名次當選，並已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工業
節慶祝大會中，接受內政部邱常務次長昌嶽及工業總會許理事長勝雄頒發獎狀及獎牌，以資表
揚。
莊理事隆乾熱心會務，經常提供指導意見，對促進本會發展，助益頗大，此次獲選為全國
優良理監事，顯示其多年來為公益服務的熱忱，深受各界肯定與贊許。

▲▲

莊理事隆乾 (右 )接受內政部花次長敬群頒獎表
揚。

▲▲

莊理事隆乾 (右 )接受工業總會王理事長文淵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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