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K MARK 讓您的品牌建立信任度 
不穩定的品質會讓忠誠顧客對產品失去信任度，嚴重則是傷害了品牌商譽；所以高品質是品牌最重要的價值之一，但品質把關
卻最繁雜且必須長期經營，到底該如何維護品質並且建立品牌信任度呢? OK Mark 擁有完整的認證系統並於第一線為您的產品品
質把關，讓您輕鬆建立品牌價值。

OK Mark 是一款紡織成品及成鞋的認證標
章，OK Mark 擁有完整的系統可讓您的品
牌凸顯產品品質和性能優勢，並且從消
費者體驗的角度出發，分別對產品的品
質、安全性、功能性等方面進行認證。 

消費者對於紡織成品及成鞋的功能要求
大幅度提高，而 OK Mark 在產品性能上的
認證能為電商及本土品牌向消費者傳遞
一個明確的品質保障，同時也可以説明
品牌對產品實行差異化策略。透過OK 

Mark可向消費者說明根據性能的差異來
選擇產品。

SGS 為全球公認的第三方公證機構，專業
嚴謹的公信力，SGS 可協助您申請 OK Mark 

與消費者建立公開透明的橋樑，增強與
消費者的互動與信任度，請與我們聯繫
立即申請 OK  Mark 為您的品牌加分。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TAIWAN Ltd.

SGS 紡織暨鞋類製品服務

北區：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31號 

              02-2299 3279  分機 5223 陳先生、5226 邱小姐

中區：台中市西屯區台中工業區14路9號      

              04-2359 1515  分機 2800 羅小姐

南區：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加工區開發路 61號   

              07-301 2121   分機 4103 陳先生

進一步了解 OK Mark 

擁有 OK Mark 有什麼幫助?

如何申請 OK Mark?

根據產品整體品
質，設定產品檢
測標準及要求。

根據產品整體及零
配件，進行有害限
用物質的評估。

根據產品功能標榜，
設定檢測標準。

根據產品整體及零
配件，進行疲勞性
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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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兼 
社 長

莊燿銘

名譽理事長 張煜生、林文仲、陳建柱、卓欽銘、
戴宏怡

顧 問 李貴琪、洪輝嵩、黃偉基、陳志章

常 務 理 事 葉清來、溫樹林、姚炳楠、郭紹儀、
翁茂鍾、郭正沛

理 事 李敏章、戚維功、梁清雄、吳東勝、
吳振旺、莊隆乾、許建和、薛進展、
鄭學博、黃正煒、卓欽倫、陳俊舟、
戴世星、林益民

候 補 理 事 陳明澤、黃意忠、孫藝堯

常 務 監 事 李業義

監 事 陳冠州、李麗生、王昆全、葉家銘、
楊尚青、張嘉宏

候 補 監 事 張榮水、吳世長

編撰召集人 刑文灝、蔡宜壽、鄭國彬

副 召 集 人 吳文演、王能賢

編 撰 委 員 于大光、王權泉、鄭啟強、李貴琪、
李崇堡、吳怡德、李麗裕、邱勝福、
邱顯堂、林水泉、林弘祺、林紀宏、
林清安、周國村、周郁峮、英宗宏、
胡庭禮、胡美山、封德銅、高瑞宏、
陳永欽、陳宏恩、陳進來、陳建宏、
陳建智、陳中屏、黃育成、黃昭瓊、
張致祥、張榮錫、張錦財、黃明堂、
劉介正、劉湘仁、蔡惠安、蔣俊武、
魏騰芳、顏明賢、蘇錫彬、鐘信男

祕 書 長 兼 
發 行 人

葉乙昌

主 編 張家華

編 校 李維、林昱馨

發 行 所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地 址 台北市愛國東路22 號6 樓

電 話 (02)2391-7815
傳 真 (02)2397-3225
網 址 http://www.filaweaving.org.tw
E - m a i l ttftsfa2@textiles.org.tw
創 刊 日 期 中華民國81 年7 月

出 刊 日 期 每年1、4、7、10 月底

設 計 印 刷 紘煇實業有限公司

設 計 師 林美倩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9巷2弄14號1樓

電 話 (02)2321-3398 
傳 真 (02)2394-4984 

NO.112 封面設計理念

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
字第9532 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4333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本期以線條交錯來營造視覺空間，搭配黃綠色系
的漸層色創造基底，以穩定深綠色向上延伸明亮
色。配合主題來解答讀者，以多條路線的彙整及
交流能開創多元、無限的發展空間。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能為紡織業做些什麼？

─專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何處長晉滄

因應新冠肺炎紓困措施及

本會訪廠服務

2019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報導 (下 )

張家華、林昱馨

莊燿銘

許文賢

16

19

31

第十一場  
紡織後加工的新發展：以環保製程為基礎的針織布

塗層與採用PUR 熱熔膠貼合的複合材料

第十二場  
各大運動用品品牌廣泛運用之TPU(熱塑性聚氨酯 )
紗線介紹暨熱熔、高耐磨、感光紗線

應用案例說明

第七場 
功能性石墨烯防水透濕膜產品簡介

第六場 化材業 
iQmax 智慧型紡織品模組與導電材料

及2020 創新產品

第八場 
一寸有幾針？數位視覺，簡單、有效！

第九場 
環保永續及機能性紗種

第十場 
紡織染整設備資訊戰情平台策略

沈揮凱

顧雲翔

吳定宇

李春麟、歐宥辰

馬曉文

蔡銘有

林孟志

55

37

31

42

44

50

59

理事長的話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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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事長的話─因應新冠肺炎紓困措施
及本會訪廠服務                       P.16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能為紡織業做些

什麼？─專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何處

長晉滄                                              P.19

 ▲ 豪紳纖維李春麟副總發表 iQmax 
智慧型紡織品模組、 導電材料及

2020創新產品                        P.31

 ▲ 宇興碳素吳定宇經理簡介功能性石

墨烯防水透濕膜產品                P.37

 ▲ 良瑋纖維蔡銘有協理講述環保永續

及機能性紗種                          P.44

紡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

交流會報導 (下 )
許文賢

64

WISE-PaaS工業物聯網平台智能製造應用案例

智慧控制新思維 -控制系統技術發展與實際應用

3D感測技術應用與未來

談AI影像分析軟體的AI減員增效經驗

林其鋒

陸旭芬

李佰聰

李明達

64

68

73

76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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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織公會網站廣告刊登廣告稿 02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03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流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
長洲貿易有限公司 06
昆勇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
本會出版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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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本會廣告「絲織公會能為您做些什麼？」 封底裡 2
倍麗刺繡有限公司 封底裡

金皇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廣 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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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不僅使中國大陸的經濟

受到打擊，亦波及其他 184 個國家及地區。依 IHS Markit

預測全球經濟成長自 3 月 17 日之 0.7% 下降到 -3%， 中國

自 3.9% 下修至 2%，台灣則自 1% 下修至 -1.6%。因歐美等

地民眾活動受限，美國經濟活動停擺，經濟成長率下修

至 -5.4%，歐洲則由 -1.5% 下修至 -4.6%，實體零售業為減少

損失削減訂單，使得台灣大部份紡織業蒙受重大損失。

為協助紡織等產業因應本次疫情造成之困境，政府於

4 月 2 日增加紓困振興預算至 1 兆 500 億，日前亦擬定相關

紓困、振興、升級措施，協助廠商因應短期衝擊與資金周

轉，為疫情緩和後的產業復甦做準備，特彙整與紡織業相

關的紓困措施如下表，敬請各同業先進參採運用。

政府紓困措施彙整表

紓困名稱 內容概要 申請方式 諮詢電話

薪資及營運
資金補貼

薪資補貼：每一員工最高補貼 2 萬元，
最高補貼 3 個月
營運資金：依 3 月全職員工人數再乘以
1 萬元計算之

109 年7 月31 日
前線上或紙本
申請

紓困與振興輔導專線
1988
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
0800-000-257 

票信從寬
處理

「六個月」暫緩通報為拒絕往來戶，期
間將退票辦理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
重提付訖之註記者，該退票紀錄不對
外提供查詢。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業務局支付清算科
(02)23571294
業務處退票業務科 
(02)23922111 分機612

舊有貸款
展延

109 年 3 月 12 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得申
請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含寬限期）

109 年3 月16 日
起六個月內向
金融機構提出
申請

經濟部馬上辦服務中心 
0800-056-476
保基金專線 
0800-618-885
信保基金中部服務中心 
(04)23223617
雲嘉南服務中心 
(06)2220268
高屏服務中心 
(07)7164146
花東服務中心 
(03)8320208

營運資金
貸款

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
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貸款期限最長
三年 ( 含寬限期最長一年 )。貸款額度
總計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得分次
申請。營運資金貸款期間，不得減薪
或裁員。

振興資金
貸款

中小型事業貸款額度最高新臺幣二千
萬元 / 非中小型事業最高新臺幣八千萬
元。貸款期限最長三年，含寬限期最
長一年。

因應新冠肺炎紓困措施
及本會訪廠服務

 ▲ 本會理事長 莊燿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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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傳統產業創
新研發補助

補助開發新產品或技術如生產自動化、
數位化及智慧化、供應鏈數位化及智
慧化、關鍵技術或零組件國產化、防
疫技術或產品開發，每案以 200 萬元為
上限。

109 年6 月1 日
17 時30 分前至
CITD 計畫網站
線上申請

工業局 (02)27090638 
分機212 曾小姐

中小型製造
業即時輔導

導入既有成熟技術，如：企業持續營
運技術、生產自動化、數位化及智慧
化技術、供應鏈數位化及智慧化技術、
防疫技術，提升技術水準，每家補助
25 萬元為上限。

109 年12 月31
日17 時30 分前
至該計畫網站
線上申請

工業局 (02)27091640 
分機301 陳先生

中小企業
創新研發

創新技術 / 應用及服務，補助經費不超
過核定總經費50% 為限。

110 年5 月31 日
前至SBIR 計畫
網站線上申請

中小企業處 
SBIR 計畫專案辦公室 
0800-888-968 
吳永芳組長

研發固本
專案計畫

補助業者技術紮根或投入防疫創新，
每案補助上限2,000 萬元。

109 年4 月30 日
前紙本申請

經濟部技術處
A+ 企業創新專案辦公室 
(02)23412314
分機2219 謝經理

產業創新
平台特案

補助

補助業者開發或投入防疫自主技術或
產品及智慧製造、數位轉型。補助比
例原 40%，提高至50%。

109 年6 月1 日
前線上或紙本
申請

工業局 (02)27044844 
分機124 謝先生

製造業
在職充電

企業員工受訓滿 32 小時經培訓單位核
實後，現場發放培訓津貼。

向各培訓單位
報名

工業局 (02)27016565
分機335 張小姐
分機326 李小姐

工業區公設
維護費減收

經濟部轄管工業區內承租購土地或廠
房建築物者 (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適
用 ) 得減半收取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
護費。

由工業區服務
中心主動協助

工業局 (02)27541255
李國龍科長

加工區相關
費用緩繳

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租金緩繳、投資
計畫展延、污水處理使用費緩繳、管
理費緩繳、餐飲業房屋租金減半4 個月

刻正循程序簽
核中

經濟部加工處
(07)3611212
分機 231 黃鐘聖科長

工業區
租金緩繳

本部轄管工業區內承租土地、建築物
或國有房舍者 (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適
用 ) 產業用地、公設用地及國有房舍租
金得申請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
緩繳期間免計收違約金及延遲利息。

由工業區服務
中心主動協助

工業局 (02)27541255
曾世杰科長
李國龍科長

工業區
污水費緩繳

本部轄管工業區內已申請聯接使用廠
商 ( 再生能源發電業者不適用 ) 得申請
緩繳 1 年，分 3 年平均攤還，緩繳期間
免計收滯納金及延遲利息。

由工業區服務
中心主動協助

工業局 (02)27541255
林政江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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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要提高心靈層次先累積你的正面能量，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小地方多用點心：

（一）開朗的打招呼。

（二）帶著笑容過生活。

（三）對身邊的人多一點體諒的心。

（四）對家人心懷感謝。

（五）多讚美他人的優點。

（六）維持良好的禮儀。

（七）讓自己的房間和周遭環境永遠都能乾乾淨淨。

（八）全心投入眼前的事。

（九）保持良好的生活態度。

持續下去，正面能量累積，幸運就會降臨在你的身上。

良言

水電打折

水費：每月折扣5%、上限5,000 元。
低壓電用戶：減免折扣 10%、減免限額
為每月 10 萬元。
高壓電用戶：可調整契約容量、減收
基本電費、2 年內恢復免供電設備維持
費。

台電客服專線 1911
台水客服專線 1910

為協助會員同業提案申請相關補助，本會將結合資策會、紡拓會及紡織所等代表赴會員公

司或工廠拜訪，資策會可整合各方資源協助進行智慧製造 (Al)，紡拓會可協助市場拓銷及產品

設計，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則可協助新纖維紗線、新紡織品及製程技術的開發，將依需求協助

申請受此波疫情影響的升級轉型及產品開發等補助。若 貴公司有意願接受免費拜訪輔助，敬請

覆示本會葉乙昌或李維先生（02-23917815 分機14、12）。

疫情延燒期間，各會員同業可善用政府各項紓困措施，獲取融資及各項補助，以在疫情和

緩後全方位提升競爭力，本會將續彙整會員意見向政府反映及宣傳政府措施，盼能協助減輕企

業壓力，祈對會員同業度過難關、永續發展，有所助益。 

後學　

莊燿銘　謹識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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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一、談創新創業新思維及紡織業可運用

之資源

新經濟時代悄然到來，產業顛覆成為常

態的事實，這時更需要保持與時俱進的創新

創業思維，搭配可運用的政府重要資源，使

企業在逆勢中依然穩步成長。首先說明目前

新經濟時代數位科技等四股重要力量，並以

國內外紡織等業者案例為發想，提供紡織業

先進參考，進而了解與善用。再來綜觀中小

型紡織業在整體中小企業的發展概況，台灣

紡織業如：機能性布料、環保衣等表現出色

亮眼，持續精進產品創新研發。最後分享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正在推行的有助於促進產業

發展的重要措施，提供中小型紡織業等得運

用之補助、投融資資源，期與業者攜手共同

努力織出臺灣精彩的一片天。

二、重塑今日世界的四股力量

數位經濟跨域融合、永續包容友善成長、人口結構分布不均與創新創業活躍世代等四股力

量透過不斷交互作用而影響著現今世界的走向。

( 一 ) 數位經濟跨域融合

數位經濟引發從產業結構、企業營運、市場規則、乃至於競爭對手的徹底顛覆，雲端、大

數據、社群等開放 API 經濟改變了人、物與企業之間的互動模式。企業對其搜集、開發、整

合、管理與營運的各種流程，乃至於 IT 及數據的應用方式，都必須重新思考與建構，生態圈

布局越完整者將獲取市場的最大比重利潤。各行各業的競爭、合作與生存被迫改變，產業 4.0

成為大企業不易跨過的鴻溝，帶動新一波中小企業數位轉型契機，創新創業的後起之秀擁有顛

覆與取代市場龍頭的機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能為紡織業做些什麼？
─專訪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何處長晉滄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六

本會 張家華、林昱馨 整理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何處長晉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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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數據提升行銷力的海陸家赫

海陸家赫總公司原先僅是經營 37 年老礦油廠，員工僅 30 人。第二代企業家接班後，全力

推廣數位轉型，近 6 年間，營收成長 4 倍，員工年均產值是同業 2 倍，甚至勝過聯發科，其主

力商品更躍升全台市占率前三。

海陸家赫透過商機與客戶分群平台，以定義好的分類方式，由資訊系統篩選，評比標準包

括營收、平均客單價、交易頻率、售後服務頻率等，電腦自動演算產出清單，再依據業務回饋

的客戶訊息，決定最終排序結果，有效對症下藥，並降低業務的個人行為干擾。

不僅如此，海陸家赫還將轉型經驗，擴大到整個企業流程，讓每一個營運活動都透過數據

串聯彼此稼動，將公司的主要業務梳理成超過 400 張流程圖。這樣做能讓員工的工作邏輯與流

程一致，在相同資訊下及時反應，並且讓代理商用同樣的系統管理客戶，相關成效甚至讓其主

要代理的油品總公司日本松村石油派員來台學習。

數位科技引領食品設備銷往全球

安口食品機械成立於 1978 年，專注於各國食品機械製造，包含自有品牌餃子機、包餡機

等，導入數位領域資源走向世界，銷售版圖跨及全球 5 大洲 112 個國家，來自網路訂單平均達 7

成以上，成為我國B2B 產業最早結合網路行銷的經典楷模。

在行銷方面，架設具有 40 種語言多語系官網，刊載線上型錄，結合各國參展資訊，建立

買主 O2O 體驗，買主可線上預約看展、線下參展洽談。同時透過 SEO 搜尋引擎優化、關鍵字

廣告讓全球買家輕鬆找上門，經營社群媒體強化品牌曝光。

除此之外，亦導入雲端科技及物聯網應用，進行遠端監控，並提供自動化生產入門整廠規

劃，建置完整售後顧問服務網，更推出Service APP 提供客戶享受精確零時差的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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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永續包容提供友善成長的力量

里約地球高峰會 (Rio+20) 中決議以「永續發展目標」(SDGs) 接替「千禧年發展目標」

(MDGs)，更進一步強調產業、經濟與社會的三元包容性成長新經濟模式，使得永續循環市場

成為政府與民間新興商機、健康樂活與有機自然新消費意識崛起、低碳能源成為吸引創投資金

目光的新寵兒，而中小企業扮演著產業、經濟及社會永續包容性成長新模式的橋樑，合作共榮

是嶄新的康莊大道。 

社會創新模式帶動新商機

以創新方式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串聯各界資源以創新商業模式經營，扣合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Buying Power 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交流媒合活動，促進中小企業與社

創組織合作，將社創產品導入中小企業供應鏈，並與臺灣連鎖加盟協會等合作辦理說明會，與

400 家企業會員交流，促進規模化合作、開拓商機。

迷客夏×鉅田甘蔗吸管& FNG世代保特袋

鉅田利用竹纖維、甘蔗渣及咖啡渣等自然廢棄物再製，以「零塑化劑、低碳、零廢棄」無

塑生產模式；FNG 保特袋採用 100% 回收的寶特瓶紗及 3 顆木質鈕扣製成，製程符合國際環保

標準，迷客夏採購甘蔗吸管及保特袋，並與 FNG 合作「友善回收計畫」，於店面設置寶特瓶回

收機，打造永續消費。

跨界創新的智慧科技背包

Paix 明日逸品新創事業結合新科技與紡織業，採用回收寶特瓶布料製造，並融入文創設計

的能量，創造目前市面上第一款物聯網智慧背包。它擁有更多可能性：結合手機的防盜功能、

協助騎士打方向燈、讀取時間與溫度、了解空氣污染指數，還有手電筒功能。且每一個背包就

協助回收 40 個 600ml 的寶特瓶，在布料的製作過程中節省 50％的能源；減少 20％的水浪費；降

低 60％的有害物質產生。該產品已出貨超過 54 國，連結在地資源，讓世界看見台灣軟硬整合

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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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創新創業活躍世代

創新創業生態圈的概念伴隨著國際資源的嫁接與合作不斷地擴大和充實，輕資產的知識價

值轉化平台躍登產業鏈主角，新創事業成為傳統產業的合併新選擇，生活價值生態圈不斷融

合、擴大再融合。

台灣新創成為軟銀全球AI影像辨識方案供應商

艾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4 年，主要產品為人臉辨識、門禁管制，以臉部辨識引擎

整合 IP cam、影像處理、閘門等產品，已進入醫療、機場、電信及銀行等垂直應用領域。創新

運用於火災與煙霧偵測、跌倒偵測、桌上影像辨識等應用開發，展開概念驗證的工作。軟銀運

用 AI 安控與交通管理影像方案整合至當地大型的專案，主攻東協市場之產業園區。中華電信與

亞太電信，運用於軍政市場。獲本 (18) 屆新創事業獎科技產業組的金質獎。鴻海全球廠區、日

本夏普（Sharp）的AI 安控影像辨識方案供應商，已於新竹建置AI 交通管理影像方案。

傳統紡織業導入數位新創元素

和明紡織為因應傳統紡織業製造過程耗時費力，難以因應快時尚需求，結合新創業者

協助， 導入機器學習， 將人工辨識布料， 升級為機器自動辨識， 加速生產效率。 並開發

「TEXTIP」時尚資源整合平台 APP，開放數位面料庫，供全球設計師直接線上訂購布料樣式，

縮短生產時程，設計發想、看樣到提供樣布時間從 1.5-3 個月縮短為 2-3 天，新產品上市時間從

12 個月縮短為9 個月。

新創成迪士尼轉型「加速劑」

迪士尼意識到科技新創將對產業帶來顛覆性改變，近年運用企業內部加速器與新創團隊一

同合作開發新的領域，協助企業內部組織革新與活化集團成長動能。迪士尼加速器已投資來自

美國、歐洲、與亞洲的機器人、人工智慧、可穿戴設備、訊息傳遞、及 VR/AR 等技術領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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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並主動開放企業資源與實際參與經營，將企業內部導師融入新創團隊共同創新，營造雙方

互信合作的新創生態基礎，達到企業與新創合作創新的綜效。

除此之外，獲選的新創團隊，可獲 12 萬美元的資金投資、共同工作空間，與投資者、娛

樂技術領域商業領袖的指導機會，透過適度的資源挹注支持，讓其與新創團隊間關係更為互信

緊密。

( 四 ) 人口結構分布不均

地方及微型事業傳遞著在地生活新價值，銀髮金孫、獨居與小家庭商機加速成長，千禧世

代是新興的消費主力，他們期待兼顧家庭團聚與個人成長的雙重消費需求，訴求工作與生活比

重的重新平衡，其消費喜好成為內需市場風向球，並且帶動永續包容市場商機。

千禧世代是網路原生世代，56% 擅長使用數位工具來提高生活效率、41% 住處僅以行動電

話對外聯繫、80% 將行動電話放在床邊。他們認為工作與生活應該維持相同比重，工作所得是

為了支應多元可能性發展，其中高達 27% 為自僱工作者 (Freelancer)。輕資產與共享觀念盛行，

首購買房年齡延後到 45 歲，愛好 Airbnb，僅 3 成有買車意願，寧願使用 Uber。運動與健身成為

一種社交活動，運動服飾、緊身褲、機能布料成為日常與工作穿著，追求天然、有機與現做新

鮮飲食，熱衷健身、慢跑等活動，並且時常將進度與成果資訊進行同儕分享與排名。

賣羊毛鞋賣到估值14億美元的Allbirds

矽谷的大小活動都可看到紐西蘭人在美創立的 Allbirds 的身影，成立三年來已經融資超過

7,750 萬美元，估值達到 14 億美元，抓準千禧世代科技工作者的需求就是在競爭激烈的矽谷成

為新晉身的獨角獸的秘訣

Allbirds 標榜天然永續，使用紐西蘭美麗諾羊毛製成鞋身，鞋底為尤加利樹纖維與甘蔗等

天然素材製成，近期開始強調取毛過程對綿羊生命權的尊重。強調「丟洗衣機就可以清洗」，

打中科技工作者需求；沒有任何 Logo 且設計簡潔俐落，看起來沒有太強運動性而適合任何場

合，回應千禧世代商務與休閒穿著界線越來越模糊趨勢。就像早期的 Mac、近期的藍瓶咖啡，

Allbirds 在矽谷工作圈成為一種新標籤，甚至成為一種價值觀，進而不斷從同儕網路中擴散出去

成為最好的廣告行銷。

運動休閒智慧服務整合者 -老虎網路科技

老虎網路科技 (17FIT) 傳統運動場館市場競爭激烈，且多為紙本作業缺乏效率。老虎網路

科技以數位服務為核心，於運動場館導入智慧化營運服務，提升場館管理效率。並整合周邊產

業 ( 如休閒零售業、運動食品業、健身器材等 ) 擴展場館營業收入，帶動運動休閒周邊產業開

創新商機及整體營收成長。協助運動場館業者導入智慧營運服務，包括課程預約、行銷推播、

會員管理、員工薪資結算，使業者方便進行管理。依消費者所在地自動進行聯合行銷推薦，包

含場館、最新優惠、產品訊息等，擴增曝光管道。建立專業顧問體系，提供法律諮詢、消費爭

議排解、財務規劃、行銷策略規劃服務，提升內部經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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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紡織業發展

根據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紡織業為台灣第 4 大貿易順差與創匯產業。2018 年台灣紡織品

出口金額為 100.74 億美元，貿易順差 63.93 億美元。全球戶外運動服飾產品中，約有 70% 是使用

源自台灣的機能性布料所生產，台灣機能性布料已成為全球最佳採購來源。台灣回收寶特瓶所

製成的環保紗供應 NIKE、adidas、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美國 NBA、美式足球隊、與日本職棒

等全球知名運動品牌與賽事製作運動衣，台灣環保衣已名揚四海。台灣紡織品的產品研發設計

能力已被國際市場肯定，而透過不斷挑戰自我，台灣紡織業將在時尚、機能、環保與智慧等領

域下繼續前行，打造核心的國際競爭力。台灣紡織業在機能性布料領航下已令全球驚豔。

四、我們正在做的事

( 一 ) 數位轉型議題

中企處積極推動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相關計畫，提供中小企業不同規模與類型之數位轉型補

助與輔導，強化中小企業競爭力及創新力，以面對數位潮流來襲。相關措施包括分級補助與輔

導、生態體系整體轉型、推動海外應用布局等，除了數位應用及創新研發外，亦提供經營體

質、綠色永續的數位轉型輔導方案。

中小企業資源手冊羅列各部會對中小企業之相關支援，包含「經營輔導」、「融資輔導」、

「技術輔導」、「勞工協助」、「救濟輔導」、「強化資金融通」、「提升研發能量」、「協助升級

轉型」、「促進商機拓展行銷」、「推動創新創業」、「活絡地方經濟」等措施以及「法規諮詢」、

「人力資源」、「服務網絡」等資訊，可供業者依需求取得適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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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會創新

創新應用以對應社會需要

107 年 8 月行政院核定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107-111)，彙集 12 個部會資源及六大策略，期建

構友善社會創新發展生態系，並扣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六大策略包含：價值培育，

推動 USR 計畫及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導入師生參與解決在地需求；資金取得，建構原住民族實

體通路，提供業者商品上架銷售；串聯 CSR 資源投入社創採購；創新育成，促成社會創新協作

典範案例並輔導農村企業發展；法規調適，協助新創釐清法規適用疑義與鬆綁相關法規；推動

拓展，串接各地社創中心並推動社會創新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國際連結，建立全球交流網絡，

提升國際知名度，辦理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

鼓勵企業塑造夥伴經濟

以 CSR 聯誼會串聯企業資源聯盟，串聯產業、推廣獎項、嫁接資源，並與社創企業共創夥

伴經濟，並以Buying Power 獎項收斂成果，塑造企業社會創新新價值

CSR聯誼會

打造分享平台，提升主流企業的社創認知，強化創新合作之產業價值，鼓勵企業或社創企

業分享其成功的社會創新或 CSR 案例，累積聚合經驗能量。會員享有媒合、產業介紹、社創優

惠等專屬服務。目前共有 66 間橫跨各產業會員，50% 以上會員參加 Buying Power，並於 108 年擔

任社會創新導師。

Buying Power社會創新產品及服務採購獎勵機制

鼓勵企業、各單位採購社創良品落實責任消費，促成社會創新，採購至一定金額即可獲

獎，獎項分成首獎、二獎、三獎、特別獎，並邀請部會長官頒獎。106-108 年合計得獎企業超

過150 家次，每年統計採購金額指數成長，108 年採購金額達到3 億元以上。

企業參與方式

企業可透過申請 Buying Power 採購獎或特別獎，及加入聯誼會，參與相關活動與享有會員

權益，提供既有資源或共同設計專案，帶動社創參與。

五、中小企業處重要資源

( 一 ) 三大投資台灣方案

為了促進投資，中小企業處提出了「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及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三大投資方案，不管是赴陸臺商回臺、或是堅守臺灣的大小企業，皆鼓

勵在臺投資。以單一窗口解決每個投資案之五缺問題，加強行政效能。措施比較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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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 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

貸款利率 最高1.345% 最高1.345% 最高1.345%

保證成數 最高9 成

原則上不移送信用保證，若有需求之業

者可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依「中小企

業信用保證基金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

款信用保證要點」移送信用保證

(1) 保證成數：最高8 成

(2) 信用保證授信額度：最高2.6 億元

(3) 保證手續費率：固定0.75%

最高9.5 成

信用保證

授信額度

(1) 同一企業保證融

資額度1.2 億元。

(2) 最高不超過計畫

投資成本8 成

(1) 除原1.2 億外，

額外提供單一企

業保證融資額度

1 億元。

(2) 最高不超過計畫

投資成本8 成。

保證手續

費率
最低0.375% 最高0.3%

銀行委辦

手續費率

支付期間最長 5 年，

補助承貸銀行手續

費率分為三級

A. 貸 款 額 度 前 20 億

元以內補助費率

0.5%

B. 貸款額度 20 至 100

億元補助費率0.3%

C. 貸款額度 100 億元

以上補助費率0.1%

補助承貸銀行手續費率，依實際貸放平

均餘額支付前 5 年銀行委辦手續費，手

續費率分為三級

A. 20 億元以內補助費率0.5%

B. 20 至100 億元補助費率0.3%

C. 100 億元以上補助費率0.1%

以年息 1.5% 支付前 5

年承貸銀行委辦手

續費率

( 二 ) 開辦融資保證新措施

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貸款

108 年 7 月 1 日起推動辦理「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促進中小企業加速朝創新化、

智慧化及高值化發展，並提供興 ( 擴 ) 建廠房及購置機器設備等之專案貸款，貸款利率目前在

1.345% 以下，必要時得移送信保基金提供額外保證融資額度 1 億元及保證成數 9.5 成之信用保證

措施。自開辦時起至 109 年 6 月 5 日，已有 259 家廠商通過審核，總投資金額約 1,070 億元，預

估創造本國就業約10,3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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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業優惠貸款

為落實蔡總統「投資青年四大政策」，中小企業處刻正規劃符合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要

點之貸款對象，針對 100 萬元以下創業貸款，信保基金提供最高十成保證成數，以表格勾選申

請取代計畫書方式，並於資料完備後七日內核貸，另透過前 5 年利息補貼措施，協助創業青年

取得營運發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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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企業傳承

中小企業處透過網實整合培訓資源，提供主題性課程 ( 如數位轉型、轉型創新等 ) 研習，

除「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數位學習平台，另整合「領袖及傳承班」培訓實體課程，推動線上與

線下共同學習概念。期盼以「共學•共享•共創雙贏」之精神，透過異業結合與產業鏈結，邀

集企業傳承者或接班人，參與中小企業處辦理之企業傳承培訓班，藉由適切課程設計，營造開

放互動學習環境，提升企業永續競爭力。

中小企業千億保專案

108 年 5 月 3 日訂定「中小企業千億融資保證專案」，協助新創、微型等中小企業取得金

融機構融資，貸款額度 100 萬元以下，信保基金提供保證成數 9.5 成，貸款額度逾 100 萬元但

在 600 萬元以下，保證成數最低 8 成；自 108 年 5 月至 109 年 5 月底計辦理 72,556 件，保證金額

980.10 億元，融資金額1,166.24 億元。

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可以帶來

快樂和意義的目標，然後努力的去追求。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

的生活方式裡，享受它的點點滴滴。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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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中小企業處可提供的融資輔助及輔導等措施

( 一 )	紓困振興融資

舊有貸款

舊有貸款展延及不抽銀根。補貼銀行減免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舊貸利息，最高按中華郵政 1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 目前0.810%) 補貼利息，補貼期間1 年，每家補貼上限22 萬元。

營運資金

事業因營收減少所需之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之租

金為限，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 1%( 目前 1.845%) 計算。受影響中

小型事業辦理前述貸款利息給予全額補貼，補貼利息最長 6 個月，每家補貼金額最多以 5.5 萬元

為上限。貸款期間提供 10 成保證，免收取保證手續費。明訂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員工實施

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

振興貸款

受影響事業因振興所需之週轉金或資本性支出之新增貸款利息，最高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 ( 目前 0.845%) 補貼，補貼期間 1 年，每家補貼上限 22 萬元。貸款期間提供最低

8 成、最高9 成保證，免收取保證手續費。

防疫千億保（含受影響中小及非中小事業）

提供 100 億元保證專款，可承作 10 倍保證融資額度 ( 即 1,000 億元 )。為因應中大型企業資

金需求，增加 200 億元信用保證專款，供中大型企業融資運用，提升信用保證能量。另為避免

重複申請，已請信保基金控管單一企業歸戶後之保證融資金額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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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振興三倍券、商圈等振興措施

振興商圈措施

補助商圈環境整備：為優化商圈環境，提升場域特色及友善消費空間，補助商圈組織辦理

環境美化、公共改善、標示優化及友善措施，第一波審查核定補助 45 案、補助金額計 3,814 萬

元，第二波審查核定補助67 案、補助金額計5,275 萬元。

補助商圈發展：為吸引人潮於疫情緩和後至商圈消費，補助商圈辦理特色行銷、商品開

發、培能訓練、數位應用等措施，協助商圈轉型。第一波審查核定補助 76 案、補助金額計

6,310 萬元，第二波審查核定補助70 案、補助金額計6,295 萬元。

振興三倍券

( 一 ) 疫情趨緩後，政府為振興內需市場，鼓勵民眾走出戶外消費，幫助受本次疫情影響的實

體店家，政府推行振興三倍券 ( 以下簡稱三倍券 )，民眾用 1,000 元即獲 3,000 元三倍券，

以好領、好用、好刺激為原則，鼓勵民眾走出去振興經濟。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持居

留證之外籍配偶及陸籍配偶等均可適用。

( 二 ) 三倍券於 7 月 15 日起開始實施，共有 3+1 方式領取，包含紙本及行動支付、電子票證、信

用卡等 3 種數位方式，民眾可自行選擇適合的方式，於全國實體店家皆可使用；針對符合

弱勢資格者，政府將直接匯入1,000 元至帳戶供其購買三倍券。

( 三 ) 三倍券預計可達 700 億實質消費，創造至少達 1,000 億元經濟效益。有關振興三倍券領用

的相關問題，可撥打「1988 紓困振興專線」洽詢。

七、	結語

數位科技已帶動傳統產業加速進行創新轉型，企業成功傳承轉型為永續經營關鍵，新創合

作為企業轉型成長注入新能量，透過企業標竿參訪，讓企業學習關鍵成功因素，突破自我，提

升競爭優勢。臺灣實力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織出臺灣精彩的一片天。

有了錢，你可以買到房子，但買不到一個「家」；可買到「時鐘」，但買不到

「時間」；可買到一張「床」，但買不到充足的「睡眠」；可買到「書」，但買

不到「知識」；可買到「醫療服務」，但買不到「健康」；可買到「地位」，但

買不到「尊重」；可買到「血液」，但買不到「生命」；可買到「性」，但買不

到「愛」；這個來自荷蘭的諺語，會帶來「幸運」。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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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報導 (下 )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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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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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場	化材業

iQmax	智慧型紡織品模組與導電材料及

2020	創新產品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麟副總經理

各位好，我是豪紳纖維科技公司衣材事

業部副總經理李春麟，首先我來介紹智慧紡

織品，後半段我再來談談本公司的紗線部

分。  ▲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麟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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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紳簡介

 

我們公司在 1973 年成立時是以纖維起

家，所以公司名稱就叫做豪紳纖維科技，這

個纖維首先用在台灣電子業中的潔淨和安全

方面，這是我們公司另一個部門，後來用於

醫療和健康方面，而現在則進入到智慧紡

織，後面這兩部分就是我的部門負責結合在

一起，這可以知道，智慧紡織品在醫療領域

的應用是非常的廣，剛才講的是一個大類。

豪紳的產品

 

我們看到智慧紡織品中，分為加熱、發

光、TENS( 電療 )、感應、穿戴和紡織導電

材料等幾部分，個人是學物理的，對這些領

域比較熟悉一點，所以被公司派來負責智慧

紡織品方面的工作。

智慧型紡織品的應用，在市場的展望來

說，看起來都很樂觀，我相信在座各位先進

有很多在智慧紡織品進行研究開發。

智慧服裝概念抓住四大需求

 

我們來看一下，要研發智慧紡織品要抓

住的四大需求，不管是照護、健康、運動或

是路跑當中的健康管理，還是醫療的管理及

保護，大家的手機可以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看

到很多資訊，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心跳多少，

也不知道家裡父母親的健康狀況，但在這個

時代，在智慧紡織品中的感測器能夠解決這

個問題。

 

智慧紡織品裡面絕對不單是紡織業，也

不單是科技業與資訊業，它是一個跨領域

的，這難就難在這裡，豪紳的智慧紡織品當

中，包括中、上游的材料，也包括模組，若

在座各位先進要進入智慧紡織品的領域，可

以和豪紳一起來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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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資訊業者，可以開發 APP、雲端系

統；若是醫療管理業，可以開發演算法；而

衣服的部分，智慧紡織品方面，就由豪紳

來幫你找到所需要的材料，或是半成品模

組，我們透過上面的圖，順時針的方向來看

一下，到最後就變成一個平台的經營，以我

們來說，從穿戴式的電子原件，和進入所謂

的感知器，我們能夠做到的大概是圖中藍色

的兩個方塊所顯示的，至於物聯網 IOT 的部

分，資料的部分，當資料蒐集進來後，後面

可以用的方向就很多，而這個領域就不是我

們紡織業的專長，這是一個跨領域的合作。

電子紡織品導電材料

 

我們看我們智慧紡織品的模組和材料，

就材料來說，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是導電

纖維，另外一個是導電的材料、導電油墨。

我們常講，一件智慧衣裡面，最重要的第一

個就是要電通，第二個要網通。要電通的

話，這件衣服裡面要有導電的載體，要導電

要透過導電纖維，另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導電

油墨。

電子紡織品導電材料

 

所以我們拿這張 IDTECH 這張圖片來和

大家分享，讓大家瞭解，當前這兩個方式應

用的比率，這兩個方式是慢慢的結合在一

起，不管是用導電纖維也好，導電油墨也

好，不管怎麼樣，終究的目的就是要能達到

導電的功能，能夠導電才能夠傳訊號，才能

夠和手機整合，以後進入物聯網的世界，這

件衣服就活了起來。

穿戴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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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看「先電通再網通」時的材料應

用，先看穿戴模組，做智慧衣要結合兩個東

西，首先當然是紡織品做成的衣服，另一個

就是電子產品，要把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需要一個橋樑，這就要靠導電纖維來擔任這

個角色，可以傳輸電流和訊號，比較舊的是

以導電織帶、導電貼片，甚至是導電連接器

來做這個工作，裝上感知器，不管是心率、

體溫、壓力，都可以傳輸出來，這就是說，

由我們來提供導電的材料來讓智慧衣能夠傳

輸訊號，假如你是採用異業結盟的話，你要

喝牛奶不需要去養一頭牛，另一個比較新的

是 ITE 彈性導電織帶， 它可以做 100% 的延

伸。

加熱模組

 

再來看加熱模組，這裡面有所謂的發熱

紗、發熱布和加熱片，使用這些材料我們可

以做成護膝、護腰和保護身體很多部位的產

品，提高身體的溫度，我們可以和手機整

合，用 APP 來控制溫度，以前這類產品的溫

度調整只有高和低，或是高、中、低的選

擇，現在透過手機的 APP，我們可以以連續

式的模式來控制溫度。

如果這樣不夠，我們也可以透過藍芽的

方式控制溫度，這樣一來，以後的世界就越

來越美妙了，可以定位、防跌倒，所以，這

件衣服是一件加熱衣也是一件智慧衣，也許

這些功能不是你所要的，藍芽模組可以修改

成你要的功能，這些提供給各位參考。

高導電布 TENS 模組

 

有了導電紗和導電纖維，就可以做成導

電布，用這種布可水洗、材質柔軟、可重複

使用，我們就可以做成很多電療用的產品，

像透皮神經電刺激 TENS，做成透過皮膚來

按摩身體，另外一種方式是可以做成一個更

深沉的功能，可以電你的肌肉，那叫 EMS，

可以用來鍛練肌肉，這些導電布可以做成的

東西和智慧紡織品結合的方式非常的多，另

外還可以結合一個 ONLINE GAME，一個遊

戲軟體。

發光模組應用

 

另外一個是發光的功能，平面的發光的

時代應該慢慢來臨了，用手機可以控制發光

的功能，發光可以有全亮、半亮、閃爍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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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模式，這可以應用在發光風衣、安全背

心、背包和鞋子等等產品上。

導電材料

 

在這裡給大家一個新思維，想想我們可

不可以用網印的方式來印這些線路？剛才談

的是導電纖維的應用，用導電紗來達到電

通、網通的目的，那現在可不可以用網印的

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那當然需要油墨，假

如是在電阻比較低的情況下，可以用到奈米

銀線，我先講導電油墨會比較清楚。

透明導電油墨

 

當需要電阻值比較低，通電性更高的時

候，可以把奈米銀線加在這個油墨裡面，什

麼時候會用到？當要測心肌、心跳這些訊號

比較大的場合，一般的導電油墨就可以做得

到，但如果要測腦波這樣的微小訊號，就可

以把奈米銀線加到導電油墨裡面，導電油墨

就會塗成這樣，可以做成類似可變電組的模

組，透過壓力來調整電阻。

導電油墨的應用

 

當這個東西被伸長，比如應用在智慧床

墊上，當人體的重量壓上去的時候，電路就

變長，電阻就產生變化，訊號也跟著產生變

化，這時候在後台就可以進行分析，可以知

道這個老人什麼時候上下床，這樣可以防止

褥瘡，當然，這個可變電阻的概念還可以做

很多其他的應用。

跨域共創 -- 跨領域的整合

 

這個東西是一個跨領域的產品，牽涉到

紡織、材料、光電、通訊，通通要把它結合

在一起，這樣我們的觀念要改變，不能夠再

單打獨鬥，如果還是單打獨鬥，智慧紡織品

仍需要依靠不斷的 TRY & ERROR。我們希望

大家能夠在這個平台上共同來合作，因為各

自有專精的領域，到了生醫、通訊，這些豪

紳沒有辦法，光電也沒有辦法，而在紡織和

材料，我們就有足夠的能力來貢獻，這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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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各位參考。接下來我請我們公司的同事

對纖維方面比較專精的歐經理來為各位介紹

豪紳在纖維方面的產品。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歐宥辰經理

 

智慧紡織品的重要元素 - 纖維與紗線—

豪紳纖維能提供什麼

 

謝謝李副總精采的介紹，接下來由我來

介紹豪紳纖維方面的產品，以智慧衣來說，

我們有這些元件，感測器和配合 APP 之外，

大家會想，豪紳除了這些之外，還能提供些

什麼？以智慧衣來說，上面這張圖是未來美

軍裝備的概念圖，在這個概念下，豪紳提供

了阻燃纖維和導電紗，在阻燃方面，豪紳提

供了兩個阻燃纖維，第一個是阻燃聚醯胺，

沒錯，它是溶劑型的，但是它的 LOI 值達到

28，它的特點是可以搭配 Kevlar、Nomex 或

是 FR Viscose 來混紡， 讓工作服、 消防服，

甚至軍服，能夠達到耐磨的效果，耐磨的部

位包括手肘、膝蓋和臀部等地方，它的特點

是不去降低 LOI 值，仍然可以讓我們的 FR 的

布料仍然有很好的阻燃效果。

第二，有一個加強版的 Mod acrylic，它

的 LOI 值達到 43，而且它完全無毒，它的連

續的耐熱溫度達到 250 度，這是一個新的產

品，所以我們會建議在使用阻燃纖維，不管

是工作服、軍服，或是特殊的防護服，可

能原來習慣用 Nomex，可以使用豪紳的 Mod 

acrylic 再加上豪紳的阻燃纖維，就可以達到

一個很好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碳導電紗，這個產品

長期以來一直在使用，前一陣子，業界有一

個軍服的訂單，其實他們的要求也很簡單，

就是又要阻燃，還要紅外線和遠紅外線遮

蔽，目前在工作服，或是軍服的領域來說，

多功能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只有一兩個功能

沒辦法跨入軍服的領域，或是特殊工作服的

領域，這些給各位參考。

智慧紡織品的重要元素 - 纖維與紗線

 

第二個部分就是不鏽鋼金屬紗線，這部

分有些剛才李副總已經談過，在訊號傳輸方

面可以用金屬紗線，如果有特殊的需要，如

耐切割，要有 EMI shielding，就會用到我們

的金屬紗線，目前豪紳的金屬紗線有短纖

的， 和 T/C 混紡的短纖紗， 也有 Filament，

包括Mono-Filament 和Multi-fil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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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光系列的部分，以目前來講，

豪紳有光變、溫變，還有反光和螢光，這四

種功能除了螢光在軍服不適合使用外，其他

特殊的服裝，例如工作服等，需要反光效

果，或是在溫度變化時要顯示，可以提供客

戶一個多功能的衣料，這可以大大強化貴公

司的研發能量，豪紳也可以提供更好的產品

給各位。

第七場		化工業

功能性石墨烯防水透濕膜產品簡介

宇興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吳定宇經理

 

各位好，我是宇興碳素的吳定宇，今天

要為大家介紹石墨烯的透濕防水膜在紡織品

上的應用。

宇興產品簡介

 

宇興公司是一個從紡織所 Spin-off 出去的

一個獨立公司，我們工廠是在和友的廠區裡

面，和友的卓董事長也是我們的董事長，我

們主要的營業項目有三項，第一項是石墨烯

分散漿，就像大家在使用色漿一樣，把石墨

烯分散在各式各樣的溶劑裡面；第二種是把

石墨烯放在薄膜裡面，主要的應用，如果是

在電子業來說，是以散熱和導電為主，在醫

療和紡織業方面就比較多，如耐磨和一些其

他加工，我們主要除了生產石墨烯之外，也

針對一些對應石墨烯的分散性有一些化學

品，正在進行開發。

核心能量

目前主要的核心能量是從石墨烯的生產

開始，其實這個技術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在紡

織所開發出來的， 可說是「十年磨一劍」。

這個石墨烯的生產技術主要說是「直接連續

物 理 法」Direct Continuous Physics Technology, 

DCP，簡單的說，是用機械式來做石墨烯，

在過程中沒有加入任何的化學藥劑、溶劑和

反應性的化學品，所以在生產上就比較環

保，符合當前紡織業的要求，目前的生產能

量一年大概在一百噸以上，所以，供應大家

的需求是沒有問題的，生產速度相對於傳統

的方法大概是七倍，而且，如同我剛才說過

的，沒有任何的化學品和金屬在裡面，我們

希望在環境永續的前提下來開發我們的產

品，這是我們的想法。

 ▲ 宇興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吳定宇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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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特色

 

我們的石墨烯製程和一般的有什麼不一

樣？從這個簡單的比較圖可以發現，縱軸是

石墨烯的顆粒大小，橫軸是厚度。

 

左上角是比較像是實驗室規模可以做

的，下面的部分其實不太適合運用在一般的

開發上，一般的公司如果能開發出來，他們

會儘量的去縮小他的產品範圍到一個很窄的

點裡面，原因是他要控制石墨烯的品質，圖

中藍色框框的範圍就是比較適合產品開發應

用的產品，宇興的產品就是落在這個範圍

內，所以，相對來說是有競爭力的。

再下來的重點是價格，大家對石墨烯的

價格都很重視，如果太貴，在重視成本的紡

織業來說，價格不具競爭力就很難進入這個

產業，目前從我們的單位成本和售價相對來

看，應該是很有競爭力的，並且兼具有品質

的優勢。

 

這張表比較了宇興產品和傳統製造方式

的差別，最主要的差別是因為宇興是機械

法，所以從圖中紅色的部分來看，我們的產

品上面不會有一些官能基，殘存的原料裡面

也不會有一些重金屬，請大家自己參考。

宇興的產品特色是無毒和不含重金屬，

所以也取得公正實驗室的驗證，我們的產

品在每一個生產週期結束後都會送請 SGS 檢

驗，而且都已經取得證書，在 EN 971 的規

範底下，八大重金屬在原料段是無檢出，這

個是非常重要的，以往大部分化學方式的製

程，大都會在汞和鉛的部分超標，所以各位

如果有在用的話，建議要對原料供應商做一

些考核。

 

宇興碳素成立到現在推廣了很久，目前

在材料的吊牌和商標是使用 Greenphene 這個

字來代表宇興是用最環保的方式來生產石墨

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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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怎麼應用到紡織品

我們現在來談談石墨烯如何運用到紡織

品，我想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面向來回答。

第一個，我怎麼把它放進去，以加工的

方式來說，大家可以想到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可以用印花、薄膜的方式，不管是

Coating 或是用 Laminating，還是用纖維的方

式，因為有這些應用方式，你在布樣的開發

上能夠有各式各樣多種變化。

但是從領域別來看， 你要怎麼樣來推

廣或開發，因為，總要鎖定一個特定的領

域，特定的終端市場才有辦法來做，目前

來講大概有三個領域是比較容易踏進去的，

第一個是穿著舒適性有關的，就是 Comfort 

Performance，第二個是應用在工業上，要求

耐磨或是機械性的強化，第三個就是可以做

一些印花的塗層，做導電的功能，用在智慧

衣上面，或是電加熱上面。

 

如果談到 Comfort Performance 怎麼去用

這個石墨烯，這個簡圖很簡單的告訴大家，

假如你把石墨烯放進去，可以增加熱量在布

內傳遞的效率，達到熱量加速傳遞或增加傳

遞的功能，這個做法如果用在紡織品有什麼

作用，我常說，石墨烯的成功不只是來自於

石墨烯本身，而來自於各位對於組織上的想

法和設計或是創意，如果今天用的組織是很

適合讓熱量發散出去的，如何去加速傳導，

讓布透過組織向外傳遞，那你就能夠讓體內

的熱量往外發散，那就是長效涼感，如果今

天用的是一個比較能夠儲熱的結構，熱量加

速傳遞到這個結構裡面，你就得到加速發熱

的效果，就是說，原來這個布有涼感和保暖

的特性，透過石墨烯讓熱量快速的傳遞，可

以增加它的效能，這就是石墨烯的功能。百

分之八十的石墨烯紡織品的成功，是來自於

正確的理論設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針對石墨烯在紡織品上的使用，我們有

一個專用的吊牌，叫做 UNIAXES，針對長效

涼感，目前在宇興設計的組織裡面，如果加

了石墨烯的塗層，可以增加到兩小時以上的

涼感效果，如果是在發熱的用途上面，發熱

的時間會比較快速，會縮短到原來的四分之

一，很快的就會感覺到溫暖。在現在的市場

裡面，是怎樣加工的呢？最多的還是以印花

的方式為主，在台灣除了印花，還開發了塗

層或貼合的產品，這都是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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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去證明石墨烯有效

第三個問題是， 怎麼去證明石墨烯有

效，這是大部分品牌商會問的問題，紡織

所曾經提過一個方法，我覺得那個方法不

錯，我們在這裡用一個更直覺的方式，是用

ASTM D1518 或是 ISO 1092 這兩個規範來測

試。

 

這兩個規範有點不一樣，測試的風速有

一點差異，這個測試法最主要的目的，須要

去觀察布和發熱體之間，也就是模擬人體的

情況，熱量到底是怎麼移動的，這中間有一

個鋁塊，去偵測鋁塊中間的溫度，那個是模

擬人體的溫度，在布和鋁塊之間是模擬體表

的溫度，布的上方是模擬布面的溫度，透過

這樣的模擬方式，我們就可以去得到很多個

數據。

這些數據裡面會告訴你很多的訊息，比

如說， 這個 Peak， 就是一般熟知的 Q-max，
這個區線掉的越深，代表瞬間涼感的效果越

強，如果今天的溫度是持續演進到最後有一

個差距，這個差距越大，代表蓄熱越多，差

距越小，代表是在放熱，還有一個是涼感時

間延長了多少。 

從 這 四 個 指 標， 不 管 是 Initial Heat 
Absorption ，Qmax、 涼感時間 Time for Cool 
Feeling、 熱 阻 thermal Resistance Rct 和 Heat 
Convection 我們就可以去定義這塊布的熱性

能如何。

 

簡單來說，我們跟 UNIQLO 來比較，這

個是和友的產品，藍色的部分就是 UNIQLO

最好的那塊布，黃色的部分是和友的，你可

以發現，透過簡單的塗層加工，就可以把一

塊原來只是有一點保暖的衣服變成非常保

暖，很簡單的做法。

 

宇興今年主推的是石墨烯的薄膜，它的

功能還是在熱傳導、耐磨和抗靜電，關於透

氣防水薄膜的部分，和其他人的產品最大的

差別在我們加入了一定程度的石墨烯，它除

了原有的透濕防水功能外，更增加了它散熱

和耐磨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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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這個是我們相關的產品，如果仔細看一

下就會發現，它的效率很多都大幅度的提升

了。

 

 

可以看到，基本上散熱量都非常的大，

都在水準以上。

 

如果仔細看產品有加石墨烯和沒有加石

墨烯，貼了布的結果，它的熱傳導效率大概

會提升 20% 左右。如果不是貼在布上，單純

膜的狀況大概是增加 30-40%，把它做在膜的

正面其實是最近蠻熱門的題目，應該說是蠻

久的題目。

 

把它做在膜的正面， 在 Martindale 耐磨

試驗結果，大概提升了六倍的耐磨性。

目前宇興做的石墨烯薄膜可以幫助大家

開發產品做到什麼程度，也希望大家來實際

看看、摸摸我們的產品，看看我們可以來共

同合作的機會，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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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		

一寸有幾針？數位視覺，簡單、有效！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曉文副總經理

 

各位紡織業的先進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能在這裡為大家介紹巨一科

技帶來的革命性的產品─數位看布鏡，這個

產品能讓大家在工作上更快速、方便。

巨一科技簡介

巨一科技成立於 1993 年，致力於影像技

術的研發，發展 AI 技術，解決產業的痛點。

進而發掘紡織產業的需求提供系列產品，以

數位取代過去傳統設備。自 1993 年起，巨一

科技提供著專業 OEM 與 ODM 服務。我們始

終致力於提供創新、高品質與多樣化的高科

技數位產品。

因為與全球客戶的緊密合作關係，我們

建立了專業的設計團隊。憑藉著獨特的技術

與生產製造能力，巨一科技整合十數年的經

驗，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零件採購服務。我

們所有流程都通過且符合 ISO 9001 的認證，

有信心能為客戶提供一流的產品服務。

因應市場的趨勢與客戶需求，巨一科技

也在 OEM、產品設計、服務與品質管控上快

速且優質的成長，我們能不斷地提供創新解

決方案與尖端產品。自 2007 年巨一科技推出

第一台顯微鏡以來，我們已經銷售了數千台

顯微鏡至全球研發中心、品保及分析中心。

我們不斷將尖端技術應用於顯微鏡產品，並

持續擴展我們的產品線以滿足不同的應用需

求。

紡織業傳統的看布工具

 

多年以來，我們在分析或是檢驗一塊布

的規格，不管是客戶送來的樣品還是我們自

己的產品，或是要檢驗產品的瑕疵，我們都

是使用以分析鏡為主的工具，除了分析鏡以

外，還使用一般的尺，用了這麼多年，我們

已經習慣了這些工具，也認為是理所當然。

然而，我們對於這個方式存在的問題也理所

當然的接受了，因為，相對於生產現場，這

個工作是微不足道的，也沒有用太多心思去

想要解決。

日常工作發生的問題

 

 ▲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曉文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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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包括：檢驗時要用眼睛近距離

去看放大鏡，看久了會視覺疲勞，看到的結

果無法自動記錄，更不能分享給別人或是另

一個有關的部門，有時候因為視覺疲勞會有

看錯花樣紋路錯位的情形，這些問題若僅是

疲勞倒還算好，最壞的是看錯花紋導致得到

不正確的資訊。

 

在進行異常瑕疵檢測時，對於各類瑕疵

的圖像只能看到，沒法記下來，對於後續的

工作，如提供工務部門檢討等等會比較不方

便。對於布料更微細的檢測，例如組織材

質、拔染檢測、車針檢測、反光布品質以及

功能性布料血流循環檢測等需要高倍數放大

等的檢測更是一般分析鏡無法做到的。

 

數位視覺產品應用

 

第一個是數位看布鏡，以光學鏡頭所得

的布料影像由上面的顯示幕顯現，附有 LED

照明和數位放大功能，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

使用，使用者可以用很自然的姿勢把圖像看

得很清楚，搭配顯示幕上的刻度，可以很快

的算出紗的根數和密度，不必像傳統的分析

鏡要低頭到桌面才看得到，可以減少使用者

的疲勞、增進效率、快速檢測布的瑕疵，也

可以使用拍照功能， 透過 USB 傳輸， 顯示

在電腦螢幕，也有相簿功能以儲存所得的影

像，建置布料履歷，方便事後查閱或分享給

其他部門。

 

第二個是 WiFi 無線數位顯微鏡，可以

計算瑕疵數量，也可以 1 對 3 連線，適用於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macOS 作業系統，

使用非常方便。

 

 

第三個是 USB 數位顯微鏡， 可以用於

專業量測，精確畫面不失真，同樣適用於

Microsoft Windows 和 Apple macOS 作業系統，

使用非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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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是 1080P 高畫質數位顯微鏡，這

是專為紡織業特別設計的，隨插隨用，不需

要安裝在電腦，所得影像可以直接投放到大

螢幕上，以供多數人同時觀看布面狀況。

第九場		

環保永續及機能性紗種

良瑋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蔡銘有協理

 

各位業界先進，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

為各位報告環保永續與機能紗線，我是良瑋

公司蔡銘有。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紗有八種，第一

個是創新的深染尼龍，第二個是回收再生聚

酯，第三個是環保生物可分解聚酯，第四個

是創新原液染色，第五個是彈性絲，第六個

是抗 UV 防透視纖維，第七個是隔熱纖維，

最後一個是蓄光聚酯纖維。

良瑋集團追求創新機能、環境共生與企

業共榮，長期與南亞公司、台化公司共同合

作，研發各種機能性的紗線，良瑋致力於紡

織專業技術深耕，透過無限的創造力和執行

力展現企業的核心價值。

ECO	1805 深染尼龍

 

ECO 1805 尼龍是創新的深染尼龍， 我

們開發成功後也申請了包括美國、日本、中

國以及歐盟的專利，這種獨創的改革尼龍的

特色是有優越的染料吸附能力，讓染色能夠

節能永續，這個尼龍能在低溫 80℃就開始上

色，染色時間很短，牢度也很好，這個尼龍

可以染色也可以印花，不管是哪一種，這個

尼龍的特點是染出的顏色非常的深，非常的

鮮豔，特別是在針織的時候，大部分都有加

彈性纖維 OP，比如在做緊身褲的時候，常

常會有漏白的情形，做瑜珈服加彈性纖維

OP 一定很高，18%、20%，甚至更高，穿上

去一定會撐開，撐開之後有一個缺點是會漏

白，原因是針織物在印花的時候沒有辦法讓

染料充分的滲透到組織裡面，所以穿上去撐

開就會有漏白的現象， ECO 1805 尼龍的特

點就是對於染料的吸附力非常的強，非常的

快， 我們有比較過，ECO 1805 尼龍的漏白

現象比一般尼龍減少了 25%，這是第一個優

點。另外，我們知道，尼龍主要有尼龍 6 和

尼龍 66，尼龍 6 手感很軟，可是它就少了那

麼一點，像尼龍 66，它的 Q 感，反撥性就很

好。ECO 1805 尼龍的手感比較接近尼龍 66

的手感，比較Q 彈，這是我們產品的特色。

 ▲ 良瑋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蔡銘有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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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中左邊的是一般尼龍的印花，右邊

是ECO 1805 尼龍印出來的效果，它的顏色比

較鮮豔，飽滿，展現出來的印花非常漂亮。

我們這個產品有各種規格的加工絲，

40D、50D、70D，有 FDY，從 40D 到 100D，

還 有 Staple Fiber，1.5d*51mm、1.5d*38mm 和

2d*64mm，可以用來做 Spun Yarn，可以做 40

支，現在很多客戶都在做一種紗，因為聚

酯短纖紗很多人做，但是尼龍短纖紗很少

人做，我們的尼龍短纖可以做兩種 type，一

種是尼龍和棉混紡，也可以 100% 尼龍純紡，

這種用途手感很好，而且可以節能。

現在有一個趨勢， 因為一般的羊毛很

貴，如果用 100% 羊毛保溫性雖然很好，但

是手感比較粗糙，比較硬，如果用羊毛和尼

龍混紡，或是交織，會有兩個好處，第一，

你可以降低成本，因為羊毛比尼龍貴得多，

第二個，尼龍的手感比羊毛柔軟，穿起來比

較舒適，所以你不會選擇 100% 的羊毛，穿

起來刺刺的，把羊毛和尼龍混紡，會比較柔

軟，或是用 100% 的尼龍來做會更柔軟。

回收再生聚酯

 

第二個介紹的是回收再生的聚酯，目前

全世界都在探討如何節能減碳，在我們紡織

業要節能減碳，就要在產品的生產方式和製

程做一些改變。我們都知道全世界每分鐘生

產一百萬支寶特瓶，如果我們不去處理這個

問題，到最後，寶特瓶會對我們的環境、包

括河流和海洋造成汙染，所以我們非常重視

環保回收的產品。

我們是和南亞公司合作，南亞公司的寶

特瓶回收產品名字為 ECOGREEN，是 100%

的回收產品，就是回收客戶使用過的瓶子，

我們做了很好的管理，我們的產品都可追

溯，都有全球回收標準（GRS）認證，取得證

書，我們自己的資料庫裡面，何時進了多少

寶特瓶，我們用什麼批號的寶特瓶生產了什

麼規格的紗，哪一個批號什麼時候交多少量

給哪一個客戶，都有一個系統在管理。除了

外部的認證之外，我們內部也有一個完善的

系統在管理，管制非常的嚴謹。

這個南亞寶特瓶回收產品的生產是世界

性的，銷售也是世界性的，在台灣當然有

廠，在越南也有廠，在中國和美國的南卡羅

萊納州也有廠，所以我們的寶特瓶回收紗

可以供應全球各地的客戶，我們的供應量

也很大，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品牌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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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計畫，比如說，從 2020 年開始，到 2021、

2022、2023 到 2024，每一年的寶特瓶回收紗

使用量都有一個目標，大概到 2024 之後，幾

乎 100% 都要使用環保寶特瓶回收紗，所以，

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量來供應他們，目前 DTY

和 FDY 月產量大約五、六千噸，到 2020 年會

增加到八千噸，所以可以充分的供應品牌商

的需求。

節能減碳的效益

 

我們做寶特瓶回收就是要節能減碳，我

們現在來看節了多少能、減了多少碳。寶特

瓶回收紗我們有兩種製程，第一種是機械回

收，Mechanical Process， 第二種是化學回收 

Chemical Process，如果是機械回收的話，相

較於使用原生粒，Virgin Chip 我們降低了 86%

的能源消耗，如果是化學回收，如果取得的

瓶子純度不夠的話，要做到很細的纖維，比

如 10 丹尼的布是沒辦法做的，第二個，如果

要做 CD，現在環保回收紗 CD 做得很多，就

要經過一次聚合，然後在聚合的過程中我們

加入 CD 的元素， 現在的布 Melange 效果很

多，一定要染，所以，環保回收紗絕對少不

了 CD，如果要做 CD 的話，一定要用化學回

收製程。

至於 CO2 的排放， 如果是機械式的回

收，我們降低了 77% 的排放，如果是化學回

收的話，降低了 42%，這些節能減碳就是我

們大家努力的結果。

我剛才說過， 未來的趨勢環保回收紗

將要取代 Virgin Chip 做的各種規格紗種，所

以我們的紗規格很多，從細丹尼的部分有

20/18，40/72，FTY 的部分，最低可以做到

10/12，40/72，為什麼我們要做細丹尼，因

為布的趨勢，所有的品牌都要求一件事情，

要輕量，Light weight，要輕量的話首先紗要

做得夠細，紗太粗就不能做，要做到每平方

碼 70 克， 50 克，甚至 40 克，你一定要很細

的紗，20 丹，15 丹才有辦法，這就是我們為

什麼要做細丹尼。第二個我們做超細纖維，

為什麼做超細纖維，就是我們要達到手感很

柔軟，很細緻，還有，要做透濕防水布，條

數要夠多才能緊密，紗線交織的空隙才會

小，才能達到撥水和透濕防水的效果。當

然透濕防水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說 Coating、

Lamination 都可以，畢竟貼膜和 Lamination 或

是 coating 都有它的優點， 但是這類加工的

布手感會比較硬，如果能夠用細丹尼，多條

數來做，那麼密度夠高，配合高收縮的紗來

做，可以達到很高密度，又柔軟，可以透濕

防水的布料，而手感還可以保持得很好。

高收縮的紗， 一般的 FDY 收縮率大概

8%，130℃染色之後大概收縮率 12%， 我們

高收縮的紗，有兩種收縮率，一種是 25%，

另外一種可以到 45%，如果用細丹尼的紗搭

配高收縮的紗經過染整之後，自然密度就會

很高，可以達到透濕防水的效果，這也是我

們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多條數的原因，多條數

有做到 35/144，55/216，這都是直接紡絲，

並不是分纖型，不是開纖型，直接從紡絲機

出來就這麼細。另外，我們也可以做鈍光，

陽離子可染，CD，這是少不了的，所有環

保紗都一定要的，麻花，可以有 Melange 效

果，還有異形斷面，這個類型很多，還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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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彈性，做 HCR 的，還有原著黑，牢度很

好， 另外還有 TOP， 就是環保回收加 OP，

和 TCOP， 這是環保回收的 TC 再去併 OP，

總之，我們的環保回收紗的規格非常的多，

幾乎可以說， 目前用 Virgin Chip 去做的紗，

99% 都可以用環保回收紗來取代，我們有這

個能力可以做，除了 10/32 以外，都可以做，

絕對可以符合大家的需求，也可以符合品牌

商的需求。

環保生物可分解聚酯

 

生物可分解的鼻祖，也就是全世界最有

名的杜邦公司，他們在二十年前就開始倡

導，推廣他們的生物可分解，他們的產品叫

做 APEXA，他們已經推了大概二十年，但是

大家都很清楚，APEXA 並沒有很量化， 生

產量也沒有很大，因為其中有幾個問題點存

在。第一個，APEXA 在分解的時候，必須是

埋在地下，相對濕度要在 65% 左右，溫度要

在 65℃左右，最後一個是最麻煩的，必須要

有堆肥去幫助它分解，堆肥要豬糞或是牛糞

等動物排洩物，現在這個時代要取得這些排

洩物不是那麼簡單，所以，要讓它分解有其

困難度，雖然杜邦公司說他們的 APEXA 在

45 週就可以完全分解，可是它要分解的主、

客觀條件不容易達成商品化， 還有一點，

APEXA 的價格偏高，不夠親民，所以造成它

無法量化。

今 天， 所 有 的 品 牌 都 在 問， 包

括 A D I D A S 、 N I K E 、 N O R T H  F A C E 、

COLUMBIA 都在找生物可分解的紗，而現在

南亞已經開發出生物可分解的紗，商品名叫

GREEN ONE。

那這個 GREEN ONE 有什麼好處？它的

Polyester 裡面有添加有機的添加物，那這個

添加進去後，就可以在埋在地下後可以吸引

一種非常特殊的細菌，叫做厭氧菌，這個厭

養菌就可以去分解廢物讓它裂解，分解後變

成二氧化碳和甲烷，每個月都在測試它分解

的速率，到目前為止，在 210 天內可以分解

21%，照這個速率來看，大概三年到三年半

就可以完全分解。雖然三年到三年半算蠻長

的時間，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聚酯不去處理的

狀況下，要自然分解要 450 年，而 450 年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都不會知道，但是，三

年到三年半至少是可以預期的，我們目前可

以接受的，這個目前還在持續的測試當中。

這個厭氧菌在分解的狀態，第一階段是

把廢棄物埋在地下，它就開始吸引厭氧菌，

厭氧菌進入廢棄物裡面開始發酵，這個布就

會澎潤然後脆化，最後分解成二氧化碳和甲

烷，到210 天可以分解21%。

 

我們這個產品最近陸續推出， 客戶的

反 應 也 非 常 熱 烈， 我 們 的 規 格 有 30/36、

5 0 / 7 2 、 5 0 / 7 2 / 2 、 7 5 / 7 2 、 7 5 / 7 2 / 2 和

75/72HCR， 最後一種除了可生物分解外，

還賦予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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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這個產品命名為「環保生物可分

解」是因為我們有雙重機能，第一個，我們

是用環保回收的粒子，第二個，加上可分解

的元素在裡面，所以是環保生物可分解的產

品。

創新原液染色

 

再來談的是原液染色，原液染色主要考

慮到幾個特點，第一個，我們原液染色無非

就是要節能減碳，我們現在都用白胚布然

後去做 Piece Dye，就會有很多的能源消耗、

CO2 的排放及最困擾的問題廢水處理，我們

都知道，目前政府對廢水和空汙的管理就是

要讓它上軌道，要求是很嚴格，所以我們如

果讓它在紗的階段就賦給顏色的話，可以減

少染整階段的時間和能源的消耗，還有 CO2

的排放，更減少了廢水處理的問題。

我 們 南 亞 原 液 染 色 的 產 品 叫 做

CHROMUCH，這個產品有什麼好處？第一

個，顏色非常的深，第二個，顏色可以染到

很豔，即使是螢光都可以很豔，還有一點是

最重要的，牢度也是非常的好，達到四級以

上，就是我們兼顧顏色和牢度。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CHROMUCH 對環境

來講是有正面的貢獻，第一個，他的 CO2 的

排放比 Piece Dye 減少了 78%，第二個，能源

消耗減少了 64%，第三個，水的消耗減少了

94%，這是最大的優點，在 ADIDAS 來我們

公司參觀的時候，他們第一句話就問，你們

公司有什麼辦法可以降低水的用量？我相信

在座各位都遇到過這個問題，我們在這邊很

重要的一個成就就是降低很多用水量。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這個 CHROMUCH

可以做到很深色，我們都知道，深色有兩種

光，一個是帶紅光，另一個是帶藍光，而大

部分的品牌都是要帶藍光的，帶藍光又有

不一樣的 Shade， 比如說，UNIQLE、 或是

ASICS，NIKE、ADIDAS、CLUMBIA，GAP

每一個品牌要求的藍光的色調又不一樣，我

們南亞這個產品已經符合了以上所說的品牌

的要求。大家都知道螢光是最難做的，要符

合 EN 20471 的纖豔度要求，而且要符合牢度

的要求，因為螢光的日光堅牢度非常差，我

們這個螢光的日光堅牢度可以達到四級，這

也是我們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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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絲

 

再來是彈性系列產品，這個產品很多，

有 Side-by-Side 的做法，以複合紡絲的方法，

利用兩種高分子的收縮率差異達到彈性效

果，也有 46N 紗線，用 PET 和杜邦 SORONA

複合紡絲的彈性紗，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叫

TOPFIT，是用特殊生產技術所生產的彈性

紗線，可以提升經向彈性率，實現真正的

四面彈，並具備抗勾紗、抗紫外線、吸濕排

汗等功能，我們知道，全世界 PTT 的供應

商有兩家，一家是 SHIELD 的 Corterra，另一

家是杜邦，就是 SORONA，因為 SHIELD 是

從石油來的，所以後來他就沒辦法做，現

在全世界唯一可以供應 PTT 的原料的只有

杜邦，我們南亞的 PTT 紗種就是跟杜邦買

的，所以叫做 SORONA，也可以掛吊牌，我

們這個紗的規格蠻多種，包括有 Side-by-side

的 DTY，Side-by-side 的 FTY， 還有 PTT 做的

SPUNFIT，我們的 PTT 做得很細，有 30/36，

50/36，75/36，75/72，我們的規格蠻多、蠻

細的，手感非常好，很細緻，彈性恢復力也

非常好。

抗 UV 防透視纖維

 

我們這個抗 UV 防透視纖維最主要是靠

特殊六溝槽的斷面。

 

六溝槽有什麼好處？因為六溝槽在光線

照射時會產生亂反射，這個亂反射除了可以

抗 UV 之外，還可以防透視，尤其夏天的衣

服都比較薄，而且衣服大多是淺色或是白

色，這個防透視的功能就很適合，同時，由

於六溝槽，自然提供絕佳的導濕速乾效果，

我們這個產品防紫外線的性能經過測試可以

達到 50+，蠻好的。

隔熱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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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隔熱纖維，我們在紡絲時加入特

殊的陶瓷粒子，可以反射紅外線，和一般的

紗比較，可以降低 1.3 度，因為是持續的反

射，所以是常態的功能，這個陶瓷粒子也能

提供良好的遮蔽涼感，而不是暫時性的接觸

涼感，這個隔熱纖維還具備卓越的抗紫外線

和防透視的效果，還有一點是，這些陶瓷粒

子的布在車縫時不會對車針成損傷。

蓄光聚酯纖維

 

最 後 要 介 紹 的 是 蓄 光 聚 酯 纖 維

LUMINMAX，我們平常晚間在運動的時候，

都會碰到光線不足的地方，如果我們的衣服

能夠吸收能量，然後在黑暗時把這些能量散

發出來，對我們運動時的安全會有更多的保

障。

 

這個產品叫做 LUMINMAX， 是南亞採

用花鞘複合紡絲技術，在黑暗中無光線時可

自主發光，有車燈照射時，可反射光，以提

供多種防護。

LUMINMAX 蕊部含有改質稀有元素之

蓄光材料，可快速吸收及儲存外界光能，輝

度更高，發光時間更長，無毒、無幅射，不

含任何有害物質，對人體不會造成傷害。

第十場		

紡織染整設備資訊戰情平台策略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林孟志主任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流亞林孟志，今

天很榮幸來這邊和大家分享流亞所提出的染

整設備資訊戰情平台。

流亞科技成立於 1993 年， 一開始是做

染整自動化設備，最近開始轉型為染整自動

化的解決方案，我們的客戶遍布全世界，在

十五個國家有設立分公司和行銷服務據點，

我們的客戶在台灣有興采、強盛、和友，都

是我們的主要客戶。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染整廠目前所遇到的

問題，我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廠作業模

式都是代工，面臨了少量多樣、客製化生產

的競爭模式，像中國、印尼和許多東南亞國

家，他們的產能都比較大，而台灣相對的居

於劣勢，目前是靠管理維持競爭力，不利於

長期發展。

 ▲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林孟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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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染整業面臨的問題

目前染整業面臨的問題有哪些？第一

個，雖然很多工廠的生產機台已經改用自動

化的設備，但仍然是仰賴人的操作和管理，

像是染機的馬達轉速、帶布輪的速度，Idle 

Time，pH 值也是手動加冰醋酸調整，加藥

也是手動處理，因為這些染色參數都是用人

工去調整，免不了會有一些人為的疏失，造

成染色結果異常。

第二個是染色程序並沒有標準化，都是

依靠經驗來操作，像傳統的染整廠都是靠一

些老師傅，在染完對色時要做一些調整，要

加多少染料，多少助劑都是要靠老師傅的經

驗，而不是說回到化驗室去核色，確認所追

加的染料和助劑之後再去修正，所以一般染

整廠的一次對色率約只有 60% 左右，再現率

比較低，因為重修的次數很多，會增加生產

成本。

第三個是， 在生產和化驗室的打色資

料，一般的染整廠都會儲存很多的色卡和色

樣，這些資料非常多，但是卻沒辦法拿出來

應用，這些資料只是擺在資料櫃裡面，幾乎

不會有人再去動它。

我們的策略

我們提出來的解決方案是把染整廠現場

的設備，像是染色機、定型機、化驗室以及

倉儲系統全部的資料都整合到中央的監控系

統，透過雲端的智慧化系統對資料做整合和

分析。

 

這是一個染整廠的智慧化的配置，上面

有很多染機，前面的是一些計量系統，像染

料計量系統，助劑計量系統，流亞就是提供

實驗室與現場這個階段的自動化設備。

染整廠的大數據和雲端平台結合

 

我們把染整廠的數據分成兩種，一個是

設備的大數據，其中包含設備的維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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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元件的健康狀態、零件壽命的預測，在

製程方面會有製程的大數據，生產的數據可

以回饋儲存，以供製程優化之用，這些設備

大數據和製程大數據就是透過戰情室的系統

和 ERP 結合，此外，就是把染整廠的自動化

設備，像染機的控制器和染料助劑的自動計

量系統，把這些資料也回饋到戰情室，把設

備的大數據和製程大數據結合起來傳到雲

端，藉由雲端平台提供的一些加值的服務來

整合，分析這些數據資料。

接下來，我會針對智能機械、物質流無

人化和雲端智慧服務來和大家分享。

智慧機械

在智慧機械的部分，染整廠裡面主要有

染色機、後整理機台、計量系統、化驗室機

台還有其他公用設備。

流亞對染色機的部分提供染色機的控制

器，像 LA-808 簡易型控制器、LA-828 功能型

染色機彩屏控制器、LA-838 實用型全方位染

色機控制器、LA-868 全方位染色機控制器和

LA-pH 染色機pH 值控制系統。

以 LA-838 為例， 我們這型控制器是以

PC-BASE，是 Windows 的作業系統，支援多

國語言，操作很簡單，適合各種染色機，像

氣流缸、液流缸，布缸、紗缸，LA-838 因為

是 PC-BASE，記憶容量很大，可以蒐集到的

資料會比較完整，也可以和中央監控系統結

合，在畫面上提示配方及劑量的結果，操作

員在這個控制器上面就可以知道，不管是溫

度控制或是染料和助劑的量是否正常，下面

這個圖就是在 LA-838 上面顯示的生產數據，

像溫度、升溫閥開啟狀況、缸差、風機速

度、還有Cycle time，都可以記錄下來。

 

我們在控制的時候，可以用曲線圖來呈

現，把目標值和實際值直接在顯示幕上顯現

出來以供比對，實際值和目標值的曲線重疊

在一起表示控制是正常的，如果兩條線差異

太大就代表不正常，會顯示警報，不管是溫

度或是藥缸的水位和 pH 值都可以控制，這

些數據除了可以即時看到之外，我們會把這

些生產的數據全部收集到中央監控系統，中

央監控系統不只是能夠看到目前的生產數

據，也可以回溯查詢已完成工單的資料，每

一分每一秒的資料都可以查的到。

在染色機的生產數據方面，我們可以收

集到溫度的控制、主缸水位及水量、主馬達

速度、帶布輪速度、Cycle time、缸內壓力、

噴嘴壓力、藥缸水位、加藥速度控制、pH

值自動控制、水位控制和染料吸收率等等。

後整理設備的監控 LA-570A

 

在後整理設備中，像定型機的監控也是

使用 PC-BASE 的控制器，可以連接溫度控制

器，變頻器、張力控制器和濕度控制器，來

得到機台上的重要數據並且記錄下來。在定

型機的監控系統像染機一樣，也會有一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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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參數設定的功能，我們的系統會把它繪製

成一個曲線圖，你可以去設定風箱的溫度、

風機的速度，入布的張力、出布張力和濕度

等這些條件，這些條件也會繪製成目標曲線

和實際曲線，從這兩條曲線的狀況可以隨時

來監看實際狀況是不是合乎你的設定條件，

定型機監控系統的示意圖如下。

 

後整理機台的生產數據包含工單開始時

間、結束時間、風箱溫度和速度、入布速

度、入布張力、上超喂、下超喂、布面溫

度、幅寬、排風機速度、排風空氣濕度、出

布速度和出布張力等等。

接下來介紹的是計量系統，在染料倉儲

的是 LA-202，染料自動輸送溶解系統是 LA-

252RB 和 LA-252RM，染料輸送系統 LA-253，

助劑自動計量輸送系統 LA-302F，粉體助劑

自動稱量輸送系統LA-303 等系統。

在染整廠一般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秤藥室

非常髒亂，因為秤藥間比較難管理，如果只

是放幾個架子來堆放染料和助劑，用人工方

式去搬運和取用這些染料和助劑，免不了會

有粉塵飛揚，或許是在秤藥的時候不小心把

染料或是助劑掉在地上，操作員也不會仔細

的去打掃或維護，我們提供的解決方案就是

將秤藥的部分和計量系統完全做到無人化，

可以保持現場的整潔。

 

在計量系統這邊可以得到的領料單開立

的時間、配方代碼和內容、布重、浴比、總

浴量、計量開始及結束時間、原料代碼、原

料批號、目標濃度、實際濃度、實際重量、

化料流程、化料時間、化料水量、輸送開始

和結束時間。

化驗室系統

接下來是化驗室系統，我們有 LA-600 無

管式染液自動計量系統、LA-620 實驗室標準

液調製開料系統、LA-652 獨立染程低浴比試

色機、CDB Optilab 染程合理化系統，下圖為

我們化驗室系統的軟體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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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驗室系統收集到的數據包括配方開立

時間、配方代碼、布重、浴比、總浴量、原

料代碼、目標濃度、實際濃度、目標重量、

實際重量、計量開始時間、計量結束時間、

母液開料流程、母液儲存時間，在試色機上

有染色程式、溫度控制和上色率曲線等。

其他生產設備生產數據

其他的部分還有精練水洗機、熱水回收

系統、廢水回收系統，還有一些服務的設

備，像鍋爐的監視，我們也有在做，這部分

可以提供的生產數據包括工單開始時間、工

單結束時間、各機台輸出入點狀態、機台稼

動率、異常訊息統計、能源耗用統計等等，

因為你如果要計算水、電、汽等等的能源耗

用，你不只是計算你的染機耗用，其它的設

備耗用也要一起納入考慮，才算是完整的能

源耗用。

物質流無人化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物質流無人化，第

一個是化驗室的智能連網，再來是染助劑的

無人化作業技術，還有自動判讀染色配方相

容性。

化驗室 - 現場智能連網

 

在化驗室的智能連網部分，是把化驗室

的設備、MES 系統，還有現場的秤藥系統做

一個結合。一般傳統工廠是用手寫的紙本的

資料來傳遞訊息和紀錄，也許我們開立了一

張工卡之後，傳給化驗室，化驗室去打色、

核色，當化驗室得到一個配方，再把這個配

方用手寫領料單交給現場，現場憑這張領料

單去秤藥，這些人工作業難免會有失誤的地

方，例如可能寫錯或看錯，如果這些都能連

網的話，可以避免人工操作的錯誤，也可以

提高效率。

染助劑無人化作業

 

這個是用機械手臂、RFID、 和定位技

術來達成秤藥、輸送、溶解、管理作業完全

自動，達到完全無人化的標準作業。在染機

控制器，在染程上輸入呼叫染劑和助劑的步

驟，當染機執行到這個呼叫的步驟時，會根

據工單上面的配方去呼叫染料助劑輸送系統

開啟秤藥、輸送的功能，輸送到現場後再做

一個確認，確認染料和助劑已經送到藥缸

後，就開始加藥、染色。

自動判讀染色配方相容性

 

這個部分是和紡織所合作的，在流亞這

邊有自動的滴液機和染程合理化的系統，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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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Delta Color 的分光儀，這些資料蒐集起來，

運用演算法建立 AI 模組，開發染料相容性模

組，當你輸入一個色樣以後，自動從你的資

料裡蒐尋，提供一個最佳的配方組合及最佳

的染程建議，達到一次對色成功率，減少打

色次數。

雲端智慧服務

接下來談到，當我們有了智慧機器，有

了自動化的物質流之後，我們提供的雲端服

務，像雲端服務規劃與建置、設備的大數據

服務的開發，和製程大數據服務開發，像雲

端色庫，染料分析、排程管理，染整定型、

布車定位系統、機台稼動率、維修預測、異

常預測、能源耗用管理等功能。

雲端色庫

 

像這個雲端色庫， 左半邊就是傳統的

打色作業模式，它從 ERP 導入一個工單，帶

到 Delta Color 的分光儀，然後帶到滴液系統

去打色，然後人工去確認、調整，這樣子來

回非常的耗費時間。如果我們建立了雲端色

庫，把所有的 ERP 系統、Delta Color 系統和

滴液系統的資料做整合，有一個新的織物規

格進來之後，它能自動去蒐尋配方，可以節

省一些時間。

再來就是生產排程，就是用視覺化的方

式，把每一台染機的工單的顏色和時間用長

條圖的方式列出來，讓染色課的排缸人員很

容易的依照顏色和生產時間來排缸。

在染料分析方面，像上色率曲線不同的

染料組合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像製程管

理，不同的染色有異常的時候，可以區分紗

因或是染因，或是共同因來分析。

在製程參數就是將染程數位化，當發現

異常的時候，來去修改染程，而這個修改也

會記錄下來，修改之後可以再 Review 修改紀

錄，還有，各機台的稼動率，像維修和異常

的預測，就是在機台發生異常的時候都有做

紀錄，然後我們事後再去分析這些異常的原

因，可以去做維修的管理，此外，還有能源

耗用的管理，以上報告，謝謝各位先進的聆

聽。

第十一場		

紡織後加工的新發展 : 以環保製程為基

礎的針織布塗層與採用 PUR熱熔膠貼合

的複合材料

鑫強先進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揮凱總經理

 

大家好，我是鑫強先進機械股份有限公

司的沈揮凱。

我們公司成立於 2000 年，在台灣的染整

設備業算是年輕的。一開始我們是做定型機

和烘乾機的設備，約 15 年前發展到塗布貼合

 ▲ 鑫強先進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揮凱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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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去年已有百分之八十的板塊在塗布

貼合的領域。塗布和貼合一般看起來是一個

不環保的產業，有油性膠和溶劑的問題，我

們一開始投入的是無溶劑的部分，目前比較

夯的是濕氣反應性熱融膠，同時我們發展水

性的部分，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在環保

的基礎下，我們做紡織品後加工的製程，其

中一個就是熱融膠，另一個就是水性的塗布

料，特別會提到針織布的塗布，這個技術對

很多人來說可能比較新鮮，所以我把它強調

一下。我們的客戶層一開始是在台灣，尤其

是 PUR ─濕氣反應型熱融膠，最近已經發展

到海外市場，去年我們發展到日本、歐洲，

今年，剛剛在會議前我們又簽了一張美國的

訂單，但是台灣反而不多，尤其在後加工這

一方面，台灣業者的投資相當的少。台灣美

其名為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機能性布料的生

產國，其實我們看到的量不是很大，我們希

望在這一方面能提供一些建議和努力。

產學合作

我們長期和紡織所及北科大有合作關

係，我們主要的客戶層有日本的一些公司，

和歐洲、韓國和台灣一些知名的公司長期以

來也有合作，我們公司雖然不大，但也有做

到歐洲、美洲，最遠做到阿根廷。

這個是我們和北科大合作的案子，熱融

膠貼合機，它基本上是一個環保的製程，我

們也有一些特色，講到熱融膠貼合機一般聽

到的是防水透濕，用在外套這一類的產品。

點貼

 

這個部分一直以來的應用都是點貼，點

貼的原理是透過我們的反應型熱融膠，它

是一個環保的、無毒、無排氣、無臭的材

料，生產過程沒有排放，也沒有汙染，上圖

中紅色的是膠，上面這一層可能是膜，或是

薄料，下面黑色的部分就是厚的材料或是織

物，在這個布和膜中間我們用膠去黏合，這

個膠的點是用花輥形成的，在這個花輥上的

圓點就可以做成圓形的膠點，菱形的就形成

菱形的膠點，膠點的大小、密度和深度會產

生不同的黏著力，厚的布就用粗的點，薄的

布就用細的點，膜本身是透濕的，而這個膠

基本上是不透濕的，就是透過膠點之間的縫

隙產生透濕或是透氣的效果，彈性、伸縮性

或是厚度，就是利用這些膠點獲得的，牢度

也是透過膠點取得，膠越密，牢度越好，透

過這樣的做法，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產

品，這是用在薄膜和布的貼合，這種方法用

得特別多。但是這個產品有一個缺點，它基

本上是用在服裝或是部分的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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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貼法

 

我們是在機台上利用很精密的刀和輥把

膠做成一層膜，這層膜放在兩層材料中間然

後壓合起來。各位看到圖上片，紅色的部分

是融溶的膠，上面黑色的是膜，下面藍色的

是布，這個叫全貼法，到目前為止，我們

的膜的厚度可以做到 15μ，大概在 17-18 克

左右，算是非常薄，因為一般點貼法是做

到 8-10 克，我們這個全膜大概做到 15-16 克

左右，這個這麼薄的膜會產生什麼效果？第

一個是它的面積大，貼合的時候牢度來自

於面積而不是來自點的大小，面積大牢度就

高。第二個，因為它很薄，所以不會滲透很

多，可以維持材料原有的豐厚感和彈性，這

個膠的彈性很好，一般的手感會硬是來自於

膠，是膠滲透到織物裡面綁住纖維，造成手

感變硬，這和鋼筋混凝土的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硬感不是來自於膠，而是來自於膠和

纖維結合，因為我們的膠很薄，而且彈性很

好，所以它可以保持織物很好的豐厚感，因

為我們可以用高溫去做，這個溫度目前可以

到達 180℃，180℃的膠塗在 TPU 或是 EVA 的

膜上面的時候，那個膜整個是軟化的，軟

化但是不會破，如果你的機器夠精密、夠均

勻的話就不會破，這個時候一加壓，就會陷

到組織裡面，就是圖中央的樣子。我們有一

個貼合的材料，客人看了半天看不出來是貼

過的，因為很薄。厚膜有厚膜的效果，厚膜

沒辦法像我們這樣做，但是膠就要多用一點

了，厚膜做空氣材料，薄膜做耐高水壓和耐

刮，還有最近在用高周波做縫合的時候就需

要用到全貼，例如雨衣和帳蓬、睡袋，他可

以做出像外套的手感的材料，還可以做高水

壓的東西，像水袋，降落傘、空氣枕頭，做

護具這一類的東西。

如果強度要更高一點，高剝離強度，來

做充氣小艇、救生圈的時候，就要塗滿膠，

我們叫重貼，雙面上膠的模式，就是用膠把

所有的空隙全部填滿，這樣可以得到非常高

的強度，以我們量測的數據，一公分可以達

到30 牛頓。

浮點貼合

 

我們還發展出浮點貼合，是透過重貼的

技術，我們因為能夠在機台上產生一層非常

薄的薄膜，把這層薄膜貼到一個凹凸不平

的材料上面時，可以讓所有的高點都塗滿

膠，因為很薄，它在塗的過程中它的膜會破

掉，不會是連續的點，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

所有的高點都塗滿膠，在貼合的時候就會看

到高點接觸這個材料的背面，黏合率是百分

之百，第一個好處是它很省膠，第二個，它

不會減損布料的厚度，因為旁邊沒有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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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可以滲，第三個它的縫隙之間沒有膠，

所以拉力非常好，這個料起來之後，有很好

的豐厚感和彈性，都維持原貌，抗撓曲性也

非常好。再來這個是指我們用針織布去貼梭

織布，這個發展出來之後我們把它運用在鞋

面，鞋面凹凸不平，還有大提花及汽車內裝

材料和不織布類的產品，最近我們又把它運

用在時裝市場，就是網狀布貼網狀布，洞洞

裝或是金蔥那一類裝飾用的布料，原來它不

是用這個方法，以前可能是用膠膜，那不耐

熱，我們用的 PUR 是不可逆的，所以它貼完

之後可以得到很好的物性。

這個點貼可以應用在服裝、內衣、或是

一部分的工業服裝、消防衣，鞋材；浮貼大

部分則是應用在厚的鞋材、家紡或是汽車內

飾材，重貼是並用在充氣袋、血壓計、充氣

小艇和許多要求高剝離強度的場合，這樣的

產品可以說是已經進入塑膠工業的領域了。

這個 PUR 塗布是一個很環保的製程，可

以取代傳統的油性 PU，它有更強的剝離強

度，不會暈色，抗水解，除了環保特性之

外，它將會取代傳統的塗布法的市場。我覺

得紡織業要去學塑膠業比較容易，塑膠業要

來學紡織業比較困難，這是個人的經驗，所

以說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

水性膠塗層機

再來介紹水性膠塗層機，水性膠塗層機

的作業模式有順向塗布，點膠塗布和逆向塗

布，歐洲剛剛出現逆向塗布的時後，是輥輪

和布料有速度差，我們這個是真正的逆向。

這個機器沒有辦法獨立完成一個產品，

必須搭配烘乾機，這個機器可以做表面處

理，例如：做單面撥水、單面導濕，像剛才

說過，可以塗在提花布的最高點，所以，不

會改變布的物性和手感，它也可以做針織布

色牢度的加強，可以在不織布和棉布上面上

色，也可以在網洞的布上面塗單面。在應用

方面，這個塗布法也可以用在布料的雙面上

色，皮革表面處理。

這個機器我們也有推出實驗機，適合用

量不是那麼大的業者的需求，反應還不錯，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機型完整化。

六種塗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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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顧雲翔經理

這個是我們發展的六種塗布方式，前三

種就是我剛才講過的，點膠、全膠和浮點上

膠的功能，還有一個叫做逆塗，它有各式各

樣的用途，列在圖的下方，還有下面這個

表，請大家參閱，謝謝。

	第十二場

各大運動用品品牌廣泛運用之 TPU ( 熱

塑性聚氨酯 )紗線介紹暨熱熔、高耐磨、

感光紗線應用案例說明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顧雲翔經理

各位前輩、 各位先進午安， 我是顧雲

翔，今天很榮幸的代表三芳公司纖維部門到

這裡和大家分享TPU 紗線的介紹與應用。

今天的報告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簡單

的介紹三芳公司，第二個部分介紹什麼是

TPU， 什麼又是 TPU 紗， 第三部分要介紹

TPU 紗的應用和品牌的趨勢，我本人是在營

業單位，所以，報告的內容會比較偏重在市

場面的應用。

三芳簡介

三芳化學創立於 1973 年，一開始我們的

總部在高雄，以鞋材和雨鞋為主，1994 年開

始，我們切入運動用品的鞋材，目前我們的

客戶不論是 NIKE、ADIDAS，還是台面上這

運動用品品牌，都是我們的客戶，從 1994 年

到 2013 年這一段時間其實是過得蠻順的，因

為在材料上面的轉換和需求其實沒有太大的

變化，可是從 2013 年開始，配合 NIKE 的理

念，我們也發展了 TPU 的新產品，又過了

沒多久，NIKE 又有新的概念，從那時開始，

網布的需求就慢慢的攀升，我們公司在這個

情況下，我們就要給客戶一個 Total Solution，

所以，我們就在 2016 年切入紗線的領域，開

發，一直到現在。

我們公司總部在台灣，在中國、印尼和

越南都有我們的工廠，在美西 NIKE 總部附

近和南韓都設有辦公室，隨時都有駐點人

員，可以說我們的客戶幾乎涵蓋全球，我們

在海內外的員工大約 3,100 人，2018 年的營

收 94 億元，各位如果瞭解的話，三芳以前是

做人造皮革起家，常常會使用到溶劑，三芳

在轉型，我們的高雄總部目前也已經朝綠色

工廠的方向執行，完全改成全水性、無溶劑

的產品去發展。

有這麼多的產品和材料，我們三芳應用

在哪些層面，第一個是機能性纖維，其次，

我們有熱融膠用在家具、裝潢和成衣止水

條，還有做一些 3C 產品保護殼，目前 3C 的

產品有和 GOOGLE 和 APPLE 合作， 還有開

發一些車輛的內裝材料，包括座椅，還有運

動用球，明年東京奧運所使用的球會有許多

是使用我們的材料製作，我們的產品很多，

因為今天是紡織展，所以我聚焦到 TPU 紗線

來為各位介紹。

關於 TPU

TPU 是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s， 熱

塑型聚氨酯， TPU 越來越紅是因為這個產

品有很多優勢，第一個，他的強度高，耐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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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強，他的硬度範圍很寬，熔點的範圍也

很廣，從 80℃到 180℃都有，用這個材料做

射出或壓出的加工都非常適合，所以，雖然

TPU 這個東西好像很少聽過，可是它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卻時常出現，我有幾張照片跟大

家分享。

 

第一個是右手邊這個 ADIDAS 鞋子，不

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ADIDAS 的爆米花的鞋

子，它的原料就是來自於 TPU，再來是我們

的醫療床，或是鹽水袋，導管，大部分也是

來自於 TPU，還有我們成衣用的止水條，熱

融膠，也是來自於 TPU，再來，我們手機充

電線的包覆材也是，可見 TPU 運用的範圍有

多麼廣，不勝枚舉，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公司一直在想，TPU 用

途這麼多，那到底有沒有人用 TPU 做紗，所

以，我們公司就成為第一個用 TPU 去抽紗的

公司。

 

上圖為目前三芳的紗的產品，以紗的種

類來說，三芳可以說是在業界裡面最完整

的，我們的產品包含有複絲類，Polyester 和

TPU，100% TPU，各種不同熔點的 TPU，熔

點從 80-180℃，還有彈性的 TPU，還有不同

丹尼數，從 150 丹到 600 丹，Mono 的，複絲

的都有，這麼多種類的 TPU 紗線，要看各位

在未來要怎麼去使用，做鞋材、做成衣、做

背包的需求層面都不一樣，可以對我們不同

的規格去瞭解。

低熔點 TPU 紗

接下來，我針對這些產品中比較具特殊

性的紗線來為各位介紹。

 

第一個是我們 UHF-050 的材料，它的特

點是熔點很低，只有 80℃，目前運用在鞋

材， 不論是 NIKE 或是 ADIDAS 的 3D Pattern

襪套式的鞋面布，就是運用這種低熔點的

TPU 紗線去開發的。

感光變色的 TPU 紗線

 

再來我們有一個所謂感光變色的 TPU 紗

線，它遇到光線就會改變顏色，各位可能會

想，這類產品在市面上早就有了，那到底是

有什麼特點，其實，以往的這些功能都是

Coating 在表面，這樣的紗在織造的時候可能

就會被破壞，或是它的效果的持久度不是那

麼好，我們是把這個功能和 TPU 結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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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U 的高強度保護之下， 讓這個產品功能

的壽命可以延長，這個圖的右下角有一個儀

器，我們叫它 Jungle Test，這個儀器模擬在

叢林中高濕度、高溫度的環境下，到底這個

材料的功能可以延續多久，以一般的正常標

準，它儀器中的一週就是叢林中的一年，而

我們的產品在儀器中放了兩週到三週之後，

產品的功能還是和開始時一樣，這就是 TPU

的效用，所以說，目前各大品牌對這一組紗

線也非常有興趣，畢竟它克服了過去大家很

想用，可是效果一直不好的問題。

 

這個圖右邊是變色的情況，我們在星星

的部分有用到 TPU， 其他部分是用一般的

Polyeater， 所以， 有遇到 UV 的時候， 星星

的部分就會變色，這個有很多概念可以去發

想，例如品牌的 LOGO，或是鞋子的 LOGO

可以用這個紗，讓商品推出去的時候，在品

牌的部位有一個變色的效果，這是一個時尚

的概念。

應用

再來，講了這麼多，可能各位想知道的

是，到底目前市場上面有誰在用，怎麼用，

還有，有沒有可能有其他的應用模式。

我今天提到的是目前有蒐集到的，如果

各位先進或是前輩有更多的想法，都可以和

我連絡，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讓這個東西

有更多的發展。

在成衣方面運用

 

首先在成衣方面，其實我們一直在談到

海洋微纖的問題，我們就想到，TPU 紗線有

一個熱熔的性能，所以我們將 TPU 紗線織

到織物裡面，用它的熱熔特性去綁住纖維，

各位在圖的右下角可以看到，PASHRON，

PASHRON 是我們的商標，左邊是有加我們

的 PASHRON TPU 的紗，而右手邊的是沒有

加的，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可以提升

30-40%，減少海洋微細纖維的問題。

再來是在成衣方面的應用可以到耐磨的

用途。有時候在我們的衣服上，不管是手

肘，手腕，或是臀部，都需要一些高耐磨的

功能，其實也可以加一些 TPU 紗線，藉由

TPU 紗線的熱熔性能， 形成一個 TPU 的薄

膜，去提高織物的耐磨性。

 

再來，TPU 有一個阻風的效果， 我們

目前開發的產品有用在刷毛衣，其實刷毛衣

的阻風效果不是那麼好，要嘛就要貼膜，貼

在表面或是裡面，但是貼表面的話會影響外

觀，貼裡面的話影響觸感，如果用我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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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U 紗線的話，我們的構想是放在織物的中

間層，它織在中間的時候，利用它熱熔的性

能，讓 TPU 熔的時候在網布的中間形成一個

膜，這個是以前用後加工完全做不到的。我

們目前有跟紡織所去做實驗，阻風係數可以

提高 40-50%，不是 100% 阻風，但有一定的

效果，這也是我們和一些廠商在合作開發的

方向。

在鞋材方面的運用

再來是在鞋材方面的運用， 在 TPU 紗

線上面我首先介紹裝飾的部分，目前是業

界 已 經 量 產 的 產 品， 就 是 PUMA 和 NEW 

BALANCE。

 

他們運用 TPU 紗線融了以後和網布結

合，和網布結合之後，第一，它可以做到外

觀的裝飾，第二，因為有 TPU 紗線熔融的關

係，可以提高耐磨性，所以，它可以用比較

細丹尼的織物，可以減少成品的重量，它可

以達到外觀的裝飾效果和增加耐磨性。

 

再來，這雙鞋子，他們在做足球鞋多加

一個很強的保護，因為足球員在踢球的時

候，踢力很強，所以在鞋面多加一層膜去保

護鞋子，目前這雙鞋完全沒有做任何保護，

他們就直接用 TPU 紗織在表面後去熱壓，熱

壓之後有它的形狀和保護力，所以它的耐磨

性夠強，這雙鞋如果你上網查，就可以發

現， 企甲聯賽中 PUMA 贊助的球員都在穿

這款鞋子，這雙鞋子有一定的保護力和撥水

性，為什麼有撥水性？因為 TPU 熔了之後，

表面會形成一層薄膜，這個薄膜就可以達到

撥水的效果，不敢說防水，撥水一定可以做

得到。

 

再來這個也是已經上市的鞋子，它是用

Molding 的工藝，讓原本是很平淡的鞋面去

加工，讓它看起來有點藝術效果。

 

這個可以說是目前 TPU 紗線的主軸，目

前不管是 NIKE 或是 ADIDAS 等各大品牌第一

個 Fashion Trend 就是透明，他們就是在找這

樣的感覺，這個用 TPU 紗線就可以做得到，

用 100%TPU 紗線去織的話，就可以呈現一個

透視感，所以現在有好幾款量產的鞋子都用

我們的TPU 紗線去達成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難道只用在鞋材嗎？成衣不

可能嗎？我想就我的瞭解，因為我也是曾經

去品牌拜訪和跑品牌的人，他們也跟我提

到，他們認為透明的衣著也是接下來的趨

勢，所以，在這個狀況下我認為這個 TPU 紗

線可以在透明這一點多著墨一些，我相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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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的業務推展上面應該會更有利，這是目

前的趨勢，可以抓到目前的時尚趨勢的話，

我想品牌都會很喜歡。

 

這個是 ADIDAS 的一個耳機套， 現在

TPU 不是只用在鞋材或是成衣，耳機套有些

是用布，有些是用 PU，基本上會磨到，所

以可以加一些 TPU 紗線去增加耐磨性，這個

也是已經量產上市的。

 

最後是我們和 ADIDAS 配合的鞋子，因

為今天我談的重點是在 TPU 紗，其實我們

還有做 Recycle Dope Dyed，這雙鞋子就是加

了 Recycle Dope Dyed Yarn 和 TPU 紗去做出來

的。

最後我做一個總結，在成衣部分，TPU

紗線可以達到防破、撥水和增進貼合力的效

果，在增進貼合力的部分我再解釋一下，我

剛才提到熱熔膠它的原料本來就是 TPU，我

今天又是 TPU 的網布的話，現在成衣如果

碰到一些很難貼的，比如說尼龍或是撥水的

布，你可以嘗試帶一些 TPU 紗線，增加它

的貼合性，畢竟它們是同樣性質的材料，所

以，目前有一些廠商朝這個方向去做，在比

較細丹的布，利用一些 TPU 紗線去增加它的

貼合性。

 

最後，右手邊是我們在開發的，讓背包

上產生透視感的背包，以上是我們的介紹，

謝謝各位。

切記：(一 )年紀大了不是本錢 (二 )

「 想 當 年 」不 是 人 人 都 愛 聽 的 話 

(三 )少管閒事，特別是家中的「閒

事」(四 )年輕人一定比你忙 (五 )自

願 付 出 時 別 想 著 回 報  ( 六 ) 不 要 總

想 著 改 變 別 人  ( 七 ) 待 人 處 事 別 太

摳門，錢多錢少都要有個爽快大度 

(八 )邋邋遢遢不是小事 (九 )千萬別

像 存 錢 那 樣 存 著 破 爛  ( 十 ) 別 老 想

著靠子女，消除寂寞根本還是靠自

己。做好自己才不會寂寞，因今生

只有一個人能永遠與你在一起，那

就是你自己。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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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產業於機器人智慧製造供需
交流會報導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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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E-PaaS 工業物聯網平台智能製造應

用案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林其鋒副總經理

林副總首先介紹研華公司，以前研華是

很傳統的做工業電腦，做工業控制的裝置，

後來因為業界只想要做物聯網，卻不知道怎

麼做，研華就建構一個平台來試試看。目前

在中國大陸，光是一個物聯網平台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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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林其鋒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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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兩百多家，所以他們認為，不知道如何

開始就先做平台。

整個產業界發展的非常快，從 2010 年到

2011 年時在談物聯網，很快的進入工業 4.0，

現在大家都在談 AI 的事情，過去研華是專

門做硬體的提供，專注在工業電腦製造的領

域，從 2010 年開始，整個產業往物聯網往智

慧製造改變，去變革，所以他們從過去很傳

統的硬體製造商，轉換成專注在整個工業物

聯網，包括工業 4.0，包括智慧城市的產業發

展去發展。

研華 AIoT ( 人工智慧物聯網 ) 長期共創商業

模式

 

從這個去看在整個 IOT 物聯網的位子，

研華還是 Phase Ⅰ的地方， 過去知道整個

Phase Ⅱ、Phase Ⅲ必須要做軟硬體的整合，

和合作夥伴更深度的結合，甚至更深入到各

個 Domain Focused 的發展，協助產業去快速

在他們的廠域，去做快速的服務，去落地，

所以， 必須結合很多 Domain Focused 的 SI，
就是系統整合商，去做這樣的深耕、發展，

所以研華提出一個共創的模式，希望就過去

很傳統的硬體裝置的結合，再加上軟體整合

的服務，這個是一個Package 的概念。

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 Domain Focus，軟

硬體整合，研華希望這樣的服務模式，在不

同的領域找出這個領域的 Domain Leader 的意

見，協助把這個產品，解決方案，包裝成一

個可以快速平行展開的一個服務模式，然後

在藉由 Phase Ⅱ提到的 Domain Focused 的 SI 的

一個快速平行展開的落地服務去做，這樣才

能快速在產業裡面平行展開。

為什麼大家聽到很多生意的機會、很多

IOT 的發想，可是到現在大家還在觀望，這

就是因為沒有辦法有一個產品在一個地區，

在一個產業能快速的平行展開，因為每個產

業的 Domain，他的主要需求、需要的服務

都不一樣，所以研華提出的概念就是說，譬

如紡織業希望在紡織相關的服務找出 Domain 
Focus 的 SI，把他的產品包裝成一個產品的解

決方案，快速平行展開，然後結合去做落地

服務。

企業邁向數位轉型 -	Microsoft

 

林副總提出了兩個例子給大家看數位轉

型有多麼重要。從 Microsoft 公司來看，過去

一段時間轉型不是很成功，它曾經是一個在

大型電腦風行的時候，整個 Client 的作業軟

體市占率達到 98% 以上，經過這一位現任的

執行長，把它數位轉型，把所有資訊服務變

到雲端，開始數位轉型的時候，它的股價開

始跟著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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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個狀況也在研華身上出現，從

最傳統的 IPC，到 2011 年轉換到希望走 IOT
這個市場，包括智能製造，智能工廠，由那

次做數位轉型到今天，股價也跟著上揚。

百大品牌成功關鍵

 

數位轉型在未來是一個趨勢，不管是高

科技產業、資訊產業，包括傳統產業都須要

做這件事情，全球的大企業都在做這件事

情，Amazon 這一家公司在 2004 年只不過是

一家網路賣書的店，它現在把媒體都買下

來了，做了數位轉型，現在號稱是經濟科

技的媒體業。包括現在的 Uber eats 或是 Food 
Panda 也好，它的生意模式和生態鏈，為什

麼會這麼夯，這表示它的生意模式是可以，

是必須的，是現在的社會所需求的。

在工廠裡面，需要把設備聯結起來，資

訊在一個平台上去統一，然後結合不同的產

業去做產業應用。

數位化和數位轉型

 

研華在 2015 年跟廠商合作，現場把紡織

廠的資訊一步一步的收集起來，聯結之後做

智慧看板，還有布車的定位，輥輪溫度的資

料，環境的資料、溫濕度還有所有的稼動率

相關生產數據，結合系統，到現在還一直在

做 MIS，這些事情就是它必須做到一個逐步

的收集資料，然後去分析。

當產業數位化還沒有產生一個破壞性創

新的領導者的時候，只要把資訊數位化就可

以了，可是產業裡面出現了破壞性創新的時

候，就必須趕快去做數位轉型。看看現在的

摩托車，電動摩托車跟過去傳統摩托車的製

造廠不一樣，所以常常有可能在新世代的產

業發展，新的破壞性競爭者進來之後，它的

player 可能不是原來這些人。

反觀現在紡織業這些傳統的經營者，如

果今天有一個 End-to-End 的，直接從頭到尾

包括銷售、網路上販賣，可能會做整個產業

很大的變革，可是他必須做到所有的智慧轉

型，包括從纖維原料、紡紗、織布、染整、

成衣到銷售都要做到，當然這個 player 可能

還沒出現，如果這樣的角色出現，那傳統經

營方式的人可能會有點危險。

工業物聯網價值鏈與生態系

 

研華過去是一個硬體的製造商，對外結

合軟體的服務把這個廠域領域所需要的軟

體，把它打包成一個所謂的物聯網產業解決

方案 SRP，藉由客戶自己的軟體和 IT 技術人

員或系統整合商去做，或者覺得這樣新創的

生意模式，有很多新進的系統整合商會對這

生意有興趣而加入，然後結合這樣的平台和

服務，可以進入不同的領域去做這個產業服

務。研華過去就做中間這個邊緣智慧電腦

Edge Intelligence computer， 因為大家知道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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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要聯接，又利用不同的傳輸通訊協定，包

括 Wi-Fi、藍芽去聯結下面的一些裝置，往上

走 SRP，或是 APP，它是工業用的。當你這

個 APP 在這個 Edge Computer 下載下來，其實

你是可以被 Certify 過，所以進入到不同的領

域，包括能源、環境、工業等領域去應用。

研 華 的 口 號 是 Enabling and Intelligent 

Planet，Enable 就是協助的意思，希望協助的

客戶在跨越，在發展數位轉型 IOT 這個鴻溝

去做未來的產業更深的發展，協助的客戶去

做產業發展。

 

從這個架構來看， 下面這一半都是一

樣，可以結合不同的裝置，傳輸資料往上

拉，去做現場的整體設備效率 OEE 也好，設

備監控也好，甚至戰情室，包括工廠裡能源

的監控，這些事情和資訊都可以用這個平台

去做。

產線設備稼動解決方案

 

以這個圖來看，在 OEE 裡面它顯示了生

產線的稼動率，可以把它的稼動率、換線的

速度和實際生產稼動時間一目瞭然的顯示出

來，讓管理者能即時做決策。

工廠能源管理解決方案 (FEMS)

 

在工廠的能源部分是一樣的邏輯和架

構，看這個圖的下半部，其實它和前一個圖

的架構是一樣的，結合不同的通訊協定和裝

置，往上可以做所有設備的管理，包括比較

耗能的設施、供電設備和各個單位用電的績

效也都可以管理及各生產設備健康的情形，

都可以用這樣的平台系統協助管理工廠。

 

這樣的畫面已經模組化，讓現場的工程

師和系統整合的人員，對管理畫面一目瞭

然，它也可以用新設計出來的 3D 模擬，把

現場的情況轉成立體的畫面。

 

包括現場設備的流程，研華已經把這套

系統導入到自己的工廠三年，三年來整個生

產力是上升的，能源耗用是下降的，這也是

利潤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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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在做智能化 IOT 不可能由一家公司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必須有 Eco-Partner 上

下游和不同功能互補的廠商去聯結，所以

研華建立和整合一個共創的物聯網生態系，

WISE-PaaS 的平台去協助中小型客戶做到數

位轉型，能夠做到快速的生意模式的轉換。

大家可能會認為紡織業是一個比較不是

高科技的產業，不過研華跟宏遠合作幾年下

來，台灣的紡織業是一個驕傲，每次奧林匹

克運動會的會場裡，不管是哪一個國家的代

表隊，他們穿的衣服和鞋子，百分之七十到

八十都是台灣業者做的，紡織業用領先的技

術去做這件事情，研華認為應該用更新的科

技協助大家去做數位轉型，找到更好的價值

鏈，去發展未來的，包括紡織業及其他傳統

產業去做更有價值的變化。

智慧控制新思維 - 控制系統技術發展與

實際應用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陸旭芬經理

 

寶元一直在精密機械和控制方面的廠商

合作，這幾年因為很多的產業轉型智慧化，

在智慧製造的機器上，讓寶元在控制系統方

面有一些新的方向和想法。

寶元觸控簡介

 

寶元觸控總部在台中，因為台中是精密

機械的大聚落，生產製造方面也是在台中的

精密科技園區，目前主要的產品包含了 CNC 

控制器，近年來比較熱門的是工業機器人控

制器，另外寶元發展了 EtherCAT 相關的伺

服電機與周邊設備，也自己發展了雲端系統

(SCADA) 來配合客戶的需求。目前因應產業

發展的潮流， 寶元以 EtherCAT 的技術做為

競爭核心，未來希望可以透過 AI 來精進相關

的技術，因為控制器它是各種機器設備的大

腦，基於這樣的思維和趨勢，寶元就決定在

人工智慧相關的部分做更多的投入。

寶元產品

 

寶元目前產品部中和智慧化比較有關的

是工業機器人控制系統，包含滑軌機器人和

多關節機器人，其實機器人在自動化的進程

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用來協助

加工或是焊接，但是有一個困難是很難快速

去推廣機器人，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它的控

制功能不夠友善，還有一個重要部門是視覺

和人工智慧，因為控制器被視為各項設備的

大腦，所以因應人工智慧的發展潮流，就是

 ▲ 寶元數控股份有限公司 陸旭芬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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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控制器的基礎上面來發展人工智慧相關

的功能，還有工業 4.0 系統，這個就是因應

現在的智慧製造，以台灣目前的製造業來

講，其實很多實際的狀況還在工業 3.5 的階

段，還沒到 4.0，那怎麼樣能夠協助 3.5 升級

到 4.0？它需要很多相關的設備，寶元本身做

的是控制器，希望利用生產和技術來發展很

多的產品來因應這樣的需求，在工業 4.0 系

統部裡面就有幾個比較不一樣的產品，包含

IFC 控制器，它其實就是目前大家比較耳熟

能詳的智慧機上盒，用來串聯設備、資訊的

收集和聯網，甚至提供了控制的功能，還包

含了各式各樣的傳感器及雲端，也都在這個

部門裡面。

近年來，客戶都希望寶元能夠提供包套

的產品，所以他們推出了一些配合的產品，

包含伺服電機，溫度模組和震動感測器等

等，這是要提供給客戶一次購足的服務。

控制系統今天分享的重點，因為過去的

控制器都一直追求要快、要準和精密等等這

一類的功能，但是現在大家對它的期望變

多，希望控制系統能做的事越來越多，客戶

期望能透過控制器讓機台更智慧化，然後能

夠快速上手，進一步去協助自動化的進程。

控制系統如何因應未來發展	

 

 

在機台智慧化的部分寶元推出了智慧機

上盒和智慧感測器，智慧化的機台在過去大

家希望有資訊收集的功能，但是，在資訊收

集之後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資訊要可視化和

能被儲存，不是只有被拉出來而已，還要去

進一步的分析，反推它的原因，譬如加工錯

誤可能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樣反推的方式

可以做到事先的預防或是做機台的自動調適

與反饋。

 

上面這個圖中間黃色圓圈所指的就是寶

元的機上盒，往上層它可以跟各式各樣的機

台設備聯結，目前支援各家不同的機台控制

器，可以和它溝通聯結，智慧機上盒本身就

有很多的功能，包含可以顯示機台目前運轉

的狀況，生產的履歷等等資訊，除此之外，

它本身還帶有控制和擴充的功能，如果有額

外的設備需要控制，也可以利用這個智慧機

上盒來做一些擴充，像是要聯接感測器，或

是有 RFID 要聯結管理，都可以做，再來可

以進一步聯結到雲端，如果客戶有自己的系

統要去聯接，也可透過的機上盒去聯結，本

身還有手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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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功能

 

寶元的客戶有的是在做藥品包裝機的，

有的是做塑膠加工機的，製作上會需要感測

器的應用，寶元感測器最方便的是聯結到控

制系統直接收集資訊和做反應動作，不是只

是單純去撈資料而已。

振動感測器

 

因為現在生產機台上很多工廠都有感測

器的需求，其次是感測器和控制器要怎麼去

聯結和溝通，所以寶元除了機上盒，還有感

測器，讓感測器和機上盒都由寶元完成。

智慧振動感測器 (+SMB)應用 -振動偵測分析

 

這是寶元的客戶應用的實例，這個客戶

在機台上面安裝振動感測器，去提升他們的

加工效率，因為機台在運轉過程中很多零件

和耗材都會不斷的磨耗，影響加工的效果和

機器的壽命，所以就透過感測器來看機台的

刀具磨耗狀況，把所收到的振動資料做分

析，就可以先預測機台是不是需要保養，來

改善加工品質。

機器人導入及應用

 

機器人是自動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設

備，但是目前的普及率不高，一方面與價格

有關，二方面它在操作和開發方面還有很大

的困難，客戶的部分需要專門的人來操作和

開發，寶元希望透過內建許多的工法，針對

不同的產業需求，把所有的運用和功能全部

內建在控制器裡面，客戶只要輸入需求，就

可以控制機械手臂。

寶元針對不同的行業需求，包括拋光、

焊接、搬運和噴塗等等，都已經做到內建工

法，客戶在學習上手方面都沒有太大的困

難。

機器人應用的案例

接下來這幾個機器人應用的案例，像這

個全球最大型的搬運機器人，本體重達到 3.6

噸，可以做大型機件的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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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汽車廠的背膠塗佈機器人，因為

塗佈的路徑比較複雜，沒有辦法用客戶原本

的設備來做，所以透過用機械手臂控制的設

備來做。

 

這個是塑膠加工廠裡用來上下料的機器

人，需要一個雲端的平台來監控生產。

 

這個是一般的機械手，通常機器人有一

個工件的承接的功能，上一個製程做完之後

要把半成品送到下一個製程的機器，這個機

器人就擔任搬運的角色。

 

人工智慧

接下來是人工智慧部分的案例，很多的

智慧模組都必須和機器本身的控制系統聯

結，或是和其他的設備，可能是輸送帶或是

其他的機台要能溝通，才能成為完整的自動

化工具，寶元在這方面已經累積很久的經

驗，已經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慧模組。

 

適合導入 AI 人工智慧的應用

現在人工智慧運用的範圍非常多，非常

的廣，基本上是先以影像辨識的瑕疵檢測為

方向目標，以瑕疵檢測來說，它適合導入人

工智慧的應用，在那麼多的瑕疵中，有的是

沒有辦法被定義的，要靠人工來做的，這個

時候就透過人工智慧來做，但是前提是人工

智慧的模組必須有大量的數據或影像，來供

人工智慧模組做檢測的依據，來看幾個案

例：

第一個案例是用在水刀機上面，客戶要

求透過人工智慧辨識工件的圖片，直接幫他

生成加工的路徑。

 

做的方法是寶元去翻拍了大量的成品，

而且在拍的過程中故意把它拍的歪歪斜斜

的，或是有反光，比較接近實際加工時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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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然後用人工去繪製正確加工路徑的

方式，提供給 AI 模組去做學習，第一個階

段會看到人工智慧在學習過程中受到一些干

擾，因為拼貼的材料有些是石材，而石材上

的紋理會干擾人工智慧的學習，目標是希望

人工智慧要能夠自己辨識出來，去避免這樣

的干擾。 

到了第二階段，可以有效的去辨識石材

的紋理，對於大理石本身的花紋，人工智慧

模組可以去忽略這樣的干擾，甚至可以辨識

出不同的石材中間的拼貼，例如有的磁磚是

由很多塊磁磚去拼出來的，它可以去忽略磁

磚中間的拼貼線，就把這樣的功能直接用在

的控制器提供給客戶使用。

羽球表面瑕疵檢驗

另外一個案例是應用在塑膠射出上面的

瑕疵檢測，客戶原本的檢測由人工去檢驗，

客戶希望在過程中插入 AI 人工智慧瑕疵辨識

的機器，直接從滑軌取出後就直接送到人工

智慧辨識模組前面去檢驗。

 

在整個導入過程中現場取像，然後把這

些影像傳到 AI SERVER 上面去，再用瑕疵標

註軟體標示出瑕疵的區塊，再執行訓練程

式，產生 AI 模型，把這個模型更新到機上

盒，就可以上線了。

在建立標準瑕疵影像時是用人工來標示

瑕疵，在此之前要先和客戶討論哪一些瑕疵

是要檢出的，有一些是在標示的時候把它列

入瑕疵的，但是客戶不認為是，有一些則是

不認為是瑕疵，但是客戶認為要檢出的，所

以，這方面必須和客戶充分溝通，由客戶提

供樣本來標示，最後辨識出來的結果就會發

現，針對客戶要求的瑕疵狀況會去做一個很

好的辨識。

第三個案例也是應用在塑膠加工，這個

案子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客戶希望的是在動態

的狀況去做，就是它射出機夾時就要直接去

辨識，所以它的背景很複雜，客戶希望在工

件取出之後要立刻做瑕疵辨識，然後依照辨

識的結果將瑕疵品和良品分開放置，寶元在

這裡要幫客戶完成的事情有，第一，要幫他

們規劃機械手，另外必須協同機械手把工件

送到人工智慧模組去檢測，然後因為它的取

樣背景很複雜，所以要讓人工智慧模組不要

被背景干擾，寶元先要客戶標示出他們要檢

測的區域，然後定義所謂的瑕疵是什麼樣

子，把工件拿回來之後，要讓人工智慧模組

不被背景干擾，所以把工件放在各式各樣的

背景前面拍照，再在提供給人工智慧模組去

解析，最後的結果是在純色或是不同色調的

背景下也可以找到瑕疵，所以它可以有效的

隔絕背景在整個視覺辨識過程中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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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感測技術應用與未來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李佰聰協理

3D

3D 相機可能大家有聽說過，比如傳統

的相機是單一鏡頭的產品，後來它變成模

組，因為它不只是有短焦、長焦，甚至可以

看到距離的資訊，所以現在的手機有越來越

多的鏡頭，有更多的功能，可以知道畫面主

體的人大概是多遠，就可以把背景糢糊，所

以就是在做3D 模組的部分。

接下來，這個 3D 相機怎麼用，舉個例

子， 用 3D 掃描器把一個東西掃描下來做

「建模」的動作，建模就可以用到一些 3D 感

測的方案，把一個物體從 360 度都掃描起來

後把它數位化，模擬成各式各樣能夠讓機器

學習的照片，也就是說，我只要掃描一次，

就可以有成千上萬不同角度的照片，這樣可

以增加建模的數字。

接下來 3D 的丈量的功能，measurement，
以前還是用很簡單的方法，拿一個尺去量產

品的大小，現在透過視覺化，已經可以把物

品的長、寬、高算出來，如果今天只是一個

包裹還好，如果是很多包裹，要做的事就差

很多，舉個例子，在郵局，主要業務是包

裹，寄一個包裹要量長寬高，然後人工輸入

到電腦系統去計算郵資，所以很慢，用這

個 3D 掃描就可以省掉很多時間，當然 3D 掃

描還有更多的應用，舉一個例子就是人臉辨

識，在不同的環境，早上、晚上，它的環境

的光都不一樣，不容易辨識，這時候就需要

補光，去增加人臉辨識的效率，所以也走到

這個系統端。

工業自動化是趨勢

工業自動化大家都提到這是未來的趨

勢，現在說工業 4.0，那在早期工業 1.0 是什

麼？那是在 1850 年左右最早蒸汽機發明的

時候，接下來發明電，接著又發明了微處理

器，到現在的工業 4.0，各式各樣的傳感器，

可以把資訊能即時的提供決策，並且搭配人

工智慧達到智慧製造，那麼它的影響是什

麼？

 

圖上左邊的照片是 1920 年代的汽車生產

線最早的流水生產線，當時沒有自動化的條

件與概念，一個生產組裝線需要 20 個人以

上，右邊的是今天的汽車生產線，自動化已

經相當的成熟，一個生產線從 20 幾個人變為

數十隻機械手臂，整體的自動化精簡了很多

人力，也讓成本大幅度的下降。

自動化降低人工成本

企業要獲利，一個是要增加營收，另一

個是要節省開支，而自動化對於節省開支是

有很大的幫助，這邊是一個很簡單的示意

圖。

 ▲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李佰聰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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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邊是八個工人，每個人每年要 7 萬

美金的薪水，一年要 56 萬美金的人事費開

銷，兩年要 112 萬，如果導入自動化一開始

可能需要投資 50 萬的硬體設備以及一個操

作或管理人員，第二年就只要付這個操作人

員的薪水就好，所以在第二年開始將省下大

量的成本，當然這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況，

但實際上顯現出來的是自動化的確可以省下

人力的成本，並且在長時間攤提下的成本較

低，除了成本以外，自動化仍然有很多的好

處，例如費用上是可以較精準的預測，品質

和可靠度相對較高，減少了訓練成本和職業

傷害的可能性。

這次分享的是 3D 感測應用在製鞋業的

情況，為什麼他們要導入。其實現在製鞋業

在後面很多的作業都是人工的，從製造成本

的角度來看是無可厚非的，可是從品質的角

度來，看人工作業就會有比較多不可預測的

狀況，還有它沒有辦法去數位化，留下軌

跡，就是現在說的生產履歷，這些都是現在

智慧製造非常重要的要素，因為不留下任何

紀錄如何去做深入學習大數據，甚至更進一

步去改善製程，如果數位化，可以做的事情

會多很多。

3D 感測成像

 

3D 感測是透過一個 3D 的攝影鏡頭取

得一個完整的 3D 模型，照出來的影像是 3D
的，就像上面這張圖右邊的樣子，這和傳統

的鏡頭，就是所謂 2D 的多了一個立軸，讓

能看到的世界更真實，可以做更進一步的運

算。

其實，現在想到的任何一個創新的應用

都跟 3D 感測有很大的關係，最近比較創新

的科技叫做無人車，這個無人車其實它是靠

車上有一個 3D 感測器，可以 360 度一直向外

面發送訊號，它收到訊號回饋後就可以知道

這個環境會有什麼障礙，透過這些資訊去避

開障礙，3D 感測加上機器人等於是機器人

長了眼睛，早期的機器人，就如當年第一次

世界冠軍的棋手和人工智慧下棋輸掉的一刻

開始，對機器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因為機器

人早就有了，但要是靠人給的一個一個的指

令去動作，可是現在不一樣，它已經開始長

智慧。

以前和現在的機器人

 

在早期的機器人，可能必須要一步一步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可是現在的機器人有眼

睛，它可以自己辨別要做的工作，舉個例

子，製鞋或是製衣，如果你用早期的機器人

來做自動化，你碰到一個新的樣式，顏色或

是新的材料，你的生產線要重新設定一次，

可是機器人長了眼睛之後，它就可以針對它

手上不一樣的樣式去處理，省掉生產線要重

新設定的步驟。其實它長眼睛有兩種，一種

是 2D 的眼睛， 這個比較像是傳統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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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檢查品質的問題，今天它改用的檢測，

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處理的東西可以更

多。

 

舉個例子，在曲面加工時，它可以自動

偵測工件的曲面做適當的處理，這就是 2D

和 3D 的差別，一樣都是眼睛，但它處理的

能力差別很大。目前的 3D 感測的辨識能力

早就超過人眼，現在人眼看的到，做到的，

機器人都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

 

機器人除了長眼睛之外，它還長大腦，

大腦就是所謂AI 的部分。

 

可以把這些收集到的 2D 和 3D 的資訊傳

到這個大腦，在大腦的部分有很多做法，這

些做法就看相對應的應用，可以用一般的

CPU 或是比較前端的 PGA，就是各式各樣的

大腦都可以用。

3D 感測器在製造業的應用

目前有推出工業用的 3D 攝影機，它本

身有防水、防塵的功能，它支援 PoE，Power 
Over Ethernet，現在很多 3D 的攝影機只有支

援 USB 介面，沒辦法在工廠的環境下使用，

尤其你要比較強的功率，要傳輸速率比較

高，它可以用在各式各樣的 VGR，就是視覺

導引機器人，Vision Guided Robot，目前視覺

導引機器人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幾個部分，它

可以做挾取的動作，這個挾取的動作目前有

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案，比較新的解決方案是

用在表面處理。

在一個鞋子的生產線，上面的 3D 攝影

機會照到下面的子表面，馬上掃描下來，掃

描下來之後，下面有噴頭，可以對鞋子進行

噴膠或是表面處理，這個速度很快，原本這

個東西是用非自動化的方式在做，在噴膠的

時候可能會造成以後使用時有開口笑的情

形，現在透過這個自動化的方式，在加工的

同時就可以做品質分析和記錄生產履歷，

3D 感測應用實例

 

3D 感測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現在看看

一些實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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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針對工廠安全的方案，透過人

臉辨識可以看到某個人是不是可以進入到工

作現場，他是不是有按規定穿著或是配帶安

全防護服和其他配備，這些條件都要符合才

可以進入現場；第二個是在一些比較精密製

造部分，會需要 3D 的指紋辨識，這也可做

到，他進到現場也可以劃分一個區域做為他

可以活動的範圍，這個功能在 2D 的技術可

不可以做到，有什麼差別？其實差別就在現

在很多工廠是人和機器人一起工作，可能你

一根手指伸過去都會被傷到，這時，3D 感

測器連人的骨架都能看的到，就可以馬上做

很精準的判斷這個是人體，而且他的肢體已

經超過安全區域，要有所動作，甚至進行停

機，這是3D 和2D 的差別。

 

還有是在 Logistic 相關的應用， 在快遞

作業中，可以辨別物件的標籤，測量物品的

長、寬、高和重量，馬上就可以算出它的運

送成本，用這個系統，幾秒鐘之內就可以完

成。另外一個是針對工廠之內，有很多容器

要放不同的東西，是不是有正確的放進去，

高度是不是超出範圍，這都是 3D 感測的應

用。

AI 影像分析軟體的 AI 減員增效經驗

立達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達創辦人

在台灣，現在包含各個大專院校、公司

研發部門越來越多人開始使用立達這套 AI 影

像分析軟體，它的用途在立達的客戶那邊都

是用在 AI 減員增效，有的客戶用了這套軟

體，作業員幾乎減到剩下三分之一。

AI 影像分析軟體在其他各國運用情形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客戶早晚班有 5,000 人在做

目視品檢，導入這個 AI 軟體之後，一年省下

的人力費用達到 20 億新台幣。為什麼他們要

導入 AI，他們原來在人工檢查瑕疵的時候都

有漏檢的情形，因為人都會失誤，所以那個

公司就把這5,000 個人用AI 來取代。

日本方面

日本方面從去年開始，政府大力補助，

他們很積極，甚至已經有 AI 補習班出現了，

日本政府計畫每年要培養 25 萬個 AI 人才，

這個人數比起台灣，高出兩三倍，所以，如

果有賣 GPU 的 IPC 廠商，在日本市場的銷售

都創新高，他們的 AI 學校或是 AI 補習班很

厲害，把 AI 包裝的像醫美一樣，很用力的在

推AI。

 ▲ 立達軟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達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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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他們現在是在講，AI 是輔助人，不是取

代人，他們在推的是所謂「辦公室 AI」，在

美國不但人在生產線會被取代，連在辦公室

都會取代，他們開始在做辦公室 AI，文員在

處理的事情開始用AI 去做。

德國

他們導入 AI 沒有那麼快，整個歐洲都沒

那麼快，他們現在主要是用在交通運輸的監

控，政府已經投入經費在做。

澳洲

澳洲也是用在交通監控方面，導入 AI 也

沒想象中那麼快。

菲律賓

因為人很多，工資便宜，所以他們對人

工智慧的需求很低。

印度

和菲律賓一樣，人很多，他們 AI 的推展

並不快。

台灣

台灣跟中國大陸比起來就比較客氣，中

國大陸工廠客戶是要「消滅所有人力」，而

台灣的目標只是要「減少一半人力」就好，

因為台灣的工資和中國比起來有稍微低一

點，大部分還在觀望到底要不要導入 AI。有

一家紡織廠老闆想導入 AI 驗布，但是他們的

基層員工聽到要導入 AI 就開始工作保衛戰，

他們把驗布機開到一分鐘驗兩百碼這麼高的

速度一直跑，讓老闆覺得他們很行，那這樣

多請幾個外勞就好，可以不必用 AI 了，問題

是驗布不確實，因為人的眼睛是掃描式的，

所以速度快的時後就只能顧某些地方，沒辦

法顧到全面，用 AI 來驗布，花色驗布機那時

候一台要 1,500 萬，後來成交的是 800 萬的素

色驗布機，只能檢查簡單的素色布料。

AI 的成本逐漸降低

800 萬的做法是只能驗素色的布料，AI

是用 CPU 做運算，CPU 的方案便宜很多，但

CPU 也只是跑簡單的傳統演算法，沒有跑複

雜的 AI 演算法，由於費用較低，這樣的素

色驗布機賣 800 萬，其實現在 AI 的硬體主要

成本都在 GPU，所以現在很多公司像 INTEL

或是其它公司出的輔助運算的 VPU 向量運

算處理器，成本會比較便宜，性能也越來越

好，像是 INTEL 明年會推出他們的下一代，

速度快 10 倍的 VPU 產品。 而且後來發現，

用 CPU 來做 AI 運算它的 CP 值非常的好，比

如 像 INTEL 推 出 OpenVINO，OpenVINO 對

CPU 運算作優化， 所以用 CPU 也可以做 AI

的推論，這樣的成本可以降很多，一半的成

本就有辦法做。在一年多前，還沒有這個技

術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 現在如果用 CPU

做，甚至搭配他們最新的 VNNI 指令集，很

多的成本就可以降下來，那 AI 就可以大量

的普及化。現在一台 AI 電腦還是很貴，搭配

GPU 顯示卡一台電腦可能賣 60 萬，其中顯

示卡就要 40 萬，那個顯示卡占的成本實在太

高了，不過現在 CPU 和 INTEL 的 OpenVINO

結合起來之後，可以把AI 的成本大幅降低。

2017 年開始，AI 分析螢幕資料的正確率已

經超過作業員

 

在兩年前，AI 分析螢幕的資料的正確性

已經超過作業員了，只要是作業員透過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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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的分析，AI 都可以做，而且做的比作業

員還要準，這個是比較新的技術。如果螢幕

分析 AI 沒有比作業員厲害，那可能是哪邊做

錯了，AI 就要修正。

就有客戶用虛擬作業員的技術去分析螢

幕資料，然後模擬作業員去操作鍵盤和滑鼠

去操作機台，這樣可以減少 66% 的人力，這

個效果是在中國大陸的案例。

AI 的範例

以最近立達幫客戶做的 AI 專案為例，訓

練圖不多，3,000 張而已，但是有一個 SOP，

把重複的訓練影像把它去除掉，只留下有代

表性的影像，這樣可以大幅減少訓練張數和

訓練所需要的時間。立達不一樣，不會要求

客戶提供十萬張影像才有辦法做，只要提供

有代表性的幾張影像就好，如果有漏檢，再

補影像進去。整個 AI 調整時程大概需要半年

到一年，一開始從沒有到 90% 正確率很快，

但是真正要調到 99% 以上的正確率，大概須

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成功和失敗的案例

立達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和失敗的案

例。大家都希望減少人力，提升品質，中國

大陸那邊很積極在推動「減員增效」，一個

成功案例是導入 AI 之後，一個作業員可以顧

三台機台，失敗案例是導入之後作業人數不

變，成本沒下降，所以客戶不買單。還有成

功的案例是，作業員花七分鐘的事，AI 只花

三分半，也有失敗的，作業員要七分鐘，AI

機台看的很仔細，但是花了 15 分鐘，客戶不

能接受，因為他的產能變成只剩一半，雖然

多買兩倍的機台就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

們就是不願意再花錢多買機台。

再來就是有的客戶，就像宏遠說的，他

們對於兩年以下的 ROI 可以接受，立達客戶

的 ROI 是半年到三年都有，半導體業大部分

是三年。有個失敗的例子，客戶要求用頂級

電腦，光是電腦就花了一千多萬，算起來

ROI 要十年，就沒被接受，一般公司都是要

求投資AI 需要在三年以內可以回收的。

另外，導入的時間也是一個關鍵，有的

客戶導入時間超過一年，到後來發現大家都

不來開會了，只有廠商到，製程、設備還有

產線都沒有人到，然後案子就失敗了。

現在除了影像分析之外，越來越多人先

導入製程 AI 資料分析，因為從製程去改善，

良率只要增進 1%，就馬上賺錢了，這比較

快。

導入 AI 能減少人力， 所以老生產線要

推 AI 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會影響到大家的工

作。

導入 AI 會遇到的問題

當然，導入 AI 也會遇到一個問題，大家

不會寫程式，那怎麼辦？中小型企業一直都

有找不到「軟體工程師」的問題，現在還有

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是找不到「AI 工程師」！

因為現在懂 AI 的人少，那麼這些懂 AI 的人

都到那裡去了？因為外商在台灣成立了很多

研發中心，這些人才都到外商了，所以中小

企業都沒辦法找到 AI 工程師。而且目前 AI

的開發環境又不夠友善。

不用寫程式的人工智慧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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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達因此提供一個不用寫程式的人工智

慧軟體，叫作 OpenR8，可以透網頁介面使

用 AI 演算法，為了方便使用，從隨身碟就可

以執行，內建常用 AI 相關軟體，不需安裝其

他軟體，所以現在推的還不錯，而且立達開

放原始碼，客戶可以按自己廠內的需要去改

寫程式，也有完整的中文說明書，適合學校

老師授課和公司內部研發部門教學之用。這

個軟體有提供很多功能，包含各種 AI 影像分

析及各種資料分析的解決方案。

老闆思考的角度

導入 AI 其實是一個投資，上次去一個電

腦大廠，一坐下來他們老闆就說，你要我投

資 AI，怎麼賺錢？怎麼省錢？大家只要想清

楚「如何賺錢？如何省錢」，在公司推 AI 應

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有一句話很重要，

「人不會被 AI 取代， 但是不懂得用 AI 的人

會被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這個是目前的趨

勢，所以很多人在學AI。

處理器的選擇

 

在處理器的選擇，可以有 CPU、GPU、

VPU、TPU、NPU 這麼多的選擇，基本上都

是硬體執行卷積運算，大家可以多做一些測

試，選擇一個適合自己需要的。基本上，同

樣的硬體計算能力，如果軟體執行 AI 推論速

度比較快通常是因為犧牲精確度，而犧牲精

確度不適合用在工業檢測，這是必須要瞭解

的。像現在 Intel 的 Movidius VPU 是一個蠻不

錯的選擇，它的成本會比GPU 低很多。

AI	Framework 選擇

 

Framework 的 選 擇 可 以 參 考 看 看， 一

般工業用大部分是用 Caffe， 速度比較快，

TensorFlow 比較適合實驗室使用， 用在生

產線也可以，但是需要優化，比如說轉成

OpenVINO 或是TensorRT。

立達還有生產晶圓的客戶，他們做的 AI
分析很複雜，攝影機取像後透過網路把影像

傳到他們的 AI Server 推論，再把結果存到資

料庫及NAS，還要做High Availability。

公有雲或是私有雲

如果在考慮 AI 是不是應該上雲端，使用

公有雲或私有雲？立達有一個建議：當然可

以做私有雲就做私有雲，因為公有雲發生網

路斷線的機率較高，公有雲對企業經營會有

較高的風險，如果可以建私有雲的話，會安

全很多，畢竟，公司的命脈應該掌握在自己

手上。 

贏家專注，輸家事事嘗試。進入贏家之列，不是比別人工作辛苦，而是聰明的

工作，是一種管理人生的方法，過得既充實又有個人的自由。

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