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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6 封面設計理念

本期採用較活潑的色系來搭配 , 提升了整體刊物現代、新穎的風

格來展現絲織產業能因應 RCEP 拓展商機 , 提升競爭力的期望。

圖像方面運用方格狀製造數位化的排列視覺 , 來符合本期主題提

出的數位行銷案例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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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Leader's Remarks

依業界需求提供服務
群策群力共促產業發展

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RCEP 已於

去 (2020) 年 11 月 15 日簽署，加入該協

定共有東協 10 國及中、日、韓、紐、澳

等 15 國，另至少還有 6 個東協成員國及

3 個非東協成員國預計於今年內批准後生

效。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了解該協

定對台灣紡織業的影響，研擬因應策略，

特於 1 月 22 日邀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

局長文若、紡拓會楊副秘書長曉琴及市場

開發處馮副處長瑜舉辦「當前經濟情勢及

RCEP 對台灣紡織業的影響與因應暨紡織

業數位行銷服務介紹及案例分享會」，為

分享未能親臨聽講的業界先進，特將相關

演講內容整理刊登於本期專題報導中，祈

對會員同業有所助益。

隨著 COVID-19 疫苗的施打逐步展

開，預期疫情將減緩，經濟走向復甦，後

防疫時代世界趨勢的改變，使休閒、環保

及永續的議題更受重視，由 1 月份我國紡

織品出口總值 7.06 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成長 13%，其中主供運動、休閒用途的針

織布出口 1.79 億美元，大幅成長 23%，

但主供正裝的梭織布出口值 1.39 億美元，

仍減少 0.3% 可知。梭織布中梭織長纖布

出口值 1.19 億美元，成長 1%，梭織短纖

布出口值 0.2 億美元，仍減少達 8%。

本會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因應

RCEP 的影響，提升產品的差異化，往

環保永續及高值化發展，自去年 5 月起與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產業服務及資訊部合

作，蒐集相關新纖維、新紡織品及新趨勢

資訊，預定本年 9 月底前出版《新纖維、

新紡織品、新趨勢》專書，現正編製中，

內含諸多新纖維、新紡織品圖片，全書將

彩色印刷，以提升閱讀品質，期望此書能

對業者開發新纖維、新紡織品，創造商機

有所助益。

另為協助會員與紡織相關廠商之經營

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了解 AI 及數位

▲莊理事長燿銘



16 17 No.116 No.116

理事長的話 Leader's Remarks

科技於紡織業數位轉型所扮演之角色、智

慧製造結合 AI 科技如何落地產業應用、

纖維紡織品之高階機能發展、智慧型紡織

品技術及新機能性紡織品檢測技術，提升

營運績效與競爭力，訂於 5 月 21 日至 22

日（星期五、六）假飛牛牧場舉辦「絲織

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

動」，5 月 21 日安排五場難得的演講指導

活動，分別為資策會地方創生服務處處長

洪毓祥博士講述「AI 及數位科技於紡織業

數位轉型所扮演之角色」、中德技術合作

研究會丁理事長振卿 ( 台北科技大學機械

系教授 ) 講述「智慧製造結合 AI 科技如何

落地產業應用」、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原

料及纖維部安大中主任、產品部沈乾龍副

主任及檢測試驗部高瑞宏主任依序分享「纖維

紡織品之高階機能發展」、「智慧型紡織品技

術」及「新機能性紡織品檢測技術」，紡織所

邱勝福及陳宏恩兩位協理蒞會與談，屆時將呈

現研發成果態樣分享。

未來本會將續依業界需求舉辦演講分享及

研習活動，並提供新纖維及新紡織品等相關資

訊，協助同業因應變局，升級轉型，亦祈業界

先進賢達多予賜教指正，提供建言，群策群

力，共促產業發展。

                  後學

莊燿銘  謹識

2021 年 4 月

培養健康的四種習慣

（一）流汗（排毒）。

（二）喝好水（裝優質濾水器）。

（三）改善飲食順序：

�空腹吃水果─〉喝小碗湯─〉吃熟的蔬菜、豆類、米飯和地瓜─〉晚上 6 點前

才可吃肉，一餐只吃一種肉，盡量吃魚肉，而且最好清蒸、汆燙或水煮。

健康的要件

（一）正確的飲食醫治身體的疾病。

（二）適當的運動。

（三）充足的睡眠。

（四）生活上的規律與節奏。

（五）接受陽光的能。

（六）新鮮的空氣。

（七）無毒生命水。

（八）正向的情緒。

（九）積極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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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經濟情勢企業的調整與因應

主講人：經濟部國濟貿易局  江文若 局長

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因應後防疫時代的經濟情勢，調整擬定合宜的行銷經營作法，以

拓展商機，提升競爭力，本會特聯合人纖製造、織布公會、毛紡織、絲綢印染、製衣、針織、毛

衣、毛巾、織襪、手套及手提包等公會共同敦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江局長文若蒞臨演講「當前經

濟情勢企業的調整與因應」，另為協助業者了解 RCEP 對台灣紡織業的影響與因應之道，及如

何進行數位行銷，亦邀請紡拓會楊副秘書長曉琴及市場開發處馮副處長瑜，進行「RCEP 對台

灣紡織業的影響與因應」及「紡織業數位行銷服務介紹及案例分享」。以下為演講內容。

當前經濟情勢及 RCEP
對台灣紡織業的影響與因應

紡織業數位行銷服務介紹
及案例分享會

暨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三十

絲織公會莊理事長、戴名譽理事長、針織

公會蔡理事長、毛衣公會黃理事長、各公會的

秘書長以及各位紡織業先進：

很榮幸有機會跟大家介紹貿易局在這段時

間做了哪些事情，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之下，如

何和業界共同努力開拓市場。

今天報告的內容包括「當前全球重要經濟

情勢」、「疫情是挑戰也是機會」和「政府協

助企業調整與因應」等三個部分，最後是結語。

本會顧問�許文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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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重要經濟情勢

上面這個圖顯示的是國際貨幣基金會、亞

洲開發銀行和國際重要的智庫對全球經濟的預

估，顯示 2020 年全球各個重要地區的經濟表

現，除了中國大陸成長率在 2% 左右以外，其

他地區如美國和歐元區都是呈現衰退的負數，

我們再細看台灣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表現相對於很多國家

是非常的好，上圖彙整了國內幾個單位，像主

計總處、中央銀行等，對於我們 2021 年的展

望都是看好，台經院甚至預測今年的經濟成長

率可以到 4% 左右，各位可以想到，在去年疫

情發生的時候，國際間對我們的情況不是很樂

觀，IMF 甚至預測台灣會有 -4% 的經濟表現。 

為什麼說是預估，因為 2020 年實際的狀

況要到今年三、四月份才會有比較完整的數據

出來。上面這個圖中，紅色部分是 2020 年第

四季，我們的表現有高達 2.87% 的成長，全

年的成長應該可以達到主計總處預估的 2.54%

的水準，這個圖中顯示中國大陸的表現相當

好，這是因為她的內需市場很大，可以帶動經

濟的成長，而其他國家就沒有這樣的條件，所

以都呈現衰退的情況。

因為本人在貿易局工作，當然要跟大家分

享全球主要國家出口的情形。 

從上圖可以看出，以去年 1-11 月的資料

來看，台灣在第四季的表現相當好，尤其在最

後一個月，成長高達 12%，整年平均下來達

到 4.9% 的成長，最主要是積體電路相關產品

的出口大幅增加所造成的，此外防疫相關的產

品，例如因為疫情關係不能到公司上班及為避

免感染而留在家裡等情形，導致對筆電的需求

增加，所以我們的資通訊產品的成長到達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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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數，還有因為大家都避免搭乘大眾公共運輸

工具，也帶動了自行車的出口大幅成長，這些

因素都帶動了台灣外貿數字的成長。

這陣子全球發生了很多大事，美中貿易戰

把全球的經貿重新洗牌，自從川普上任之後，

對中國大陸採行了很多貿易措施，在四個階

段中對不同的產品課了很高的關稅，前面三個

階段對中國的產品課了高達 25% 的關稅，第

四個階段稍微降了一點，但是還是很高，相對

的，中國大陸也不客氣的反擊，對美國出口到

中國大陸的產品也都課了高達 25% 的關稅，

只有最後一個階段課的幅度比較小，5% 到

10%。

美中之間的貿易大戰引起了全世界供應鏈

版圖的移轉。很多人說供應鏈版圖移轉是因為

疫情，其實真正的原因是美中貿易戰，疫情造

成貨物不能自由流通，加速了供應鏈版圖的移

轉。除了一般貨品外，也影響高科技產品的出

口，美中貿易戰的第一波，美國不准購買華為

的產品，第二波又禁止和美國有貿易往來、有

用到美國產品或技術的外國公司和華為貿易往

來，這個第二波措施下來，影響更大，如果一

定要做，還是可以向美國商務部申請，美國是

一步步的，無論是透過貨品管制或是高關稅來

對中國施加制裁。

前面說過，疫情加速供應鏈的版圖移轉，

疫情發生之後，對國際貿易產生重大影響，但

其實危機也是轉機，它帶動了遠距商機的興

起。台灣是資通訊大國，資通訊產品很強，所

以國內很多業者在這個轉機中可以供應相關的

產品，這也讓大家更重視資安。

資安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因為大家普遍使

用手機和電腦，這讓駭客找到攻擊的機會。台

灣是被駭客攻擊最多的國家之一，面對國外各

種網路的攻擊，政府在相關的防護措施方面也

做的很好。除了資訊產品的資安之外，我們使

用的產品有沒有安全的顧慮，也是我們考量的

重點，如果我們使用中國大陸的產品，會不會

暗藏惡意的後門程式在其中，是政府非常關切

的。

美國也是一樣，前一陣子美國開始要求政

府單位禁止使用中國產製的無人機，就是擔心

中國製的無人機暗藏間諜程式會有國安問題，

所以，資安是各國非常重視的一點。

在供應鏈韌性這方面，很早以前，為了

物流的順暢，業界就把原料的供應地分散到不

同的國家或地區，再分別運到生產基地組裝加

工，除可降低成本外，這次疫情發生後，很多

國家工人不能上班、工廠不能正常生產，以致

於發生斷鏈的情形，之後大家就瞭解供應鏈韌

性的重要，開始思考要把原料還擺在遠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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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比較近的地區建立比較短的供應鏈，於是

就有了「短鏈革命」。

CPTPP 和 RCEP�

CPTPP 的簽署已經有一段時間，在 201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生效，它是一個高品質、

高標準的貿易協定，對會員國的要求比一般的

FTA 來的高，台灣為了要準備加入 CPTPP，

很早之前就進行相關法規的修改，目前還有四

個法律還在修改中，如著作權法、商標法等等。

CPTPP 裡面有七個成員國已經完成國內

的批准程序，開始生效，另有四個國家還沒完

成國內批准程序，包括馬來西亞、汶萊、智利

和印尼，這些國家當初雖然有意願要加入，但

是因為國內發生問題，有的是內部政治，有的

則是受到疫情影響，以致於到目前還沒完成批

准程序。

還有幾個國家表態有興趣加入 CPTPP，

她們是英國、韓國、中國大陸和泰國，其中英

國因為在今年 1 月 1 日完成脫歐程序，不再

受到歐盟的束縛，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所以

很早就向 CPTPP 會員國表態想要加入，這些

國家也蠻支持的。各位都知道台灣一定要加入

區域經濟組織，因為外貿對我們非常重要，所

以我們很積極的在準備，比如剛才說的修改法

令，還有對外溝通，很多事情都在做，希望提

高成功的機率，希望早日能夠成為 CPTPP 的

成員，但是，我們和這些成員國間經常透過各

種場合所做的溝通情形實在不便對外披露。

 

RCEP 是最近成立的區域經濟組織，大家

都很密切的關切，它是在去 (2020) 年 11 月

15 日完成簽署，整合了東協四個已經生效的

FTA，也就是說，東協這幾個國家本來就已經

和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及紐澳簽了 FTA，原

來是個別國家之間簽訂的，現在是把這幾個國

家全部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整合的組織，

中國和日本間原來沒有簽FTA，在RCEP之下，

中國和日本談了兩國之間要相互降稅，而日本

和韓國本來也有沒有簽 FTA，在 RCEP 之下，

日本和韓國也談了相互給予優惠關稅。

記得在去 (2020) 年 11 月 15 日 RCEP 簽

署當天，部長帶領貿易局和工業局在部裡等待

RCEP 的發佈，想趕快去看規定的內容，因為

之前很多業者都很擔心，比如石化業、鋼鐵業

和紡織業擔心會受到大的衝擊，等到文本出來

以後發現，它的規定相較於CPTPP比較簡單，

但是大家關心的是主要是降稅，結果看到降

稅清單有上萬頁，因為它不是單一的關稅，適

用所有的成員國，而是每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

都有不同的降稅稅率和期程，降稅清單是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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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一時之間也沒法完全消化，所以，貿

易局先去找業界最關心的產品的資料，結果，

業界比較擔心的如石化業、鋼鐵業和紡織業，

它的中、日及韓國是跟我們比較有競爭關係的

國家，大部分降稅期程都拉的很遠，從十年到

二十年，這個情形至少在短期內對我們不會造

成衝擊，當然，十年或二十年之後，衝擊還是

難免，這就要仔細觀察，所以，部長從十二月

開始就持續開會聆聽業者的意見，業界向部長

提出的建議，部長都已經要求貿易局要持續追

蹤管考。

　　

　　部長開會時，有紡織業者向部長提出，

很多國家同時參加了 CPTPP 和 RCEP，那

原產地規定要怎麼適用，貿易局很簡單的歸

類出來，CPTPP 國家適用比較嚴格的 Yarn 

Forward，從紗開始，從原料就必須產自

CPTPP 會員國，後面的裁剪和縫合也要在

CPTPP 會員國做，成衣輸到歐美國家才能享

受優惠關稅，而 RCEP 的原產地規定比較寬

鬆，但是還沒有實際執行，還是要看她們到時

候怎麼認定，依照目前的資料，基本上只要是

二位碼的變更就可以，比如在越南，從台灣進

口針織布，經過裁剪和縫合做成針織成衣，它

的 HS CODE 二位碼已經轉變，就可以被認定

原產地是越南，但是我們必須進一步瞭解它如

何落實。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拜登在 1 月 20 日上

任，貿易局就密切的在觀察拜登政府的經貿政

策。拜登政策的主軸是內政及防疫優先，他上

台後第一個行政決定就是要求所有在聯邦政府

工作的公務員一定要戴口罩 100 天。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很嚴重，每一天新

增的病例都在二十萬左右，到目前為止已經有

兩千四百多萬人染疫，病故的人數也到了四十

萬，所以拜登要積極防止疫情再擴散。

拜登政府和其他國家的經貿會怎麼做？前

總統川普要退出 WHO、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及

跟中國打貿易戰，與歐盟也有很多貿易爭端。

而拜登在競選時就說，他主張雙邊和多邊關係

都要同時進行，他希望找更多的好朋友來推動

國際經貿，所以上任後簽的行政命令中就有一

項要重新加入 WHO，也要重新加入巴黎氣候

協定，還有，因為他很重視氣候變遷跟碳排

放，所以他也簽了一個有關實現零排放的行政

命令，目標是在 2050 年完全使用乾淨能源並

實現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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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產油，本來是要從加拿大西邊拉一

條一千九百多公里長的油管到德州，將原油供

應給美國，但這個案子在歐巴馬時代就已經否

決了，可是川普上台之後就撤銷了歐巴馬的否

決，油管工程繼續進行，現在拜登簽的行政命

令又再度否決這個案子，因為他不希望再多用

石油，發展綠色能源及再生能源，來減少碳排

放。

疫情是機會也是挑戰

在疫情發生的一年間，紡織業者在口罩等

防疫物資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也受到國際媒

體的矚目和讚揚。

疫情期間我們的口罩出口量大幅成長，目

前，可重複使用的防疫紡織品市場需求強勁，

帶動了居家和旅行防護紡織品的商機。

我們的優勢是，我們是全世界人造纖維的

主要供應國之一，也是全球機能性布料重鎮，

機能衣佔全球市場 70%。

王部長前一陣子去參加台北時尚週，其

中有模特兒走秀，看到業者把防護衣做的很時

尚，由模特兒在伸展台上展出，看了印象很深

刻，念念不忘。

政府協助企業調整與因應

因為美國對中國產品課徵高關稅，很多以

前到中國大陸設廠輸銷美國的台商就開始考慮

要移轉生產基地，比較有成本考量的會想移到

工資便宜的東協或是第三世界國家，有的就考

慮要回來台灣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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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台商回台投資是去年經濟部非常重要

的一個工作，除了回台投資的輔導之外，也鼓

勵本來在台灣的企業加碼投資，去年總投資的

金額達到一兆多，這對台灣經濟的發展貢獻很

大，也創造了很多就業機會。

回台投資的台商中，有 15 家已經成為特

斯拉的供應商，總投資金額達到一千億，事實

上，目前台灣已經有 29 家企業成為特斯拉的

供應商，涵蓋車電、馬達、電池、車身和充電

系統。

以前在工業局工作時就瞭解，台灣發展

汽車工業起步很早，但有諸多因素讓台灣沒有

辦法像歐洲大品牌汽車那樣占有大量市場，這

一次的機會因為台灣電子業很強，資通訊業也

很強，而特斯拉對產品的要求非常高，台灣的

業者除了產品很強外，也能符合相關的檢驗規

定，所以能夠從特斯拉得到很多機會，加入它

的供應鏈。現在特斯拉已經在德國設廠，我們

希望運用這個機會透過特斯拉去進軍歐洲市

場，這是目前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像 BMW 也

要踏進電動車的行業。

除了特斯拉之外，很多外商都在去年

來台灣增加投資，像美光的半導體、丹麥商

ORSTED 的離岸風電、盧森堡商 DIODES 的

半導體、日商鎧俠的記憶體。最近非常大的新

聞是微軟要在台灣投資 130 億美金設置全球第

六十六個資料中心，把資料上傳雲端，將可以

創造三千億的產值，這是很大的一個投資案。

國外紡織業者在台投資

前 面 提 過， 台 灣 的 機 能 性 布 料 很

出名，占了全球的七成，目前是美國

NIKE、The North Face、Columbia、

UnderArmour，加拿大 Lulu lemon，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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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adidas 的主要供應商。這些國際品

牌也在台灣設有採購和研發據點，包括

NIKE、adidas、VF Group、Columbia

和 Lululemon 等。

協助業者布局國際市場

去年我國和美國的經貿關係有大幅度

成長，美國國務院國務次卿克拉克來台訪

問，我們跟美國也有一個台美經貿繁榮夥

伴對話，本部陳次長也率團到美國簽署

MOU，這個 MOU 有效期限是五年，必要

時可以再延長五年，根據這個 MOU，我

們跟美國會有關於各種不同議題的對話，

對話的議題最重要的是半導體，因為台灣

的半導體產業結構完整，所以美國也看到

台灣半導體的強項，但是很多的材料和設

備要依靠美國，所以，兩邊的合作是相當

有利的。還有電動車，台灣已經成為特斯

拉的供應商，未來會有更多的商機。在防

護衣方面，也有合作的機會，在部長主持

的防疫物資會議中，相關產品的業者代表

也認為台美雙方有合作機會。

除了貿易局的業務之外，我們在投資

的審查方面也交換了很多意見。還有科

研，雙方如何鼓勵業者去研發。在醫療

健康方面，婦女如何投入職場來對經濟有

所貢獻，還有 5G 也是大家重視的議題，

這些都是在繁榮經濟夥伴計畫裡重要的議

題，每一個項目都已經在進行中，昨天

(1/21) 貿易局已經和美國對口單位談投資

審查的工作，部裡也規劃在二月和美國就

供應鏈進行討論，很多事情都在進行中。

還有，貿易局每年都會辦理「美國商機日」

的活動，邀請美國買主來台採購，去年因

為疫情關係，是採虛實整合方式辦理，美

國商務部的官員也透過視訊參加，表達他

們對活動的支持。

還有，每年台灣都會組團到美國參加

投資高峰會，那是一個非常大的活動，去

年因疫情影響延期到今年六月。

有業者表示，如果要到美國投資，希

望瞭解美國各洲有哪些優惠條件，貿易局

簡單整理了一下，基本上各州對防疫物資

廠商普遍性的優惠包括投資抵減、研發抵

減、企業稅優惠等等，還有員工訓練補助，

各州也有設立防疫物資網路媒合平台，詳

細資料貿易局都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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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方面，去年貿易局第一次和歐盟

舉行投資論壇，因為供應鏈的移轉，歐盟

希望有更多的台灣業者到歐洲去投資。捷

克參議院的議長去年來台灣時，有和國內

業者進行交流活動。

新南向也是我們推動的重點，每一年

都會做形象展、數位行銷等活動。

因為新南向地區有很多穆斯林，她們

都要戴頭巾，所以貿易局特別委託智庫去

研究穆斯林端莊時尚方面的喜好，把這類

資訊提供給業界參考。

其他地區如非洲，舉辦台非企業家聯

誼座談、線上拓銷團、非洲商機日等活動，

也和奈及利亞對談，舉辦線上貿易研討

會，非洲市場商機無限，所以政府超前佈

署，希望多瞭解非洲市場。

中南美部分，沈前部長曾經率團到巴

拉圭和宏都拉斯訪問，和巴拉圭總統會

談，貿易局拓展的對象是全世界，有商機

的地方都是貿易局努力的目標。

因應數位轉型趨勢

因為疫情的影響，數位的能力是我們

一直鼓勵大家要去增進的，平常大家都是

參加展覽或是拓銷團，和買主面對面交

談、吃飯聯誼，現在都不能做了，只能透

過網路接觸客戶，以後疫情結束之後，線

上接觸的趨勢還是會存在，只是不知道比

重會高到多少，但是這是一定會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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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局去 (2020) 年推出了很多數位

輔導的措施，都歡迎業界來使用，其中的

貿易學苑開了很多課程，這些課程都是免

費的，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和我們貿易發

展組聯繫，貿易局也提供兩萬元的輔導措

施，如果要曝光產品或新聞稿，或是找網

紅來協助拓銷，這類措施的費用都不會超

過兩萬塊錢。

上面的圖是貿易局即將要推出的新的

措施，這個圖看出來是一個展覽會場大

廳，這是線上展覽廳，可以給公協會自行

運用，如果公協會要辦線上展，這個系統

幫各位蓋一個毛胚，要放廣告或是攤位，

就可以在這個空的地方擺設，要怎麼擺

設，怎麼操作，可以由公會自己決定，貿

易局也會開班來教公會的工作人員怎麼去

運用這個線上展覽大廳。

視訊採購洽談大家都已經非常熟悉

了，也經常在用，這方面貿易局有一個期

望，因為是透過螢光幕和客戶洽談，假使

碰到對方的英語口音很重，往往很不容易

聽清楚對方在說什麼，如果有一個即時翻

譯軟體可以即時把對方講的話同步用字幕

顯示出來，大家跟買主的溝通會比較順

暢。

台北紡織展也做了很多線上行銷，有

展商電子型錄，辦理視訊洽談會，直播影

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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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貿易輔導已經有很多業者在使

用，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六千多家次申請，

歡迎還沒有申請的先進多多參與。

數位貿易學苑提供四大主題課程，包

含跨境電商、數位轉型、數位商務和數位

行銷，目前已經有兩萬三千人上過課，相

信對大家會有幫助。

結論

台灣具有發展經貿的軟硬體優勢，企

業競爭力和高度靭性，可以克服疫情化危

機為轉機，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政府會

加強與各國經貿合作，協助企業全球布局；

因應疫情帶來經濟型態改變，政府也會協

助企業加速數位轉型。

以上是簡單的把貿易局從去年到現

在，針對國際間供應鏈大洗牌以及因應疫

情，如何和業者合作去開拓市場的做法跟

大家報告，各位先進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也可以隨時和我們的貿易發展組聯繫，謝

謝各位。

RCEP 對台灣紡織業的影響與因應

主講人：紡拓會  楊曉琴 副秘書長

大家好：

剛才理事長談到拜登上任後美國的貿

易政策，局長也談到大格局的情勢，針對

拜登政府對紡織成衣領域的可能影響，紡

拓會在一月辦了一場線上研討會，現在同

仁正在整理相關的內容，會在三月份紡織

月刊上面刊出來，到時候大家可以看看，

其中談到現在美國禁用新疆棉，這對台商

會有一些影響，也談到美國正在立法，對

TPP 的產品可能會免稅，甚至談到美國對

中國大陸的產品關稅可能會調整等等。

今天來主要是把紡拓會整理的 RCEP

對紡織業的影響和如何因應跟大家分享，

同時個人也很惶恐，主要是去年 11 月 15

日 RCEP 簽署到現在兩個月了，在座先進

多多少少也看過一些相關的報導，或是參

加過相關的研討會，對 RCEP 大致已經有

所瞭解，所以我在這裡把比較詳細的內容

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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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背景及協定概要

我們可以說 RCEP 是全世界最大的自

由貿易協定，比歐盟區域整合或是美加墨

的 USMCA 都要來的大，為什麼這要說，

以人口來算，總計 22 億，GDP 和貿易額

都大約占全球三分之一，也比 CPTPP 所

占的比重更高。RCEP 的成員國，上圖左

邊紅框中，包含東協 10 國再加上中、日、

韓、紐、澳，一共 15 個國家，其中有七

個國家和 CPTPP 是重疊的，這七個國家

中，我們特別關注的是日本和越南，等一

下會談到為什麼要特別關注這兩個國家可

能的貿易情況。

大家可能會關心 RCEP 什麼時候會

生效，以目前的資料來看，快的話會在今

(2021) 年底，慢的話在明年初，它有一個

生效的要件，東協 10 個國家中至少要有

六個在各國國內要國會立法通過，非東協

的五個國家中至少要有三個要經過國內立

法通過，這兩個條件都齊全 RCEP 才會生

效。

剛才局長提到，有一些國家爭取要加

入，她們是英國、韓國、中國大陸和泰國。

大家也很關心台灣可不可以加入，我

們不僅在 CPTPP 方面做了很多準備，在

RCEP 也是，那 RCEP 這一方面，台灣到

底什麼時候有機會可以加入？

按照 RCEP 的規定，協定生效之後

18 個月，最快大概是今年底，其後要到

2023 年中才有可能開放任何國家或單獨

關稅區申請加入，再經過一些談判程序，

大概兩年到三年，還有其他可能的環境變

化能克服的話，才有可能加入，還有一點

是，新成員必需經過 15 個 RCEP 成員國

共識決同意才能加入，換句話說，只要有

一個成員國不同意就不能加入。其中唯一

例外的是印度，在八年前 RCEP 開始談判

的時候，印度是其中一個國家，後來印度

擔心加入 RCEP 之後，會被中國大陸影響

到國內的農業和工業，就退出談判，所以

RCEP 保留著一個機會讓印度可以更方便

的加入，不必像別的國家要等 18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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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15 個國家和台灣紡織和成衣的

貿易情況

以 2019 年的數字來看，台灣出口到

全球紡織品和成衣的金額大約 92 億美

元，其中出口到 RCEP 的 15 個國家大概

59 億，約占 4%，這個比重很高，那出給

誰？越南第一大，占 24.2%，其次中國大

陸 17.3%，印尼 5.2%，柬埔寨 4.1%，日

本 3.7%，這前五大就占了台灣出口紡織

品一半以上。出口產品主要的是布料 41.7

億，占 71%，紗線 10.1 億，17%，纖維 3.2

億，6%，共占 94%，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

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台灣的紡織品出到

RCEP 國家比重很高，達到 94%，主要產

品是纖維、紗線和布料，因為 RCEP 國家

中很多是做加工，他們需要這些材料。

RCEP 的 15 個國家大概可以分成三

個族群，我們出口給不同族群的產品是不

一樣的，第一組是表格內白色的這一群，

東協除了新加坡以外的九個國家和中國大

陸，我們出到那邊的都是布料為主，出到

那些國加工做成衣出口或內銷，第二組是

日本、韓國和紐西蘭，我們主要出的是纖

維和紗線，另外是澳洲和新加坡，我們出

的主要是成衣和終端產品，其中出到澳洲

和新加坡的成衣和終端產品比重都是兩位

數。總之，台灣出口到這 15 個國家的產

品結構是不一樣的，為什麼要談這個，因

為這個和後面要談的 RCEP 對我們的影響

有關。

RCEP 對台灣的衝擊

剛才局長已經說過，15 個 RCEP 國

家裡面的東協 10 國，跟其他五個國家，

中、日、韓、紐、澳，從 2005 年開始就

已經有個別的 FTA，就已經有一些降稅的

安排，所以對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市場開發

方面，降稅的影響早就存在了，這也是為

什麼局長提到 RCEP 對台灣的立即影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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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是未來呢？這個效應我會覺得像大

家常說的「溫水煮青蛙」，關稅慢慢調降，

效應慢慢發酵，總有一天關稅降到零了，

熱水很燙了就會受不了，所以，目前看來

沒什麼，但是未來衝擊一定會發生的，只

是時間很長，調適期也很長，在這個長時

間我們要做什麼準備？

剛才講到東協和中國從 2005 年開始

就有降稅，韓國和東協 2007 年，日本和

東協 2008 年，澳洲、紐西蘭 2010 年，

這些國家本來就和東協整合，在這個情況

下，我們要關注的是原來沒有的，原來他

們沒有各自的 FTA，現在因為 RCEP 的關

係而讓他們綁在一起，也有 FTA 了，這就

是中、日、韓這三個國家。

我們台灣對東協的出口，本來就受到

衝擊，而中、日、韓三國，本來相互之間

並沒有 FTA，因為 RCEP 的關系，他們產

品相互出口就會有比台灣更好的條件。

不過 RCEP 和 CPTPP 很不一樣的

是，它的原產地規定非常寬鬆。當初談

到 CPTPP 時，美國是成員之一，川普上

任後川普就說要退出 CPTPP，當時有人

認為那是川普的選舉語言，結果真的退出

了，我看到川普退出 CPTPP 時，覺得可

以鬆一口氣了，因為那對台灣紡織業的影

響大幅下降，原因是原產地規定，CPTPP

用的是 Yarn Forward，用台灣的布料在

東協國家做的成衣輸到美國是不能免關稅

的，可是在 RCEP 就可以。後面會舉一些

原產地規定的例子來說明，看看業者在兩

地貿易和加工要怎麼做才不會有影響。

台灣與中日韓的競合

經由 RCEP 把中、日、韓圈在一起，

相互之間有一些貿易優惠，對我們可能會

有什麼影響？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這三個國

家紡織品進口貿易的狀況。

中國

2019 年中國進口了 321 億美元，主要是

纖維、紗線和布料，占了 75%，大家可以

理解，中國紡織業本身已經有上、中游，

可是還是需要一些特殊材料，像台灣的機

能性布料，進到國內加工，他進口第一大

來源是越南，2015 年還不到 8%，到 2019

年增加到大約 15%，這和他們之間有 FTA

也是原因之一，第二名是澳洲，大家都知

道從澳洲進口的是羊毛，再來就是日本、

台灣和韓國，台韓的地位差不多，從圖裡

看到台灣在中國進口市場占的比率有下降

的趨勢，在 2015 年占 8.3%，2019 年降

到 6%，韓國也是，只是沒有台灣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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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紡織品和成衣的進口金額比中國

大陸大，因為中國大陸有很強大的成衣產

業，而日本沒有，所以成衣都要靠進口，

占了 75%，來源第一名是中國大陸，其次

是越南，台灣和韓國的成衣工業並不強，

所以在日本市場占的比率並不高。

韓國

韓國和日本一樣，進口的主要是成衣，

只是比率沒有日本那麼高，大約六成，他

的主要進口來源是中國大陸和越南。

談到這裡大家可以看的出來，中、日、

韓三國的進口市場，台灣在中國方面還算

有一些地位，主要是在材料方面，在日、

韓兩國就比較沒什麼地位。而這幾個市場

裡面，他們相互之間的影響，我們比較關

注的是中國大陸和越南。

日本和韓國進口的主要來源都是中國

大陸和越南，而中國大陸的第一大進口來

源是越南，中越之間的貿易關係是越來越

緊密，另外剛才談到的中國大陸和日本市

場，將來我們和韓國必然會發生競爭。

中國大陸

簡單來說，到中國大陸市場，我們的

對手是日本和韓國，可是因為台灣和中國

大陸之間有 ECFA 的關係，我們有一些紡

織品和成衣享有零關稅的待遇，這一方面

的影響應該不會很大，所以，單從關稅的

角度來看是沒什麼問題。

日本

再來看看日本，我們出到日本主要是

紗線和布料，紡拓會近幾年做了很多日本

市場的拓銷活動，即便是去年疫情期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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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了日本的拓銷，效果還不錯，只是將來

面臨中國大陸和韓國的競爭，會比較辛苦

一點。

韓國

韓國和中國本來就有 FTA，所以會有

的影響本來就存在，而日本和台灣的紡織

品重疊性不高，在韓國市場不致有影響。

台灣紡織業面臨的衝擊

因為 CPTPP 和 RCEP 的原產地規定

不一樣，全世界不管哪一個貿易協定，原

產地規定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它涉

及到在區域內做的產品輸到目標市場是不

是能享有優惠關稅。

這個表上左邊第一欄是稅則號列 HS

的前兩碼，是 WTO 制定的，全球所有國

家都依循這個規則來用於產品進出口貿

易，紡織品來說大致是從 50 章到 63 章，

前面的 Change Chapter, CC，「章」的

轉換，產品只要在區域內改變「章」，

就合於原產地規定，另一個是 Change in 

Tariff Heading, CTH，「節」的轉換，

是四位碼的轉換，在紡織品和成衣裡面，

有的是用「區域價值含量」，Regional 

Value Content, RVC。

我們舉個例子來看，棉紗和棉布是四

位碼轉換，人造纖維長纖紗是用兩位碼轉

換，人造纖維布是四位碼轉換，人造纖維

短纖布也是四位碼轉換，大致上布料都是

四位碼轉換，但是針織布除外，是用兩位

碼轉換，61 章的針織成衣和 62 章的梭織

成衣是用兩位碼轉換。這個表沒有列出來

的，也是屬於相關公會會員廠產品的是第

42 章，袋包箱，袋包箱是二位碼轉換，或

是 RVC 40%，另外一個是 65 章的帽子，

它的規定是 CTH 或是 RVC 40%。這是紡

拓會整理出來簡單的規則。

因為這個是非常複雜的，在紡織品和

成衣的稅則號列從 50 章到 63 章有上千

項，這個表只是一個簡單的通則，各位先

進如果在海外有工廠，要透過這個規定出

口到哪一個國家，一個稅則號列適用的認

定，加工後變成哪一個號列，原產地規定

如何，在操作時一定要非常小心。

在 RCEP 裡面，有一些原產地規定和

其他的 FTA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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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區域價值累計」，它把 15

個國家打成單一的區域，你可以從澳洲進

口羊毛在中國大陸做成布，再做成成衣，

成衣銷到日本可適用優惠關稅，在這 15

個國家裡面，不管用哪一個國家的原料都

可以累計價值，這個規定對區域內供應鏈

的整合效果更好。

剛才看到的表，紡織品和成衣的原

產 地 規 定， 大 部 分 都 是 CC 或 CTH，

有 RVC 的不多，也就是說，這個「區域

價值累計」對紡織業來說效用並不高。

這個原產地規定要等到正式實施之

後，看屆時各成員國會如何落實原產地的

查核，才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脈絡，知

道你的產品是否合於原產地規定。

這裡面還有一個不一樣的，本來一般

的原產地規定都會有業者需要到指定的單

位去申請原產地證明書的條文，而 RCEP

除此之外，也允許出口商或製造商自行出

具合於原產地規定的聲明書，可以降低企

業報關成本，提高出口作業效率。這個地

方就會涉及到出口商或製造商的認定到底

對不對，是不是合於進口國海關的認定，

這方面涉及法條的解讀，所以操作上也要

很小心。

此外，RCEP 的成員國裡面有越南、

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紐西蘭、澳洲

和日本，本身也是 CPTPP 的成員，所以，

企業可以靈活運用 RCEP、CPTPP 和東

協自由貿易協定 AFTA 的關稅優惠來優化

供應鏈，但也要非常小心。

比如說，男用人造纖維外套和夾克要

從越南出口到日本，如果適用 CPTPP，

目前的關稅是零，因為日本進口成衣很多

來自越南，可是如果適用 RCEP，同樣這

個產品是分 16 年平均降稅，出口商當然

會去選零關稅的條款，但是差別是原產地

規定不一樣，在 RCEP，這個外套可以

用台灣的布料在越南加工再出到日本，但

要適用目前的逐年降稅，如果要出到日本

享受 CPTPP 的零關稅，那這個外套就不

能使用台灣的布料，一定要用區域內從紡

紗開始、織布生產的布料，這樣會有很大

的差別，這個是很多產品中的一個例子而

已，還有很多產品也會有類似的狀況，所

以操作時要非常小心。

原產地規則舉例

長纖梭織布原產地規定是 CTH，一

般人不太容易理解，什麼叫「節」，用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說明，長纖梭織

布在 RCEP 是要在當地織布，也就是

Fabric Forward，相對於 CPTPP 的 Yarn 

Forward 是比較寬鬆的，在那裡進行織布

的工序，就能被認定是那裡的產品，如果

越南從台灣進口聚酯加工絲在越南織成

布，布料出口到日本，因為是在越南織

造成布，就可以被認為是越南產製，可

以享受相關優惠關稅。那 CTH 的認定，

就是四位碼的轉換，聚酯加工絲的稅號

是 540233，而染色長纖布是 540752，
這個加工過程把稅號前四碼從 5402 變成

5407，就是完成四位碼轉換，就合於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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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規定，重點在如何知道聚酯加工絲的稅

號是 540233，染色長纖布是 540752 ？

這個只要查一查海關稅則號列就可以知道

了。

針織布

針織布不是 CTH，是 CC，是要「章」

的轉換，用紗織成布，從人纖紗的 54 章

轉換到 60 章的針織布，是前面兩位數改

變，就符合原產地規定，就是說在哪裡織

布，哪裡就是原產地。比如說，越南從台

灣進口聚酯加工絲在越南織成布，合於原

產地規定，出口到韓國可以享受 RCEP 的

關稅優惠。

梭織成衣

梭織成衣比較單純，就看在哪裡裁剪

和縫合，哪裡就是原產地，如果台灣的布

料出口到越南去，在那裡裁剪縫合，越南

就是成衣的原產地，出口到韓國可以享受

RCEP 的關稅優惠，這是「章」的轉換。

針織成衣

針織成衣和梭織成衣一樣，也是用裁

剪縫合地來看原產地，也是 CC。

受關稅調降的影響 - 布料

中、日、韓是我們要關注的地方，不

過越南是我們布料出口的第一大市場，所

以我們看一下越南。越南的布料進口關

稅 12%，可是越南和東協很多國家已經有

FTA，已經降到零關稅了，還沒有降稅的

國家，像中國大陸，除了之前已經降到零

關稅的以外，其他的是 10-25 年降到零；

日本到越南，大多分 11 或 16 年降至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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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韓國分 10 或 15 年降到零關稅。可是

我們的布出到越南很多是來料加工，出越

南有出口退稅制度，或是用關稅記帳的方

式，進口不用繳稅，所以我們不致於因為

RCEP 而受到大的衝擊。

中國大陸方面，因為兩岸有 ECFA 的

關係，再加上比較寬鬆的原產地規定，不

會讓成衣廠因為使用台灣布料而喪失優惠

關稅的待遇。

在日本和韓國方面，關稅調降的期程

比較長，但是我們的業者早已經到東協國

家去布局，到時候如何調配產地，或是如

何在關稅調降期間因應，是可以進一步思

考的。

受關稅調降的影響 - 成衣

中國大陸對成衣其實是比較敏感的，

依產品的不同，關稅從 6% 到 12%，他和

東協本來就是零關稅，韓國成衣出口到中

國大陸大都是分 10 年調降到零，日本則

是 11 年。日本的成衣關稅比較低，4.4-

13.4%，他和東協本來就零關稅，對中國

大陸和韓國大都是分 16 年降到零。韓國

對中國大陸和日本則是分 10 年降稅。

成衣降稅的期程比布料更長，對整個

影響的調適期就比較長。

台灣紡織業因應建議

部長很早就關注 RCEP 的發展，也和

業者開過會，大家對 RCEP 也都已經有所

瞭解，上圖左邊大致說的是，東協和中國

大陸、韓國、日本、紐西蘭和澳洲，中國

大陸和韓國本來就有 FTA，RCEP 和現狀

相比，自由化的程度改變不多，但是對未

來的效應還是要關注。

去年 (2020)11 月下旬在經濟部開會時

對如何因應 RCEP 對台灣紡織業和成衣的

影響的結論，第一個是大家要往高質化去

發展，當然據我瞭解，今天還存在的企業，

實際上每一家都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只

是每一家的市場定位不一樣，所以各有各

的策略和規劃。倒是國內有一些環境的問

題，希望政府能協助解決，例如最近的匯

率問題、海運問題、勞動力等等。

在業者方面，剛才提到過，政府的定

調是 RCEP 對現狀的改變不多，雖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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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衝擊不大，可是未來還要觀察，事實

上未來的影響絕對是難免的，在這一段期

間，影響會慢慢發酵，總有一天會降到零

關稅，我們出口的產品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該怎麼做？

對 RCEP，我們如果跳脫關稅來看，

它還有很多合作的事項，成員國之間的經

貿關係勢必會更緊密，在這 15 個國家內，

企業之間的供應鏈布局一定會更密切，所

以 RCEP 在亞太造成的區域經濟整合，像

北美的 USMCA，或是歐盟，必然會關注

這一塊。

紡拓會在之前辦的一場線上研討會

時，所邀請的美國顧問公司的講者就說，

美國確實有在關注這一塊，美國會怎麼

做？原本美國有加入 CPTPP，可是後來

退出了，那個顧問公司的講者說，他覺得

美國不是要加入 RCEP，或是要重新加

入 CPTPP，她可能會拉 CPTPP 的國家

去加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

USMCA，因為美、加、墨的協定裡面相

關的規範其實已經被引用到 CPTPP 裡面

了，CPTPP 是一個比較高品質，或是比

較嚴格的，或是談的議題比較多的協定，

跟以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差的很遠，所

以美國的做法，是要把這些國家拉到他的

協定裡面去，讓它的成員更多，影響力更

大，而不是要再跳進來 CPTPP，這一點

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最後談的是，如何創造我們的未來，

因為在未來 RCEP 一定會有影響，影響程

度和這段調適期間如何因應相關，我大概

提出幾點看法。第一，提升產品差異化的

能力，往高值化發展。第二，因為剛才講

到 RCEP 的成員國中很多在做加工，很多

產品是出口到歐美市場，我們要深化和歐

美品牌的聯結。再來就是新市場的開發，

這方面有的業者想做又不知道怎麼做，紡

拓會有一些活動可以來參加。最後一個是

如何運用區內的優惠和貿易措施，能夠有

一個更好的布局，越南是一個很大的布局

點，但是還有很多國家也會有機會，以上

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內容，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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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數位行銷服務介紹及案例分享

主講人：紡拓會市場開發處  馮瑜 副處長

理事長，各位秘書長：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在疫情中紡拓會在

貿易局的支持下，針對紡織品市場特性提

供一些工具和服務來協助各位先進持續拓

展市場。

在疫情下，大家不能像以前一樣出國

和客戶面對面洽談，所以紡拓會市場開發

處就針對市場特性，特別是紡織品特性，

提出一些數位化的工具來幫助大家透過線

上拓展市場。

邁向數位轉型實戰課程

這個部分是針對去年疫情出現後要走

數位行銷時，讓大家瞭解如何透過這些工

具來做，而且，未來疫情解除後線上行銷

這種商業模式還是很有用，所以，紡拓會

準備這些課程讓業界尋找自己的方向。

這個課程的對象是對數位行銷具基礎

之紡織行銷從業人員或主管，讓這些人先

瞭解數位行銷怎麼做，再看看自己公司的

條件要怎麼做，課程規劃不再單點突破，

手把手教您整合行銷策略，採用數位工具

實作方式，行銷團隊也能自己栽培，從代

工到品牌，2B、2C 都能一點就通。這個

課程去年已經開過兩個梯次，今年三月將

會繼續辦理。

上面這四個主題是今年的課程，主題

一是產品定位的案例分析，第二是讓大

家瞭解，怎麼樣的行銷方式是比較有創

意的，能夠讓買主在最短的時間裡注意到

你，第三，是創意行銷術，有一些行銷的

文案，這都是在線上能吸引客戶注意的亮

點。

最後一個是實作和廣告投放，教導學

員如何製作影片，介紹自己的產品，這在

上一次課程中最受大家歡迎，因為這會讓

大家以後在製作推廣影音的時候，更知道

如何把自己的亮點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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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整合行銷計畫

這是紡拓會去年針對產業需求重新規

劃的行銷方式，讓大家知道，因應疫情的

線上行銷要準備哪些東西給買主看，在這

裡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是診斷，先從

公司網站或是產品型錄看看這樣的呈現

方式能不能引起買主的興趣，其次是工

具的優化，讓專家告訴你缺了哪些，可

能是網站優化，或是更有利的關鍵字，

當這些工具都做好了，公司有漂亮的影片

或是型錄了，紡拓會準備了三個網路平

台，Material Exchange、Foursource 和

Front ier 讓大家展示，最後紡拓會規劃了

三個小型展會，有機會出去的話就出去

展，不能出去的話就改成產品型錄展，讓

大家把準備的素材去展出。

臺灣紡織品國際行銷網

這是紡拓會去年重新規劃的紡織品行

銷平台，希望成為台灣紡織品的入口網

站，歡迎台灣的紡織業者都來加入這個行

銷網，可以上傳產品型錄、照片或是影片，

目前已經有 104 家業者加入靜態展，已經

有 95 國，近四萬次瀏覽數。

行銷的方式，我們會做一些主題的播

放，去年以環保為主題，有 11 家業者加

入，用影片介紹公司的產品，上面是瀏覽

人次最多的三家公司的影片截圖，這些影

片大家可以上去看看，怎樣的影片可以引

起買家的興趣。

結語

基本上，紡拓會提出的這些數位工具，

都受到貿易局的補助，如果需要修改公司

網站，如何優化，都有補助款可以申請，

要加入國際行銷平台會員的費用也可以申

請，國際行銷網會可以有各種主題放送，

所放的影片製作也可以，希望大家在疫情

下從挑戰變成轉機。如果有任何疑問，請

隨時到紡拓會市場開發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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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ren日本十大特色企業

系列報導 ( 二 )

台北翊利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陳進來

Seiren 轉型成為智慧製造的典範工廠

總部位於日本福井縣的世聯株式會

社 (Seiren) 創立於明治維新時代（1889

年 ）， 歷 經 132 年 之 發 展， 成 為 擁 有

6,532 位員工，橫跨汽車、電子、生物、

環保等科技領域，年營業額超過 1,202 億

5,800 萬日元紡織集團，現任社長川田達

男 (Tatsuo Kawada) 在 1962 年進入世聯

時，當時的世聯還只是一家染整廠，川田

負責的工作就是乖乖聽從客戶指示，進行

染色與加工業務，由於 1960~1980 年代

紡織業是日本產業的命脈，光靠加工就能

從中獲利，然而當時還是新人的川田卻認

為：「不能自己企劃開發，怎能稱得上是

企業？」心中滿是無奈。所以在 1987 年

川田當上社長，開始拓展成衣縫製與編織

等周邊事業，投入開發名為視覺溝通技術

系統 (Visu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ystem；以下簡稱 Viscotecs) 生產系統，

利用類似列表機一樣的機械，只針對需要

的範圍進行花色印製，在當時可是劃時代

的生產架構。當時川田認為：「是時候該

進行變革了，」於是勇敢的從 B2B 進軍到

B2C。雖然世聯也曾歷經生產轉型至零售

業者（SPA）的失敗教訓，但川田深信，

其他競爭同業所沒有的大規模訂製系統，

如果能好好運用成「賣點」，也會成為「亮

點」，也許可打開全新的事業出口，因此

毅然投入打造每一位消費者創建自我品牌

(Make your Brand) 的夢想。

實現大量客製化的生產模式

世聯公司位於福井市的二十坪服飾店

Viscotecs 內雖然只陳列了三十套洋裝，

消費者只要拿一套連身洋裝穿上身，透過

同步顯示在眼前的螢幕上，只要滑動手上

的平板電腦，就能改變螢幕上洋裝的顏色

或花色，透過螢幕操作，卻能「試穿」高

達一萬五千倍的 47 萬種款式的洋裝。「我

▲ 世聯株式會社 (Seiren) 現任社長川田達男 (Tatsuo Kawada) 

     資料來源：世聯株式會社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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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只要穿上一百件就會心滿意足了！」擔

任品牌行銷顧問的葉懿慧設計師進一步指

出，「不同花色、款式恰好可以滿足消費

者對時尚品牌的期待感，讓消費者欲罷不

能，一套接一套的選購！」特別是這套系

統對曾經買過、穿過的消費者回購率高達

七成以上，因為一旦顧客選定喜歡的花

色，訂單資料就會以半自動方式跑遍工廠

的每個製程，大約二 ~ 三週後，顧客所訂

製的洋裝就會送貨到府。秋冬季服飾每件

約六萬日圓（約合新台幣一萬六千元），

雖然有點貴，但是讓客製化商品能在短期

內交貨的生產體制，而且可以創造自己想

要的款式、花色與材料，不但符合智慧製

造大量客製化（Mass Customization）需

求，也迎合每個消費者想要自己訂作一個

品牌 (Make your Brand) 的夢想。

世聯致力生產會大賣的商品

世聯公司社長川田達男接受採訪時明

確指出：「透過和顧客直接面對面溝通的

Viscotecs 系統，我希望做出『會大賣的

商品』，而不是『可能會大賣的商品』，

也因為此套客製化的服務，讓世聯的產品

更能夠符合客戶需求」。值得一提的是，

這套大量客製化的，結合通路端之虛擬試

衣系統，提供即時客製化成衣設計及製造

服務，已成為日本政府推動智慧製造之典

範案例，特別在成衣應用成熟之後，身為

汽車座椅布料世界市佔率第一位的供應

商，更將此套 Viscotecs 系統延伸至汽車

椅布通路上，讓買車的消費者只要在電腦

螢幕上點選自己喜愛的椅布，交車的時候

就可以坐上自己選擇的花色、材質，當然

也備受車廠青睞；甚至在室內裝潢窗簾、

床單寢具布料及建材磁磚都可一體適用，

誠如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羅忠祐理事長

在參觀世聯公司印花工廠後有感而發地指

出：「世聯靠這套『做出會大賣的商品』

等於不會產生庫存，Viscotecs 這隻金雞

母確實可以創造很高的產值」。

以數位印花技術達成大量客製化生產

目標

1987 年世聯公司從事 CAD 壓電式

噴墨印花技術的研究，開發了 Viscotecs

系統因而揭開了數位印花機的序幕；

Viscotecs 核心技術除了數位印花技術之

外，還包括資訊、通訊、物聯網、雲端

運算、大數據、智慧機器等虛實整合生產

技術，而數位噴墨印花（以下簡稱數位印

花）可以說是造就世聯 Viscotecs 成功的

主要關鍵因素，世聯從紙張和薄膜數位印

花技術延伸到布料來，應用自製的數位印

花機控制 1,670 萬色之高度鮮明數位印花

織物，立體、豐富且飽和的色彩令消費者

愛不釋手，由於數位印花擁有下列十大優

勢，使得 Viscotecs 在國際市場大放光彩。

( 一 ) 不需製版：數位印花省去了傳統印花

複雜的製版技術，採用數位化技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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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設計圖案透過印表機直接列印在

布料或成衣等成品上。

( 二 ) 快速打樣：免除了製版環節，可直

接打樣變得十分便捷，且可以立即取

樣。

( 三 ) 適合短交期生產優勢：因無需製版，

可承接短交期訂單，生產多品種小

批量產具有絕對優勢，客戶看樣、

生產、訂單週期大大縮短，這也讓

Viscotecs 數位印花可以在消費者量

好身材尺寸後即可在 2 個星期內將洋

裝交到訂貨者手上。

( 四 ) 色彩表現搶眼：藉由電腦調色讓色彩

更加準確；噴墨列印技術實現微噴，

克服了網版印花技術的網點缺陷，色

彩表現更加細膩，過渡色彩表現更加

自然，色彩表現更加豐富逼真、色域

更廣，隱形圖案表現出色，線形圖案

更加清晰細膩，套色準確無誤且分色

便利。

( 五 ) 一件起訂，符合大量客製化訴求：定

位及對稱圖案因無需製版，可以做到

一件起訂、生產，節省了傳統網版印

花製版費用，讓一件訂單生產成為稀

鬆平常、司空見慣。

( 六 ) 個性化印花：數位印花無製版技術對

個性化產品的生產提供了無限的設計

空間，印花產品的圖案設計可以充分

地張揚個性和發揮想像力，拜數位相

機普及之賜，個人照片、結婚照、家

庭團體照皆可印在布料上。

▲  1,670 萬色之高度鮮明色系數位素色印花絕對可以滿足愛美、

愛挑剔消費者的需求



43 No.116

經營策略與綜和運用
Business strategy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 七 ) 節能減排兼具環保：不需要用水、廢

水處理，且數位印花設備耗能小，零

廢棄物排放的特性已成為追求綠色環

保訴求消費者的最愛。

( 八 ) 節省勞動力：數位印花技術方式節省

大量的勞動力，只要基布準備好，以

相同基布印製千變萬化不同圖案色彩

乃流行時尚最佳解決方案。

( 九 ) 節省生產空間：數位印花設備占地小，

可節省生產空間。

( 十 ) 投資成本小：數位印花設備投資小，

屬於快速回收投資項目，這也讓世聯

一下子就從幾百台 Viscotecs 數位印

花機投入生產線，特別是未來速度加

快的情形下，素色數位印花將登上主

流。

從軟的布料轉移至硬的磁磚

Viscoecs 是世聯公司運用百年以上

的紡織深厚製造技術與資訊技術相結合，

在遵循著「予其想、逢其時、足其量」的

理念，秉持以環保為準則來對應客戶需求

的同時，試圖打造出一個「全世界僅此一

件的定製化生產」模式；時至今日，由於

物聯網時代的到來更催生出 Viscoecs 更

多無限的可能，世聯陸續推出高速化、

▲ Viscotecs 多樣個性化的風格，讓世聯公司穩坐汽車椅布世界第一的地位

▲世聯 Viscotecs 所製作而成的大樓外牆大型掛布蘆原溫泉的露天溫泉及三方五湖之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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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期短、高精細化、豐富表現的第二代

Viscoecs 生產系統，透過系統銷售不斷滿

足市場的需要，並做到快速打樣、少量多

樣、零時差、無懼接觸感染風險、節能環

保及零庫存的諸多優點，誠如從事紡織染

整超過 30 年以上經歷的伍立紡織公司胡

忠福董事長所言：「光是零庫存就是紡織

業夢寐以求的理想！」針對 Viscotecs 未

來應用的延伸，謹就個人所思臚列下列五

大應用供絲織業者參考。

( 一 ) 時尚服飾：

除了印花連身洋裝之外，Viscotecs 正

致力於結合網路技術，串聯消費者與生產

現場，提供個人服務，開創新時尚的泳裝、

浴衣、童裝、時裝等客製化產品，特別是

數位印花無水染色的特性正是符合許多品

牌商追求環保節能的訴求產品，除了印花

圖案之外，素色印花也可能翻轉未來的成

衣市場，因為素色印花對應薄輕素材表面

與內面異色之著色技術，不會影響織物手

感，而且無水染色的訴求與目前趨之若鶩

的二氧化碳無水染色有異曲同工之妙，最

大的差別就是設備價格差異頗大，二氧化

碳無水染色設備昂貴可染色系有限，數位

素色印花設備價位較低，1,670 萬色之高

度鮮明色系絕對可以滿足愛美、愛挑剔消

費者的需求，而除了衣服之外，包含袋、

箱、包、鞋等材料也都是 Viscotecs 可以

應用的領域。

( 二 ) 家用紡織品：

Viscotecs 在包括床單、寢具、窗簾、

沙發椅布等圖案印花都能大顯身手，家用

紡織品對數位印花所訴求的環保、獨特及

高級感恰巧不謀而合，有了 1,670 萬色之

高度鮮明色系可以裝飾家裡任何紡織品，

相信未來 Viscotecs 在家飾用紡織品甚至

建材的應用會愈來愈普遍。  

( 三 ) 汽車裝飾：

世聯公司長期以來就是日本豐田、本

▲ Viscotecs 是世聯公司運用紡織技術與資訊技術結合，遵循「予其想、逢其時、足其量」的理念，打造出一個「全世界僅此一件的定製化生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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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cotecs 是世聯公司運用紡織技術與資訊技術結合，遵循「予其想、逢其時、足其量」的理念，打造出一個「全世界僅此一件的定製化生產模式」

田、日產等大型汽車椅布供應商，利用核

心能量的 Know-how 與技術，發展高附加

價值、客製化的汽車內飾、汽車座椅和安

全氣囊等纖維材料與產品，造就其汽車椅

布世界第一的領先地位，世聯汽車內裝在

蘇州的工廠係針對歐美以及日本的汽車廠

商在當地銷售的車型生產汽車座椅，現在

是產能滿載的生產狀態，當然在汽車裝潢

的紡織品及塑膠材料上應用 Viscotecs 多

樣生產特性，更能凸顯個性化的風格，與

車廠關係密切的合作基礎下，Viscotecs

在汽車配件的應用將愈加普遍。

( 四 ) 廣告看板：

廣告看板需要迎合建築物或鷹架所需

大的幅寬需求，Viscotecs 在廣告看板尺

寸具有較彈性的尺寸應用，例如配合福井

縣旅遊觀光協會在台北太平洋 Sogo 百貨

忠孝店西側隔壁的外牆掛上 21 公尺 ×6

公尺巨幅廣告看板，掛布上印製壯觀闊麗

的東尋坊奇岩之懸崖峭壁、越前蟹、蘆原

溫泉以及三方五湖等美景，讓台灣民眾印

象頗為深刻，Viscotecs 在廣告看板的應

用將愈來愈普遍。

( 五 ) 個性化磁磚及相關硬質材料：

每一棟建築物都會強調個別的風格，

Viscotecs 針對不同風格的磁磚印花剛好

派上用場，此外，也可以運用於醫療以及

電子等其他領域之玻璃以及金屬等非纖維

材料，特別是第二代 Viscotecs 係以薄膜

為基礎的電磁波隔斷材料，擴大應用於產

業用紡織品，特別在許多需要量身訂製的

工業產品運用 Viscotecs 技術後所呈現的

「客製化」風格成為顧客的最愛。

世聯以產品結合服務行銷全球市場

世聯公司秉持「不只做產品，更要做

服務」的生意哲學，進行 Viscotecs 系統

機械配合 CAD/CAM 和墨水等配套服務進

行銷售，以 3 億至 5 億日元的價格銷售，

這恰好做到「不只做蛋黃，更要做蛋白」

的行銷推廣模式，好比奇異公司賣發動機

就是蛋黃，很容易被取代，而協助航空公

司做好排程、省油的秘方就是蛋白，也就

是創造價值的服務，這種服務也就是蛋

白，現在大部份的企業知道要蛋黃加蛋白

一起賣，因為產品結合加值服務就是蛋黃

加蛋白的加值服務型態，蛋白市場遠比蛋

黃大，例如：知識睡眠館的老闆說他除了

賣床墊、枕頭 ( 蛋黃 )，也訴求提供睡眠品

質管理 ( 蛋白 )；豐田汽車強調品質優越之

外 ( 蛋黃 )，還做到零件壞掉之前就通知車

主保養的週期 ( 蛋白 )；固特異輪胎 ( 蛋黃 )

提供顧客偵測輪胎壓力變化，知道什麼時

候要去翻修輪胎 ( 蛋白 )；鋸床設備 ( 蛋黃 )

提供顧客偵測鋸刀磨損變化，通知顧客什

麼時候更換鋸刀 ( 蛋白 )，台灣紡織業者

提供品牌商優質機能性布料之外 ( 蛋黃 )，

還提供品牌商流行顏色、材料預測分析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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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而 Viscotecs 賣設備 ( 蛋黃 ) 加上

CAD/CAM、墨水配套服務 ( 蛋白 ) 進行銷

售，使得智慧製造的成分愈來愈高，也值

得作為台灣絲織業從業人員參考學習的典

範之一。

轉型升級迎向挑戰

秉持「用世聯的夢想改變世界」企業

精神，Seiren 團隊投入高水平、安全性

和品質控制的醫療、電子、紡織、環境工

程等領域做出積極貢獻，特別在製造和銷

售有助於健康舒適生活方式的醫療產品，

持續整合各項技術，舉例而言：在傳統紡

織服裝上特別使用「Inodore Quick」除

臭材料製成「DEOEST」快速除臭劑，應

用在內衣、襪子、哺乳服等用品，以確保

任何異味困擾的消費者都能擁有舒適的生

活。我們看見世聯走過 132 年仍然堅持擴

大產品及服務領域，從設計企劃、原料、

紡織、染色到縫製的一條龍生產方式，提

供汽車座椅布料、安全氣囊、裝飾材料、

電磁波吸收材料、環境生活資材、化妝品

等材料，也進一步從製造代工廠變身為客

製化服飾整合商，世聯公司正因為有明確

的目標，逐漸建構一個以紡織為基礎，擴

大至生技、電子、材料等領域，於日本、

墨西哥、泰國、印尼及中國等地建立完整

生產基地，朝向堅實生產、追求一流品質

的紡織集團目標邁進。

健康之道

（一）身體要乾淨：

1. 多喝水、利尿。

2. 排便，1 天最好 3 次。

3. 排汗：運動。

（二）將酸性體質調整為弱鹼性體質；多吃鹼性，少吃酸性食物。

（三）營養均衡完整：早餐吃五榖米，中餐糙米，晚餐全麥。

（四）睡眠要好：睡前刮砂、按摩、泡腳、洗澡、排便尿。

（五）含氧的血液：少鹽、少油、少糖，深呼吸。

　　　常見食物的酸鹼性

酸性食物

強酸 蛋黃、乳酪、白糖做的西點、柿子、烏魚子、紫魚

中酸
火腿、培根、饅魚、鮪魚、雞肉、豬肉、牛肉、麵包、小麥、
奶油

弱酸
白米、花生、啤酒、酒、油炸豆腐、海苔、文蛤、章魚、
泥鰍

鹼性食物

強鹼 葡萄、葡萄酒、茶葉、海帶、海帶芽、天然綠藻

中鹼
大豆、番茄、香蕉、橘子、檸檬、草莓、蛋白、梅乾、南瓜、
菠菜、紅蘿蔔、蘿蔔乾

弱鹼 紅豆、蘿蔔、蘋果、洋葱、甘藍菜、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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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台灣織布產業回顧
與 2021 年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研究員�巫佳宜

摘要

台灣織布業的主要競爭優勢為上下游

供應鏈完整，並具有開發少量多樣、差異

化紡織品之優勢，2020 年面臨 COVID19

疫情等衝擊下，織布產業出口金額較

2019 年衰退 18.74%，達 50.6 億美元，

其衰退幅度更勝於 2009 年金融海嘯時期

（衰退 16.42%）。

2020 年台灣織布產業面臨的挑戰包

括：（1）新台幣快速升值，影響出口利潤；

（2）COVID-19 疫情衝擊下，中小型織

布廠經營環境更顯艱困；（3）台灣規格

化產品訂單持續流失等。

展望 2021 年，隨著各國陸續接種疫

苗，疫情對全球服飾消費市場衝擊的不

確定性可望逐漸減少，但消費市場對不

同布料品項的需求程度仍不同，預期需

至 2022 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方能全面

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然而，後疫情時代在

消費者渴望收回自由與健康的控制權、更

加意識到大自然的美好、追求以安全的方

式以外界互動等「新常態」需求之下，全

球服飾市場主要趨勢仍將聚焦於「健康舒

適」、「循環永續」和「數位轉型」等三

大趨勢。

一、產業現況

台灣織布業的主要競爭優勢為上下游

供應鏈完整，並具有開發少量多樣、差異

化紡織品之優勢，2020 年面臨 COVID-19

疫情等因素影響下，織布產業出口表現較

2019 年衰退 18.74%，達 50.6 億美元。

（一）布類出口分析

2020 年布類出口依布種分為梭織、針

織及特種布（如不織布、地毯、浸漬塗敷

加工布、毛巾布…等）3 種，總出口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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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6 億美元，較 2019 年衰退 18.74%

（參見表 1）。

2020 年梭織布出口值達到 14.71 億

美元，占布類出口值比重 29.07%（參見

表 1），若是以胚布和成品布區分，2020

年台灣梭織胚布的出口值為 1.18 億美元，

占梭織布類出口值之 8.02%，較 2019 年

衰退 31.58%，出口量為 3.39 萬公噸，較

2019 年減少 24.98%；而梭織成品布的

出口值為 13.53 億美元，占 91.98%，較

2019 年衰退 24.05%，出口量為 15.19 萬

公噸，較 2019年減少 28.6%。（參見表 2）

2020 年特種布出口值達到 18.13 億美

元，占布類出口值比重 35.83%（參見表 1）

，已超越針織布出口值成為我國第一大布

類出口產品。其中浸漬塗敷加工布之出口

值達 6.26 億美元，占特種布類出口值之

34.53%，較 2019 年減少 21.52%；毛巾

布出口值為 1.2 億美元，占特種布類出口

值之 6.62%，較 2019 年減少 26.91%；

因 COVID-19 疫情帶動對不織布製防疫物

資的需求，不織布出口值達 4.7 億美元，

占特種布類出口值之 25.92%，較 2019 年

成長 21.17%；其他特種織物出口值為 5.96

億美元，占特種布類出口值之 32.87%，

較 2019 年減少 22.17%。（參見表 3）

台灣針織布業擅長少量多樣化的

項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 織 胚 布 1.18 8.02 -31.58 3.39 -24.98 3.50 -8.80

梭織成品布 13.53 91.98 -24.05 15.19 -28.60 8.91 6.37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2 2020 年台灣梭織胚布及成品布出口統計

項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織布 14.71 29.07 -24.72 18.58 -27.97 7.92 4.51

針織布 17.76 35.10 -17.63 17.42 -25.54 10.19 10.63

特種布 18.13 35.83 -14.34 26.48 -9.52 6.85 -5.33

合　計 50.60 100 -18.74 62.47 -20.36 8.10 2.04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1 2020 年台灣織布產品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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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 公斤 )
同期比較

(%)

浸漬塗敷加工布 6.26 34.53 -21.52 6.91 -22.27 9.06 0.97

毛巾布 1.20 6.62 -26.91 1.41 -29.80 8.54 4.12

不織布 4.70 25.92 21.17 11.43 15.83 4.12 4.61

其他特種織物 5.96 32.87 -22.17 6.73 -20.82 8.86 -1.70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3 2020 年台灣特種布出口統計

項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 公斤 )
同期比較

(%)

針 織 胚 布 0.85 4.79 -2.36 1.61 -3.58 5.28 1.27

針織成品布 16.91 95.21 -18.27 15.81 -27.22 10.69 12.31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4 2020 年台灣針織胚布及成品布出口統計

彈性生產，2020 年台灣針織布的出口

值 為 17.76 億 美 元， 占 布 類 出 口 總 值

35.10%，出口值較 2019 年衰退 17.63%

（參見表 1），其中針織胚布出口值為

0.85 億美元，占針織布出口比重 4.79%，

較 2019 年衰退 2.36%，出口量為 1.61 萬

公噸，較 2019 年減少 3.58%；針織成品

布出口值為 16.91 億美元，占 95.21%，與

2019 年比較衰退 18.27%，出口量為 15.81

萬公噸，較 2019 年減少 27.22%（參見表

4）。

（二）布類進口分析

2020 年我國進口布類產品中，以特種

布為最大宗，其進口值為 3.84 億美元，

占布類進口值 71.11%，較 2019 年成長

13.05%，進口量為 6.98 萬公噸。其次為

梭織布進口值為 1.26 億美元，占布類進

口值之 23.33%，較 2019 年衰退 0.09%，

進口量為 2.28 萬公噸。而針織布的進口值

為 0.30 億美元，占布類進口值的 5.56%，

較 2019 年微幅成長 0.9%，進口量為 0.37

萬公噸（參見下頁表 5）。

由 2020 年我國布類進口金額觀察，

主要進口地區大致與 2019 年相似，其中

來自越南、南韓、印尼、馬來西亞、印度

等亞洲國家進口地區之進口金額較 2019

年減少；而來德國、法國等歐美國家進口

地區之進口金額也較 2019 年減少。2020

年布料主要進口國仍以中國大陸居首，進

口值達到 24,550 萬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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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其次為美國 7,548 萬美元（較

2019 年成長 18.28%）、日本 6,343 萬美

元（較 2019 年成長 1.16%）、越南 4,720

萬美元（較 2019 年減少 20.31%）、南

韓 3,042 萬美元（較 2019 年減少 5.47%）

（參見表 6）。若是以產品別分類，梭織

布以中國大陸、越南和美國為最主要的進

口地區；特種布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陸、

美國及日本；針織布則是以中國大陸、日

本和泰國為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國家名稱 金額 ( 萬美元 ) 比重 (%) 成長率 (%) 重量 ( 公噸 ) 成長率 (%)

中國大陸 24,550 45.46 24.21 62,269 34.26

美　　國 7,548 13.98 18.28 1,967 12.95

日　　本 6,343 11.75 1.16 3,169 -5.16

越　　南 4,720 8.74 -20.31 12,964 -11.6

南　　韓 3,042 5.63 -5.47 5,664 8.26

泰　　國 1,053 1.95 63.25 1,693 72.34

義  大  利 956 1.77 12.21 1,163 51.03

德　　國 896 1.66 -13.56 414 -21.45

印　　尼 883 1.64 -47.57 2,426 -40.61

英　　國 328 0.61 10.06 118 -7.79

馬來西亞 254 0.47 -10.77 1,156 -0.21

法　　國 243 0.45 -2.59 95 36.13

印　　度 205 0.38 -11.98 330 102.15

其　　它 2,981 5.52 -3.90 2,867 -8.23

合　　計 54,002 100 8.99 96,295 16.91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6 2020 年我國織布產品主要進口國家統計

項目
進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織布 1.26 23.33 -0.09 2.28 2.76 5.49 -2.78

針織布 0.30 5.56 0.90 0.37 9.37 8.28 -7.54

特種布 3.84 71.11 13.05 6.98 22.89 5.50 -8.01

合　計 5.40 100.00 8.99 9.63 16.91 5.61 -6.77

■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 ITIS 計畫整理，2021 年 3 月。

表 5 2020 年台灣織布產品進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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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臨問題

織布業是我國紡織品最大宗的出口項

目，2020 年占我國紡織品出口值比重的

67.2%。2020 年面對 COVID-19 疫情、

新台幣快速升值、規格化產品訂單持續流

失等因素下，為我國織布產業帶來的挑戰

也愈來愈多。主要面臨問題如下：

（一）�新台幣快速升值，影響出口利潤

2019 年 5 月至今，台幣相對於美元一

路呈現升值的趨勢，2020 年全年度平均

匯率較 2019 年升值幅度達 4.4%，台灣織

布業以出口為導向，新台幣的大幅升值抵

銷了台灣織布業換匯後的獲利表現（參見

圖 1）。

（二）�COVID-19 疫情衝擊下，中小型

織布廠經營環境更顯艱困

2020 年 3 月中旬疫情重災區轉移至歐

美後，各國關閉實體商店導致市場需求急

凍，品牌客戶紛紛要求織布廠暫停或延遲

交貨，甚至是砍單。2020 年第 2 季織布

業者訂單較去年同期減少平均達3至6成，

嚴重者甚至達 7 至 8 成；第 3 季訂單雖稍

見回溫，但多以補足客戶庫存缺口的小單

和急短單居多；第 4 季品牌客戶持續下單

補足庫存缺口，但為降低庫存風險，客戶

可能依市場需求動態調整拆成好幾張先後

下單，而導致供應商作業成本倍增。

在 COVID-19 疫情的籠罩下，具快速

反應能力、國際行銷能力或擁有特殊加工

技術的織布廠，或能度過難關；但體質不

佳、無特殊加工技術的中小型織布廠，則

是此波疫情最大的受衝擊者。

（三）台灣規格化產品訂單持續流失

近五年來在國際品牌客戶的要求下，

紡織中游供應鏈（即紗線、織布及染整）

已逐步往東協國家移動，而 2018 年以來

的美中貿易戰，及 2020 年 11 月 15 日完

成簽署的 RCEP 協定等因素下，都將加速

全球紡織供應鏈往東協移動的腳步，進而

使我國規格化產品訂單陸續流失至東協市

場。此現象對於具海外生產布局能力的垂

直整合廠而言，可透過不同產區之產品品

項的調節來因應，影響程度不大，但對於

我國本地的紡織貿易商及代工廠而言，其

競爭優勢將持續降低。

三、因應對策

台灣織布產業向以產品品質穩定、具

備多樣性及差異化產品開發能力（特別是

機能性紡織品）及快速反應能力而贏得優

勢。以下針對織布業者所面臨的挑戰，提

出相關因應對策：

■ 資料來源：情報贏家，紡織所整理，2021 年 1 月。

▲圖 1  2020 年我國織布產品主要進口國家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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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差異化產品仍是台灣維持

競爭力的不二法則

從滿足品牌客戶需求的角度來看，當

前 NIKE、adidas、Lululemon、Under 

Armour 等國際領導品牌的商品開發重點

以循環永續與機能進化為主軸，臺灣紡織

業根植於過往所展現的價格、品質、交期

等核心能量之餘，競爭力將取決於能否滿

足品牌客戶益加重視的研發創新（展現在

材料與加工的機能性與永續性）及快速反

應能力（展現在數位化開發及智慧製造）

等面向。

（二）�結合數位工具，並朝向客戶分

散化以降低風險

COVID-19 疫情爆發後，全球紡織市

場已重新洗牌，投入數位轉型及線上通路

較積極的品牌客戶受此次疫情衝擊的程度

相對較低。基於風險分散的考量，過去客

戶集中度較高的台灣織布業者，應思考加

強客戶分散化，而因客戶分散化所新增的

成本（包括：訂單行政作業成本、樣品開

發成本、商務出差成本等），則可思考導

入數位工具（如：RPA 流程機器人、3D

服裝模擬系統等），以降低整體營運成本

並提高企業獲利。

四、未來展望

（一）�預估 2022 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

方能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台灣布料產品終端應用以運動及戶

外 服 飾 為 主， 根 據 Euromoni tor 資 料

（2021/01）顯示，2020 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全球運動服飾市場規模達

1,742 億美元，較 2019 年衰退 15%。展

望 2021年全球運動服飾市場雖有復甦（預

估較 2020 年成長 12.8%），但不同品項

的復甦速度因市場需求而有差異，預期需

待 2022 年方能完全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二）�後疫情時代，線上購物市場將

加速擴展

2020 年 COVID-19 疫 情 使 各 國 政

府強制採取封鎖和隔離措施以減少病毒

傳播，從而加速線上購物的發展，根據

Euromoni tor 資料（2021/01）顯示，線

上購物佔全球服裝市場比重的由 2019 年

的 19.5% 快速成長至 2020 年的 28.9%。

後疫情時代，隨著消費者習慣線上購物的

模式，預期線上通路零售市場將持續快速

成長，此也意味著台灣供應商需提升「快

速反應」與「短交期」的能力以因應市場

需求。

（三）�2021 年的產品趨勢：健康、永

續、數位

展望後疫情時代的 2021 年，全球服

飾市場主要趨勢將走向「健康舒適」、「循

環永續」和「數位轉型」等三大趨勢：

1. 健康舒適

COVID-19 疫情所實施的封鎖措施，

已改變消費者的生活型態，雖然早在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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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前，休閒服飾就已漸趨流行，但疫情

下更加速休閒風格的潮流。即使疫苗已經

問世，2021 年消費者的生活在某種程度

上可望逐步重回常軌，如恢復社交活動、

重返實體工作崗位等，但根據 NPD 市調

機構的調查，70% 消費者仍計劃在解封

後，維持目前的穿衣風格，或選擇與疫情

爆發之前相比，更為舒適的穿搭。人們在

COVID-19 疫情期間進行遠端工作，衍生

出「Zoom 襯衫」現象，而後疫情時代，

兼具舒適與正式雙重特點的服裝，仍具有

潛在市場商機。

此外，COVID-19 疫情已讓消費者建立

了「新」健康意識，因此當外出經過人潮

密集的戶外空間、乘坐地鐵或計程車、在

飛機上還是在餐館裡等場合，也希望污染

物不殘留於衣服，因此針對抗病毒、抗菌

等機能的服裝需求也將持續增加。

 2. 循環永續

 2020 年 COVID-19 疫情大爆發期間，

雖減緩了品牌在循環永續產品開發的腳

步，但後疫情時代永續行銷仍將會是發展

主軸，特別是應對大量廢棄衣物、海洋微

塑膠、溫室氣體（CO2）排放等議題下，

投入紡織品回收系統、開發易回用及易

分解等循環經濟材料、持續投入綠色製程

（節水節能、低碳排）等仍將會是產業聚

焦的重點。

 3. 數位轉型

COVID-19 疫情的零接觸需求下，促

使品牌加速數位轉型腳步，其衍伸對台灣

供應商的需求則是數位樣本高擬真化、減

少打樣次數、小量多樣及快速反應生產

等，因而紡織業走向數位轉型已是勢在必

行，包括透過大數據、物聯網、AI、RFID

等創新技術的應用，逐步投入行政作業、

設計開發及生產流程的智慧化，如：導入

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流程

機器人、光學驗布、調色製程數位化、預

測性警示系統、染料自動輸送系統等，以

強化競爭優勢。

養生之道

（一）適當而規律的生活：每天睡 8 小時，睡眠不要超過 10 小時，亦不要低於 6 小時。

（二）飲食節制：三餐只吃八分飽，不吃太多、太鹹、太甜。

（三）精神的愉悅與充實：

1. 每天傍晚運動：散步或慢跑、游泳。

2. 每天補充維他命 C、E。胡蘿蔔素。

3. 三餐吃五榖類，多吃青菜、水果，少肉。

4. 定時健康檢查。

5. 不逞強透支體力。

6. 以醫藥科學為養生依據，拒民間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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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蕉纖維製成背包

Tent 發布日期：2021-01-11

產業議題 - 原材料及纖維紗線

國家區域 - 全球

紡織所李信宏

人類採收香蕉後會產生大量的香蕉莖廢

棄物，以往都直接被丟棄，不僅造成資源

浪費，還破壞生態環境。近幾年，已經有

相當多國家開始研發可以從要丟棄的香蕉

莖中採取纖維，織成布類產品後，製成袋

子、餐桌墊、繩索等。由於香蕉纖維是完

全植物來源的天然產品，因此與其他天然

纖維，如棉、椰殼纖維鳳梨纖維、黃麻等

都具有很好的混紡相容性。香蕉纖維也可

以像其他天然纖維一樣進行染色加工，並

且由香蕉纖維製成的織布也可以進行染色

或者印刷。（參見圖 1）

▲圖 1 以香蕉莖製成香蕉纖維

    資料來源：QWSTION 官網

▲圖 2 以香蕉纖維織成布 BANANATEX®
    資料來源：QWSTION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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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STION 的 BANANATEXR 背包

一家瑞士背包品牌商 QWSTION 創立

於 2008 年，由 Matthias Graf、Christian 
Kägi 和 Sebast ian Krui t 等 5 人共同成立

的背包品牌，以瑞士蘇黎世為據點，成立

以來便持續探索如何用可再生資源製作背

包，於 2019 年以全球首創香蕉纖維製成織

布 BANANATEX®，做出第一款以香蕉纖維

做成的背包，並奪得 2019 瑞士設計織品類

大獎；該設計團隊秉持環境友善的精神，專

注於將美學和機能相結合，成就一款造型簡

約、材質環保且具高機能性的多功能背包。

（參見圖 2）
BANANATEX® 主要利用來自菲律賓

高海拔地區的有機香蕉作為織品原料，此

香蕉品種為大麻香蕉（banana hemp）或

稱之為馬尼拉麻蕉（Abacá）成長過程不

須農藥施肥或澆水灌溉，可以自行生長。

QWSTION 團隊花了 3 年時間開發這項

100% 由天然香蕉纖維製成的光滑防水布料

BANANATEX®，具有高強力與韌性，足以

負荷背包材質的物性需求，且輕盈富有彈

性，外層再塗以天然蜂蠟後，可以有極佳

之觸感與防水效果。（參見圖 3）
QWSTION 的背包不只美觀耐用，也

有多種包款選擇。設計團隊甚至將背包分

為商業、休閒及旅行用途 3 大類，分別

進行設計開發，強調所有包款都具備實用

機能，且必須經得起時間考驗，以滿足使

用者的各式需求。無論何種包款皆基於

BANANATEX® 材質特色進行設計，盡量

減少背包的零件以簡化生產過程，降低可

能的浪費。當背包淘汰時，可以 100% 生

物分解，扣子及拉鍊也可全部回收再利用。

由於 QWSTION 團隊的最終目標，是希望

能提供環保原料給製作背包廠商使用，因

此將BANANATEX®專利原始碼完全公開，

以鼓勵更多品牌採用環保原料。

■ 資料來源：Tent-ht tp: / /www.tnet .org. tw/

Article/Detail/29587?species=SearchDefa

ultClass

▲圖 3 QWSTION 的 BANANATEX® 背包

    資料來源：QWSTION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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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聚酯再生技術的發展趨勢

Tent 發布日期：2020-09-30

產業議題 - 原材料及纖維紗線

國家區域 - 全球

品牌動態 - 材料品牌

解聚合是聚酯化學回收的製程，許多

大小公司都在努力研究。比利時技術紡織

品研究中心 Centexbel 的顧問 Pierre Van 

Trimpont 表示：「這是很有潛力的領域，

生產出的二級原料等級可與『原始』物料

相提並論。這不只是一個回收的過程，更

是一個材料再生的過程。」

研究此領域的眾多公司中，並非所有

公司都是針對廢棄的塑膠和紡織品進行解

聚，因為這是一個需要高純度原料的領

域。有些公司正在研究機械和化學混合工

法，以分離出各種成分，而不將其分解為

原始單體。他們相信這些方法更適合用於

混紡紡織品。

解聚合被認為是 PET 機械回收的補充

方案。所謂的「切碎並清洗」方法，只能

從透明或藍色的 PET 飲料瓶中獲得符合

品質的再生薄片。在某些情況下，只要衣

服是由 100% 聚酯製成的，那衣服也可以

是回收來源。儘管此方法已被廣泛採用，

但許多人將機械回收的消費後瓶子製成的

rPET，視為一種降級回收的方法。此外，

根據 Textile Exchange 估計每年全球生產

的 PET，有三分之二（約 5500 萬噸）是

用於製造服裝用的聚酯。紡織品的回收，

將對減少廢物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革命性回收技術

正如聚合單體的方法有許多種，材料

的解聚合也有多種技術可以達成。最常見

的方式是透過糖解、甲醇分解和水解作

用。分解聚合物鏈的過程也可以透過酶來

達成，這是法國公司 Carbios 研究的路線；

也可以透過微波來實現，如義大利 Gr3n

的研究方法。

1.Carbios

2019 年 4 月在《Nature》期刊上發

表的一篇科學論文，主題是 Carbios 這

十年來正在開發的酶回收工法（「一種經

工程設計的 PET 解聚合酶，可分解和回

收塑膠瓶」）。Carbios 副執行長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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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 表示：「我們正在開發的可無限

回收 PET 塑膠和紡織品系統，這是針對機

械回收的改進技術，在機械回收中，聚合

物在每個階段都會降級，且到某個階段就

再也無法回收成可利用的產品。」

其示範工廠已在法國里昂附近的化

學聚落 Saint-Fons 開始建設，預計將於

2021 年投入營運。它將替該公司驗證這個

工法是否可以擴大規模，以建立每年達 15

萬噸產能的 PET 工廠。這家生物技術公司

已經與丹麥的 Novozymes 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以擴大 Carbios 專利酶的生產。此

為特殊的酶，可分解 PET 並讓其他材料保

持不變。當酶完成作用之後，即可分離、

過濾和純化 PET 單體（對苯二甲酸和單乙

二醇）。此外，此工法不需要溶劑，水可

以在封閉循環中持續使用，該工法會在大

約 72° C 的生物溫度下進行。

2.Gr3n

Gr3n 公司正在開發的工法 DEMETO

（使用 MicrowavE TechnolOgy 進行解聚

合作用），已獲得 EU Horizon 2020 計劃

的資助，並且建設一座示範工廠，該工廠

一年可以處理 1,000 噸的廢棄物。據稱他

們可以利用微波切割聚合物鏈並去除污染

物，再將材料從 PET 當中分離出來。這種

方法增加了可回收 PET / PES 的比例，可

以針對難以處理的 PET 廢物（例如塑膠

托盤）進行處理。DEMETO 可以處理任

何聚酯含量不低於 70% 的材料，無論其

他成分是完好無損的棉花，甚至是 PU 這

種極難分解的材料。舊衣服無須將鈕扣、

拉鍊或其他非紡織元素卸下，就能進行微

波處理，但是需要將其切成特定尺寸。

創始人兼執行長 Crippa 表示：「70% 是

使我們的工法具經濟效益的最低 PET 含

量。」Gr3n 針對該工法的 15 年研究中，

很多時間都花在純化階段，以獲得原始的

PET 成分，即乙二醇（EG）和對苯二甲

酸（PTA）。這個方法讓該公司能夠製造

出 Crippa 認為等級與直接從石油煉製的單

體相似的原料。同時是封閉循環系統，因

為它會釋放出氯化鈉作為副產品，並透過

電轉化為生產該過程所需的兩種化學品，

副產品是用於進一步處理的資源，可讓資

源的循環成為封閉系統。

由於解聚反應可以視為與聚合反應高

度相關的作用，因此一些公司正在研究解

決方案，以使他們能夠將現有的設施，轉

換為回收或再生工廠。

3.Eastman

Eastman 化學公司已針對其乙 基

（acety ls）和纖維素的相關生產工法的

前端進行修改，以透過該公司的碳再生技

術（CRT）來回收廢棄塑膠。這個技術於

2019 年底在田納西州 Kingsport 開始運

作，此廠同時也是該公司最大的製造基地

和全球總部。它的「重構」技術可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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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廢料，並將其轉化為像是碳、氧和氫

之類的分子組件。 Eastman 紡織品全球

行銷總監 Ruth Farrell 表示：「這些分子

與原物料幾乎難以區別，我們使用它們來

生產具有再生成分認證的新材料。藉由這

項技術，可以無限次回收廢棄塑膠並生產

出品質不會降級的新材料。」這種方法也

可以回收沒有良好報廢處理方法的複雜塑

膠材質，並且有可能在未來能夠回收紡織

品。

該公司也正在開發 PET 的化學回收製

程，該製程稱為聚酯更新技術（Polyester 

Renewal Technology , PRT）。2020 年

Eastman 公司開始運作透過糖解作用回收

透明 PET 瓶的計劃，但計劃在 2022 年改

為使用甲醇分解，此將能夠加工各種不適

合機械回收的 PET 和 PETG；PRT 生產

出的 PET 單體結構單元，可用於製造新

材料。

4.CuRe

CuRe Technology 正在開發一種稱

為「模組化分子回收」的製程。這是再生

聚酯生產商 Cumapol、特用聚酯生產商

Dufor、Dyneema 纖維製造商 DSM 與其

循環經濟部門 DSM-Niaga、Morssinkhof 

Plastics 和理工學院 NHL Stenden 共同

努力的成果。CuRe 依照廢棄物的品質和

所需的產出，選擇最低能耗的回收系統，

該系統將為製造新的PET提供基礎材料。

每個合作夥伴在這個生態系統中發揮自己

的作用，負責廢棄物處理的 Morssinkhof 

Plastics 和 DSM，也提供相關的材料科學

專業知識。

CuRe 正在開發的製程，有部分使用

糖解作用（glycolysis），並涉及 12 個不

同的步驟。從這些步驟可以一眼看出將聚

合物還原回其結構單元，所需的步驟有多

少。經過一系列的收集、分類、清潔、解

聚合和純化的步驟後，致力於開發一種獨

特且連續的工法，該工法不需要將材料轉

回原始單體，可以直接重新聚合為聚酯。

CuRe 的工法不需要完全分解聚合物，可

節省能源和溶劑使用。高溫會影響黏稠

度，因此最好避免高溫。CuRe 將能量保

留在分子中，由於不用冷卻它們，所以也

不需要再次加熱。

目前，一間試驗工廠正以此工法每小

時處理 20 公斤的廢棄物，並且該公司仍

在研究最終如何建立起再聚合生產線，這

個生產線預計於 2020 年年底將投入營運。

該公司表示一旦生產線完成，它可能將原

來的聚酯生產廠改為採用這個分子回收的

新方法，該工廠位於荷蘭，產能 25,000

噸，將於 2023 年投入營運。

CuRe 在開始回收紡織品之前，專注

於回收像是食品盤和有色瓶罐等難以回收

的塑膠。服裝部分由於有塗料和彈性纖

維，而且需要進一步分類，因此有著許多

難題。CuRe 也呼籲服裝業開發一個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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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護照系統（global product passport 

system），以簡化產品的追蹤與分類。

5.PerPETual

自 2014 年以來，PerPETual 在印度

Polygenta 的工廠透過糖解作用以進行

PET 瓶的化學回收。現在它聲稱可以提供

高品質的 PET，而且價格比起傳統 PET

具有競爭力。perPETual 表示所開發的

酯類聚合物，現在具有與石化產品相同

的品質，且甚至生產成本更低；這是一

個巨大的轉折點。在過去的兩三年中，

perPETual 看到了化學回收的趨勢，這有

部分是因為化學回收可以去除塑膠中的污

染物甚至細菌，進而獲得穩定高品質的產

品。

除了 PET 瓶，perPETual 現在還以實

驗性規模來回收聚酯紡織品。perPETual 

CEO 表示，紡織品的解聚合和純化過程其

實更容易，因為用於紡織品的染料通常位

於表面，而在瓶罐中，染料會被注入到聚

合物中。但是，該公司僅能回收以 100%

聚酯纖維製成的產品。

聚酯纖維服裝的化學回收，最早是由

日本帝人公司（Tei j in）所開發，該公司

於 2002 年推出了 Eco-Circ le。其他日本

公司也紛紛效仿，並特別關注可作為原料

的服裝。Jeplan（日本環境設計）的製程

是使用糖解作用並產生 BHET 分子，該公

司計畫在 2022 年之前於法國建立工廠；

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也是日本公司）

已建立了循環生產鏈，以將廢棄聚酯服裝

還原為 DMT 和 MEG 分子的工法進行聚

酯回收，自 2012 年以來，一間年產能為

30,000 噸的工廠已在中國投入營運。伊藤

忠 RENU 專案的經理 Sachiro Shimoda

表示：「該系統會解聚 PET，也會重新

聚合它。在系統過濾和純化的過程，染

料與污染物會被除去，從而獲得與純聚

酯幾乎相同的純度。」公司發言人 Reira 

Miyatsugu 表示，這個系統回收的廢棄紡

織品和服裝，其聚酯含量最少為 93%，且

絕對不含 PU，同時還必須除去拉鍊、鈕

扣和金屬元素。這些費時的分類和原料轉

化作業增加了此工法的成本。為了使其具

有經濟效益，伊藤忠的 RENU 再生聚合

物，是混合了消費前和消費後的廢料與舊

衣服所製成。該公司打算開發一個循環系

統，並試圖將該技術推廣到全世界。

Centexbel 的顧問 Daniël Verstraete

表示：「聚酯的化學回收潛力很大。」但

是它仍然成本高昂。除了必要的研發投資

外，其能源使用量也高於機械回收方法，

廢棄紡織品的處理也遠遠未能最佳化，這

使得原本非常便宜的材料費用上升。但是

Carbios 的 Martin Stephan 指出，石化聚

合物產業相對於這些新一代解聚合技術有

50 年的領先優勢，但遲早有一天聚酯的分

解和再生技術也能夠與石化產業競爭。

■資料來源：Tnet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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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Fil 選用椰棗樹衍生物

生產永續纖維
Tent 發布日期：2020-07-28

產業議題 - 原材料及纖維紗線

國家區域 - 其他

PalmFi l 的最新研究選用修剪棗椰樹

的農業廢棄物，製造紡織纖維和強化材料

（reinforcements）。

PalmFi l 的 共 同 研 發 者 Mohamad 

Midani 透露表示「全世界共有超過 1.4 億

棵椰棗樹，主要集中在中東和北非地區。

這些椰棗樹每年都需要修剪、衍生產物超

過 480 萬噸，但過去僅作為廢棄物處理。

其實，修剪椰棗樹的副產品頗具潛力，可

以轉化為 130 萬噸的天然纖維，數量在天

然纖維中排名第三，僅次於棉花和黃麻。」

椰 棗 樹 衍 生 物 不 虞 匱 乏， 除 容 易

擴大製造規模，終端的紡織品應用也

十分多元。如：椰棗樹纖維可製成長

纖維絲束（long f ibre tows）、短纖維

（chopped f ibres）、 短 纖 紗（spun 

yarns）、不織布地墊、梭織布料、單向

纖維帶（unid i rect ional tapes），以及

預浸（pre- impregnated）、合撚（co-

mingled）、精研（milled fibres）纖維。

除了天然、永續，PalmFil 也具備高拉

伸、耐用、輕巧的特性，還能製成汽車、

▲椰棗樹纖維的紡織品應用 ▲椰棗樹脫木素和纖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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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用品的複合增強材料、建築用的石膏

強化材料、包裝用的粗麻布袋、繩索、非

木質紙（non-wood paper）等產品。

而言，PalmFi l 的另一大利多，是可直接

採用現有、專門處理硬植物纖維的紡紗或

織造技術，無需重新投資新型機械。

PalmFil 不會與現有的天然纖維產生競

爭，而是補足、強化其他材料的特性，同

時豐富天然纖維原料的多樣性。

從修剪廢料變成獲利產品

椰樹在生長時，需要全年不斷修剪。

剪除的樹莖通常會被送往農場的外圍，等

待焚燒處理。PalmFi l 的計劃，就是攔截

這些農業廢棄物，將其加工為紡織品。

值得一提的是，現階段攔截這類「農

業廢棄物」，將減緩諸多環境問題。首先，

植物燃燒會釋放二氧化碳，只要避免焚

燒、減少碳排，就有助於減輕全球暖化。

其次，燃燒棗椰樹廢料是中東、北非發生

火災的主因之一，這在埃及尤其嚴重。相

反地，只要避免焚燒，就能減少災害事件

的發生。

蒐集椰棗樹衍生物之後，下一步就是

提取纖維。 PalmFi l 透過專有技術，從棗

椰樹中提取長度長、純度高的纖維，如複

葉（frond）和果梗的部位。該技術可針對

樹的維管束進行去木質、纖維化處理，同

時在不破壞原纖維的情況下，除去植物的

Midani 解釋：「如今汽車都選用天

然纖維複合材料，製造車內門板、後車廂

襯墊和置物板（parcel shelves）。若以

PalmFi l 生產車輛組件，其輕量特性可減

少油耗，同時提供優秀的抗熱、抗震動阻

尼（damping）與隔音效果。」

PalmFil 的另一個特色，是可以輕鬆和

其他材料結合、混合。PalmFil 纖維有突出

的側面纖維絲（fibrils），在複合基質中可

形成機械聯鎖（mechanical interlocks）

的機制，也能直接與長纖維（如亞麻、劍

麻）混合，或在切碎之後和其他纖維（如

漢麻、洋麻、黃麻）混合。對潛在投資者



62 63 No.116 No.116

新纖維 New fiber

中空部分。

Midani 解釋：「我們目前最大的成

就之一，是排除椰棗樹管狀結構的中空部

分，因為該部位會使纖維變得堅硬、易

碎。唯有處理、避免這個中空結構，才能

有效完成加工。我們已經在埃及的一家紡

紗廠，針對椰棗樹纖維完成全面的紡紗試

驗。」

完成植物纖維的加工之後，PalmFi l

根據終端用途做出調整。舉例來說，

PalmFi l 可製成紗線，用來生產梭織、針

織布料，或是切成合適的長度，投入不織

布的製程。此外，PalmFi l 也能透過氣流

成網（airlaid）、纖維梳理（carded）加

工，再以針刺或黏著法結合。

有趣的是，PalmFi l 的提煉技術，也

能用在其他棕櫚樹種的副產品上，如油

棕、糖棕、非洲棕（doum palm），甚至

是高粱類的農作衍生物（broomcorn）。

永續保證

開發 PalmFi l 的一項重要動力，是永

續效益。PalmFi l 的閉鎖循環生產模式，

可望促進循環經濟。作為可再生資源，

PalmFi l 也不會導致森林砍伐或與糧食作

物爭地。此外，PalmFi l 屬於天然纖維，

可完全經由生物分解、製成堆肥，沒有再

生纖維需要回收溶劑的問題。

另一方面，椰棗樹的適應力強，對缺

水、荒漠化、全球暖化具備足夠的抗性，

使得氣候變化對該作物的衝擊有限。事實

上，澳洲、南非等國正嘗試引進椰棗樹，

強化國內的糧食和營養儲備。

■資料來源：PalmFil

李豊醫師著《我賺了 30 年》重點

（一）運動是改變體質的根本辦法。

（二）負面思想影響療效。

（三）丟掉藥罐子調養身心。

（四）信念：健康靠自己。方法：自我反省。

（五）胃癌、大腸癌、子宮頸癌、乳癌及前列腺癌患者一定要吃素，吃素身體越來越好。

（六）飲食如藥，須先了解病況體質，妥善配合。

（七）笑、不生氣、正面看、放鬆，四招多活 30 年。

（八）生氣是別人做錯事，我懲罰自己。

（九）�心真的放鬆，身體的細胞才能放鬆。而心要放鬆，必須放下很多現世間的價值觀，

包括名、利、情……等，當人變得活得很簡單、很樸素，人就輕鬆了。

（十）改得越多，好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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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木質纖維製成圓領 T 衫

Tent 發布日期：2020-06-20

產業議題 - 原材料及纖維紗線

國家區域 - 歐洲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李信宏

德國 wi j ld GmbH 不以棉花做為生產

圓領 T 衫的原料，而是採用木質纖維來製

作圓領 T 衫。採用木質纖維製作紡織品，

可具有卓越的耐用性和透氣性，同時也是

一種符合道德標準、減少碳足跡、高度可

持續性的天然纖維原料。（參見圖 1）

德國 wi j ld GmbH 是一家推廣採用木

質纖維做圓領 T 衫的環保服飾公司，採用

來自於奧地利、德國和捷克經過認證可持

續森林木材作為製造圓領 T 衫的原料。與

傳統棉 T 衫使用原料棉花相比，種植樹木

可以更具有環境友好的優勢與吸引力；種

植樹木不需要過多的肥料，但若種植棉花

則需要使用大量肥料和農藥，造成淡水和

環境污染；種植棉花所需使用的耕地面積

更是種植樹木的 3 ～ 5 倍，且棉花種植遠

比林木栽植更需要人工灌溉與大量用水，

生產原料成本相對提高許多。（參見圖 2）

wi j ld GmbH 生產木質纖維製程採用

NMMO 環保製程，全製程不會產生二硫

▲圖 1 wijld GmbH 使用木材做圓領 T 衫

    資料來源：wijld 官網

▲ 圖 2 木質纖維製成之 wijld 圓領 T 衫

    資料來源：wijld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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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CS2），由於良好的水混合能力，

可以很容易地從纖維中除去溶劑，並將溶

劑循環回收再使用，對環境不會造成負擔

與污染。依據實際統計資料顯示，每生產

一公斤木質纖維只需釋放 100 公克重的二

氧化碳，而生產相同重量的棉花則會產生

2 公斤重的二氧化碳。

在穿著舒適性方面，木質纖維的水容

量和吸收率比棉或聚酯纖維高出甚多，木

質纖維在 20 秒內的最大吸收能力可以達

到 380％，而棉和聚酯纖維則只有 16 ～

19％，使得木質纖維具有非常特殊的熱生

理特性，更容易將人體排出的汗水釋放到

環境中，以維持最舒適的體感溫度。

最後，在生產製程與環境要求方面，

wijld GmbH 要求所有產品必須在公平、安

全、未強迫勞動力的情況下，全程在歐盟

地區生產製造，充分滿足消費者對時尚、

公平生產、環保理念的需求。

■資料來源：紡織品資源循環服務平台

(C-tex flow)

2 9 種使你更快樂的方式

（一）保持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有快樂的心情。

（二）充分的休息，別透支你的體力。累則心煩，煩易生氣。

（三）適度的運動，會使你身輕如燕，心情愉快。

（四）愛你周圍的人，並使他們快樂。

（五）用出自內心的微笑和人們打招呼，你將得到相同的回報。

（六）遺忘令你不快樂的事，原諒令你不快樂的人。

（七）真正的去關懷你的親人、朋友、工作和四周細微的事物。

（八）別對現實的生活過於苛求，常存感激的心情。

（九）享受人生，別把時間浪費在不必要的憂慮上。

（十）身在福中能知福，亦能忍受壞的際遇，且不忘記寬恕。

（十一）獻身於你的工作，但別變成他的奴隸。

（十二）隨時為自己創造一些容易實現的盼望。

（十三）每隔一陣子去過一天和你平常不一樣的生活。

（十四）每天抽出一點時間讓自己澄心靜慮，使心靈寧靜。

（十五）回憶那些使你快樂的事。

（十六）凡事多往好處想。

（十七）為你的工作做妥善的計畫，使你有剩餘的時間和精力任由支配。

（十八）追求一些新的興趣，但不是強迫自己去培養一種習慣。

（十九）抓住瞬間的靈感，好好利用，別輕易虛擲。

（二十）替生活中製造些有趣的小插曲，創造新鮮感。

（二十一）如果心中不愉快，找個和平的方式發洩一下。

（二十二）泡壺好茶，找三兩知己，無所為的暢談一番。

（二十三）偶爾忘記你的計畫或預算，隨心所欲吧！

（二十四）重新安排你的生活空間，使自己耳目一新。

（二十五）去看部喜劇片，大笑一場。

（二十六）給心愛的人一個驚喜。

（二十七）送自己一份禮物。

（二十八）安排一個休假，和能使你快樂的人共度。

（二十九）蒐集趣聞、笑話，並與你周圍的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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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廠將技術轉換為

生產個人防護裝備的創新工具
Tent 發布日期：2020-05-14 

產業議題 - 布料 

國家區域 - 全球

當 Tricots Liesse 在 3 月因新冠肺炎而

將非必要業務關閉時，該公司不得不資遣

大部分的員工。

該公司總部位於加拿大，擁有一座佔地

250,000 平方英尺的圓編針織廠並已從事

針織業務達 40 多年，主要供應高級休閒服

以及 Twenty Montreal 和 The Range NYC

等品牌的運動服。為滿足新的需求，此家

族企業迅速將公司的重心轉移到生產功能

性的醫療級口罩與醫院工作服，以保護第

一線醫護人員免受武漢肺炎病毒的影響。

「我們首先專注在物資短缺時期協助

第一線醫護人員，」Twenty Montreal 和

The Range NYC 的創始人 David Helwani

表示，「第二，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重要

的機會，讓我們可以報答忠誠的員工並創

造就業機會。」

Tr icots L iesse 是 Ralph Lauren 與

Eileen Fisher 等品牌的主要供應商，在接

到加拿大魁北克衛生部近 100,000 件手術

衣的訂單後，立刻召回 100 多名長期員工。

Helwani 表示：「自從我們開始這項工

作以來，我們一直感到很興奮。」「我們

是圓編針織廠，過去已向政府及許多消防

▲ Tricots Liesse 圓編針織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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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供應阻燃織物，所以我們所做的工作

始終與技術有關，但我們過去多半應用在

運動服領域。」

Helwani 認為，由於須採用科技布料

並符合政府規範，手術衣的製造比口罩更

具挑戰性。

Helwani 表示：「我們在 2019 年研

發了幾種新的運動服布料，當時我們花了

將近 16 個月才完成。我們不想急著讓產

品上市，從功能角度來看，這些調試都是

必需的。當時的確花了幾天的時間，對我

來說，這是一個奇蹟般的研發時間。」

我們預計 PPE 的需求不會很快消失。

Helwani 並表示：「實際需求以及儲

備物資的需求大到令人難以置信，」「儘

管我們仍然擁有核心的運動服業務，並仍

必須在夏季和秋季交貨，但整個工廠已經

歷了總體的轉變。」

 在洛杉磯，垂直整合製造商 Texollini

推出了在加州設計、編織、印染、縫製並

包裝的 T19 高品質且具備 Eco 高機能的

男女通用口罩。

此款現代化口罩採用專利細丹尼聚酯

與 Spandex 彈性纖維 3D 立體織物（採用

氯丁橡膠 Neoprene）製成，可提供充足

的過濾、保護並可與臉形貼合。Texol l in i

的銷售總監 Sherry Wood 表示，該口罩

旨在滿足時尚、舒適、透氣等的防護需

求，並具備 Bac-Shie ld 抗菌塗層，有效

防止細菌和細菌引起的氣味，Wood 指出，

Texoll ini 在設計時亦考慮到日常使用的便

利性，讓口罩既耐洗又耐用。

Wood 表示：「在 Texol l in i，創新產

品不僅要符合環保與道德意識，還要具備

機能價值，口罩也不例外，這樣才能讓消

費者感到安全且安心。」「此外，我們很

榮幸將部分利潤捐贈給美國紅十字會，支

持當前的防疫工作。」

■ 資料來源：

1. Arthur Friedman(2020.5.7), Knitt ing 

Mil ls Turn Technical Expertise Into 

Tools for PPE Innovation, Sourcing 

Journal, 郭昭佑編譯

2.Sourcing Journal

▲ Texollini 生產的口罩

▲圖一 平面口罩三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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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大作戰背後的熔噴不織布
Tent 發布日期：2020-02-27�

產業議題 - 布料�

國家區域 - 全球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武漢肺炎）疫情擴散，民眾戴口罩是預防

新型冠狀病毒的重要方法。一般醫用口罩

和外科口罩的材質，皆為三層結構平面口

罩（如圖一所示），外層是具有疏水效

果的 PP 紡黏不織布，可阻隔飛沫；內層

則為吸水材質的 ES 複合纖維不織布，可

以提高口罩配戴者的舒適度。其中，最重

要的中間層為熔噴不織布（Melt -Blown 

Non-Woven，簡稱 MB），提供高性能聚

丙烯熔噴濾材作為其核心之靜電過濾層，

能長時間達到過濾含有細菌或病毒的飛沫

之效果。

熔噴是一種使工程塑料變成

不織布纖維網的工藝，通過以高

速熱風分散熔融態塑料來製造超

細纖維不織布產品，例如有過濾

材、防護服、吸油基布、擦拭材、

衛生用品、尿布等，一般普遍使

用原料為聚丙烯、聚乙烯、聚酯、

聚氨酯及尼龍等。熔噴不織布可

▲口罩中層為高性能聚丙烯熔噴濾材（圖片來源 :123rf）

▲圖一 平面口罩三層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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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口罩過濾層是透過電暈靜電充電，藉

由電場將感應電荷嵌入不織布中，使得不

織布纖維帶電以形成駐極體，從而通過自

身靜電吸引提高過濾效率且不會增加空氣

阻力，此技術已被工業界廣泛使用超過

二十多年，如 HVAC 過濾器（空氣濾效等

級 H10~H11（EN1822））和醫用口罩等

產品。但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發展，環

境空氣汙染與環保節能逐步受到重視，對

於濾材性能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聚丙烯

熔噴濾材為了再提高濾效，透過一種水摩

擦帶電技術將電荷施加在不織布上，該法

是利用帶有離子的高壓水霧浸透不織布，

此技術可使電暈靜電聚丙烯熔噴濾材在不

增加壓損的情況下，提升 1 個濾效等級達

到空氣濾效等級 H12~H13（EN1822），

其濾效比較請參見圖二紡織所熔噴不織布

高效靜電濾材技術實驗結果。

另 外， 冠 狀 病 毒（COIVD-19）

的 飛 沫 傳 染， 可 能 和 病 毒 氣 溶 膠 化

▲圖二 紡織所熔噴不織布高效靜電濾材技術實驗結果

（Aerosolized）有很大的關係，氣溶膠化

指的是當人咳嗽、打噴嚏甚至說話和呼吸

時，都會製造氣溶膠（Aerosol），病毒

可能是單獨或混在唾液裡被排出體外，當

唾液裡的液體因外界的相對濕度較低而蒸

發時，剩下的就是病毒或是有病毒附在上

面的氣溶膠了，病毒和有病毒的氣溶膠的

粒徑可能都很小，可以傳播的危險半徑大

大的增加。氣溶膠（油性或水性）對靜電

過濾層效率有較大的影響，和固態懸浮微

粒（PM2.5）比起來，口罩效率會衰退的

比較快，因為當油性和水性氣溶膠被捕捉

在靜電過濾層纖維表面時，促使靜電駐極

電荷達到去極化，口罩去靜電後的熔噴層

就會大幅度降低過濾效能，所以如果工作

在有高濃度油性 / 水性氣溶膠環境中，如

醫院、廚房等，其口罩更換頻率便需提高。

■ 資料來源：紡織所產品部不織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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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5 年全球紡織品

回收市場發展趨勢－依材質區分
發布日期：2021-03-10�/�產業議題 - 紡織終製品�/�紡織所李信宏

依據市場研究公司 IMARC 的調查報

告資料顯示，2019 ～ 2025 年全球紡織

品回收市場規模，若依材質區分都是以

聚酯為主，約占 38％，其次為棉花約占

29％，耐隆則約占 16％，羊毛也占有一

定比例約 13％。

紡織品回收市場未來幾年都仍會是以

聚酯為最主要產品。因為全球垃圾掩埋場

和海洋主體中塑料廢棄物數量的快速增

加，將帶動聚酯紡織品回收市場規模的快

速擴大。加諸回收聚酯纖維的生產技術提

升，可以生產出幾乎與原生聚酯纖維一樣

品質的再生聚酯纖維，且生產過程中耗能

只需要原生聚酯纖維的一半，更擴大對

聚酯再生紡織品市場的需求發展。展望

2020 ～ 2025 年全球聚酯紡織品回收市

場規模，預計從 2020 年的 18.8 億美元，

成長至 2025 年的 20.78 億美元，複合年

成長率將達到 2.02％。

紡織品回收市場除聚酯外，就屬棉紡

織品回收市場規模最大，位居第 2 順位。

棉紡織品回收大多是採用消費前紡織品

■ 資料來源： “Textile Recycling Market：Global Industry Trends, Share, Siz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Forecast 2020-2025”， IMARC Group. 2020；紡織綜合所整理，

2021.03。
註：文中的「紡織品回收」係指對舊 / 廢棄衣物、纖維廢料進行再處理和再利用，主要包括舊 / 廢棄的紡織品及服飾、地毯、毛巾、床單，和部分的鞋材、輪胎簾子布等。

■參考文獻：”Textile Recycling Market：Global Industry Trends, Share, Siz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Forecast 2020-2025”， IMARC Group. 2020。

表 1 2019 ～ 2025 年全球紡織品回收市場趨勢統計 -依材質區分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CAGR％

2020-2525

聚酯 18.53 18.8 19.16 19.53 19.92 20.34 20.78 2.02％

棉 13.68 14.01 14.41 14.83 15.27 15.74 16.23 2.98％

耐隆 7.51 7.71 7.94 8.18 8.43 8.70 8.99 3.13％

羊毛 6.23 6.38 6.55 6.73 6.92 7.13 7.34 2.86％

其它 2.05 2.11 2.18 2.25 2.33 2.41 2.49 3.36％

合計 48.0 49.0 50.2 51.5 52.9 54.3 55.8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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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原料，可以節省大量的用水、能源，廠

商利用挑選系統快速進行棉紡織品的初步

分類後，即進入再製工程。但因為棉紡織

品多有染色，在生產技術、成本條件的限

制下，多數棉紡織品回收後終端應用都是

在低階產品市場，例如：襯墊、隔絕棉、

填充材等。展望 2020 ～ 2025 年全球棉

紡織品回收市場規模，預計從 2020 年的

14.01 億美元，成長至 2025 年的 16.23

億美元，複合年成長率將達到 2.98％。

至於耐隆紡織品回收市場的發展空間

則有賴於回收技術與產品創新的刺激市場

成長，尤其在漁網回收製成再生紡織品的

市場空間仍具有很大的開發成長潛力。

（參見表 1）。

■資料來源：“Textile Recycling Market：

Global Industry Trends, Share, Size, 

Growth, Opportunity and Forecast 2020-

2025”， IMARC Group. 2020；紡織綜合

所整理，2021.03。

延年益壽十則

（一）天下沒有偷懶可得的健康。

（二）不發牢騷、不念舊惡，對未來沒有奢望，但求平安幸福。

（三）保養、營養、修養。

（四）忘記年齡、錢財、子孫、煩惱。

（五）�身體健康、有興趣讀書、有知己好友、有人懷念、做自己喜歡做

的事情之福。

（六）�退而不休、兒女獨立、無欲則剛、問心無愧、好友甚多、心情不

老。

（七）�知足常樂、閒中作樂、自得其樂、及時行樂、助人為樂、行善是

樂、平安最樂。

（八）�嘴巴甜一點、腦筋活一點、脾氣小一點、度量大一點、心放寬一

點、做事多一點、說話輕一點、微笑多一點。

（九）�齒常叨，津常咽，鼻常揉、眼常動、面常搓、足常磨、腹常旋、

肢常伸、肛常提。

（十）�少肉多菜、少鹽多醋、少糖多果、少食多嚼、少衣多浴、少言多

做、少欲多施、少憂多眠、少車多行、少氣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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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rnu 成功開發新型

舊衣回收技術－ NuCycl
Tent 發布日期：2021-01-28

產業議題 - 原材料及纖維紗線

國家區域 - 美國

紡織所李信宏

Evrnu 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西雅圖的

紡織創新公司，專門研究可回收再生纖維

技術，其首項開發之可回收再生纖維技術

NuCycl 已獲得成功。根據英國環保慈善

機構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預估，

每年全球大約有總零售價值高達 5,000 億

美元的服裝被焚燒或丟棄。雖然很多服裝

品牌都推出了舊衣回收項目，但是受限於

技術問題，這些服裝絕大多數都被製作成

了房屋隔熱、保溫材料。而 Evrnu 成功開

發可將服裝廢料液化，製成漿體後，經由

3D 列印技術，製作成全新的紗線。

▲ Evrnu 技術授權生產 Levi's 511 牛仔褲

     資料來源：GeekWire 報導

▲資料來源：evrnu.com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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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ycl 可回收再生纖維技術可以

將消費前和消費後的紡織材料再轉換為

新纖維使用。NuCycl 已獲得多家國際

品牌廠承諾採用，包括 Levi 's、adidas

和 Stel la McCartney 等，Evrnu 將可依

照客戶需求，將紗線和布料進行客製化

開發。Evrnu 共同創辦人兼首席戰略長

（Co-Founder & CSO，Chief Solution 

Off icer）Christopher Stanev 表示：我

們擁有將繼續推向市場的技術管道，所有

這些技術都將減少時裝業對自然資源的影

響。

Evrnu 只負責研究和開發新技術，並

不生產紗線、布料，而是與品牌合作開發

訂製布料，再將其技術授權給服裝廠。藉
▲ Evrnu 技術授權生產 adidas 連帽衫

    資料來源：Stacy Flynn | Twitter

▲資料來源：evrnu.com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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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樣的技術授權合作模式，可以加快新

技術與其所生產之產品的市場擴展。2019

年 Evrnu 藉由籌集 1,170 萬美元資金，加

強投入技術研發能量，並在 2020 年將藉

由技術授權進行推廣，可確保將產品開發

成果快速有效地轉化為實際生產，以滿足

市場需求。

Evrnu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Co-

Founder & CEO）Stacy Flynn 說：“我

的商業夥伴 Christo 和我建立 Evrnu 是為

了解決紡織和服裝行業的一個主要問題 -

浪費。Evrnu 提供可回收再生纖維技術旨

在於從消費後的紡織品廢料中獲取最大價

值，從而使供應鏈合作夥伴能夠充分利用

回收材料，將供應鏈中的廢料製成優質再

生紡織品，且不會減損產品既有之性能和

品質。”

Evrnu 與 Levi 's 合作生產「全球第一

條再生棉牛仔褲」，將 5 件被丟棄的棉質

舊 T 恤，重新製成一條 Levi's 牛仔褲，利

用這技術可大量減少廢棄料，且生產過程

減少約 98% 的用水量。

同時，Evrnu 也和 adidas 合作，利用

其技術製造成一件 Infinite Hoodie 的連帽

衫，以 60％ NuCycl 和 40％有機棉製成，

可以再分解、重新製成高機能性紡織品，

是將舊衣變成新衣，減少衣物棄置，邁向

閉鎖循環消費模式。

相較於一般衣物的純棉製程，Evrnu

用水量減少 98％，與聚酯衣物製程相比，

Evrnu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80％，且

製程時間比用於生產棉纖維的傳統過程要

快，大約只需要七個小時，而不是棉花需

要一年時間的成長與收成。

■資料來源：ht tp: / /www.tnet .org. tw/

Article/Detail/29620?type=%E7%94%A

2%E6%A5%AD%E8%AD%B0%E9%A1

%8C_%E5%8E%9F%E6%9D%90%E6

%96%99%E5%8F%8A%E7%BA%96%

E7%B6%AD%E7%B4%97%E7%B7%9

A&species=Slave&backPath=%2FArticl

e%2FMaster%2F8!%2FArticle%2FSlav

e%2F8%2F32,Tent

健康的要件

（一）正確的飲食醫治身體的疾病。

（二）適當的運動。

（三）充足的睡眠。

（四）生活上的規律與節奏。

（五）接受陽光的能。

（六）新鮮的空氣。

（七）無毒生命水。

（八）正向的情緒。

（九）積極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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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見度警示反光背心與

工作服裝性能要求
Tent 發布日期：2020-08-25

紡織知識庫 - 紡織基礎知識

產業議題 - 紡織終製品

國家區域 - 全球

日常生活中或工作當中的道路上，經常

會看到穿著反光背心、螢光安全工作服等

高可見度警示服裝的工作人員，包括交通

警察、道路清潔人員、道路施工人員、清

潔大隊…等。因為這些類型的工作環境存在

高度風險，必需穿著警示服裝增加被道路使

用人看見的機會，以避免發生危險，所以高

可見度警示服裝的性能便顯得相當重要。

表 1 道路風險評估等級及相關資訊

風險等級

風險等級相關因子 a
風險等級要求

車速
道路使用者
類型 bc

高度風險
第三級

>60 km/h 被動

高可
見度

- 白天及夜晚可視度
-360° ( 環繞人體軀幹均可視 )
- 可辨識設計
- 環繞軀幹
- 符合白天與夜晚之品質要求

高度風險
第二級

≤ 60 km/h 被動

高度風險
第一級

≤ 30 km/h 被動

- 白天及夜晚可視度
- 360° ( 環繞人體軀幹均可視 )
- 可辨識設計
- 符合白天與夜晚之品質要求

中度風險

≤ 60 km/h 主動

強化
視覺

- 白天及夜晚可視度
- 各方向可視度
- 如需要，可設計活動時之辨識 ( 不需要環繞軀幹 )
- 符合白天與夜晚之品質要求 ( 不需符合本標準之要求 )
- 顏色可自由設計

≤ 15 km/h 被動 - 夜晚可視度
- 各方向可視度
- 如需要，可設計活動時之辨識 ( 不需要環繞軀幹 )
- 符合白天與夜晚之品質要求 ( 不需符合本標準之要求 )
- 不須特別設計

≤ 60 km/h 主動

低度風險 --- --- 可視
- 亮色
- 反光材料隨意設計
- 任何品質均可

a. 依據地區條件如天候、背景差異、交通密度及其他因素，其中任何因素都可導致較高之風險。
b. 被動：沒有參與車輛交通，專注在其他事情而非交通路況上的人，例如道路維護工作人員或緊急救護人
員…等。

c. 主動：參與並專注在交通路況上的人，例如行人、自行車騎士、機車騎士…等。

參考資料 : BS EN ISO 20471:2013+A1:2016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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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可 見 警 示 服 裝（High v is ib i l i ty 

c l o t h i n g ／ H i g h - V i s a b i l i t y S a f e t y 

Apparel & Workwear，Hi Vis）的要求

以 BS EN ISO 20471:2013+A1:2016 為

例，依據道路風險評估中的高度風險等

級要求，高可見度分為三個等級 ( 參見表

1)，每一級所使用的高可見度材料的最小

面積需符合表 2 之要求。成衣必需同時

符合表 2 中的背景材料 ( 具有吸光度之螢

光材料 )、反光材料 ( 光可延入射光之光

路折返之材料 ) 及組合材料 ( 同時具有反

光材料與背景材料之特性 ) 之規定。面積

量測需以最小尺寸之服裝為主，並調整所

有黏扣帶至服裝呈現最小面積配置時，量

測其面積。以圖 1 高可見度警示服裝之

圖示中的 X 數值為例，即代表以量測之

結果對照表 2 之評等級數。同時，高可

見度服裝必需以高可見度材料全面圍繞製

作，如在環繞人體軀幹、四肢使用反光材

料和螢光材料，以確保 360 °的可見度

表 2 高可見度材料之最小面積要求
單位：m2

等級

種類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背景材料 0.14 0.50 0.80

反光材料 0.10 0.13 0.20

組  合  性
材　料

0.20 -- --

羊　　毛 6.23 6.38 6.55

其　　它 2.05 2.11 2.18

合　　計 48.0 49.0 50.2

（設計之相關要求，請參考標準 BS EN 

ISO 20471:2013+A1:2016 包覆軀幹之圖

式）。

圖 1　高可見度警示服裝之圖示

至於品質及試驗項目包含：1. 非螢光

材料之色牢度要求；2. 非螢光材料之水洗

尺寸變化；3. 非螢光材料之機械性質；4. 背

景材料與組合材料之螢光顏色輝度要求；

5. 生理舒適性；6. 反光性能規定。說明如

下：

 一、 非螢光材料之色牢度要求 ( 服裝

無螢光區域的部分 )

1.  耐摩擦色牢度 : 採用 ISO 105 -X12

規定，進行乾式摩擦試驗，將試樣

裁剪成 140 x 50 mm，依經緯向使

用白棉布摩擦 10 次，放置於標準

室中 4 小時後評級，需達 4 級 ( 參

見圖 2)。

2.  耐汗色牢度 : 採用 ISO 105 -E04

之規定進行試驗，浸泡在標準規定

之汗液中，再經檢測流程，流程完

成後評級，需達 4 級 ( 參見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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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褪色評級

3.  耐水洗、耐乾洗、耐熱壓燙、耐氯

漂染色堅牢度 : 依據服飾洗標之建

議選擇適當之測試方法 ( 如表 3) 進

行測試，測試方法可依標準規定選

擇其溫度、時間、強弱。進行耐水

洗及耐乾洗汙染、耐熱壓燙、耐氯

漂之汙染結果，需符合表 3 之要求

( 參見表 3、圖 2、圖 3)。

 色 牢 度 檢 測 影 片 ( 耐 水 洗、 耐

汗 水、 耐 摩 擦 )：ht tps: / /youtu.be/

kwm5z9HjxNQ

二、 非螢光材料之水洗尺寸變化 ( 服裝

無螢光區域的部分 )
1.  材料洗滌尺寸變化依 ISO 13688 之

標準程序洗滌，可依需求選擇適合

之溫度與水洗方法測試。

2. 針織材料縱橫向不超過 5%。

 

三、 非螢光材料之機械性質 ( 服裝無螢

光區域的部分 )
1.  梭織布抗拉強力需依 ISO 13934-1

規定試驗，並且抗拉強力數值至少

要大於 100N。

ISO 13934-1 抗拉（斷裂）強力試驗▲圖 2　染汙評級

表 3 色牢度

測試項目
最低色牢度灰色標 ( 級數 )

測試方法
背景材料 非螢光材料

耐  水  洗
 染汙 ： 4    ( 級 )
 變褪色 ： 4-5 ( 級 )

染汙：4 ( 級 )
　　家庭洗： ISO 105 C06
　　工業洗： ISO 105 C06
　測試條件： E2S

耐  乾  洗
 染汙 ： 4    ( 級 )
 變褪色 ： 4    ( 級 )

染汙：4 ( 級 ) ISO 105-D01

耐  氯  漂  變褪色 ： 4    ( 級 ) ISO 105 -N01

耐熱壓燙
 染汙 ： 4    ( 級 )
 變褪色 ： 4-5 ( 級 )

6.38 ISO 105 -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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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照光或水洗。

2.  曝曬後顏色測試：參照依 ISO 105-

B02 method 3 之規定，使用氙弧

光連續曝曬，直到藍色標準布變褪

色達到灰色標 4 級時，測試各顏色

之色度座標與輝度，不應低於表 4

所示。

EN ISO 20471 螢光檢測（色彩性能

測試）試驗方法影片：https:/ /youtu.be/

cldIBJERNEs

五、生理舒適性

表 4 色牢度

   顏色

色度座標 最低輝度βmin

x y
背景材料與

組合性材料

螢  光  黃

0.387
0.356
0.398
0.460

0.610
0.494
0.452
0.540

0.70

螢光橘紅

0.610
0.535
0.570
0.655

0.390
0.375
0.340
0.345

0.40

螢  光  紅

0.655
0.570
0.595
0.690

0.345
0.340
0.315
0.310

0.25

方法影片：https://youtu.be/1kAtjTb3L5o

2.  針織布爆破強力可依 ISO 13938-1

或 ISO 13938-2 規定試驗，其測試

面積若為 50cm2，爆破強力平均值

不可小於 100 kPa，若測試面積為

7.3cm2，爆破強力平均值不得小於

200 kPa。

3.  高可見度服裝最外層之塗層布

及 貼 合 布 料 之 斷 裂 強 力 依 ISO 

1421:1998 method 1 規定試驗，

測出來結果數值不得小於 100N，

撕 裂 強 力 則 必 需 依 ISO 4674-1 

method A 規定試驗，其測試結果

不得小於 20N。

 

四、 背景材料與組合材料之螢光顏色

輝度 [1] 要求 ( 具有高吸光度之螢光

材料與反光材料部位 )
[1]  輝度：Luminance(L)，光源在某一方

向上，單位投影面積所發出的光強度，

用來評估發光體對眼睛之刺激程度。

1.  顏色測試：採用現狀測試
[2]
，各顏

色之色度座標及輝度範圍要求，如

表 4 所示。

[2]  現狀測試：測試用服裝原本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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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或交通指揮人員在下雨天或颱風

天仍需執行公務，為了能在極差的環境中

穿著達到舒適性，故有以下規範。

具防雨功能之服裝 ( 除了短袖上衣和

背心外 )，現狀測試
[2]
及要求需符合 EN 

343 防雨防護服之生理舒適性之要求（參

見表 5）。其他單層或多層服裝，其水蒸

氣阻度 (Ret) [3]
不得大於 5m2•Pa/W，若

水蒸氣阻度大於 5m2•Pa/W，必需依 ISO 

11092 之規定量測透濕指數，其透濕指數

必需≧ 0.15。

[2]  現狀測試：測試用服裝原本之狀態，

未經照光或水洗。

[3]  水蒸氣阻度：water-vapour resistance(Ret)

 ，水蒸氣穿透織物之阻度。數值越小，

代表濕氣要透過材質的阻力愈小。

以上所有測試皆是為了幫助在危險空

間或嚴峻環境下，增加工作人員的能見

度，提供具有提醒用高強度視覺的特定要

求，使人注意顏色及光的反射，並達到防

護服保護之功能。

■資料來源：紡織所檢驗部；產服部編輯

表 6 單一功能性反光材料之反光係

數下限值
單位：cd/(lx•m2)

觀測角
入射角 β1(β2=0)

  5°   20°   30°   40°

12′ 330 290 180 65

20′ 250 200 170 60

  1° 25 15 12 10

30′ 10 7 5 4

註：角度制，1° =60′(1 度為 60 分 )。

表 5　EN 343 水蒸氣阻度
單位：m2•Pa/W

等級 水蒸氣阻度

1 Ret > 40

2 20 < Ret ≤ 40

3 Ret ≤ 20

▲圖 4　反光係數角度說明

六、反光性能規定

高可見度警示服裝除使用高可見度材

料 ( 如螢光布 ) 達到警示功能外，也針對

反光材料進行反光性能測試，如一般國內

常見的警用雨衣反光條，需達到如表 6 所

示反光係數，以確保穿著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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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虛心前進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李榮文�課長

職進入紡織塗佈領域開始，至今已近

30 年。自認不敢說權威，但該有的專業知

識及技能應該也算豐富。如今在此班門弄

斧淺談一下個人愚見。

如何促進本業發展

其實發展應可分兩方面：

由研發來談，可有兩個方向。一方面

由開發各種紡織用品的特殊機能為起點，

畢竟我國於紡織用品的基本機能上都已發

展完備，接下來就是要往「特殊」需求來

延伸，例如配合現今局勢 ( 新冠肺炎 ) 來

開發防疫用品，又或軍事用品；二是由精

品發展，我們並不需要停留在削價競爭的

等級，而是要用「質」的提升，以不同的

高度來發展前進，「質」的提升可分品質

良率的提升或是機能程度上的提升 ( 例如

抗菌程度或是抗菌種類等等 )。

另一方面由訂單來談，除了研發的自

主開發之外，當然也可以藉由客戶訂單要

求來刺激發展。但訂單的接受與否要考量

到的面相會更多。例如客戶給予的各項空

間，不管在特殊要求上的時間彈性，或是

客戶允收值的空間，都是訂單是否接受的

因素。不過，從訂單上的要求來刺激發展

是一定有的，畢竟訂單代表市面上有需

求，有需求我們才能有提供，客戶的需求

只要我們能達成，就是代表我們的發展又

前進一步。

另外與大家分享我的工作心得、經驗

及個人應有的認知與工作態度。

雖進入這行快 30 年，但其實一開始

進入這個紡織產業也不在我的預期規劃

之中，一路也是只懂得往前衝。記得剛進

入這個加工塗佈產業是在民國 79 年，當

時年紀還很小，覺得做這個產業感覺很辛

苦，但剛好遇到了一個台灣產業飛黃騰達

的時代，和現在相比，當時的產量之大與

原物料的價格和現在的價格相比實在是天

差地別，一切也都在咬著牙做下去的心情

中度過。

這樣過了十多年後，隨著原物料的上

漲以及各國產業的競爭，加上很多代工廠

的削價競爭，利潤變得非常單薄，台灣的

訂單隨之驟減；緊接著而來是環保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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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各縣市的環保單位要求和居民的檢

舉層出不窮，迫使各家紡織工廠不得不加

裝防治設備與系統，但還是有許多的小型

代工廠並沒有充分的資金與技術支援，種

種不利因素導致小型代工廠一一關閉或結

束，我也身在其中，所以前一個公司結束

營業。幸好碰到與我們公司合作的上游想

要發展後加工部門，因此我進了和友。

其實大家都一樣，工作生涯豈有一帆

風順的，前公司面臨股東拆股，我只能抉

擇要追隨當時的董事長或是總經理；若是

選擇董事長這邊，公司會繼續經營下去，

但我必須承接更多的工作，否則就必須再

重新尋覓相同性質的新公司，個人覺得就

算重新找工作，這些問題也一樣會發生，

所以就決定選擇繼續在原公司承接所有業

務，但面臨非常多的問題：有業務訂單、

交期、產品品質……等，林林總總的問題

都壓在我一人身上。問題當頭，仍是要找

方法去排除跟解決，這樣也繼續工作了將

近三年。但最後仍因為環保問題，董事長

不願意在防治設備上再花費巨大金額，恰

巧公司的廠房和土地有人有興趣要全部承

接購買，最後就結束營業了。

來和友之後，部門成立之初同樣面臨

了需要各種技術面的支援。我也是秉著做

中學及教學相長的這兩種想法，對待我

自己及我的下屬 ( 不管是台灣勞工或是移

工 )。對於公司所接收的各項訂單，除了

符合客戶的需求外，我認為一定要做到製

程簡化以及替公司精簡成本，這兩項重要

項目。所以我個人一定會認真了解每個案

子的製程及塗佈配方比例，除了自己更加

熟悉流程之外，更能了解各項產品的特

性，進而能與研發部門對話討論，自我思

考是否案子能有更大的進步空間；我同樣

也將這樣的態度傳遞予我的下屬及移工，

這樣他們在專業精進上也能縮短走錯路的

時間，整體拉高團隊的素質。

大家應該都有一定的認知，在工作上

的游刃有餘，通常來自於熟練、長期的經

驗、以及不斷的進修。熟練度就是屬於自

己的基礎功力，誰不是從菜鳥當起呢？在

剛開始接觸這個領域時，要以熟悉及操作

機台為主，基礎流程可以順暢運作，排程

不卡關、能準時出貨，那就是完美達成任

務，表示在自己負責的工段已完全熟練。

等到自己熟悉各樣機台後，可以進一步觀

察前輩對於布種的熟悉、塗佈上的各樣訣

竅。並不是只要傻傻的呆站在一旁等待機

器響鈴響起收捲，或者說一做一、說二做

二這樣，就可以得到一切的。而經驗就像

醫生的臨床能力，要在堅守工作崗位時，

任何發生的問題、事件，在解決問題與排

除故障間，才能得到的。

人家說：「關關難過關關過。」人生

就是不斷的出現挑戰，我們也無法逃避，

有挑戰才能有進步，大家都做好自己崗位

負責的工作，替公司設想，公司營運進步

有利多，自然員工也就會有更多的福利，

大家一起往前邁進，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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