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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報導：「台灣紡織業如何永續發展」，因
此以線條構成圓弧向上堆疊，展現絲織產業由穩
定的根基中不斷向上提升之意。重複性的圓圈圖
樣，呈現圓融、和諧的概念，並透過綠色系的配
色展現其永續發展的生命力。

新南向政策是否需要再考慮？兼談不符

實際的「一例一休」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十四

台灣紡織業如何永續發展─

紡織產業未來趨勢及因應之道

紡織業壓縮空氣系統節能改善

運動機能服飾時尚旋風

重新看見世界設計思考的管理應用

纖維與高分子之循環再生標誌系統建置

及高值化再利用技術

吳石乙、張棋榕、朱侯憲、袁維勵、陳志賢、林俊德、

鄭國彬

郭維仁

林文仲

洪輝嵩、陳進來

林詩苹

陳錫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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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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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31

名譽理事長的話

原料運用與準備織造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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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崩饋的勞基法—找出一例一休影響

企業的關鍵因素

進出口智慧商務系統發展趨勢

第 11 屆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報導

( 一 )

「紡織業節能減排解決方案」產業交流會

報導

絲織公會健行展現紡織業活力

勞動法議題─試用期的性質

林廷樹

張智尊

王能賢

林岳德

陳進來

曹文雄、陳進來

51

71 

62

74

58

65

特別報導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

蘇州三和儀器有限公司	 01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02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03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昆勇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5
長洲貿易有限公司 06
誠佳科紡股份有限公司 07
立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08
泓利廣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9
亞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1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裡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 林名譽理事長文仲談「新南向」與「一
例一休」政策 P.14

 ▲ 特邀工業局民生化工組洪組長輝嵩演講
「紡織產業未來趨勢與因應之道」 P.16

 ▲ 第 11屆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羅理
事長忠祐（左）與義大利副會長 Alex  
Zucchi（右）於會場合影 P.51

 ▲「找出一例一休影響企業的關鍵因素
演講會」主持人絲綢印染公會李理事
長肯堂（左）與演講者林理事長廷樹
於會場合影 P.65

 ▲ 本會戴理事長宏怡（前左 4）與夫人、

創代協會陳理事長正宏（前左 1）及亞

東技術學院黃校長茂全（後左 2）等貴

賓於紡織所大智館合影後出發。 P.74

廣 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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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長的話

新南向政策是否需要再考慮？
兼談不符實際的「一例一休」

 ▲ 本會名譽理事長 林文仲

台灣全民最近常常困擾的一個問題是為何國民生產毛額

從十多年前的美金壹萬伍千多元成長到目前的兩萬三千多元，

但上班族的薪資老是停留在 23K或 25K，物價節節上漲，讓上

班族人心惶惶，逼得我國政府為提高薪資不得不祭出「一例一

休」等手段，讓上班族的薪水得靠加班來提升，但又限制加班

時數而讓勞資雙方怨聲載道，造成勞、資、政府三輸的局面。

首先要檢討的是為何明明國內生產毛額增加，表示企業營

收成長為何不像六零、七零年代，薪資都跟著上漲呢？有一點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以前企業的生產皆在國內，所以薪資跟著

公司的業績成長是正確的。但目前因為產業外移的關係，企業

的營業額大部分都由國外的工廠所貢獻，例如國內最大的企業

「鴻海」每年營業額達四兆多台幣，但其在大陸的員工有一百二十多萬人，而在台灣只有六千

人，另外製鞋著名的寶成企業在大陸的員工六十多萬，在越南、印尼等國也有工廠超過六十萬

人，但在台灣只有三千多人，因為上市公司的關係，營業額皆統計在台灣母公司，但實際台灣

的用人數卻不跟著業績成正比，這也就是為何台灣的薪資不能成長，而失業率又節節升高的實

際原因。我們不能推給年輕人，怪他們不想上班、不努力賺錢，其實以目前的薪資和物價比例

關係，要生子、購屋、養家豈是他們這一代做得到的？

一九九八年當時的李登輝總統，看台灣企業大部分轉移至大陸生產，他就倡導企業不要一

昧西進，而要大家往南進至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泰國、印尼等，那時我就倡導「在台灣

等死，去大陸找死，去東南亞不知死」、「西進南進不如上進」等觀念，上進有三個含意，一、

往上游端走。二、加強研發、提升品質。三、進攻日本市場，取代日本產品，一個企業如不求

上進，只因土地貴、人工便宜就往國外移，同行競爭者也一樣往那地方去發展，大家不過換個

地方廝殺，還是得血流成河。然而許多企業鎩羽而歸，在國外，當人家把你的技術、管理學到

後，就將你一腳踢出去，或為保護他們自己國內企業而對外商予取予求，例如 2015年的越南排

華和最近的台塑越鋼事件一樣，在大陸發生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

當一個國家工業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能源、汙染、缺工等問題皆會蜂擁而現，政府應該

想方設法幫忙解決，例如上世代末，台塑集團的王永慶董事長和我 (時任絲織公會理事長 )就

向政府提議應該在澎湖或台東等郊外人煙稀少地區由政府規劃開發專門的工業區，外勞可大量

進駐，能源、汙染問題共同解決，產業留住台灣不要外移，讓我們可以保留開發、管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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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事長的話

才。不至於使失業率節節高升。我們應該要知道，一個產業鏈就像一條鐵鍊般是環環相扣的，

上中下游也像一個人身體的頭、胸、腹、腿、腳相連在一起，不要因下游製衣、製鞋屬人多、

高耗能的產業就要他們往外移，最後整個產業鏈會為了追求生產效率，逐漸導致上游也都慢慢

往外移，例如兩千年的時候，台灣的紡織上游加工絲每個月的產銷是十二萬公噸；時至今日，

每個月約只剩五萬噸，台灣紡織業的從業員也從當年的貳拾玖萬人縮減到目前的壹拾陸萬人，

約已少去三分之一。

由於我們有堅強的化工產業做後盾，台灣的紡織業早已不是四十年前所謂的「夕陽工業」，

至今每年仍為國家賺取近百億美元的外匯，所以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韓國、東南亞國家深受

其害，台灣影響較不嚴重，就是因為我們有紡織化纖業創匯，實是功不可沒。

工業先進國例如美國、日本等，以前也跟台灣患同樣的毛病，由於成本或污染等因素考

量，都鼓勵產業外移，爾後也發生高失業率、低所得和低生育率等社會問題，回頭研究才知

道，產業外移政策根本是錯誤的，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美國川普當選總統之後就說要產業回國設

廠，希望我國政府雖不能先知先覺，也不能後知後覺，卻陷入不知不覺的錯誤，例如鼓勵台灣

產業「新南向政策」，可不慎乎？

政府真的要好好深入工廠了解勞工的感受，勞工收入減少了，物價上漲，廠商外移了，最

大損失是誰，不要只相信一小撮勞團人的抗議，就貿然行事，他們並不能代表一般勞工的心

聲，外勞因為賺不到錢偷跑比例也越來越高，不對的政策要趕快改進，不要認為這是對勞工好

的政策，其實是錯的。政策要站在輔導的角色而不是主導的角色，要趕快修法，千萬不要等到一

年後再修法，勞工賺不到錢，自然治安也會越來越差，自殺人數也會越來越高要特別留意防範。

一例一休本來是政府的美意，想要讓勞工增加收入。但不料引起物價上漲，又因限制加班

時數，讓勞工想依靠加班來增加收入亦不可得。原本外勞是喜歡加班的，正常公司不敢違法，

就逃跑到民間作暗工以增收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有人將公司化一為二，讓同個人在兩家

名稱不同公司打工，規避一例一休限制，使其在兩個公司的工作時間都不超過。不符實際的法

令反而鼓勵大家違法，應深自檢討之。

　林文仲　謹識

2017年 4月

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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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紡織產業未來趨勢及因應之道
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洪輝嵩組長 演講

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陳進來博士 整理

一、前言

絲織公會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了

解紡織產業未來趨勢及因應之道，以利永續

經營，特與織布、絲綢印染及棉布印染等公

會合辦，於 106年 1月 10日邀請經濟部工業

局民生化工組組長洪輝嵩博士蒞臨演講，且針

對相關問題及議題進行研討，本文謹依照簡報

資料配合演講內容整理以提供業者作一參考。

二、台灣紡織業發展現況

台灣紡織業 2015年從業人數 16萬人，

工廠家數 4,337家，產值 4,236億元台幣，出

口值 108.1 億美元，進口值 34.6 億美元，仍

為主要創匯產業之一，由於全球佈局者眾，

海外產值更高達6,000億新台幣以上。

( 一 ) 產業特性

從圖 1所示近年來台灣紡織產業產值、

出口值及出口比例變化情形得知，自 2000年

起，紡織產業出口值佔產值比重皆在 73%～

81%之間，屬於高度出口導向產業，受國際

市場景氣與競爭影響極大，連帶使得紡織品

在各主要消費市場都屬於較高關稅產品，也

受到國際間自由貿易協定 FTA及區域貿易協

定RTA之影響很大。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十四  台灣紡織業如何永續發展

圖 1　近年來台灣紡織產業產值、出口值及出口比例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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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全球出口地位

從 2001年後，新興市場如大陸與印度

等崛起，台灣中上游紡織品為擺脫大量生產

與價格競爭，全面投入差異化產品如超細纖

維、異形斷面纖維、奈米複合纖維等紡織機

能性纖維布料之開發，使得台灣上游纖維、

紗線，中游布料產品仍保持強大競爭力，於

世界貿易組織 (WTO)所公布全球紡織品出

口金額排名位居第七位 (如表 1)；而下游成

衣服飾品製造業因受陸續外移影響，排名居

第31位 (如表2)。

表 1　WTO公布全球紡織品出口金額排名情形

排名 國家
金額

(億美元 )

佔全球

出口比率

(%)

--　 全球 3,141 100

1 中國大陸 1,117 35.6 

2 歐盟 234 7.4 

3 印度 183 5.8 

4 美國 144 4.6 

5 土耳其 125 4.0 

6 韓國 119 3.8 

7 台灣 102 3.3 

8 香港 98 3.1 

9 巴基斯坦 91 2.9 

10 日本 64 2.0 

表 2　WTO公布全球成衣服飾品出口金額排名情形

排名 國家
金額

(億美元 )

佔全球

出口比率

(%)

--　 全球 4,833 100 

1 中國大陸 1,866 38.6

2 歐盟 320 6.6

3 孟加拉 246 5.1

4 香港 205 4.2

5 越南 195 4.0

6 印度 177 3.7

7 土耳其 167 3.5

8 印尼 77 1.6

9 美國 61 1.3

10 柬埔寨 59 1.2

31 台灣 9 0.2

( 三 ) 全球布局情形

近年來台灣接單研發，海外生產已成為

製造業國際化發展趨勢，受到全球區域貿易

協定影響，紡織業可以說是最早赴東協、中

國大陸、美洲、南亞及非洲等地佈局之產

業，眾所周知，南緯在史瓦濟蘭、旭榮在肯

亞以及儒鴻、年興、旭榮在賴索托所建立的

生產基地在非洲頗為著名，南緯、年興在墨

西哥；銘旺在緬甸；台南企業、年興、南

緯、聚陽、儒鴻、東隆興、旭榮、薛長興等

柬埔寨；儒鴻、聚陽、南緯、旭榮、福懋、

台南紡織、年興、銘旺、東隆興等紡織成衣

在越南；台南企業、聚陽在印尼；遠東新世

紀、南緯、旭榮、福懋、康那香、新光合纖、

宏遠、麗嬰房等業者於中國大陸佈局，這些

佈局都會台灣紡織成衣業貢獻巨大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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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國際機能服飾領導品牌與台灣紡織產

業密不可分

從紡織所 ITIS計畫針對全球服飾及鞋

類主要品牌所作統計，美系品牌全球市佔率

達 15%的Nike運動品牌有四成布料是台灣所

供應，近年來嶄露頭角的Under Armour高達

八成以上的布料是台灣廠商所提供，其他像

The North Face和Columbia兩大戶外運動品牌

布料都有超過四成以上由台灣供應，歐系品

牌最著名的Adidas、PUMA也都與台灣布廠、

成衣廠成為最佳的合作夥伴，另外一個加拿

大著名的瑜珈服品牌Lululemon更有高達九成

布料是台灣供應，顯示台灣紡織產業與國際

機能服飾領導品牌有著與密不可分的夥伴情

誼，這也是台灣從布料、成衣到鞋子業者皆

能提供一應俱全的最佳方案所造就的成果。

三、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從市場趨勢看來，中國大陸由世界工廠

轉為世界市場已經愈來愈明顯，隨著中國大

陸人力成本的增加，加上過去TPP效應，使

得紡織供應鏈逐漸往越南移動，雖然川普總

統中止TPP的簽署，但已經在越南設廠的台

商仍將此視為全球佈局的一環。傳統製造商

逐漸轉型「設計→製造→倉儲→物流」之製

造業服務化發展；品牌區隔越趨精細，多品

牌策略盛行的情況下，電子及行動商務興起 

，已經改變通路配置，值得業者加以關注。

在產品趨勢上， 運動流行風潮下，

Function × Fashion紡織品成主流趨勢快速、
平價時尚成為主流，造成產品生命週期縮

短，差異性與特定用途如智慧型與醫療用紡織

品隨之興起，加上地球暖化議題發酵下，消費

者環保意識抬頭，綠色環保紡織品成焦點。

技術發展趨勢則因節能減碳觀念受重

視，導入循環經濟及碳足跡相關盤查概念變

得更加重要，而跨領域的整合趨勢銳不可

當，結合材料科技、生物科技、資通訊科技

及奈米科技以成常態。

四、紡織產業發展瓶頸

台灣紡織業所遭遇的瓶頸包括缺乏整合

研發、拓展品牌及行銷通路之人才問題，尤

其是本國勞工因投入意願較低，使得專業技

術勞工短缺，而出現技術斷層問題，特別是

中小型纖維、紡紗、織布、染整製造廠，普

遍存在研發能量不足的瓶頸，在製造設備上

聯網度不足，生產數據判讀分析多倚賴人力

的情況下，因應智慧生產風潮，仍有努力空

間。另一方面，下游成衣服飾業因台灣內需

市場小，不易自創品牌經營，使得自有品牌

能量不足的瓶頸不易突破，而發展成為國際

圖 2　台灣紡織業者突破產業瓶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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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代工，在國際自由貿易開放後，中國大

陸製造技術發展迅速，使得大量低價商品湧

入全球市場，造成台灣業者出口壓力增加，

內需市場競爭亦逐漸加劇。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產業面臨眾多挑戰，但在辦法總比問題

多的前提下，台灣紡織業者仍致力於運用

MIT一條龍服務的硬實力，不斷朝向升級轉

型之路邁進，在DIT設計領先策略的軟實力

基礎上持續深耕，成為發展品牌能量的豐厚

實力，進一步輔以BIT品牌國際行銷導向的

巧實力展開行銷通路鋪設，藉以突破產業瓶

頸，朝向永續發展之路前進。

五、TPP 對臺灣紡織產業之影響

TPP雖然受川普總統中止而延宕，因為

只要美國不簽署的話，要達到區域內 85%人

口的比率是不可能的，在川普高舉反自由貿

易旗幟之際，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關稅壁壘勢

必會對未來台灣紡織業的佈局產生牽制作

用，所以未來川普上台後所產生的貿易區塊

移轉狀況仍應加以關注，整體而言，取消

TPP對台灣紡織業是有益的，至少中上游紡

織業者留在台灣繼續深耕仍是充滿機會。假

設未來TPP繼續存在的話，如果臺灣未能加

入，面對已經加入的會員國「零關稅」會是

首當其衝的挑戰，其次在五年內降為零關

稅的產品項目亦會逐漸衝擊到產業；假設

TPP有一天上路了，因為受到原產地規定限

制，越南的出口產品為了符合TPP關稅優惠

之規定，勢必降低使用區域外產製原物料的

比重，則將減少對臺灣紡織品的需求，不僅

影響臺灣的出口表現，甚或動搖臺灣紡織業

的發展。綜合而言，TPP已經因為川普的上

台而延宕，縱然未來重新再提，台灣也會想

辦法爭取加入，因為臺灣加入後產品出口到

TPP會員國可享有關稅優惠，如此一來，臺

灣出口原物料至越南加工後再輸往美、日等

市場的產業分工模式可維持不變，且美、日

假如增加對越南進口成衣的需求，越南對臺

灣進口原物料的需求擴大，將有助於臺灣產

品的出口，但加入任何區域貿易協定後市場

開放對內銷型產品難免造成衝擊，政府將持

續關注受影響產業進一步提出因應措施。

六、重塑台灣紡織成衣產業價值鏈

對所有紡織業者而言，成為全球機能性

及產業用紡織品之研發生產重鎮，塑造台灣

成為亞太地區時尚服飾設計營運樞紐已是共

同目標，而為了能夠達成此一目標，從圖 3

業界所熟悉紡織產業價值鏈曲線圖分析，在

微笑曲線左方的研發設計端，除了結合新科

技及新材料改良現有纖維賦予機能性及發展

創新型纖維外，更應結合異業共同發展跨領

域創新應用界面材料暨紡織品；在附加價值

低的製造段則必須加速導入智慧化生產及發

展全球運籌兩大策略以為因應；而微笑曲線

右方的行銷端則有賴深化服務並與品牌共同

進行整合行銷達成通路佈建目標。舉例而

言，以台灣紡織業者所擁有設備一流的製造

條件及創新開發能力，許多貿易商及製造廠

皆已成為國際品牌商指定布料供應商，這

些品牌商通常都是扮演市場執牛耳的領導

角色地位，要有「創新的產品」吸引客戶下

單，下單後「穩定的品質」與「準確的交期」

缺一不可，要達成上述三項任務，紡織業普

遍配置有負責產品開發的研發部門，管理良

善的製造部門及服務至上的業務部門，結合

品牌發展高值化紡織品，建立全面解決方案

(Total solution)的服務體系，輔以機能性暨產

業用紡織品之檢測及驗證標章等能量，進而

與國際品牌商成為「策略合作夥伴」，此一模

式已經成為台灣紡織業成功的營運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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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紡織產業價值鏈曲線圖

七、發展高值化紡織品

洪組長自 1989年進入工業局服務接辦紡

織產業工作已歷 27個年頭，回顧過去發展歷

程，政府利用租稅工具獎勵投資方式，創造

1700億投資額，包括強盛染整及人造纖維業

大舉投資帶動下，於 1997年創下 6,200億台

幣最高產值，隨著大型投資減緩，政府鼓勵

企業投入R&D發展差異化產品，才能讓機

能性紡織品頂住一般常規產品轉往中國大陸

生產的缺口，維持國際買主在台灣下單，因

為紡織業近八成的市場都靠外銷，要有特殊

化產品才能吸引買主的訂單，例如現在市場

最被看好類似Flyknit一體成型織造技術應用

在運動鞋材上，在大底、中底及鞋底以各種

特殊膠體黏合鞋面布料後，可以讓 1,200人

生產線減少至 200人，此種高值化產業就有

吸引台商回台投資的利基，現在工業局要打

造的就是設備買進來後，人才跟著要培訓起

來，因此發展高值化紡織品必須要有下列三

大推動工作配套實施，整合相關計畫逐步推

動產業邁向高值化及品牌通路發展。

( 一)整合產業垂直及水平之技術與資源能

量，串聯上中下游相關產業。

( 二)運用科技力及設計力結合流行時尚，輔

導廠商開發創新技術與高值化紡織品。

( 三)輔導廠商發展自有品牌及佈建行銷通

路。

在目前品質奠基計畫正朝向協助業者開

發新技術及素材，促成 21個紡織技術聯盟及

合作機制，進一步落實MIT微笑標章驗證制

度，輔導 200家廠商申請MIT微笑標章認證

或產品驗證。在設計加值計畫推動上，則以

媒合設計師與服飾及鞋類業者，共同開發系

列產品 45款及利用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協

助 30家廠商開發設計品牌化商品 200款為目

標，輔以技術交流、展售活動、行銷據點拓

展等 20場以上活動，提升品牌知名度及能

見度作為行銷推廣重點，目前更透過全台

各地成立的 7+3創作基地及打樣中心服務在

地產業，茲將目前工業局推動計畫情形摘

述如下：

新纖維素材
跨領域載體

服務、品牌
／整合行銷

附加
價值

研發/設計 製造 服務/品牌

專利
佈局

產業智慧化
／全球運籌

製造業

◆ 結合新科技及新材料改良

現有纖維賦予機能性及發

展創新型纖維

◆ 異業結合發展跨領域創新

應用界面材料暨紡織品

◆ 建構機能性暨產業用紡織品

之檢測及驗證標章等能量

◆ 結合品牌發展高值化紡織品

◆ 建立Total solution服務體系



N O . 1 0 0
21

專題報導

( 一 ) 成衣產業品牌推動

推動品牌發展一直是政府輔導紡織成衣

業升級重要目標，現階段結合法人、學校、業

界及政府資源所要推動的目標有下列三項：

1.	創新品牌產品價值：串整供應鏈之行銷資

源，協助品牌整合虛擬與實體通路，以商

品加值、形象深化，創新品牌價值，協助

品牌策略聯盟，發展週邊商品，建立品牌 

多元化經營模式；提升品牌垂直整合，加

強設計研發能力，促成設立品牌生產研發

中心，提升國內成衣服飾品牌市場競爭

力。

2. 推升品牌國際化：提升品牌國際商品力與

形象，聯合代理／經銷／通路等業者，擴

大品牌經營與消費知名度，加強國際行銷

曝光，建立全球運籌機制，拓增海外市場

商機。

3.	強化品牌通路拓展實力：整合跨地域產銷

資源，佈局全球市場 ,強化品牌國內外行

銷推廣活動，協助品牌快速佈建新據點。

三大年度重點工作如下所列：

1.	國內品牌擴增國外市場行銷：輔導國內成

熟品牌提升國際品牌形象與國際商品力，

透過通路推廣及整合行銷活動，提升品牌

國際知名度，協助品牌國際化、拓增海外

行銷據點。

2.	潛力型品牌行銷輔導：輔導潛力型品牌業

者，導入流行趨勢、生活型態等議題結合

品牌風格、定位，強化商品開發設計，提

升品牌價值；並運用多元行銷策略，結合

品牌活動與媒體傳播，擴大行銷效果，增

加品牌能見度及市佔率。

3.	創新品牌發展國內行銷：串聯國內特色品

牌，結合台灣在地文化觀光活動，舉辦創

新行銷推廣活動，以創新行銷增加品牌特

色及價值，擴大品牌市場知名度與商機。

在推動作法上則以協助品牌依據目標市

場特性發展特色化商品，創新品牌價值與形

象，提升優勢競爭力；進一步以多元整合行銷

模式，並強化媒體廣宣，協助品牌產品行銷推

廣與擴增虛實通路，達到增加國內外通路據

點，進而拓展國際市場，發展台灣國際時尚品

牌為目標，謹將目前輔導案例說明如表3。

( 二 ) 製鞋產業品牌推動

製鞋業近年亦積極朝向品牌發展之路邁

進，協助國內業者進軍國際市場，拓展國際

營業據點，帶動台灣鞋業發展；協助潛力品

牌拓展市場規模，推升國內第三大通路品

牌，創造就業機會。進一步透過品牌強化與

升級，帶動國內協力廠商生產產值及產量提

升，增加勞動薪資，降低OEM比率，再創

傳統產業新生命為計畫目標。

三大年度重點工作如下所列：

1. 強化品牌意象：深耕國內與聚焦國際經營

目標，訂定品牌發展定位與企業整體形

象，提升商品力，引領品牌新亮點。

2. 創新服務行銷：科技加值創新服務，創造

國內外市場品牌話題，強化海外通路競爭

力，ｅ化行銷，提升品牌知名度。

3. 優化供銷網路：應用 ICT供銷網絡，加快

上架速度與頻率。

值得一提的是，為拓展國內鞋業品牌知

名度，計畫執行期間與高雄市政府共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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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吸引 4,000人次參與健走活動，協助彪

琥公司帶動商機 100餘萬元以上，當月門市

來客數提升 600人次，讓民眾體驗台灣在地

品牌。另一方面，特別結合大甲媽祖國際級

文化節慶，透過法人與業者跨領域合作設計

開發 ，32家紡織相關產業共同攜手聯合展

售，帶動傳產品牌曝光，推廣台灣機能性紡

織產品。 

表 3　成衣產業品牌推動案例

公司名稱 品牌名稱 提升商品價值 帶動供應鏈 拓展行銷據點

賽斯柏 
運動科技

easyoga ●● 提升瑜伽服類品

項10%

●● 打造瑜伽族群專

業服裝系列、 瑜

伽運動前後服裝

系列及都市運動

新系列

●● 穩定北台灣生產

聚落家庭代工 12
處衛星體系

●● 新產品工繳價提

高約20%

1. 品牌成功展開跨國台灣、
日本、韓國 3個地區的品
牌旗艦店。

2. 新系列產品線預期增加
8,000萬產值、展店促進
投資3,500萬元

3. 品牌總營業額增加至 3.4
億 (2013年營業額2.6億 )

克萊亞 KERAIA ●● 導入機能性紡織

品， 提高產品附

加價值 12~15%

●● 導入流行性高級

複合素材， 以精

緻 生 產 製 衣 技

術提升商品價值

25%。

●● 穩定北台灣地區

8家家庭代工衛
星體系生產聚落，

精緻代工生產單

價提高35%

●● 新增 2家成衣生產
供應鏈， 在台灣

生產製造可由原

40%提升至45 %

1. 新產品系列增加產值
3,500萬元

2. 品牌二代店及新品開發促
進投資1,000萬元

3. 進駐澳洲精品店，透過代
理籌備 2015年中國廣州
成立品牌旗艦門市，預估

營業額由 4.5億提升到 5.2
億元

我寧 iprefer ●● 新增藝術印花系

列複合加工提升

網版印花紡織供

應鏈， 新增產量

7000件， 提高產
品附加價值15%

●● 新增成衣製造廠

商 3家衛星體系工
廠，持續穩定合作

●● 結合時尚品味與

生態共生， 增加

話題商品開發，

維持國內 2家原物
料供應鏈

1. 新品系列及話題商品開發
預期增加2,000萬產值

2. 新增國內通路 4處，品牌
展店促投 2,500萬元，增
加品牌總營業額至 1.2億
元

總計：三家公司共增加產值 1.35億元，促進投資 7千萬元，提升品牌 2.7億元營業額，新增就業

人數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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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紡織產業創新

推動紡織產業創新特別從技術研發創

新、跨域創新、品牌創新及整合創新等四大

構面配合十個案例說明如下：

( 一 ) 研發創新─ Aquatimo 透過產業聯盟

深根技術推向國際市場

過去從上游原料端開發，帶動中、下游

應用材料開發機能性紡織品的模式是紡織業

常見的方式，而未來則是由品牌商和市場端

的需求帶動中、上游機能性材料開發，屬於

市場型開發的典範，有鑑於此，紡織所在

親水耐隆纖維研發技術開發主題，特別以

品牌商和市場端的需求為依歸，從Bossini、

Lifeway、OK超商、柔得寢飾、瑪榭精品、

芭絲媞、1881這些品牌商當中瞭解產品應具

備什麼特質才能吸引消費者青睞，也因為切

中市場需求，涼爽耐隆紡織品經紡織所註冊

商標為 Aquatimo(如圖 4)，纖維量產已生產

超過 50噸以上，包括集盛、豪怡、和慶、聯

升、台永發、亞蘭孟藤、泉樺、紡慶、碩洋

等國內廠商 15家以上都已經採用，連結品牌

商生產上市商品超過 30項，透過這種品牌

商與製造商緊密合作的產業聯盟將產品變成 

商品推向國際市場的創新研發模式值得加以

推廣。

( 二 ) 研發創新─國際合作建立亞洲地區彈

性複合不織布供應鏈

研發複合彈性不織布應用在醫療領域，

取代傳統紗布或石膏也是一項研發創新的典

範，此一研發聯盟結合國際知名材料供應廠

艾克森與國內不織布業者康那香公司共同針

對熔噴高彈性纖維不織布進行開發，更結合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熔噴複合彈性膜

不織布技術開發，由恒大公司參與彈性不織

布開發與評估分析計畫，國慶化學公司投入

TPU原料應用於彈性不織布紡織品之開發計

畫，透過產業聯盟建立亞洲地區彈性複合不

織布上、中、下游產業供應鏈，所開發之無

黏膠式彈性不織布彈性伸長率達 200%，彈性

回後率達 70%，預估每年創造產值達 4億元，

另透過技術移轉，協助廠商建構 2.4米幅寬

紡黏不織布生產線，由不織布後加工廠往上

游發展成為不織布製造商，建立完整不織布

生產、後加工及成品之全製程生產廠，除深

化原本彈性腰圍產品線，亦擴展新的包裝材

產品線，從圖 5可以看出此一國際協同合作

建立亞洲地區彈性複合不織布供應鏈之創新

模式值得推廣至其他新興領域產品，創造更

大商機。

( 三 ) 跨域創新─結合資通訊等不同領域技

術，以異業合作開發創新產品

紡織科技已邁入跨領域整合的重大里程

碑，結合紡織及資通訊偵測技術，透過無線

傳輸及後端平台的大數據分析，建立運動健

康管理及銀髮保健創新服務模式，以開創紡

織品新應用領域已是現階段最熱門的研發主

題之一。以目前智慧型紡織品發展現況為

例，透過心電感測紡織品技術、體適能資訊

服飾技術、動態感測紡織品技術，將個人心

跳、排汗量、位置偵測、SOS求救等個人生

圖 4 Aquatimo 為紡織所親水耐隆纖維註冊商標，

纖維研發量產逾 50噸，推廣國內廠商應用 15
家以上，上市商品超過 3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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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偵測數據透過無線傳輸、分析並提出建

議，進而協助消費者對運動及健康資訊加以

管理。另一方面，環境感測可以將氣候狀

況、紫外線、空氣品質等偵測數據加以蒐集

與反饋，對環境資訊掌握及安全協助有莫大

之助益，智慧型紡織品是跨領域整合重要案

例，特別在健康管理及銀髮保健應用上具有

發展潛力。

( 三 ) 跨域創新─異業合作開發自行車健康

管理服飾

近年來台灣在機能性自行車衣技術發展

迅速，結合心電感測紡織品技術、體適能資

訊服飾技術、動態感測紡織品技術等機能性

紡織品整合資通訊感測技術，導入無線傳輸

之心電監測結構 + 偵測形變之導電織物 + 具

有偵測體表電生理功能的織物，製成之自行

車周邊商品頗受歡迎，包括以整合自行車健

康管理車錶，進行Caballero品牌通路行銷的

三司達公司；以CardioSport品牌行銷運動心

率感測衣、心率發射器、彈性織物 (Stretch 

Fabric)感測帶、心跳接收模組的著名電子廠

萬九公司；以 FMA品牌行銷心電感測織帶、

心電感測機能性車衣的裕源紡織，近 5年促

成投資額達 7,360萬元、增加就業人數 18人，

創造產值超過1億元。

圖 5　國際協同合作建立亞洲地區彈性複合不織布供應鏈

( 四 ) 品牌創新─賽斯柏成功建立國際品牌

easyoga 

賽斯柏運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機能性

布料製造商塑造成為台灣專業瑜伽品牌商，

以「禪」與樂活概念融入品牌 ， 
並應用於旗艦店風格及活動宣傳設計形塑與

推升品牌形象，開發多元瑜伽及全方位休閒

運動服飾於中、日、韓推廣，成功以資本

額 1,500萬元創造年營業額 3億之規模，近年

來增加韓國、日本及台灣台中 3個新銷售據

點，未來將進一步打造 easyoga成為亞洲最大

瑜伽休閒服飾品牌，此一整合跨地域產銷資

源，佈局全球市場，建立全球運籌機制，發

展在地國際品牌的典範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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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整合創新─以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協助

補足設計與行銷缺口

經濟部為全面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

力，快速達成產業升級轉型目標，特整合政

府資源與法人能量於全台特色產業群聚地

區，成立「7+3快速設計打樣中心與創作基
地」。7個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分別為 :「成衣
快速設計打樣中心」、「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

心」、「鞋類快速設計打樣中心」、「袋包箱

快速設計打樣中心」、「織襪快速設計打樣

中心」、「毛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印刷

暨文創商務設計打樣中心」；3個創作基地則
包括 :「台北西園 29服飾創作基地」、「高雄
R7創藝所在」、「花蓮後山•山後故事館」。
其中「7個快速設計打樣中心」係服務業界，
以B2B營運模式，藉由機能新素材及加工技
術導入，提供產業一條龍價值鏈服務，建立

產銷合作平台，加強共同品牌行銷，導入智

慧化製程以協助布料、成衣業者快速打版製

樣、解決試量產瓶頸及縮短學用落差並培育

新銳人才，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促進產業

升級轉型為主；「3個創作基地」則針對一般
消費者，以B2C創新商業模式，提供產品多
元整合型行銷服務功能，協助產業由製造業

轉型為高附加價值的「文化創意服務業」。

( 六 ) 整合創新─交流平台提供多元專屬服務

經濟部於 2008年設立紡織產業發展推動
辦公室，此一服務交流平台結合辦公室成員

及專家顧問服務團隊已彰顯產業服務的強大

功能，透過專家顧問團隊諮詢診斷、國內外

供需媒合、輔導資源橫向聯繫、排除投資障

礙、舉辦產業高峰論壇、人才培訓等業務內

容，達成凝聚產業共識、促成產業投資、加

速升級轉型、延續產業脈動之目標。在面對

國際經貿局勢丕變，推動辦公室扮演的功能

也會愈來愈重要，以排除投資障礙服務模式

為例，無論辦公室團隊主動拜訪、廠商提出

服務需求或其他單位轉介來的案件，專案、

專人、專責服務，結合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

公室及專家顧問團、工業局各組及相關推動

小組、紡織相關公／協會、學校及法人研究

等相關單位進行溝通、協調後再予以提出具

體建議，該投資障礙倘若涉及跨部會時即轉

介行政院招商中心協助並全程參與解決，以

達到排除投資障礙，順利投資之目的。

( 七 ) 整合創新─產學合作儲備未來轉型所

需人才

為解決成衣廠打版師人才不足問題，經

濟部與教育部聯手推動「設計新銳能量提昇

與輔導計畫」，打造優秀人才媒合平台，於

學校專業基礎能力及人格養成後，輔以實務

經驗教學課程，縮短學用落差，具體做法係

由學校開辦具就業導向特色課程，和學校共

通設計 /技術課程敎授專業及實務習作課程

規劃，產業界提供廠商合作案機會提供優秀

學員就業機會，法人單位運用快速打樣中心

能量加強學生設計開發 /打樣 /生產實務經

驗，讓年輕學子藉由專業技能養成，提升自

我優勢外，並進一步達到實務經驗養成，創

造與產業連結機會，可有效縮短學用落差，

填補產業人力缺口，此一計畫實施三年已培

育 195位學員並媒合進入產業就業，預計至
2020年再培育400位學員投入產業。

( 八 ) 整合創新─強化產學研聯合申請研發

補助計畫

此一計畫係強化產學研合作為主要目

標，由政府預算優先支應採優先審查原則，

對學校 /法人而言是引導研發計畫貼近產業

的需求，得以獲得資源繼續投入研發，且研

究成果可落實至產業應用，另一個層面則是

研發團隊未來可由業界承接，落實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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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此一計畫對業者也頗有助益，除了可

快速取得先期關鍵研發技術成果，且降低初

期技術開發投入成本外，亦可優先取得研發

人才，且人力素質更符合產業需求，以補足

產業人才缺口及達到適才適用之目標。

( 九 ) 整合創新─產學創新合作開發新產品

協助傳統產業研發補助專案計畫 (CITD)

非常鼓勵產學研合作共同開發新產品，以和

明紡織結合紡織所、文化大學紡織系共同推

動Life Style涼感節能彈性紡織品開發計畫為
例 (如圖 6)，結合紡織所涼爽親水尼龍及和
明擅長之麻材質，從紗線、布料、染整到成

衣皆以都會輕機能涼感節能服飾為主軸，開

發迎合節能衫概念服飾推向市場，可以說是

樹立產學研最佳典範。

圖 6　CITD Life Style涼感節能彈性紡織品開發計畫案例說明

( 十 ) 整合創新─推動紡織產業生產力 4.0

方案

為迎合智慧生產趨勢，提供紡織產業普

遍存在生產鏈分工細且複雜客製化應變彈性

不足、單一規格大量生產、人工驗布、人工

配色、對色、電腦打版未模組化等現況改善

方案，政府引導產業朝向工業 4.0智慧工廠

方向發展，藉由法人、學校、具有輔導能量

之解決方案提供者共同組成團隊，協助業界

導入紡織智慧工廠之虛實整合生產系統，進

而達到機器設備、管理系統聯網，整廠即時

監控預測，聯網，分析大數據輔助決策，以

提升稼動率與生產效率，達成下列六大應用

目標情境外，更進一步協助產業於現有設備

或新增設備中逐漸提升如表 4所列各項智慧
化指標：

1. 少量多樣客製化化生產
2. 線上監測，電腦化生產履歷
3. 智慧模擬分析預測配方與染程系統
4. 製衣技術數位化資訊系統
5. 成衣人因尺碼、款式模組快速商品化
6. 銷售資訊回饋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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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智慧化生產各項指標

感測與網路 物聯網應用
智慧機械與 

機器人應用
巨量資料分析 精實管理

●● 感測器

●● 精度模組線上監控

●● 智慧對色製程聯網

●● 物聯網設備

●● 資訊即時回饋

●● 前後製程/跨

工廠回饋

●● 智慧化機械設

備/載台整合

●● 配方/染程模擬分析
●● 人因尺碼/ 版型模組

/資訊回饋
●● 針織整合系統

●● 優化染程

最適化

九、紡織產業之佈局策略與案例

當區域經濟興起，縮短交期與快速反應

成為全球紡織市場的趨勢時，跨國運籌、全

球佈局就成為紡織廠商保持及擴張佔有率市

場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全球佈局之策略

成功與否關係著個別公司營運發展甚巨，產

業佈局造成群聚亦連帶關係著整體產業之發

展。因此，如何進行全球佈局已成為紡織業

重大議題，從不同客戶間的作業規範多與標

準繁雜市場因素、接單、生產、人力素質、

交貨期限、運輸成本、配額、關稅、法令到

文化差異等等都必須列入佈局考慮因素，作

一完整而週延的考量，使其展現綜效。有些

廠商為能發揮分佈在全球各地每一個生產基

地的優勢，乃建立一份各個生產基地檢核

表，把每一個經營上需要考慮評估的要點及

因素予以詳加列出，再將每一個佈局地點按

照每一個評估要點依序填入檢核表，在最後

再依照廠商過去的經營模式與文化，整合每

一份檢核表所列生產基地之優缺點，將資源

作有效之分配。另一方面，結合上中下游以

及平行的協力廠商，以策略聯盟的方式至海

外佈局，發揮產業群聚的效益成為現階段全

球佈局考量重要因素，因為透過聯盟在新素

材、新產品的協同設計及深化體系間的合作

關係，提昇加值服務能力提升及結合體系廠

商快速拓展產品線、擴大國際版圖，進而達

成提昇體系間 e化合作能力、建立即時的資

訊共享機制，因此上、中、下游之間的垂直

整合及策略聯盟已成為現今紡織業形成產業

群聚進而創造產值的最佳模式，也就是「團

結力量大」的效應延伸。為此，當全球佈局

成為國內廠商面對全球化潮流，為延續競爭

力必須及早規劃的經營策略的同時，集結紡

織產業上、中、下游各種不同屬性產業，發

揮不同產業間相互支援、共存共榮的依存

特性，以合縱或聯盟的方式，共同進行全球

化佈局行動，除了生產機制外，行銷佈局

的聯盟體系更是創造行銷價值、拓展市場的

良方，謹以上市公司儒鴻、聚陽、南緯、銘

旺、廣越五家成衣廠及南六、康那香兩家不

織布廠進行之佈局模式列於表 5、6提供業界

參考。

要具備「定靜」的涵養，切忌動輒心浮氣躁，如果能夠「大智若愚」地以寬容心

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不怕人笑傻，不怕人苛待，自然會內修忍辱，外結

好緣而遠離爭端，時時吉祥了。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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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衣廠佈局案例參考

公司名稱
儒鴻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南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銘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廣越公司

主力產品

功能性彈性圓編

彈性針織布與成

衣

流行女裝 染紗、針織布、

梭織布、成衣

運動休閒及戶外機

能服飾

各種成衣加

工、製造及

買賣

經營模式

OEM及ODM。
布料開發ODM
比例90%，成衣
ODM比例60%

OEM、ODM、
OBM

OEM、ODM、
OBM

OEM、ODM、
OBM

OEM、ODM

品牌客戶

Nike、adidas、
lululemon、JC 
Penny等

Kohl’s、Target、
Gap、Wal-Mart、
JC Penny等

Walmart、VF、
Callaway等

Umbro、Karrimor、
Slazenger、
LONSDALE、
Under Armour、
Champion、Gear、
Marmot、adidas、
Reebok等

Nike、
Adidas、
Reebok、
Puma、The 
North Face、
Patagonia、
Mont-Bell、
Timberland、
Merrell、
PRADA、
ARC'TERYX、
EDDIE 
BAUER等全
球知名國際

品牌

自有品牌

材料品牌：

Eclon(愛克絨 )
網路服飾品牌：

Fisso（自有）、
DOUBLE（與天
母嚴選策略合

作）

材料品牌：環保

色紗 e color®、涼感
紗T Cool®、發熱
紗T Hot®及原液染
色品牌ECO-lor®
服飾品牌：

RUNNERS 
REWARD®
技術品牌：AiQ®
（將織布與光、

電、熱結合）

哈克士（Hakers） 無

佈局情形

台灣、美國、越

南（柬埔寨、賴

索托採取合資或

策略聯盟）

印尼、越南、柬

埔寨、中國大

陸、菲律賓

行銷據點：台

灣、中國上海

主力市場：美國

(2012年占89%)

生產基地：台灣、

中國大陸、墨西

哥、史瓦濟蘭、

越南、柬埔寨

行銷據點：台灣、

中國大陸、紐約、

洛杉磯

馬來西亞、越南、

緬甸、寮國

主力市場：歐洲

(60%以上 )、美國

越南、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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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儒鴻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南緯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銘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

廣越公司

近期發展
方向

1. All-In-One創
新一次購足服
務，

2. In House流行
服裝設計

3. 於台灣、越南
建立一貫化垂
直整合之工廠 
(從染整→織
布→定型→成
衣 )

1. 提高美國以外
市場比重

2. 積極往上游進
行整合

3. 2011年投資設
立布商公司聚
益實業

4. 2013年與台南
紡織 (越南 )共
同投資南方紡
織公司

5. 2013購置企
業營運總部，
並建置印尼
Demak廠

1. 投入金屬纖維
及智慧型紡織
品開發

2. 發展原液染色
環保彩纖

3. 拉近布料與成
衣產銷比例

4. 培育自有品牌

1. 發展自有品牌哈
克士（Hakers），
走「功能衣平價
化」，包括中國
大陸江蘇地區主
要百貨進駐（目
前達13家）、台
灣台北、高雄等
地亦相繼設立銷
售據點，已有10
個據點。

2. 開發中國市場
3. 由OEM廠提升為

ODM廠
4. 自設緬甸廠以拓
展美國市場，自
有品牌

1. 獲獎紀
錄： 2013
年 ADIDAS
頒發全球
供應商最
佳創新技
術獎 2014
年 THE 
NORTH 
FACE頒發
全球供應
商年度最
佳廠商

其他特色

1. 圓編彈性針
織布關鍵技
術能力高。

2. 機能性布料
開發與設計
能力強。

3. 全球佈局完
整。

4. 上下游垂直
整合能力
佳。

5. 財務穩健發
展。

專業打樣流程滿
足客戶快速交
貨之需求，流程
為：
台北接單 → 嘉義
打樣中心 → 採購
調料（進銷存系
統）→ 打版（20
多位打版師）→ 
裁片 → 車縫（4
人一組團隊，皆
為多能工，由組
長決定分工或個
別負責專案）→ 
整件製作（染整、
水洗工序）→ 加
工流程（後處理、
整燙）→ 成品規
格確認（由專人
負責）→ Dummy 
Fitting → 真人 
Fitting（打版師、
設計師、業務）
→ 成品照片 mail 
to 客戶 →不需再
寄送樣品，由客
戶確認後直接出
貨

1. 墨西哥廠織、染 
、成衣一條龍。
生產基本款成
衣，長期與
Wal-Mart合作

2. 史瓦濟蘭織、
染、成衣一條
龍。生產具競
爭力款式的成
衣，並享有免
關稅的優惠，
主要供應非洲
市場

3.  柬埔寨成衣產
能3.5萬打/月

4. 越南廠成衣產
能3萬打/月。

5. 中國大陸織、
染、成衣一條
龍與大陸江蘇
悅達紡織公司
合作在江蘇鹽
城建廠，雙方
持股為60:40。

6.台灣營運總部、
紗染及原液染
色工廠

1. 1987年設立馬來
西亞廠，產能為
12萬件/月（400
位員工自有廠通
過WRAP 認證）

2. 2000年設立緬甸
廠，產能為24萬
件/月（600位
員工自有廠通
過 ISO/WRAP 認
證）

3. 2007年設立越南
廠，產能為60萬
件/月（1,500位
員工代工廠大量
生產出口歐盟）

4. 2009年設立寮國
廠，產能為24萬
件/月（700位員
工代工廠大量生
產出口歐盟）

1. 2013年獲
ADIDAS頒
發全球供
應商最佳
創新技術
獎

2.  2014年
獲THE 
NORTH 
FACE頒發
全球供應
商年度最
佳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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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紡織大廠 104年整體營運表現

項目

公司名稱

營業額/資本額
(億元 ) 

倍數
106/1/5股價

(元 ) 
EPS

(元 ) 
本益比

(倍 ) 
康那香

(9919) 
44.7  /  19.7 2.3 10.85 0.21 51.7 

南六

(6504) 
59.2  /  7.26 8.2 151.5 8.01 18.9

銘旺實

(4432) 
26.5  /  5.05 4.7 45.9 5.14 8.9 

南緯

(1467) 
68.9  /  21.02 3.4 10.4 0.01 1040.0 

聚陽

(1477) 
233.5  /  19.8 11.8 125.5 10.9 11.5 

儒鴻

(1476) 
255.4  /  26.1 9.8 323.0 15.99 20.2 

廣越

(4438) 
93.7 / 9.22 10.2 143.0 10.21 14.0 

資訊來源：上市公開訊息

洪輝嵩組長學經歷介紹

學歷：

 台灣科技大學纖維及高分子博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纖維及高分子碩士

經歷：

 任職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科長、副組長、組長

 經濟部智財局專利審查委員

 台北科技大學、實踐管理學院等大專院校兼任講師及副教授，教授紡織相關課程

附記：因受當天演講時間限制影響，本文內容依簡報內容加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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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與高分子之循環再生標誌系統
建置及高值化再利用技術

吳石乙、張棋榕、朱侯憲、袁維勵、陳志賢、林俊德、鄭國彬

逢甲大學工學院化學工程系、理學院環境科學與工程系、纖維與複合材料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

丁在 20世紀 60年代提出生態經濟時所提出

的構想。波爾丁受當時發射宇宙飛船的啟發

來分析地球經濟的發展。在 20世紀 70年代，

循環經濟思想只是一種理念，當時關心的主

題是對污染物的無害化處理。80年代，人們

意識到應採用資源化方式來處理廢棄物。90

年代，特別是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清潔生

產、綠色消費和廢棄物的再生利用等整合成

一套系統以資源循環利用、避免廢物產生為

特徵的循環經濟戰略。循環經濟是與線性經

濟相對的，是以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為特徵

的。因此近年來許多國家與企業積極依據

『循環經濟』的思維，透過資源妥善循環與高

值化應用，以達到節能減碳、清淨環境並滿

足社會需求，且帶動經濟發展。台灣紡織工

業在缺乏天然纖維的壓力下，多數天然纖維

均仰賴進口，而這些資源卻是台灣紡織產業

發展關鍵之一，因此以循環經濟為基礎的永

續改革，期待能再創台灣紡織產業之佳績。

傳統線性經濟是經過原物料之開採擷取

(Take)、製造 (Make)、消費 (Consume)、廢棄

物處置 (Disposal)之模式，再加上量產與效率

為主的工業化生產目標導向，追求高速經濟

成長及工商發展。對應著紡織工業之傳統線

性經濟是經過天然纖維國際期貨市場之擷取

(Take)、進口至國內纖維、紡紗、織布、染

整與成衣等製造工程 (Make)、以供給至美國

市場為主之消費市場 (Consume)、廢棄物處

置 (Disposal)之模式大多以回收、焚燒與掩埋

為主，再加上 80年代自動化之生產效率與品

質管制為主的工業化生產目標導向。而快流

行時尚品牌更鼓勵市場之獨特性及社會彰顯

消費能力的推波助瀾，造成不斷地消耗地球

資源，同時持續產生著大量廢棄物。造成現

今資源匱乏且衝擊環境的各種危機。若能以

循環經濟模式，發展物質流之封閉式循環及

能源使用的最小化，應有機會促進地球之永

續性。目前台灣產業正發展廢棄資源和再生

資源高值化技術，包含高值材料及燃料，但

主要問題仍在於投資回收困難。因此科技部

規劃以循環經濟資源高值化技術之研究主

軸，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循環經濟，將廢棄

資源與再生資源轉化成高值化材料。並期

盼產學研界能投入研發創新前瞻技術，達

成大幅縮短投資回報，以提升國內產業於

全球之競爭優勢。期望能由科技研發驅動

產業，鏈結學界、財團法人與產業研創新

資源，媒合並深化創業能量，以共創循環

經濟資源高值化技術生根台灣，並能貢獻

經濟社會價值。

根據綠色和平環保團體隨機抽樣 1000

份之問卷調查後公布台灣消費習慣與心理調

查的發現，”衝動消費的代價十分驚人！造

成臺灣人每年花費 1620億來購買成衣 ”；意

即台灣民眾每年買衣服消費金額接近 3棟台

北 101的造價。「衝動購物」是主因，國人

每分鐘約丟棄 9.9件衣服，每年另丟棄 5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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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鞋，每分鐘約丟掉 10雙鞋。由於未加以

思索就購物之消費行為，紡織品將恐加速環

境污染與廢棄物的產生，對大環境造成十分

巨大的負面影響與沉重負擔。研究團隊更參

考了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紡織類 ) 

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fhj/FHJI010.

asp， 了解棉纖維製品之總輸出量約為

138,911,256公斤，而人造纖維包括聚酯、尼

龍與黏液縲縈之總輸出量約為 1,403,397,691

公斤。由於在紡紗、織造、染整與成衣製作

過程中，平均約有 5%以上之損失 (包括纖維

下腳料、紗、布、染整損失、成衣裁減邊料

等 )，因此棉纖維製品之預估損失重量約為

6,945,563公斤以上；人造纖維包括聚酯、尼

龍與縲縈之損失重量約為 70,169,885公斤以

上。若能建置生產工廠廢棄之下腳、不良品

纖維、庫存品、衣物、鞋子與高分子之回收

再利用技術與可循環利用之纖維標誌系統，

甚至將這些纖維素運用於生質能源原料與其

他高值化收再利用材料如過濾與環保等。將

回收再利用人造纖維運用在功能性纖維與複

合材料，將可以是同時解決環境負擔以及資

源有限問題的方案之一。紡織業除了使用大

量能源外，也消耗了大量的水資源，因此，

除了材料資源的回收外，也有必要針對再生

產品碳、水足跡或生命週期分析，可以更清

楚綠色製程之物質流 (Materials flow)與能源流

(Energy flow)，了解主要初始原物料與能源之

使用及可能產出點。藉由此盤查機制，可將

國內之纖維、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產業

導入永續環境及循環經濟之目標。

在台灣紡織工業之五大人造纖維依序

為聚酯、尼龍、聚丙烯、聚丙烯腈及黏液

縲縈；四大天然纖維依序為棉、毛、蠶絲、

麻。由於天然纖維靠天為生且自 1960年代起

產生天然纖維日益供應不足、品質優化、石

油副產物之日益發達、經濟規模之拓展及低

原料成本等因素之考量，逐漸地由聚酯與黏

液縲縈纖維部分的取代了部分之棉纖維；壓

克力纖維部分的取代了部分之羊毛纖維；尼

龍與聚丙烯纖維部分的取代了蠶絲纖維。伴

隨著消費者之需求、市場導向、差異化市

場、特殊化產品與廣泛化市場等之因素，多

種纖維混紡織物因應而生，尤其是聚酯 /棉

混紡織物 (T/C、CVC)、聚酯 /黏液縲縈 (T/

R)混紡織物、尼龍 /黏液縲縈 (N/R)混紡織

物、尼龍 /棉 (N/C或是C/N)混紡織物等占

了短纖混紡織物市場極大之比例。然而在短

纖混紡紗、梭織、針織、非織製造、染整、

工程與成衣中，將會產生有許多的棉絮、短

絨、梭織、針織與非織之棄邊、庫存品、降

級品、損耗、成衣裁剪棄邊或是不良品的回

收問題，因此如何回收聚酯、尼龍與棉纖維

材料高值化再利用是刻不容緩的問題之一。

由於這些廢棄資源中夾雜著不同的材料，導

致分離再利用的困難。因此以往對這些可回

收的短纖維將降級作為次級紗、OE紗、粗

支紗的參混用纖維或是填充玩具與娃娃用之

填充物。甚至人造纖維將在運用化學或物理

方法再製回收，以作為纖維、塑膠或是高分

子等用途。但是更短或是無法紡紗的天然纖

維原料，將走向掩埋用肥料或是非織物的填

充材用。而聚酯纖維、寶特瓶瓶片、尼龍纖

維製遠洋漁網與其廢絲等，可經由單螺桿混

煉機或是固態聚合方式回收再生為聚酯與尼

龍切片，甚至經由雙螺桿混煉方式添加功能

性添加物，以作為射出成型、擠壓成型、色

母粒、功能母粒與高分子薄膜等之製作用原

料。但這樣的再利用用途不廣且經濟效益有

限，在材料CP值方面也始終無法提昇，因

此無法引起業界之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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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逢甲大學研究團隊依據『循

環經濟』的創新創意思維，透過纖維與高分

子材料資源的妥善循環，期望能帶動纖維、

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工業的循環材料再

利用之蓬勃發展與產業升級再造。台灣在缺

乏天然資源的壓力下，大多數天然纖維材料

及製作人造纖維如聚酯與尼龍所使用之對苯

二甲酸、乙二醇及己內醯胺等來自石化工業

之原料均仰賴進口。激起運用廢棄物再生之

高值產品、循環製程所需的關鍵材料與技

術、可再生材料高值化技術與製程的創新思

維，因而規畫纖維與高分子之循環再生標誌

系統及高值化再利用技術研究，整體內容有

回收纖維及高分子廢棄物之鑑定、離子液體

分離與循環足跡及回收纖維素、聚酯與尼龍

材料之高值化再利用技術與標誌系統。配合

目前台灣紡織產業界正發展廢棄資源和再生

資源高值化技術及工業局 2020產業發展策

略，以產業推動主軸「傳統產業全面升級」、

「新興產業加速推動」及「製造業服務化」，

促進纖維、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產業在

既有產值下提升品質，並透過科技與美學加

值等軟實力，期待能協助產業在質與量全面

升級。將纖維、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所

產生之廢棄資源，經由創新思維的再生資源

技術轉化成高值化再利用材料。並藉由標誌

系統與環境 (碳、水 )足跡盤查分析，落實

循環經濟。

纖維、紡織、成衣與高分子廢棄物可透

過熱化學及生物化學轉換成生物燃料或者化

學燃料，而離子液體 (Ion Liquid)能夠溶解紡

織高分子廢棄物，由於使用離子液體來作為

溶解纖維素的溶劑有很大的優點，包括較低

的溫度及對環境是沒有汙染的，因此，離子

液體為回收纖維素纖維 (棉與縲縈 )。也因為

離子液體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學特性，包括熱

穩定性、無毒性、可回收性、低揮發性並且

對環境是沒有汙染的，因此對纖維素預處理

使用離子液體是最有潛力的溶劑。

離子液體 (IL)是由陰離子及陽離子所組

成的鹽類，由於其具有獨特的低蒸氣壓、高

極性、高導電度、高熱穩定度以及低熔點等

特性，可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應用領域上，

主要包括有萃取分離、電化學、材料合成、

環境應用以及化學催化等，並且能溶解許多

有機物以及無機氧化物，更可取代一般採用

的揮發性有機溶劑，如此不但可消除揮發性

有機溶劑對環境所造成的汙染，也可避免操

作人員暴露於揮發性有機溶劑的風險，甚至

可以再回收使用，因此離子液體被視為一種

新型的綠色溶劑 (Green solvent)。在 2002年

美國的Robin Rogers教授等人首先證實了 1-

丁基 -3-甲基咪唑氯 ([C4 mim]Cl) 離子液體在

受熱狀態下對纖維素有一定的溶解現象會發

生，所形成的纖維素 -離子液體溶液在加水

下纖維素能被析出，激發運用離子液體預處

理纖維素各項研究的熱潮。其後在 2005年

獲美國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並建立 “一種

用離子液體溶解和處理纖維素製備新型材料

的平台策略，為溶解纖維素的研究開闢一條

新的領域。Wang等人 (2016)回顧以再生纖

維素材料 (Regenerated cellulose)之最新進展，

多種離子液體 ([C4min]Cl)溶解，做成薄膜

(Films or membranes)可應用在食品包裝材、

藥物輸送、燃料電池等。Lam 等人 (2016)以

兩種離子液體 ([emim][BF4])及 ([emim][dca])

摻在三醋酸纖維 (CTA)製備氣體分離膜，證

實減少CTA結晶性與增加對二氧化碳之親

和性，進而促進對分離二氧化碳、甲烷及二

氧化碳、氮氣之效果。最近許多研究利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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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基 -3-甲基咪唑氯 ([AMIM]Cl)應用於木

材中纖維素的溶解，並且指出 [AMIM]Cl與

[BMIM] Cl是最有效溶解纖維素的離子液體。

如圖1所示為本研究使用離子液體為1-丙烯

基 -3-甲基咪唑氯 ([AMIM]Cl)，並利用離子液

體可溶解纖維素之特殊性質，將紡織品廢棄

物 (純棉、牛仔褲、縲縈布及其混紡織物 )進

行前處理，形成混合溶液 (纖維素 -離子液體

溶液 )，而後加以再生使其生成再生纖維素，

並將剩餘混和溶液進行蒸餾回收，將離子液

體回收並循環在再使用，離子液體無毒性且

環保，並具有良好的穩定性，所以可回收再

利用，以達到綠色化學原則的製程。且可運

用自行開發離子液體溶解纖維素、三醋酸纖

維 (TAC)並製備多孔靜電纖維膜，如此將可

對特定污染物 (CN)、重金屬、油水分離等有

顯著之過濾分離效果。因此若能將含棉與縲

縈纖維、紡織、成衣之廢棄物加以回收再利

用，並作為生產生質能源、靜電多孔纖維膜

的原料，相信可以大大地提高整個廢棄物高

值化再利用價值，尤其在目前國際社會如此

重視回收再利用、環保材料以及綠色能源的

氛圍中，更將能凸顯廢棄紡織品所帶來特殊

的價值及提升台灣在國際之能見度。

合成

纖維素料源

1.甲基咪唑氯丙烯
冷凝法

55度，8h 減壓蒸餾 離子液體
[Amin]CL

FTIR

牛仔褲、純棉、混紡 烘乾24h 磨碎篩分150mesh

離子液體回收

溶解與再生 纖維素料源/離子液體 加熱
130度，310min 纖維素溶解 SEM

去離子水 纖維素再生 過濾 烘乾

 在纖維、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及民

生化工領域所建構之循環經濟模式回收與再

利用體系，除可在消費模式及產業減廢外，

建立升級回用 (Upcycling)之高值循環為未來

具永續競爭能力之經濟模式。世界各地均有

類似的循環經濟模式研究，例如Allwood等

人 (2008) 即對英國紡織與成衣業之連續性

進行情境分析與相關規劃。芬蘭Niinimäki與

Hassi (2011)提出不同的永續設計策略如：慢

時尚、終身保固、半成品、客製化、模組

化結構、共創造、當地製造或開放設計源

等，以探討對產品加值及降低環境衝擊之可

圖 1　以離子液體 (IL)回收纖維素製程與 IL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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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Zamani等人 (2014)提出瑞典三種紡織

回收技術的碳足跡，包含：(1)品質適合的

紡織廢棄物之物質再利用；(2)使用有機溶

劑 (NMMO)從聚酯中分離出纖維素；及 (3)

聚酯之化學回收。結果顯示：廢棄物焚燒具

有最高全球溫室效應潛勢 (GWP)與初級能

源使用量 (PEU)，而物質回收程序則可得到

最佳環境效益，每噸紡織廢棄物可節省 8噸

二氧化碳當量 (CO2-eq)及可減少 164千兆焦

耳 (GJ)初級能源使用量。Angelis-Dimakis等

人 (2016)對北義大利一紡織廠進行生態效

率 (Eco-efficiency)評估，結果提出 6項創新

技術可促使紡織染整業的價值鏈升級及提供

資源效率與減少水污染排放政策，將生態效

率、環境效能及經濟加值評估之方法應用在

紡織染整業之環境管理。Hasanbeigi與Price 

(2015)回顧評估 18項可增進紡織業能源及水

使用效率、減低溫室氣體 (GHG)排放等節能

低碳新技術。土耳其Ozturk等人 (2016)則對

棉及聚酯纖維混紡織物之染色工廠，分析其

所有單元之能源與物質流、所用化學品之物

質安全資料表，提供紡織製程進行清潔生產

並評估生態效率；並從 92個最佳可行技術選

項中以多準則決策方法選擇出 22個，再計算

出對各項環境效益如 :省水、節能、減少化

學品消耗、降低廢水量、降低COD、減低

廢氣排放與固體廢棄物產生及各別回收年限

(約在 1-26個月間 )。土耳其Alay等人 (2016)

提供一紡織業綠色製造之實例，混紡聚乳酸

(PLA)、Lyocell與幾丁聚醣纖維之抗菌針織

物，有助於提升產品生物可分解性及環境友

善性，並在製造過程中減少使用許多的助劑

等。Dahlbo等人研究芬蘭內紡織及其廢棄物

之物質流，評鑑環境效益並分析相關政策改

變對紡織物回收率之影響。並將情境模擬預

測之結果、生命週期分析及對芬蘭與境外帶

來之環境效益量化，有助於紡織物回收準則

方法學之建立及提供政府相關政策制定者參

考。中國在 2009年一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循環經濟促進法」，並在紡織重鎮紹興進

行相關策略研究，以降低資源消耗、減少廢

棄物之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漢川市亦

利用循環經濟概念規劃紡織工業圈。2010年

中國紡織工業廢水排放則推估遠遠超過 100

億噸，成為中國境內最大之水污染源。台灣

紡織業之用水量屬於六大用水產業中 (化材

業、電子業、造紙業、基本金屬業、紡織

業、石油業 )之第五，其在製程用水一項遠

超過其他用水之總和 (冷卻用水、鍋爐用水、

洗滌用水、生活用水 )，因此盤查紡織業水

足跡及規劃高效率用水技術與管理為當務之

急。藉由計算資源化紡織產品之碳、水足跡

或生命週期分析，可以更清楚綠色製程之物

質流 (Materials flow)與能源流 (Energy flow)，

了解主要初始原物料與能源之使用及可能產

出點。因此發展一適合廢棄纖維、紡織、成

衣、鞋與高分子回收之績效指標系統 (KPI)，

以衡量所開發之循環化紡織材料、綠色工藝

與廢紡織品高分子加工高值化技術等之物質

流與能源流及環境之量化效益。印度 Singha

等人曾綜觀不同單位研提之永續性評估方法

包括：IChemE、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

國永續發展委員會、瑞典、德國Wuppertal 

Institute等研究單位，認為一個永續性指標必

須可包含複雜資訊 (包含經濟、環境、社會

與科技多層面 )、可量化、方便表達、可與

不同領域使用者溝通、對民眾需簡單易懂、

風險及不確定性等條件。Shen等更對人造

紡織纖維之環境衝擊，包含：生態毒性、優

養化、淡水資源之使用、土地使用等，從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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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到工廠做人造纖維大廠的Lenzing AG公司

(佔全世界五分之一 )，評估其主要生產纖維

為黏液縲縈 , Modal及天絲棉之生命週期。評

估範圍除這三類生產基地 (有在亞洲、有在

澳洲 )外，還包括傳統棉系、PET系、PP系

之合成纖維，過程涵蓋從木頭、紙漿等原物

料，使用的能源類別分為三類：可再生能

源、不可再生能源與累積能源之需求，其分

析結果可看出產品種類、生產基地之地理位

置差異性，進而給予更永續環生產的建議。

而單以碳足跡指標來作為環境永續性亦有侷

限性，因此將檢視目前已成熟的永續指標工

具，如碳足跡、水足跡、生態足跡等，應用

到各循環化纖維與高分子產品之評估與環境

績效上，期望能對纖維、紡織、成衣、鞋與

高分子產業之永續性及價值鏈能發展一更適

合之整合型指標系統。

逢甲大學研究團隊以離子液體或是DMF

混合溶劑系統，將回收T/C、CVC、T/R、

C/N、N/C、N/R織物中纖維素溶解，透過

分離、純化與再利用等程序，以無針頭式靜

電機將纖維素高分子溶液轉換為高值化環境

感測或淨化功能用多孔靜電纖維膜。多孔靜

電纖維膜的製造係採用無針頭式靜電紡絲

機，再進行化學改質或填加功能添加物，以

製作高值化重金屬淨化膜、油水分離、及

CN-感測膜之回收高值化產品，測試項目

包括有多孔靜電纖維結構型態分析、表面

積、孔徑及吸附效能分析等。更進一步合成

Marker奈米粒子，並混摻於纖維素溶液內，

以製作多孔性功能纖維膜之標誌系統，如此

多孔靜電纖維膜標誌特性 (DNA)將會永存於

纖維膜內。由於重金屬元素是難控制的污染

物，毒性大、潛伏期長、能沿食物鏈濃縮，

因此多孔靜電纖維薄膜可透過離子螯合或

吸附等作用去除廢水中重金屬，故可應用在

染整與電鍍廢水、礦業開採、金屬冶煉、金

屬加工、TFTLCD製造、印刷電路板製造及

化工廢水等廢水中重金屬物之移除。對油水

分離膜表面化性差異對油水分離膜分離效能

之影響，可藉由改變介質表面的潤濕性，改

變多孔靜電纖維膜組成、表面結構與表面化

學以調整其表面能。因此可透過多孔靜電纖

維薄膜表面能與接觸角度之差異，展現出於

水與油下之親 /疏水現象。其可應用在食用

油、石油、柴油、切削液油水分離、CNC車

床油水分離、圓筒式細篩、除油、渣、汙、

汙機用、油脂截留槽、油脂截流槽等之油水

分離。且使用後之油水分離膜回收後，以酒

精清洗，尚可再進行下一次吸油及油水分離

膜回收用。將感測用分子導入至標誌多孔靜

電纖維膜基材，以製作CN-感測膜。運用接

枝感測分子至多孔靜電纖維膜之表面，CN-

感測可藉由顏色變化、螢光變化與試紙型試

片之方式測試，故可應用在染整與電鍍廢

水、礦業開採、金屬冶煉、金屬加工製造及

化工廢水等。

合成磁性無機 /有機核殼型之標記奈米

粒子，係利用水熱合成法製備磁性CoFe2O4

粒子，再以接枝及包覆方式製成複合奈米粒

子。先以溶膠凝膠反應於表面導入胺基，再

於磁性粒子表面接枝特殊之有機分子；或於

表面以特殊高分子包覆改質磁性粒子，以形

成磁性無機 /有機核殼型複合粒子。以作為

多孔性功能膜標誌系統，係將標記奈米粒子

混摻於纖維素溶液內，再製作多孔性功能性

纖維膜之標誌系統。並以拉曼光譜、超導量

子干涉磁量儀等設備，以評估多孔性功能膜

標誌系統之產品標記特性，並建置回收再製

產品之完整產銷履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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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回收T/C、CVC、T/R、C/N、N/C、 

N/R織物中纖維素溶解後，於留下來之人造

纖維何去何從，是逢甲大學研究團隊所思考

之問題。因此聚醯胺與聚碳酸酯聚摻合技術

之導入，以增加混摻後複合材料的性能如增

加複合材料機械強度、複合可加工性、複合

材料抗酸鹼腐蝕性、環境之耐候性、複合材

料耐燃性以及降低複合材料整體成本。而

在混摻過程中，受限於高分子本身化學結

構影響，往往無法直接讓兩者有一個適當

的混摻結果，因此需要加入額外的增容劑

(Compatibilizer)來促進兩種或兩種以上高分

子間之作用力，因此可透過增容劑上不同的

官能基來與不同的高分子進行分子間作用而

達到其介面改質效果。

回收聚醯胺目前可被直接再製作為聚

醯胺纖維或塊材，回收PA料可直接以一定

比例 (通常低於 20%)與原料摻配或重製成

塑料母粒。其主要回收再製的方法有 1.利用

單、雙螺桿的剪應力，將聚醯胺與其他材料

分離出來。2.利用強鹼溶液將聚醯胺溶解為

小分子單體，純化後再進行高分子化。但是

不論用何種方法，回收聚醯胺恢復原本的

性質表現，需要經過一定的改質程序。在聚

醯胺高分子主鏈上，基於鍵能的強弱，最

容易被破壞的位置是醯基與氮原子間的共價

單鍵。若要重建此化學鍵，可利用熱力學

方法，在高溫下使其化學生成，或利用動

力學的方法，先將羰酸官能基轉化為羰基

氯，以降低碳 ~氮單鍵生成的反應活化能而

生成醯胺基團。對於聚醯胺與聚碳酸酯的混

摻利用回收的聚醯胺，更能增加本應用領域

的廣泛性與特殊性。由化學結構的角度切

入，聚醯胺與聚碳酸酯間可產生氫鍵，應

可增加兩分子間之作用力。然而，以聚醯

胺 6與聚碳酸酯為例子，考慮兩個高分子鏈

均處在直線的結構，可明顯地發現，各自的

重複單元在結構上的長度不同，所以並非每

個醯胺基與羰基之間均可形成氫鍵，而降低

了分子間的作用力。此外，芳香族與烷基間

無法產生電子間的作用力，更容易使相分離

現象的發生。因此適合的增容劑更容易產生

高分子鏈間之氫鍵、提供電子間作用力，故

可達到最佳化的混摻效果。將聚醯胺分別與

聚對苯二甲酸丁二酯 (PBT)以及聚碳酸酯進

行混摻，主鏈為苯氧基的環氧樹酯，能降低

聚醯胺與PBT以及聚碳酸酯兩相間的表面張

力，使得分散的粒徑相對變小，以達到改

善機械性質與增韌效果。環氧樹酯亦可被

應用在作為低密度聚乙烯與木薯澱粉間的

增容劑。此外具有雙酚A化學成分的環氧樹

酯，也曾被應用在作為聚醯胺與聚碳酸酯的

增容劑，其結果顯示，環氧樹酯的添加可使

得混摻後的複合材料具有較佳的機械強度與

韌度。聚醯胺產品重要用途為電器物件，如

電線護套、電纜帶、連接器、開關、繼電器

外殼、電腦零件及手工具用之握把等，阻燃

性有其一定要求。在美國電器的耐火評估

使用UL94測試，要求標定為V-0（<5s熄滅、

無燃燒滴落，或V-2（<30s熄滅，允許燃燒

滴落）。當汽車工業使用到高電壓電力系統

時，像是聚醯胺連接器等時，可能需要使用

具火焰遲滯劑之材料。聚醯胺產品阻燃性在

產品高值化有重要的分量，利用磷原子的加

入，可使得聚醯胺高分子具有更佳的阻燃效

果。磷原子的加入有兩種方法，1.在聚合的

過程中加入高分子的主鏈中；2.以懸掛基團

方式加入聚醯胺結構中。PA6亦可使用高含

量的MgO來達到防焰之目的。聚醯胺的火

焰遲滯劑 (防焰劑 )使用方法如下：多環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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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烴 (Polycyclic chlorohydrocarbon)，去氯化鈉

(Dechlorane plus) 配方可使用於低煙狀況下。

滷素防火劑通常伴隨使用三氧化銻而有加乘

效果。十溴二苯醚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主要用於PA6高分子物之防焰加工。最近發

展使用二磷酸 (Aluminum dialkyphosphinate)。

在織物纖維上有發展出使用植入式磷酸

(Phosphinate膦 )。PA織物可以使用硫脲甲醛

(Thioureaformaldehyde)樹脂之塗佈，以達到

火焰遲滯之目的。

以濕式球磨法研磨製成功能性次微米粉

體，可使微粒尺寸減小與形狀變化至粒徑

D50<0.4μm及D90<1μm，並施以分散處理

及表面電位分析，以改善紡絲效率、分散與

功能性。再將常規PBT酯粒充以氮氣急速冷

凍再磨成粉粒狀，以雙螺桿混煉機製備功能

性PBT母粒，再以回收再利用聚酯稀釋PBT

母粒，經由熔融紡絲機製成複合功能之部分

延伸絲 (POY)，再經由延伸假撚加工機製成

延伸假撚加工絲 (DTY)，以工作梭織、針織

工程用。並經由XRD與EDS分析其組成成

份、SEM觀察功能性次微米粉體在聚酯延伸

假撚加工絲內之分散狀況。並討論回收再利

用聚酯延伸假撚加工絲乾強度、乾伸度、沸

水收縮率、熱風收縮率、捲曲率 (CR%)、纖

維斷面形狀與丹尼數等性質及其圓編針織物

在吸熱與放熱量、瞬間涼感值 (Qmax)、保

溫率、抗UV與吸水高度等性質。且聚酯延

伸假撚加工絲所製作成之織物，在一小時

內輻射劑量率均不得超過原子能委員會之

規定值，而對人體健康有所危害。以雙螺

桿混煉法製作功能性涼爽抗UV之PBT母粒

及其壓昇測試，品質量化指標為功能性涼

爽抗UV母粒固含量為 15%以上，且壓昇依

據EN13900-5與ASTM D6265-98不 得 超 過

10bar/kg。經熔融紡絲機製作功能性 S/C斷

面之120d/72f聚酯POY及75d/ 72f聚酯DTY；

以圓編針織機製作回收再利用之功能性聚

酯針織物，並進行吸熱與放熱量、Qmax、

UPF、吸水高度、熱分解溫度、熔點、加工

溫度、殘留量及皮膚敏感性、PAHs有毒物

質與重金屬檢測。回收再利用功能性聚酯圓

編針織物之染色堅牢度為 4級以上，且經過

水洗 50次以上功能性與染色堅牢度均不可衰

減 20%以上；最後建置高值化再利用功能性

聚酯纖維標誌系統。

在台灣每年有過多的廢棄紡織品，這些

廢棄物即使以回收方式製作成抹布或是毛毯

等，還是大約有 30-40%的廢棄物無法再被

利用，最後只能直接燒掉或丟棄掩埋成為垃

圾，造成環境的污染。此循環經濟之思維係

處理含棉、聚酯、聚醯胺及黏液縲縈的廢棄

紡織品、成衣、棄邊、裁邊等作為生質能源

與高值化回收的原料，這是一個相當環保且

值得討論的議題。本研究除使用廢棄的纖

維、成衣、紡織品外，也使用對環境沒有汙

染的混合溶劑或離子液體，不僅將廢棄的纖

維、成衣、紡織品與鞋類等全部回收，使廢

棄物變成新的能源與原物料，還因為回收而

減少了焚燒所帶來的CO2排放量，尤其是在

目前天然資源有限的狀況下，開發新的替代

能源與原物料才是解決的根本之道，因我國

的地理環境不適合發展地熱能與風力能且無

原物料資源，不僅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更能

解決台灣產業能源與原物料短缺的問題。由

於民眾廢棄物回收的意識漸受重視，甚至能

將台灣這項環保技術推廣於全球環保組織，

使得全球能更加認識台灣對纖維廢棄物高值

化回收再利用所盡之心力與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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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逢甲大學多年來深耕紡織、功能性纖

維、高分子、複合材料、環境污染科技及清

潔生產等之教學與研究，近年來獲產業界肯

定，並在技術授權與各項產學合作績效表現

卓越，為校內跨學院材化纖領域之教研亮

點。研究團隊基厚積多年來之產學研能量，

將過去紡織業取用天然資源及能源之「線性

經濟」模式，研究符合「循環經濟」模式之綠

色技術創新提供傳統產業升級，以建置可循

環利用之纖維標誌系統及回收纖維素、聚酯

與尼龍纖維為主，並以高值化再利用纖維紡

織成衣與高分子的製程暨技術開發為主軸，

依照國家政策與未來應用面之發展趨勢規劃

有下列研究主題：

1. 建立以離子液體回收纖維素之高值化再利 

用與其標誌系統，回收T/C、CVC、T/R、 

C/N、N/C、N/R織物或成衣中之棉、

縲縈、纖維素、聚酯與尼龍纖維，並建

置標誌系統以作為回收纖維之標誌基

因 (Marker DNA in the Cellulose, Polyester, 

Polyamide Fiber)。

2. 運用MARKER系統觀念如化學光譜分

析中之特徵標記或是DNA (Designated 

Numbering Algorism)建置紡織及高分子廢

棄物鑑定可回收之系統，並能依此特徵

標記迅速辨識纖維紡織成衣及高分子廢

棄物。

3. 以離子液體或是DMF混合溶劑系統，將

回收纖維素混紡織物中纖維素溶解，透過

分離、純化與再利用等程序，以無針頭式

靜電機將纖維素高分子溶液轉換作為高值

化重金屬淨化膜、油水分離、及CN-感測

膜等回收高值化產品

4. 回收之聚酯、尼龍與添加功能粉體後，經分

散、改質、精選及鏈延長劑等加工處理後 

，可用於射出成形、擠壓成型、熔融紡絲、

薄膜加工與複合材料等用途之切片。所開

發創新技術，不僅可回收再利用原紡織製

程中廢邊、不良品、下腳料及廢棄成衣等

資源外，更研發高質化之功能性纖維原料

製程，進而推廣各種不同纖維材料暨紡織

與染整加工技術與成品至相關產業應用。

5. 探索回收再利用後之新功能性纖維材料未

來發展契機，包括多項潛在的應用領域：

其他纖維素材質之再利用、重金屬吸附去

除、油水分離、CN-感測膜、水與空氣過

濾、功能性纖維製品、保健性護具、寢具

與鞋用纖維製品等。

此多樣化、高附加價值化與多重功能性

纖維材料研究主題，配合本校既有之「機能

性纖維與材料產業發展聯盟」，推廣高值化

循環再生材料與技術應用於國內纖維相關產

業，以強化纖維、紡織、成衣、鞋與高分子

之產業國際競爭力與附加價值力，並達成循

環化之經濟模式與永續環境之目標。

嚴肅是一種病。想要「從心笑起」需具備： (一 )遊戲的心情  (二 )包容的胸懷  
(三 )幽默的態度。每天早晨對和我們會面的熟人真情一笑；對和我們錯身而過

的陌生人點頭微笑；也許拯救社會就是從這裡做起呢！「人生已經夠苦了，能

夠帶給別人歡笑，是一件好事。」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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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壓縮空氣
系統節能改善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能源商務部 經理

淡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博士

郭維仁

工廠基本所使用到的動力設備會由兩個

動力源來提供，一個是利用電源輸入到動力

設備來轉動或是傳動設備，如電動馬達；另

一個則是透過氣壓源來驅動氣動設備做動，

如氣壓缸或電磁閥等氣動元件。也因此，壓

縮空氣的使用成為每一座工廠必須使用到的

動力來源。

我國為了力行節能減碳，經濟部於 2014

年 8月發佈產業參與全民節電 2015~2019年

能源大用戶「平均年節電率」應達 1％以上的

要求。要求 800瓩以上的能源大用戶進行節

電節能，如未達到要求者，政府將依「能源

管理法」要求限期改善，如限期未改善者，

則可能會被處以罰鍰。

 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3能源查核研

究計畫結果，工業部門用電佔全國總用電

的 53.88％。紡織業佔工業部門用電約 4.2％，

55.6億度電。在紡織業電能平衡圖中顯示空

壓機的用電能佔了 17.31％，約 9.6億度電；

僅次於製程動力用電能的 58.93％，約 32.8億

度電。由此可知，壓縮空氣系統用電比例相

對於紡織業的用電能而言是比較高的。在既

有的壓縮空氣系統上面進行節能改善，除了

可以有效提高壓縮空氣系統的使用效率外，

也可以達到節電節能的要求。而撰寫本文的

主要目的，便是希望提供在既有壓縮空氣系

統的使用上，有哪些節能改善的機會與方法

可以提高系統的使用效率。

所謂壓縮空氣系統是由空氣壓縮機、過

濾器、乾燥機、儲氣桶、管路及管路上的閥

件…等所組合而成。因此，在討論壓縮空氣

系統節能的時候，應該全面性的來檢視系統

內的相關設備與配置，而非單獨討論空壓機

的效能。以下便分別敘述壓縮空氣系統節能

改善的機會點與方法。

一、安裝位置

當購置系統內的相關設備後，首先要做

的便是將設備安裝與定位。現場環境的溫、

濕度及大氣壓力會影響到空壓機的效能。所

以在設備安裝定位的時候，要避免未來空壓

機操作時，吸入乾燥機所排出來的熱風。

設備安裝定位時，要保留未來的維修保養

空間，以避免空間不足維保不易。在用氣端的

部分，對於少部分的高壓力使用點，建議增設

增壓機；對於高用氣量的使用點，建議在使用

設備旁增設二次儲氣桶作為緩衝使用，以避免

系統瞬間壓力降太大而造成其他設備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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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房通風

空壓機在空氣被壓縮的過程中，壓縮機

的機體本身會產生高溫，驅動壓縮機機體的

電機也會發熱產生機殼內空氣溫度的變化。

而這些熱都必須被適當的引導到戶外，否則

在壓縮機內部的溫度越來越高，這會使得壓

縮機進氣溫度升高，導致排氣溫度過高而異

常跳機。所以散熱導風罩的設計，要盡量避

免導風罩的管徑太小，壓降太大的問題。

另外，氣冷式的空壓機需要透過環境的

空氣來進行降溫冷卻。如果環境空氣溫度

高，相對的空壓機機體的排氣溫度也會跟著

提高，最終出口的壓縮空氣溫度也會跟著升

高。除了對空壓機本身的效率有影響外，高

排氣溫度也會造成後處理設備的負擔加重，

整體而言會減低了壓縮空氣系統的效率。

三、冷卻系統

氣冷式空壓機是利用環境空氣溫度來進

行降溫冷卻潤滑油溫及壓縮空氣溫度。所以

環境溫度對氣冷式空壓機的效能有影響。水

冷式空壓機則是利用冷却水來對潤滑油及壓

縮空氣進行冷卻。冷却水的水質會影響到冷

卻器的熱交換效率。當冷却水的鈣硬度、懸

浮粒濃度高則容易在冷卻器上產生水垢直接

影響到冷卻器的熱交換效率。太酸或太鹼的

水質會對金屬產生腐蝕性，導致冷卻器異

常，這些都是冷卻系統要注意的事項。

四、空壓機的控制方式

 一般工廠壓縮空氣系統會由多部的空壓

機形成一個空壓機群在運轉使用。因此，我們

必須將空壓機群中的空壓機區分為基礎負載空

壓機與變動負載空壓機。所謂基礎負載空壓機

指的是空壓機在運轉過程中都是滿載運轉操

作，沒有所謂的容調、變頻及空重車的操作

模式。而變動負載空壓機指的是該空壓機會

依系統用氣需求量，藉由容調、變頻或空重

車的操作模式提供系統所需求的風量。

在空壓機群的負載管理模式中，變動負

載空壓機（容調、變頻、空重車操作模式）

只需要一部即可，其餘的空壓機均設定為基

礎負載空壓機。當系統用氣量少的時候，先

啟動變動負載空壓機。隨著用氣量的增加，

慢慢一部一部的開啟基礎負載空壓機。如此

一來可以減少空壓機空車運轉的機會。在此

建議，當開啟基礎負載空壓機時，效率好的

空壓機先開啟使用，效率差的空壓機最後在

使用。因為，如果一開始使用的基礎負載空

壓機是效率比較差的空壓機時，隨著系統用

氣量的增加，這部效率差的空壓機還持續在

運轉使用。因此，效率差的空壓機不停的浪

費電能。

五、空壓機保養與效率

空壓機的使用效率是逐年遞減。對於空

壓機的使用效率應該每年進行檢測。當發現

空壓機的效率已經衰退超過 20％以上，建議

進行機體的大保養或是做汰舊換新的評估。

去年底 105年 12月 30日，經濟部公布了「動

力與公用設備補助作業」，對於通過效率檢

測的高能效的空壓機、風機、泵都有相關的

補助辦法，讀者可以參考最後的補充說明，

或是前往官網http://www.mdss.org.tw 查詢。

冷卻器建議每年作一次檢查與清洗。如

前面冷卻系統所述，當冷卻器因水垢或這是

油漬灰塵而影響到熱交換器效率時，整體的

效率會下降，且可能會無法滿足對空氣品質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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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後處理設備的要求

精密過濾器建議安裝無耗氣式自動却水

器，排水而不排氣。同時應注意精密過濾器

的壓力降不應超過 0.3kg/cm2g。因為每 1kg/

cm2g的壓力降，會多浪費6~8%的耗能。

乾燥機要注意壓力降的問題，冷凍式乾

燥機壓力降以不超過 0.3kg/cm2，吸附式乾燥

機壓力降以不超過 0.5kg/cm2為準。另外吸

附式乾燥機再生所需要乾燥空氣的量越少越

少，以減少壓縮空氣的損失。另外在挑選吸

附式乾燥機的時候，壓力露點的選擇是否合

宜也應該考量。

七、儲氣桶

一般儲氣桶的設置大小約為空壓機系統

總風量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設置太小的

儲氣桶會導致空重車頻繁，設置太大的儲氣

桶會導致充氣時間太慢。因此，適當大小儲

氣桶的設置對於壓縮空氣系統壓力的穩定是

很重要的。此外，儲氣桶下方也建議裝設無

耗氣式自動却水器，排水而不排氣，減少壓

縮空氣的浪費。

八、管路佈置、洩漏、壓力降

 當在設計管路尺寸的時候，是否以目標

壓力降來選擇適當的大小。管路尺寸設計太

小，會導致系統壓力降過大而耗能；而管路

尺寸設計大，配管安裝的購置成本就高。但

是在考量未來的操作成本及能源的浪費，管

路尺寸放大設計是可以減少耗能的。

 另外在使用端的管路安裝形式，務必採

用環狀管路設計，以避免管路末端發生壓力

不足會空氣量不足的問題。

九、廢熱回收

壓縮空氣的過程，只有 10~20％的電能

是拿來產生壓力的，有 80~90％的電能都轉

換成熱能散失在環境中。因此，如何有效的

將這些浪費在環境中的熱能回收，節能效益

其實是很大的。

以為油螺旋式空壓機為例，機體的排氣

溫度約在 80~95度C。之後透過水冷式或氣

冷式的後部冷卻器將高溫的壓縮空氣進行冷

卻至 40度C以下。如果用戶使用的是水冷式

的後部冷卻器，便可以加裝空壓機廢熱回收

系統，把潤滑油的油溫及機體出口壓縮空氣

的溫度跟冷却水的溫度進行熱交換。降低了

潤滑油跟壓縮空氣的溫度，提升了冷却水的

水溫。只要透過適當的設計，冷却水的水溫

可以提升到 80度C，甚至更高的溫度。而這

高溫的熱水可以應用在鍋爐的飼水預熱，或

者是拿來用作員工洗澡，或是餐廳碗盤洗滌

使用，這可以減少石化燃料的使用，也可以

達到減碳的效果。

另外，空壓機廢熱回收系統所提供的高

溫熱水也可以提供給染整業對於高溫熱水的

需求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使用。政府今年也提

供了廢熱與廢冷回收技術示範應用專案補

助。有需要的讀者也可前往官網查詢。

 總結

地球只有一個，而「節能減碳」已不再

是個口號，而是一個全世界各國正在執行的

工作。為了地球的永續生存與發展，企業應

該發揮其對社會的企業責任，共同為我們生

存的地球貢獻一份力量，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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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與公用設備補助作業要點」補充說明：

（正確內容以中華民國105 年12 月30 日，經濟部 經能字第

10503823410號令為准）

( 一) 補助對象：

1. 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

2. 依法設立之公法人

3.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醫療機構

( 二) 補助產品：

於能源局公告補助購買期間內所購置合

於下列條件之空氣壓縮機、風機及泵，且已

內含電動機之完整產品。

1. 空氣壓縮機、風機及泵之能源效率要求及

能源效率標示應符合規範，且登錄備查於

能源局所設「動力及公用設備補助產品系

統」。

2. 電動機之能源效率應達 IE3以上等級，且

應依「低壓三相鼠龍型感應電動機能源

效率基準、效率標示及檢查方式」相關規

定，登錄備查於能源局所設「容許耗用能

源效率基準管理系統」。

3. 屬新品設備。

( 三) 補助金額：（以空氣壓縮機為例）

1. 依下表補助基準規定計算每台補助金額：

空

氣

壓

縮

機

補助基準：7.5kW至37kW

空氣壓縮機 (d=-5)

(加裝可變速裝置 )

4000(元/kW)

 (4800 (元/kW))

空氣壓縮機 (d=-15)

(加裝可變速裝置 )

2500(元/kW)

 (3000 (元/kW))

2. 補助上限及加成規定：

(1) 同一補助對象同一年度補助金額，以

新台幣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但補助

對象屬年營業額新台幣一億元以上者，

以新台幣一千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2)補助對象屬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規
定之中小企業者，其補助金額依補助

基準乘以一點二倍。

( 四) 補助購買及受理申請期間

由能源局視年度預算每年公告補助購買

及受理申請期間；預算經費用罄時，能源局

得公告提前終止補助。

動力與公用設備空氣壓縮機補助適用範圍：

( 一) 係指額定頻率 60赫茲 (Hz)、出口壓力
在 7~14±0.5 kgf/cm2之容積式空氣壓縮

機，包括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

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及活塞式空

氣壓縮機，說明如下：

1. 固定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

(1) 額定功率7.5kW/10HP至110kW/150HP

(2) 壓縮機係藉由一個或幾個轉子週期性
地轉動，壓縮常壓氣體產生能量，並

有油注入殼體，該空氣壓縮機沒有配

置可變轉速的裝置。

2. 可變轉速迴轉式空氣壓縮機

(1) 額定功率7.5kW/10HP至150kW/200HP

(2) 壓縮機係藉由一個或幾個轉子週期性
地轉動，壓縮常壓氣體產生能量，並

有油注入殼體，該空氣壓縮機配置有

可變轉速的裝置。

3. 活塞式空氣壓縮機：

(1) 額定功率7.5kW/10HP至22kW/30HP

(2) 壓縮機係藉由有油潤滑之氣壓缸的活 

塞往復運動，壓縮常壓氣體產生能量。

( 二) 除外項目：

1. 用於處理有毒氣體之空氣壓縮機。

2. 使用於有潛在爆炸環境的空氣壓縮機。

3. 空氣壓縮機入口空氣溫度高於 100℃或低
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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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看見世界
設計思考的管理應用

中國生產力中心 知識分享與客服中心主任 陳錫鈞

一、 設計思考 - 不是只有研發人員才需要的思維方式

設計思考是由 IDEO的總裁 Tim Brown所提出的一種設計理念，其強調以人的行為與情境為

基礎的創新思考方式，包含了人的需求、技術可支持性與商業上的可實踐性。這個思維方式進

來常被用在各種商品或服務的創新研發上，在其理念下發展出許多創意引導方法，讓研發人員

或產品設計者，可以從對人生活的觀察，來進行有價值的創新活動。也因為這樣的特質，讓人

只注意到了這種思維方式在產品創新研發的應用，而忽略了其可以應用在很多其他領域；談到

設計思考，管理者們會想到的是「趕快派公司的研發或設計人員去學一學」，可是往往，學回

來的人發現很難在公司中實踐，因為有效的設計思考實踐情境，是一個組織全員能通力支持、

瞭解設計思考運作思維的方式的企業環境。所以真正該瞭解設計思考的是「組織的高層管理

者」，因為其才有讓組織變成這樣的能力。

本文並非是強調設計思考的種種好處，進而要您去學習的勸誘文，而是從設計思考的延伸

應用面談起，從該概念的本質，引導您在企業內部如何建立一個「具備妥善溝通機能」的組織；

對外，則從生態系的角度，引導管理者建構一個「見樹又見林」的生態系策略觀。最後一段，

則是建議您可以開始培養的一些設計思考習慣。讓您不用學習太多創新手法，也可讓這個思考

方式對管理作為產生幫助。

二、 設計思考的組織管理應用

設計思考的核心是人，但應用在管理上並非單純的去作傳統意義上的「人性管理」，而是

要讓整個組織都具備「思考能力」，特別是未來管理者們所要面對的複雜與快速變動管理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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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不能只有一兩個人具備觀察與反映問題的能力，而是要整個組織的每一個員工，至少，大

部分的原員工，能用類似的方式在思考，而這需要「好的組織管理作為設計」。我們來看一個

例子，在「設計思考之第一現場」這一本書中，提到很多企業如何實踐設計思考的實踐案例，

其中一個案例是日本山葉公司用設計思考來進行創新產品規劃的案例，當時企業中一直存在著

研發設計人員和製作人員的認知落差問題，導致產品開發困難。因為研發人員所注重的「設計

質感、音色」等抽象詞彙無法讓製作部門知道。終於透過當時一名主導人員，透過設計思考的

圖像引導與開放式討論，最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案例看似在講一個創新概念的推動進程，而

事實上其所進行的是用設計思考改變組織內部的「溝通行為」，促使內部營運流程更為順暢。

從一個管理者的認知角度來說，該注意的是這名引導者「把研發與製造部門人拉近小組，

並把公司決策層也進入組織」這樣氛圍與組織認同營造作法；「把設計思考小組，擴張成所有

部門都要參加」的影響力擴散作為，以及最後「透過公司內部成果展示，並獲得董事會成員對

產出認可」的專案成果認同感取得設計。這些關鍵作為，讓設計思維先在組織中被高層認同，

然後讓一部分的人「有設計思考的共同語言」，再讓這樣的溝通能力擴散到全公司，最終，還

要讓這些成果被認同，同時取得持續走下去的資源。這些推動過程中的「管理作為」才是一個

管理人該著眼的焦點，至於其中創新手法的帶動，大可交給其他專家或講師來執行。

這個案例除了看出「可用設計管理促進組織溝通」這個點，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引領者

在這個過程中，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引領者，而是與所有成員一路參與，一路修正機制的參與

者。最近由英國企管大師 丹娜．左哈所提倡的「量子管理學」中也提到「主管要從過去作為引

領的燈塔型角色，轉變成以服務為主的協助型角色」，設計思考就是讓管理者能從「人的溝通

觀點」，扮演一個組織溝通潤滑的服務角色，體貼各種職位角的工作需求，但「別直接去做溝

通工作，而是設計溝通機制」，畢竟管理者的核心是管理，而非親身去執行特定業務。

三、 設計思考的策略應用

當擬訂企業的對外競爭策略時，最該注意的是所處生態系中的各種「關係」，傳統意義上

的市場定位，其實是企業顧客、競爭者、潛在競爭者之間的一種動態關係。而設計思考，特別

能幫管理者處理「企業與顧客」的關係。如果一個管理者熟稔設計思考的流程，就會發現很多

時候，你必須去想像各種顧客所處的情境；而這些情境又得放入真實的社會情境中去想像，當

你把這件事情做久了，就會習慣用同理心來揣摩顧客心境，進而開發期需要的產品或服務；但

是，如果只做到這個地步，那是研發人員的工作，身為一個管理者，要能更進一步培養「生態

系環境的視野高度」。

何謂「生態系環境的視野高度」，這指的是對企業處經營環境中，各種角色關係的動向預

測能力，生態系基本上也是由人組成的一個環境，和個體觀察不同的點在於生態系中的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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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一種社會集體互動，由人組成的種種象徵性團體，在生態系中演化各種互動關係，企業

是一個集體，消費者也可視為具有不同特徵的集體。管理者要能分辨這些集體的特徵以及其互

動邏輯，才能做好預測工作。而所謂的高度，就是在生態系中，能觀察、理解與掌握的涵蓋程

度。設計思考在這其間的作用，就是讓管理人可以用「人本、創新與需求實踐最佳化的視角」

去挖掘這個「與人行為相似，卻又有差異的」生態系關係。

設計思考之第一現場一書中有另一個案例可以詮釋這個應用，以輪胎聞名的普力斯通公

司，也曾利用設計思考來進行經營的多角化規劃，此案例中其以高爾夫球玩家為目標族群設

計新產品，過程中可以看到球桿、球袋甚至衣著都是曾被提出的方案，但最終卻是以過程中

最少被提及的球鞋為定案。其關鍵點就是書中被淺淺帶過的「策略考量」，在本案例中各種由

設計思維所之稱的顧客體驗設計方案都有其被支持的理由，但這是「設計人員的視角」，管理

者要加入「公司的優勢轉化為顧客利基、產品的現有市場狀況、公司的產製能力…」等來自於

管理者所看到的「生態系中企業與其他集體的相對關係」，進而決定策略。這與過去看各種報

表與市場分析數據不同的地方，在於管理者能把這些資料想像成一群人在互動，然後決定企

業該採取哪種行動來得到預期的互動結果。

四、 管理者的「設計思考」能力培養

不管是對內或對外應用，設計思考的起點都是「對人的行為觀察與內心感受之想像」；管

理者可能長期著眼於大局觀，習慣「巨觀式」的大層面事務觀點，但面對設計思考的「人本」需

求，管理者要能培養從小處出發，挖掘人與環境的種種脈絡關係之能力。在最近出版的「小數

據獵人」一書中有一個例子。樂高公司用龐大的市場數據與使用者回饋資料，堆積出「積木要

安全、友善、好玩」的結論，便以此作為商品開發走向，但經過種種大數據分析，顯示目前此

走向無法被下一個世代的顧客接受。直到有一次，其研發人員到一個小男孩家中，問它覺得最

讓它驕傲的東西是什麼，小男孩指著一雙模的很舊的球鞋；原來這雙球鞋陪著他磨練出讓同儕

都羨慕的滑板技術。樂高透過這個點發現原來會被重視的東西，是自身努力突破之後所得到的

成就感，因此推論「挑戰與達人精神」可能是突破點，所以後來樂高就出了需多精緻型的積木

組合，把積木當成一門可以發展成達人的技藝。

對管理者而言，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從小地方，從人內心與社會互動觀點，發現對「所設想

集體」（案例中那些追求達人精神的人）有價值的服務切入點。培養方法可以從「社會情境建構」

練習起，這個方法是設計師進行使用者體驗模擬所採用的手法，但對管理者而言，所模擬的不

只如此，除了從個體體驗出發之外，還要能想像社會集體的體驗與將產生的變化。日常生活中

的每一個點，都可以是練習的起點，先會仔細觀察，找尋行為線索，再透過交談理解其心中的

價值感受；讓自身如同設計師一般的思考，再把這種思考方式，納入平常進行決策的巨觀思考

架構，當有一天你發現，各種資料或報表，在你腦中會化成各種行為動態圖象時，就是已經將

設計思考內化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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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機能服飾時尚旋風
Function Sport Wear Fashion trend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產品部 林詩苹

一、 前言

Active Performance活動機能表現為運動機能服飾產品的基本考量下，運動機能服飾產品的

時尚化與多樣化，隨著女性運動人口的增加逐漸加速，而各品牌爭先著手獨特創意的運動機能

服飾開發。在與生活型態的結合趨勢下，觀看目前運動機能服飾的時尚動向。

二、 Next to skin

（一）Fitness wear

Stella McCartney於美國洛杉磯發表的，新一季2017 Adidas春夏系列，不改複雜有型的剪裁，

並以漸層 logo印花帶出精品服飾品牌般時尚感（參見圖1）。

C9 champion為美國百年運動服飾品牌Champion，於美國第五大連鎖量販店Target的創立的

機能運動服飾品牌，主打Fitness Wear愛好族群，多採用全面以及局部印花貼條，呈現其時尚設

計變化；另一種時尚設計手法，運用於女性上衣的機能區，背部透氣簍空的時尚化，慣用於義

大利NO KA'OI的瑜伽服飾（參見圖2）。

圖 1　Adidas Stella McCartney 2017春夏系列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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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時尚的Fitness wear品牌，Carbon38

以綁風格帶入局部腿部以及手臂等區域設

計，保留少女對於芭雷的夢想。Koral透過複
雜的時尚剪裁以及網布搭配，增添不少運動

時的美麗優雅感（參見圖3）。

圖 2　（左）C9 champion運動服飾、（右）NO KA'OI瑜伽服飾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1

圖 3　（左）Carbon38 綁帶風運動服飾系列、Koral
瑜珈運動服飾系列

（二）Compression Wear

兼備功能和時尚設計的CW-X是日本華
歌爾公司（Wacoal Corp）在 1991年創立，訴
求高科技機能運動服飾的品牌。結合 taping

機能概念，具保持體力和矯正姿勢的效果，

其時時尚設計手法整理如表1：

表 1　CW-X各產品系列時尚設計手法

產品

系列
服飾圖

時尚設計

手法

製成方式

（材料）

經典

款
 

透過車縫

線的顏色

設計變化

機能區以

壓縫方式

達到緊縮

效果

無縫

印花

膠款

 
透過印花

膠設計變

化

機能區以

印花膠方

式達到緊

縮效果

時尚

印花

款

 
透過印花

布圖案設

計變化

機能區以

壓縫或印

花膠方式

達到緊縮

效果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3，紡織綜合所 整理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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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uter

（一）Sporty Hoody

面對近年來氣候變遷劇烈 ,即便於城市

的日常活動或休閒活動，加拿大運動休閒服

裝品牌Orage，著重服裝的保暖快乾機能，

並以勇於嘗試機能服飾的設計風格聞名，嘗

試民族元素的導入，用色時尚跳脫一般戶外

用色感（參見圖4）。

（二）Luxury Fashion style

機能服飾的時尚於配布以及副料的色彩

搭配上呈現華麗運動風。以多層設計、輕

量，保有時裝的合身剪裁技術。可於法國

運動時尚品牌Rossignol及德國運動時尚品牌
Bogner都可看到這樣的趨勢（參見圖6）。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4

圖 4　Orage運動機能服飾產品   

義大利時尚瑜伽運動服飾品牌NO 

KA'OI，全新定義對於城市活動的連帽外套，

以獨特的領口細節，和多層次設計，完美地

結合美麗和功能的簡約時尚（參見圖5）。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1

圖 5　義大利品牌 NO KA'OI運動機能服飾產品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5

圖 6　（左）Rossignol 運 動 機 能 服 飾 產 品、（右）

Bogner運動機能服飾產品

國際知名品牌 FENDI，對於著重運動機

能的滑雪服，賦予時尚潮流風格，其印花不

失既有的奢華時尚感，於滑雪板也整體時尚

搭配，於雪地中增添不少華麗炫風。

圖 7　（左）Rossignol 運 動 機 能 服 飾 產 品、（右）

Bogner運動機能服飾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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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ulti-layer sport wear fashion

運動服飾多層，除了穿著舒適係統考量，更為時尚

穿搭的手法。跳脫多以黑底搭配原色系線條經典運動

風，整體穿著搭配強調多層次，其中以印花流行款帶出

休閒時尚風味。如日本國民運動品牌ASICS，相對其他

品牌服裝，大量採用多彩的素面以及印花流行搭配，提

升其時尚指數（參見圖6）。

資料來源：同參考文獻 3

圖 8　ASICS運動服飾時尚穿搭

五、結語

在各類服飾產品充斥的時代，品牌除了注重其產品

的品質與獨特性，更強調設計與未來生活型態的呈現。

女性運動休閒人口的成長為主要市場趨勢，加速運動時

尚的導入，而設計與流行是一種生活態度，設計的原創

性更是服裝產業發展的重要元素。

參考文獻

1. WWD digital daily。

2. Carbon38官方網站、Koral官方網站。

3. CW-X官方網站、ASICS官方網站。

4. Orange官方網站。

5. Rossignol官方網站、Bogner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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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屆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
報導 (一 )

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 陳進來博士 摘要整理

 ▲ 臺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理事長羅忠祐（左）、義

大 利 紡 織 機 械 聯 合 會

（簡稱 ACIMIT）副會長

Alex Zucchi（右）於會場

合影

一、前言 : 

第 11屆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 3月 22

日、23日二天在臺北科技大學舉行，以「智
慧製造與環保」為議題，共有來自荷蘭、義

大利、德國、以色列、日本、馬來西亞、美

國、比利時及台灣等 9國頂尖機構及企業，
提供近 20場的國際技術與商業合作方案，並
舉辦一對一商機媒合會，邀請荷蘭、義大

利、日本等國專業學者來台，介紹該國紡織

業者在智慧製造及環保方面的成果，為提供

絲織公會旗下會員廠了解各項技術及產品，

本文謹以系列報導方式將各項技術內容整理

刊登以提供會員廠參考。

二、打造國際技術對接平台

邁入第 11屆的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
會近年來產業用紡織品產值翻倍成長，顯示

台灣紡織業正朝向「高值化產業用紡織品轉

型」，產業用紡織品將成為守護台灣紡織產

業的最佳利器，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

長羅忠祐表示：「台灣紡織產業因受制於國

際經貿趨勢的嚴峻挑戰，近 10年國內產值

從 5,000億元下滑到 4,000億元，少掉的 1,000

億元或許可以從東南亞等海外布局賺回來，

但這些年產業用紡織品產值卻翻倍成長超過

1,300億元，顯示台灣紡織業正朝向高值化產

業用紡織品轉型，證明產業用紡織品不僅成

功克服國際趨勢挑戰，同時成為守護台灣紡

織產業的最佳利器」。

羅理事長呼籲業界「要把路做大、做

寬、坐穩就好了」，意思就是「眼光要放

大」，因為台灣企業無法單打獨鬥進入國際

市場，需要與國際夥伴一起合作，彼此優勢

互補，締造雙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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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析「做寬是要結伴同行」，即上、

中、下游及跨領域業者必須結盟與整合，而

「坐穩則指踏實而行」，由於產業用紡織品

不強調流行與風潮，但重視解決方案和規格

應用，產品壽命長，市場寬闊，可謂包羅萬

象，各行各業無所不在。

三、以智能結合環保為機能性紡織品加值

台灣已成為全球機能性紡織品最佳供

應 來 源 (Taiwan, The Best Source for Functional 

Textiles)領先地位，並在國際機能性紡織品

市場建立第一印象 (Think Functional Textiles, 

Think Taiwan)，在不可抗拒的綠色環保潮流
席捲全球年代，紡織業致力於履行節能減

碳、保護環境的企業社會責任，成功塑造台

灣成為最值得信賴的環保紡織品採購來源 
(Taiwan, The Most Reliable Source for Ecological 
Textiles)，本屆研討會特別邀請荷蘭經濟暨
投資辦事處代表紀維德 (Mr.GuyWittich)向與
會代表分享循環經濟創新思維與具體作法，

期讓綠色環保與經濟發展共同推進。時至今

日，在智慧型紡織品與智慧製造蓬勃發展及

因應大數據時代來臨之際，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產業服務部鄭凱方副主任特別以電商大

數據探討紡織產業發展方向、產品部智慧紡

織品組沈乾龍組長則完整勾勒出智慧紡織品

的大未來，兩天近二十場的演講單元充分迎

合「智慧製造與環保」的會議主題，也帶動

紡織業朝向智能結合環保為機能性紡織品加

值的發展趨勢。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李貴琪所長於開幕

致詞時指出：「台灣紡織品出口金額超過進

口金額 3倍，是全球最重要的戶外與運動用
機能性布料的供應重鎮，近年產業用紡織品

蓬勃發展，台灣仍然是國際紡織經貿市場上

極為重要的夥伴，為要提升國際競爭力，必

需提高國際合作的質與量，並且翻轉內部的

能量，台灣內需市場不足，企業規模也無法

與國際品牌相抗衡，未來的道路，只有走向

「菁英策略」，尤其要把台灣當作一個共同的

企業經營來打團體戰」。

過去引以為傲的紡織品「機能性」，面

對國際競爭者崛起後，差異化已逐漸縮小，

近年來透過「環保加值」，得以延續產業競爭

力，未來被動的機能已無法完全滿足生活上對

主動機能的需要，所以進一步的科技研發，就

需要「智能或智慧化」等跨領域技術來加值 。

四、各項先進技術迎合台灣產業需求

本屆研討會各國企業及專家議題內容也

十分精彩，有義大利紡織機械聯合會副會

長Alex Zucchi帶領旗下 7家會員廠來台，主

攻「智慧製造」的紡織機械全系統技術解決

方案，眾所周知，義大利紡織機械製造商提

供從纖維、紡紗、織布、染整、成衣及檢測

等全系列紡織生產設備，每年產值達 25億歐

元，產品八成以上外銷到全球 130個國家，

包含C.P.S.公司提供自動化紗線改善計畫，

並可為客戶量身改造設備，GALVANIN則以

節能、減碳、省力的全自動染整生產系統為

主軸，Ferraro公司訴求一機多功的智慧化生

產設備，來實踐高效率智慧生產，Pentek以

風力驅動的柔布機備受業者青睞，Bianco則

介紹自動化低張力圓編剖布機、X光線上碼

重量檢測設備及高壓蒸氣除油汙技術，Color 

Service推出染整廠智慧化對色及中央管理系

統，以色列最大軍事工業Elbit System集團旗

下Elbit Vision System（EVS）子公司推出每分

鐘 60~100公尺高速光學視覺檢測系統，可有

效解決紡織品布面瑕疵檢驗問題，日本Kisco

以數十年電子化學品及材料開發經驗，提供

各種發展智慧型或產業用紡織品所需的關鍵



N O . 1 0 0
53

特別報導

材料，謹將 20家企業相關技術摘要報導如

下，再於後續系列報導中將詳細技術內容完

整敘述，提供絲織公會業者代表參考。

( 一 ) 德國 STOLL  www.stoll.com

執世界橫編針織機品牌牛耳的德國 Stoll

在毛衣織造扮演重要角色，從毛衣演進至醫

療護具再到醫用繃帶、汽車座墊鞋材與家用

紡織品可謂應有盡有，值得一提的是，近期

應用纖維複合材料立體編織技術生產輕量防

護頭盔、壓力外套與壓力容器都是由 Stoll的

針織機所織造基材再進一步應用的新商品，

未來結合金屬導電纖維與彈性材料織造穿戴

型智慧紡織品的技術將是 Stoll織機的強項，

另一方面，一體成型應用的鞋材及工業用材

料亦將是 Stoll另一項強大應用，誠如絲織公

會理事長戴宏怡所言：「一體成型鞋材可以

減少鞋廠生產線用人數量，對鞋廠而言是革

命性發展，確實是未來智慧生產主流」。連

續兩天參與此屆研討會關注產業用織物已久

的富勝紡織公司柯漢哲董事長指出：「Stoll

橫編機在醫療用、汽車用及特殊安全防護用

紡織品的經驗，提供台灣業者在一體成形織

物、智慧型紡織品等全球最新紡織品的織造

系統，研討會確實已經成為打造國際技術交

流的最佳平台」。

( 二 ) 荷蘭 Life-sense Lifesense-group.com

專攻智慧紡織品研發與銷售的荷蘭

LifeSense集團此屆研討會介紹改善尿失禁的

智慧紡織品解決方案，提供的智慧型內褲內

含感測器來收集穿著者的漏尿訊號，再經由

雲端運算及大數據分析引起尿失禁的可能原

因，並採取線上APP訓練軟體有效改善使用

者以自我體能鍛鍊來改善漏尿情形，此一穿

戴科技產品已在歐盟及日本販售誠如從事醫

療保健通路產品多年的天贈公司蔡阿美執行

長所言：「現有改善婦女尿失禁的技術已經

成熟，未來朝向「銀髮族」與「嬰幼兒」產品

發展潛力無限」。以竹碳力品牌行銷美國內

衣褲市場頗有斬獲的富勝紡織公司柯漢哲董

事長明確指出：「結合LifeSense漏尿感測器

及線上APP，擴充竹碳力品牌智慧型內褲產

品線，達到雙方一加一大於二的雙贏模式，

是這次參加媒合會最大的收穫」。

 ▲ 第 11屆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出席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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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荷蘭 4-Options Studio	www.4-options.nl

荷蘭 4-Options Studio設計工作室，多年
來已參與許多國際著名品牌商品企劃、設計

與行銷案，從荷蘭設計之都帶來歐洲最前線

的流行趨勢，來台提供台灣紡織業者在時

尚、機能與環保基礎下導入智慧型紡織品的

開發，誠如從事服裝布料開發多年的葉懿慧

設計師指出：「透過國際專業設計師的參與

加速產品上市，對公司新產品開發趨勢特別

有幫助」。4-Options設計師Anne已經連續六
年提供台灣業者國際品牌商品企劃、設計與

行銷經驗，對擬攻佔歐美市場的業者而言可

謂意義重大。目前在國際市場領先的布料供

應商對 4-Options的服務可謂情有所鍾，誠如
福懋興業負責商品企劃的專員語重心長地指

出：「福懋在機能性布料開發獨占鼇頭，秉

持的最大原則就是不偏離流行，借重國際

專業設計師參與產品開發，對執牛耳的公司

掌握開發趨勢特別重要」。4-Options創意總
監Ms.Annemarie van Hoof表示，科技整個是
紡織業的未來，該工作室多年來參與許多

國際知名品牌商品企畫、設計與行銷，由

STUDIO、EDUCATION、CONNECTING等
方式，介紹流行趨勢、概念、設計、形式等

知識，協助企業設計師了解每季流行，推出

受歡迎的服飾，這次來台參與研討會是針對

智慧型及時尚紡織品的開發，透過其專業設

計師的參與，加速產品上市。

( 四 ) 比利時 IMEC 愛美科 www.imec-tw.tw

比利時愛美科 (IMEC)公司創立於 1984

年，前身是歐洲跨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發

展至今日，已成為全球微電子、資訊及通訊

技術研發領導角色，藉由參加媒合會擬結合

流亞公司共同發展近場域 RFID無線感測元
件，將採用先進製程技術的 0.5 mm 尺寸大小
RFID包埋或嵌入紗線中成為智慧型紗線，在

 ▲ 2017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製作紀念郵票讓國際友

人留下深刻印象

織布過程中將此條RFID智慧紗線嵌入，可
記錄染整過程中受溫度、壓力、酸、鹼、助

劑化學品的過程，在成衣、配件等領域的應

用將更加寬廣，誠如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

室專案計畫張新井顧問所言：「這樣的技術

對未來智慧生產、庫存管理有非常大的助

益，幾萬捲布料都可以清楚的掌控在雲端資

料庫中，解決紡織業長期的庫存管理死角」。

連續兩天參與此屆媒合會的流亞科技公司胡

守忠副總經理明確指出：「流亞從去年就與 

愛美科接觸，經過多次的研討，對此技術的研

發應用深具信心，將結合政府專案共同發展，

協助台灣紡織品朝向智慧生產之路邁進」。

( 五 ) 義大利 C.P.S www.cps-tex.it 
從現有設備提升自動化程度

一談到自動化大家最卻步的就是花錢投

資，為減輕紡織廠投資新設備的負擔，義大

利C.P.S公司將伺服馬達導入紡紗設備，使得
牽伸羅拉達到簡單且精確的控制，達到節能

和品質提升的目標。從事紡紗廠管理業務多

年的三五紡織吳金相廠長表示：「能夠花少

少的錢改善紗線品質及節省能源是所有紡紗

廠老闆都很期待的作法，C.P.S這樣的技術可
以先從一小部分開始試，有了初步結果再延

伸到全廠是最佳的導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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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義大利 Panter www.panter.it

適合織造碳纖維、玻璃纖維等特殊織物

是Panter●劍帶織機的強項，應用馬達直接驅

動，馬達不用離合器裝置，此新款的劍帶織

機速度每分鐘可達 800轉，而本屆研討會介

紹旗下多款特殊工業用重磅織布機，其中無

撚投緯的碳纖擴纖紗織成車輛與複合材料的

碳纖片材織物最具特色，從事工業布料生產

多年的三五紡織陳建龍副廠長指出：「特殊

織物採用的織造技術非常獨特，針對產業用

厚重高強力紡織品設計的劍帶梭織機非常有

潛力導入」。另一款MAXI型劍帶織機適合織

造16盎司厚重的布種，而商標機及大針數電

子提花織機都是發展特殊織物的生財工具。

( 七 ) 義大利 Color Service 

www.colorservice.net

義大利Color Service的對色系統發展由

來已久，此次推出自動智慧化試驗室對色及

加藥系統。特別是應用在連續、大量、重複

的染色、對色與固定配方管理。自動化對色

系統設備可透過中央系統管理的總控室，自

動加藥給料、監督整廠作業並與ERP財務系

統整合，最早投入染色自動化系統，目前擔

任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專案計畫蔡勝利顧

問明確指出：「染整業要節省人力、提高一次

染色OK率，惟有走上『智慧化』才有未來」。

( 八 ) 義大利 Galvanin  

http://www.galvanin.info

Galvanin公司結合多年染整自動化經驗，

開發多款節能減碳與高度智慧化的全自動無

人化的染整工廠，包括實驗室設備與各式各

樣的筒子紗、絞紗、散毛染色的全自動設

備，高度自動化系統包括：裝填、脫水、烘

乾的附屬設備，另有小型印染打樣的設備滿

足近年來染整業「少量多樣」自動化生產需

求，Galvanin大中華區總經理於參加媒合會

時特別強調：「提供染整業各類智慧化設備

必須考量到硬體、軟體與韌體，三體合一才

能創造最大產值！」

( 九 ) 義大利 Ferraro www.ferraro.it

Ferraro所生產的一機多功能智慧化生產

設備最為人所津津樂道，這些功能包括 脫水

＋無張力烘乾＋剖布＋折碼，充分體現節省

人力、實踐高效率的慧生產特色。目前擔任

Ferraro執行長的Alex Zucchi同時兼任義大利紡

織機械聯合會（簡稱ACIMIT）副會長，預計今

年6月即將升任會長的Alex於3月24日赴紡織

所雲林分部舉辦媒合會時特別指出：「台灣紡

織業與義大利一樣走向智慧生產之路發展，面

對高品質和高效率的生產條件，惟有不斷研

發創新才有機會，期待未來有更多機會與台

灣紡織業者互動，共同成長，共創雙贏！」

( 十 ) 義大利 Pentek www.pentek.it

Pentek可以說是這次研討會最有斬獲的

業者，已有多家製造高品質布料的業者向

Pentek採購風力驅動柔布機，此一新穎技術

係利用風力帶動布料以物理方式連續多次反

覆撞擊柵欄達到柔布效果，在物理作用的同

時亦適時加入化學助劑讓布料擁有最佳手

感，此種將水洗、精煉、漂白、減量加工、

酵素清洗、搖粒及布料碼重調整等加工在一

台設備內搞定確實有其獨到技術，誠如紡織

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專案計畫林文仲顧問所

言：「設備是紡織業面對競爭最重要的武器，

就好像一個武術高手抵擋不了一顆子彈，百

發百中的神槍手打不過開直昇機的機槍手，

直昇機再怎麼厲害也拼不過戰鬥機，所以要

技術升級一定要懂得投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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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 義大利 Bianco  

www.bianco-spa.com

Bianco公司推出三項設備吸引與會同業
代表目光，分別是 (1)自動化低張力圓編剖
布機，應用在染整後的濕布剖開，可直接在

低張力下剖開圓編管狀布匹，避免發生剖布

產生的歪斜。(2)X光線上碼布重量檢測設
備，可直接連結加裝在染整機台後端，主要

利用低劑量X光，發射光波經電腦計算反射
與折射光波與標準對照樣品的重量差，並串

聯回饋訊號與前端生產線。(3)生產線上的
除油設備是利用高壓蒸氣去除油汙，可直接

加裝在織布機台的後端。從事染整技術工程

超過 30年以上的強盛染整呂芳福總經理特別
指出：「染整廠扮演紡織業的化妝師，『染』

固然重要，但『整』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更

高！」也因為如此，國內高品質布料製造廠

幾乎都有Bianco的設備，這次研討會Bianco

也接獲許多詢問的合作機會。

( 十二 ) 以色列 Elbit Vision Systems 

www.evs.co.il

ELBIT VISION SYSTEMS (EVS)屬 以 色
列最大的軍工企業Elbit System集團旗下子公
司，透過軍事科技移轉至民生產業的典範非

EVS莫屬，是全球最早發展紡織業所使用的
自動化高速光學視覺檢測系統，也全球長期

發展視覺檢測技術的專業。 EVS的自動光學
檢測（AOI）在布面進行中可以每分鐘 60~100

公尺的線上檢測速度，精度仍維持在 0.1mm

以上。IQ-TEX4系統用於檢測瑕疵分析，
如：斷經、斷緯、帶紗、雙脫緯、粗節、飛

花、鬆吊經、棉球、密路、稀路、緯縮、騷

損、擦傷、色纖織入、破洞。漬類：油污、

布污、鏽漬、水漬、料漬、油經、油緯都能

快速檢出，誠如參與研討會的聯成興業公司

黃振正總經理所言：「過去檢測布料上肉眼

看不到的瑕疵，EVS都看得一清二楚！」

( 十三 ) 吉世科 KISCO www.kisco-net.com

日本吉世科公司旗下化學原材料包括合

成樹脂及複合材料的開發，產品應用在電子

智慧型紡織品及產業用紡織品，塗料助劑則

包括奈米金屬塗佈、抗菌消臭、抗靜電、防

起毛球、抗紫外線塗佈劑、環氧樹脂、二氧

化鈦，碳黑、過氧化物起始劑、UV起始劑、

環氧固化劑、矽烷偶合劑、矽氧烷消泡劑。

台灣吉世科Kisco總經理丹野亮介指出：「目

前從日本LION引進光觸媒消臭抗菌劑、毛

球防止劑、耐久靜電防止劑、耐久吸水 SR

劑等產品；東亞母粒抗菌消臭添加劑、積水

金屬奈米塗佈技術，可防水、提升保溫性及

有遮熱、UV CUT等效果，吉世科 dix防水塗

佈技術，可以應用在智慧衣電路的絕緣及防

水，大阪大學兒茶素抗菌CateProtect可與不

織布結合製作抗菌口罩」，後續系列報導將

逐一介紹旗下各種性能特殊材料。

( 十四 ) 日本美能達 Konica Minota 

www.konicaminolta.com

柯尼卡公司自行生產數位噴墨印花墨

水、噴頭及印花機，及新推出的分散性染料

墨水應用在紡織品，由於數位印花的紡織

品具有許優於傳統織物網版印花方式，如

NASSENGER系列快速反應及小批量印刷，

此外，數位噴墨印刷應用在聚酯纖維材質的

織物印花具環保省水優點，分散型墨水配合

高速噴墨印表機及更能提供穩定產量與兼顧

快速細膩高品質圖像優勢，投入數位印花長

達 7年的大旺公司汪辰龍執行長明確指出：

「紡織產業採用數位印花的智慧生產正逐步

興起，數位噴墨印已是必然趨勢，整合硬體

設備、墨水、軟體程式及布料各項關鍵技

術，才能發揮數位印花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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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 流亞科技 www.logicart.com.tw

流亞科技是台灣專業的紡織印染自動化

系統整合公司，目前已成為亞洲第一大自動

化系統供應商，流亞所提供的染整智慧化機

械整合方案已獲得絲織公會眾多會員廠採

用，也被認為是國內染整業智慧生產最佳解

決方案提供者，已經連續兩屆贊助研討會製

作大會紀念郵票，充分展現國際化的行銷模

式，協助設計紀念郵票的鐵道文化研究協會

杜榮昌會長語重心長地指出：「很難得看到

一個產業研討會能夠結合國際認可的郵票作

為行銷工具，讓參與研討會的國際友人留下

深刻記憶」。而流亞旗下各項結合硬體、軟體

及系統控制的尖端產品備受染整同業肯定。

( 十六 ) 萬鋒電機 www.wan-feng.com.tw

萬鋒電機新開發的「微型助劑自動量測

輸送系統」，對染整業在精練、染色、整理

所使用的助劑量測，此自動化供料系統協助

染整業導入產業智慧機械化功不可沒，誠如

日譽公司林振民董事長所言：「台灣染整業

面對一例一休的挑戰，走向自動化是第一

步，邁入智慧化更是必然的趨勢」。

( 十七 ) 美國 Applied Separations 

www.appliedseparations.com

美國Applied Separations Inc(ASI)是超臨

界無水染色技術的先驅者，這項技術完全不

用水就可以染紗及染布，所以沒有廢水處理

的問題，在現今水資源匱乏的時代，這絕對

是一項先進的環保技術。ASI公司開發出性

能卓越且安全的硬體設備，而且研發出適用

於超臨界無水染色技術的不同顏色染料，無

論是要染紗或者染布，只要提出需求，都可

提供符合該顏色的染料，此一技術亦將帶動

無水染色技術持續發展。

( 十八 ) 美國 Johns Manville www.jm.com

美國 Johns Manville( JM)是一家具有 150

年歷史的專業絕緣隔熱處理的公司，JM供

應各類玻璃纖維產品、不織布布膜為工商界

及住宅提供高品質的建築內裝與機械絕緣材

料。 JM產品已廣泛應用於各行業，如 :建築

物的節能阻熱、飛機太空載具的隔熱、汽車

與大眾運輸工具隔層、先進過濾材料、家飾

內飾材料、防水隔熱層、太陽能屋頂及風力

發電的隔熱應用等。

五、結語

國際產業用紡織品研討會已經成為台灣

紡織業與國際接軌的重要平台，也是台灣

紡織業者根留台灣技術升級的重要參考依

據，誠如義大利紡織機械聯合會副會長Alex 

Zucchi所言：「企業外移只能暫時解決經營

的問題，應該要加強人才教育、投資能提升

品質的生產設備，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才是

提高企業獲利的好方法，像義大利外移到印

度、土耳其的業者多是拚量及拚價格廠商，

留在義大利境內的業者多在拚品質和創新」。

台灣紡織業者積極朝向升級之路邁進，許多

與會代表紛紛指出，藉由研討會平台思索未

來之路以成為研討會一大衍生效益，值得一

提的是，與研討會同時舉辦的技術媒合會

所創造的成果豐碩，包括富勝紡織與荷蘭

Life Sense Gourp展開漏尿偵測器應用於竹碳

力內褲合作進軍美國市場，Ferraro與岱妮蠶

絲的技術合作，豪紳纖維與日本吉世科展開

抗靜電劑於嫘縈纖維加工合作開發無塵室用

紡織品、台塑能源科技與以色列EVS合作應

用布料色差及瑕疵檢測技術開發等，相關內

容將於後續系列報導逐一列出，提供會員廠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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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節能減排解決方案」
產業交流會報導

傑頂科技 曹文雄總經理 講述

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 陳進來博士 整理 

一、前言 : 

經濟部工業局「紡織產業發展整合推動」計畫項下辦理一系列「產業交流活動」，藉由辦理

交流會促進業者瞭解國內外紡織相關技術發展趨勢，透過交流媒合與腦力激盪提升紡織業整體

研發、設計、行銷、生產及管理能力，推升紡織業總體產值。

3月 16日舉辦以節能為主題之交流會上，除邀請傑頂科技公司曹文雄總經理針對紡織業節

能減排解決方案進行專題報告外，亦邀請唐力公司節能專案主任管翌揚針對 500HP以上空壓機

系統節電進行說明、昇陽及子晶兩家綠能科技公司則對工廠屋頂太陽能發電可採用之技術加以

說明，提供與會者在循環經濟原則下何應用相關技術達成節能減碳、資源應用最大化之目標，

本文謹摘錄部分內容整理提供未能到場聆聽之業者作一參考。

 
▲

圖 1　本會名譽理事長、紡織產

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專案計畫林文

仲顧問主持「紡織業節能減排解

決方案」產業交流會

 ▲ 圖 2　「紡織業節能減排解決方

案」產業交流會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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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紡織業節能減排解決方案意涵

1962年美國參議員蓋洛德 .尼爾森 (Gaylord Nelson)為了讓政府與社會大眾意識到環保議題

的重要性，提議將每年的 4月 22日訂為『地球日』，至此 2017年地球日即將來臨之際，全世界

超過 180個國家的個人與 17,000個國際團體參與「十億綠行動 (Billion Acts of Green)」行動，除協

調全球大小規模環境計畫，包括種樹到大規模換燈泡活動，家庭能源效率翻新，學校綠化和水

計畫，讓人們一起朝向降低世界碳足跡之外，更透過地球日網絡 (Earth Day Network)登錄對氣

候變遷解決方案的服務行動，建立強而有力的行動力量展現給全球的政府，表達世人對氣候變

遷的嚴正關切，顯然，因為二氧化碳過渡排放造成的氣候變遷已成為全體地球人必須共同面對

的問題，要解決此一問題首要工作就是要節能減碳，身為食衣住行四大民生工業之一的紡織業

到底做了些什麼節能減碳的舉措？未來的發展又是如何？這些課題都是未來全體紡織業必須加

以深思的課題。

三、紡織業能源管理方案

因應地球氣候變遷及能源耗用影響全球產業經濟結構，如何做好能源管理為現今紡織業面

臨的經營重大議題與挑戰，若依照經濟部規劃自 106年核一廠 1號機停機，加上全台禁用生煤

後，全台電力備用容積率將不足 34.7%以上，未來在非核家園前提下，電費勢必往上調升，使

得紡織業能源管理更為重要，過去節能考量層面係以個別單元獨立節能的狹義層面為主，時至

今日，廣義的節能思維已成時代潮流，將鍋爐、定型機、廢熱、空調、電力、空壓、照明等個

別獨立單元加以整合成一個「系統」，如此一來，各項技術層次升高、附加價值也會較高，包

括紡織永續節能服務聯盟及紡織綠色成長聯盟都以全面性節能為目標持續推動紡織業加入減碳

行列。而紡織業系統節能整合解決方案可以從生產設備、技術、管理及公共設施四大構面分別

導入軟硬體設備來達成節能目標，僅將各個層面可以實施的行動方案加以闡述如下：

( 一 ) 生產設備節能方案：

以染整業為例，導入紅外線打色機，採用連續退漿機縮練機、染色定型機到廢熱回收，整

個製程中以染色機節能 30%，省水 40%最具效益，誠如主持交流會的紡織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

專案計畫林文仲顧問所言：「升溫時冷凝水回收供鍋爐再使用、降溫時採多段式熱交換節能回

收或淺中色殘液採分流回收供深黑色再使用都是可行的方案」。曹文雄總經理則進一步指出：

「定型機改採變頻馬達省電控制熱媒油之熱交換與電力耗用，產生之廢熱採二段或多段式熱回

收，配合使用定型機廢熱回收及能源監控管理系統，在省水與省助劑的前提下，竟然還可以節

能25%以上，且增加10~20%產能」。可以想像日積月累下省下來的費用相當可觀。

( 二 ) 技術節能方案：

曾經擔任裕源紡織四個染整廠生產管理業務多年的曹總特別強調：「從打樣採用電腦配色



N O . 1 0 0
60

特別報導

導入，藉由染色程式合理化，做到染色製程最適化管理模式，使得提升染色一次成功率可以增

加，降低品質失敗率，才能有效提升效能；而染色一次成功率 (RFT)之效能提升至 90%以上是

必要的，惟有這樣才能減少染缸追加率，使得成品布最終檢驗之色差重修率下降，可約減少

50%以上染整成本」。南緯實業劉介正副總經理亦呼應到：「染整廠賺不賺錢，染色一次成功率

是關鍵因素，過去50~60%的染色一次成功率就會賺錢，一旦將染色一次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

便可增加生產效能，促進交期準確」。曹總進一步指出：「技術節能降耗的整合需透過工廠的訪

談與診斷，考量產品規格需求、人員、機台、原料、方法、環境與資訊等條件，方能彈性地規劃

最適化的整合性解決方案，提供節能驗證目標之效率分析，廠方如能成立專案改善小組，定期

召開專案改善會議、 作專案改善之績效檢討與目標達成之驗證，則可以大幅提升節能效益」。

( 三 ) 管理節能方案 

現階段能源管理系統以 ISO 50001為主，整合環境管理系統 ISO14001、品質管理系統

ISO9001、碳權、碳中和、溫室氣體 ISO14064及精實管理系統等，應用現階段最有利的雲端、

大數據科技，才能達成管理系統整合效益。其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精實管理系統 ( LEAN)更

可以幫助工廠降低生產過剩、搬運、等待、過度加工、人員的移動或動作、重工或返工、庫

存、溝通斷層等八大成本的浪費，透過生產進度及時管理系統 ERP和 POS系統，可達到確保系

統目標達成與效能提升，降低生產進度之交期成本。

( 四 ) 公共設施節能方案

透過電力系統、空調系統、空壓系統、熱媒或蒸汽鍋爐系統、照明系統、太陽能等公用

設施節能管理也能夠為公司做到節能目的。以電力系統節能為例，只要加裝 “電力波形校正

吸收技術 ”來優化電力品質，降低諧波、抑制突波，即可延長電力設備壽命，減少維修成本約

40~70%，節電效果 10%，實在是屬於經濟又實惠的投資。而唐力公司節能專案主任管翌揚亦明

確指出：「空壓機系統可以有效的偵測哪裡漏氣或是在供氣方面則可以最適化方式管理，一年

節省的費用相當可觀。」，系統面的改善可從雲端智慧管理、供氣端規劃、傳輸端改善與用氣

端最佳化四個構面來節省用電，約有15~30%的節電空間。

四、廠房屋頂申裝太陽能綠色能源

人類使用的能源大致可概分為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兩大類，常用的非再生能源包括煤

炭、石油、天然氣及核能等蘊藏量有限且日益枯竭之能源，而使用太陽、風力等再生能源除了

減少對解決排碳的問題之外，亦可以有效減少石油供給不穩的風險。截至目前為止，乾淨能源

目前僅佔全球能源產出的 1%，對減碳最直接有效的助益就是乾淨能源的廣泛應用，不論是已

開發國家或是新興開發中國家，為提升乾淨能源使用率，紛紛制訂相關獎勵措施，台灣亦積極

投入太陽能無碳能源的推廣，其中鼓勵工廠於屋頂加裝太陽能模組，除了延緩屋頂老化、還可

以遮蔽屋頂，增加隔熱效果，達到降低室內溫度降低夏季用電的功效，無噪音、無空氣汙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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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佳發電來源，許多企業、公司更藉由申裝太陽能發電模組來增強企業形象，可謂一舉多

得，誠如林文仲顧問所言：「將工廠屋頂閒置空間有效利用，租借給專業的公司管理維護，收

取固定的租金，也算是一筆不小的收益」。

106年太陽光電的躉售費率採用高效能模組 (單晶 290W，多晶 275W)者，享有躉購費率加

成 6%的補助，北部地區 (北北基、桃竹苗、宜花 ) 享有躉購費率加成 15%的補助，而紡織染整

業有六七成即集中於北部，相信定會造成另一波投資太陽能的風潮，值得業界關注。

五、節能已成企業的社會責任

綜合而言，系統整合可以節省能耗獲得最大效益，有鑑於此，尋求良好的系統整合解決

方案成為每一位工廠管理者重要課題，曹總經理在交流會上指出： 「節能是最低成本的能

源」，沒錯！台灣在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上的成就舉世推崇，這股力量將驅使台灣成為
ET(Energy Technology)的領航者，應用更多節能工業設備，減少工廠及使用者對電力的需求，

將可有效貢獻整體減碳量的 80%，節能減碳不再只是紡織成衣業的責任，而是已經成為一股不

可抗拒的地球人運動，讓我們一起嚴正以對，共同做好節能減碳的工作，讓孕育宇宙萬物的地

球療傷止痛，使地球得以永續發展。

主講者曹文雄先生簡介

學歷

高中：台北建國高級中學

大專：台北工專三年制化工科畢業 

經歷 

東盟纖維染整廠專員 x 2年 (品管+整理 ) 

泰鋒染化品管課課長 x 2年 (品管+應用 ) 

增益資訊副總經理 x 12年 

(上海分公司總經理1年 )  

百盈科技副總經理 x 2年 

(粉粒體輸送計量) 

大魯閣纖維染整高專 x 2年 

裕源紡織 (4個染整廠經營輔導 ) 

總經理特別助理 

流亞科技能源管理部 副總經理 x 4年 

傑頂科技 總經理 x 3年

專長 (管理類 ) 

※ 品質經營系統： ISO 9001 
※ 環境管理系統： ISO 14001, 6S整理整頓 
※ 碳足跡+碳中和：ISO14064+ ISO14067 
※ 能源管理系統： ISO 50001  + bluesign
※ 專案管理：CPMP (5大過程、9大領域 ) 
※ 六標準差：MBB (DMAIC) 
※ 精實管理：TPS, adidas lean(8大浪費 ) 
※ 策略規劃：SWOT分析、平衡計分卡 
※ 企業流程再造：BPR 
※ 分廠損益：染整廠分廠、分部與分批成本 

應用技術專長 

※ 電腦配色系統： ICS(100套以上 ), datacolor 
※ 染液自動計量、泡藥系統：LA600+LA620 
※ 泡沫整理加工系統：autofoam 
※ 現場再現 (製 )性改善：RFT提升 
※ 染程合理 (最適 )化：OPITILAB 
※ N-OP與T-OP染整技術：泳衣、內衣、運
動服與鞋材用布 

※ 品質重大問題改善：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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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訊軟體產業的智慧商務發展趨勢

台灣資訊軟體產業「大、智、移、雲 (大數據、智慧裝置、
行動應用、雲端運算 )」等新興科技，將持續引領資訊軟體業重
大趨勢，結合智慧聯網 ( M2M-Machine 2 Machine )、物聯網（ 
IoT ）等進行萬物聯網環境下，「運算模式、資料分析、行業樣
貌」等三大面向也發生巨大的轉變。

在這些趨勢的推動下，不同產業也出現了不同的轉變準備

進入下一個世代，大智移雲仍然是要以「人」為核心，以最終

「消費者」為趨動這些變革為主因，因此以客戶為運作中心的智

慧商務運籌系統，會是未來不可或缺重要基礎建設，而且無論

您的企業大小，客戶數量多寡，能夠更完整的蒐集潛客 /客戶
的資料，才能充份運用大智移雲提供的先進優勢。

進出口智慧商務系統發展趨勢
大容電腦公司 林總經理岳德 演講

 ▲ 大容電腦公司 林總經理岳德

在「大智移雲」趨勢下，影響產業發展至少有大數據分析、智慧化／物聯網、行動化、雲

端運算、社交網路、使用者經驗等6大技術。

大數據經典案例告訴您，它的重要性與價值，如何提升企業智慧商務能力：

大數據應用案例之汽車製造

當問起汽車的製造過程，大多數人腦子裡隨即浮現的是各種生產裝配流水線和製造機器。

然而在福特，在產品的研發設計階段，大數據就已經對汽車的部件和功能產生了重要影響，比

如，福特產品開發團隊曾經對 SUV是否應該採取掀背式 (即手動打開車後行李箱車門 )或電動

式進行分析。如果選擇後者，門會自動打開、便捷智能，但這種方式會影響到車門開啟有限的

困惱。此前採用定期調查的方式並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但後來根據對社交媒體的關注和分析，

發現很多人都在談論這些問題。

大數據應用案例之公路交通

在洛杉磯開過車的人一定都經歷過那裡噩夢般的交通擁堵情況。目前政府在 I-10和 I-110州

際公路上建立了一條了收費的快速通道。政府可通過大數據引導駕駛人員在該通道上的行駛情

況，保證交通暢通，施樂就是參與此次項目的公司，它的抗擁塞項目，包括用ExpressLanes、動

態定價，上升的需求等等以維持某種秩序的想法。施樂公司的首席技術執行官Natesh Manikoth

表示，如果司機支付給駕駛熱車道 (高佔用收費系統 )，他必須保證車速每小時 45英里左右。

如果交通開始擁堵，私家汽車的支付價格將上升，以減少他們進入，而將車道用於高佔用率的

車輛，例如公共汽車和大巴車。施樂還有另一個項目在洛杉磯稱為ExpressPark，目標是讓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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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們何時即將離開房子，在哪能找到停車場和花費金額。不僅要確保定價，同時更要確保

數據實時到達用戶手中。例如，應當提前40分鐘告知用戶停車位置。

大數據應用案例之社會生活

印度有一檔非常受歡迎的電視節目 Satyamev jayate，該節目整理並分析社會民眾關於爭議話
題的各種意見，包括女性墮胎、種姓歧視和虐待兒童等社會熱點問題，並使用這些數據來推進

政治改革，雖然目前只播放了 13集，但是來自各方的反饋數據不容小覷，來自印度電視和世
界各地的YouTube上的 400萬觀眾 ;超過 1.2億人在其網站、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移動設
備上已連接 Satyamev jayate;超過 800萬的人通過 Facebook，網路註釋，文本消息及電話熱線等方
式發送14萬個回應，每周有超過10萬個新觀眾進行回應。

大數據應用案例之社交網路

數據基礎設施工程部高級主管Ghosh描繪的LinkedIn數據構建圖，其中就包括Hadoop戰
略部署，五年前，LinkedIn只是一家普通的科技公司。而現在，其儼然成為一個工程強國。 
LinkedIn建成的一個最重要的資料庫是Espresso。不像Voldemort，這是繼亞馬遜Dynamo資料庫
之後的一個最終一致性關鍵值存儲，用於高速存儲某些確定數據，Espresso作為一個事務一致
性文件存儲，通過對整個公司的網路操作將取代遺留的Oracle資料庫。它最初的設計就是為了
提供LinkedIn InMail消息服務的可用性，該公司計劃今年晚些時候將推出開源Espresso。

大數據應用案例之電視媒體

對於體育愛好者，追蹤電視播放的最新運動賽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有超過上

百個賽事在 8,000多個電視頻道播出，而現在市面上開發了一個可追蹤所有運動賽事的應用程
序RUWT，它已經可以在 iOS和Android設備，以及在Web瀏覽器上使用，它不斷地分析運動
數據流來讓球迷知道他們應該轉換成哪個台看到想看的節目，在電視的哪個頻道上找到，並讓

他們在比賽中進行投票。對於谷歌電視和TiVo用戶來說，實際上 RUWT就是讓他們改變頻道
調到一個比賽中，該程序能基於賽事的緊張激烈程度對比賽進行評分排名，用戶可通過該應用

程序找到值得收看的頻道和賽事。

絲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須要留心的進出口商務發展趨勢

根據台灣的進出口相關法規規定，進出口廠商，在取得網路公司連線契約後，可以檢附下

列文件向海關申請登記辦理連線自行報關：

一、自行報關廠商申請書。

二、工廠登記證正本及影本。(商行免附 )

三、貨主自行報關及專責報關職員印鑑卡2份。
四、廠商自行報關專責職員印鑑及具結資料表2份。

經審查確屬經有關機關登記之廠商，僅核准登記，不發營業執照，並限報運廠商本身之進

出口貨物。

進出口廠商可將進出口報關區分為「連線作業」與「臨港臨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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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案例方式比較進出口廠商使用大容GTM系統之好處：

案例一：無產製證明

進口台灣無產製之機械設備，進口商需檢附「無產製證明」，若進口作業，使用大容GTM

系統，直接連接工業局與海關，確保企業端之GTM系統、工業局、海關電子文件之一致性。

案例二：進口成車須一併申報車輛零件

進口成車須一併申報車輛零件，並依據成車及零件對應進口關稅稅則，若進口作業使用大

容GTM系統，將成車與零件完整資料從ERP轉入大容GTM系統，大容GTM系統完成成車及

零件對應進口關稅稅則，開放權限請專業報關人員確認稅則之正確性及最有利性，向海關申

報，透過企業內網的ERP與DMZ區大容GTM系統的協同作業，讓原本需要 1周以上的作業時

間縮短為3小時完成。

案例三：國貨退運

出口報關時報關行便宜行事，例如為了節省報關文件製作時間與查驗時間，造成國貨退運

時，卡關，甚至影響公司企業形象。出口作業，若使用大容GTM系統，連接海關、產証簽發

機構、企業ERP、檢驗檢疫機構，確保申報資料之正確性；退運進口作業，透過大容GTM系

統，連接原出口作業資料，進出口作業順暢。

案例四：反傾銷調查

企業出口面對反傾銷調查，發現ERP資料與出口資料不一致，影響公司被調查的結果，若

出口作業，將完整產品資料從ERP轉入大容GTM系統，再由大容GTM系統連線海關，若有調

整，大容GTM系統可以回寫ERP系統，並由出口企業在ERP確認變更之正確性，這種企業ERP

與大容GTM系統雙向傳輸功能，是確保出口資料一致性的最佳工具。

大容電腦的智慧商務系統 (GTM) 對絲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優惠方案

標準售價：新台幣20萬元 (5人版 )
公會優惠價：新台幣17萬元 (85折 )
GTM系統維護服務內容：
1. 軟體電話諮詢服務。
2. 軟體到場輔導服務。
3. 提供網路軟體連線。
4. 提供甲方新進人員授課服務。
5. 軟體重新註冊。
6. 提供軟體程式版本更新服務。
7. 新表格之製訂及修改。
8.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AM 9:00～AM12:00、PM13:30～PM18:00

進出口商投資大容電腦智慧商務系統 (GTM)好處享不盡
好處這麼多，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快聯繫台灣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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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崩饋的勞基法─
找出一例一休影響企業的關鍵因素

新北市工商服務業職業工會理事長、火紅企業管理顧問公司勞資關係顧問 	林廷樹

自106/1/1日起一例一休之新工時法令

開始實施，本會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

了解政府有關一例一休勞基法修訂條文內容，

紡織產業未來要如何面對與因應，已利永續

經營，特與絲綢印染、織布及棉布印染等公

會合辦，本場由絲綢印染公會規劃，2月21

日邀請SMI台灣育成總部企業管理顧問師暨

新北勢工商服務業職業工會林廷樹理事長演

講，且針對相關問題及議題進行研討。為分

享未能親臨聽講的業界先進，特請林理事長

摘要整理演講重點報導如下，敬請卓參。

一、千錯萬錯都是「一例一休」的錯

自從一例一休上路後，大小企業罵聲四

起，從供應商價格調漲；員工不好找；人事

成本大增；員工都留不住 .......等等的現象，

幾乎都歸咎一例一休。但明明一例一休的政

策立法利益良善為何反而造成企業這麼大的

困擾，到底是那個環節出錯了呢？

從去年 (105年度 )每週工時縮短為單週

40小時後，各縣市政府勞工局開始大規模

進行各種專案式的勞動檢查，許多企業都不

幸中槍，又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許多勞工

拿著馬路消息 (懶人包 )就來跟老闆要福利，

而勞動法令對大多數的資方而言是非常陌生

的，也莫名產生出不少的勞資爭議。

而一例一休新制上路後這個情況更是嚴

重，從「加班費如何正確計算」、「如何排班

不會違法」、「特休假要怎麼給」、「違反公

司規定如何扣薪不違法」到「薪資科目要如

何設計才不易有爭議」.......等，對資方來說都

是非常困擾的問題，從我們輔導過的企業不

難發現，大部份原因都是對人事管理的技術

及勞動相關的法令面不夠了解，使原本就對

這些領域不熟悉的情況下又一次修正了 10個

法條，對企業來說真是莫大的衝擊。 

其實這次勞基法修法的最主要目的有兩

個：1、國定假日全國統一 ；2、落實實質週

休二日。 國定假日全國統一的部份多屬政

治議題在此就不贅述，影響最大的其實是第

二點「落實實質週休二日」的部份，大家應

該有印象在 105年年底在討論一例一休法案

時，國民黨跟時代力量都提出「二例」的版

本，這個二例就是「兩例假」，這個二例才

是此次修法要達成的最後結果，而一例一休

 ▲「找出一例一休影響企業的關鍵因素演講會」主持

人絲綢印染公會李理事長肯堂 (左 )與演講者林理

事長廷樹於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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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只是過渡期，在未來一定會往二例的方

向前進。 縮短工時這件事情，其實是國際的

趨勢，它的目的是為了反傾銷，在這樣的國

際氛圍之下，我們的政府也被迫要往這個方

向前進。

但這些狀況，真的沒辦法解決嗎？其實

不然，在我們輔導的工廠，在一例一休還未

實施之前就已經導入我們的管理流程，當然

包含符合勞動法令的所有細節，當一例一休

正式上路之後，很多老闆怨聲載道開始緊張

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後，我們輔導的這間工廠的

老闆若無其事，幾乎感受不到任何的影響。

二、加班費這件事 

台灣社會過去的工作習慣都是高度有責

任感，一個工作任務下來後就是盡力把它完

成，未完成則可廢寢忘食的達成任務，也不

會跟老闆計較，而老闆基本上也都不會虧待

員工，加上過去農業剛轉型工業社會的階

段，很多都是以件計費完成多少數量計算多

少費用，就算是在工廠工作亦是如此，所以

大部份的思維都是以任務為導向，完成多少

任務就是給付多少工資，顯少在理會「工時」

這件事情。

但自從民國 64年工廠法正式實施之後才

開始有法定「工時」的概念出現，一開始工

廠法是針對有發動機器生產加工製造的工廠

才適用，直到民國 73年才將工廠法修改成勞

基法，並逐件將各行各業納入勞基法規範的

範圍之中，但過去任務型的觀念還是存在並

沒有因為勞基法的實施而改變，導致大部份

企業習慣用「責任制」的概念與勞工議定工

資，這樣還不打緊，工資的議定都是直接包

裏式每月或每日多少金額，並沒有議定任何

項目，導致法定工資異動的時後，企業立即

受到影響，特別是雇用計時人員比例較多的

企業影響最大。

延用上述的概念，加班這件事自然就變

成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當然很多老闆跟自己

的員工關係都很好，特別是工作比較久的老

員工，原則上都不大會計較這些事情，但我

們比較常遇到的情況是，勞資雙方平常關係

不錯，但遇到職災或是即將退休時在計算退

休金時，問題就出現了，連帶回過頭去計算

平常常態性超過法定工時的時間到底有多

少，老闆過去到底欠我多少加班費沒有給，

一次性的想要跟老闆要回來，這對雇主來說

已經不是要不要多給加班費的問題了。

前面說過一例一休最重要的任務其實

是為了要達到實質的週休二日，也就是「二

例」。未來如果真實施「二例」的話，是沒有

「休息日」這種日子存在，是連班都完全不能

上，所以現在這個休息日的加班費拉高的目

的，就是為了要用高額的加班費阻止企業主

讓員工「休息日」不要上班，當然，這對製

造業的加工業者無疑是雪上加霜，特別是有

使用外勞的工廠，外勞不能加班就不能多賺

錢，這也不是勞工們想要的結果。

其實加班費這件事情它牽扯的範圍非

常廣，從「薪資結構」、「工時排班」到「績

效考核」甚至往上還可以拉到「專案管控」、

「年度目標」的議題上，我們輔導的其中一個

加工廠商都還沒處理到績效考核的部份，光

做初階的薪資結構調整，就解決了加班費破

表的嚴重問題，而且完全符合現行法令，所

以了解更多人力資源管理的專業，對公司的

經營絕對是有正面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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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手永遠沒有足夠的一天 

 人手過剩或不足一直都是需要人力的產

業最頭痛的問題，訂單太多就需要大量的人

力，訂單不足，原本的人力就變成多餘。但

傳統的製造業缺工的問題已經是常態，突然

有大量急單的情況基本上也不多見，所以大

多都處於產能不足的狀態，就算開出再高的

薪水也沒有人想要來應徵，就算來了可能也

不是老闆想要的，做沒多久就又不見了。

其實目前各行各業幾乎都處在缺工的狀

態，但我們看到數據卻發現失業率竟居高不

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定是有什麼地方

弄錯了，是真的現在的受雇者好吃懶做？還

是企業搞不懂現在的受雇者到底想要什麼，

無法滿足他們所想要的結果呢？

從去年下半年 (105)開始在討論一例一

休法案後，原本不被關心的勞動法開始大量

被關注，網路上充斥著各種不一定正確的資

訊，一般沒有特別研究相關法令的民眾，根

本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對或不對，可能就拿著

不對的資訊去跟老闆要權益，勞資爭議又從

此產生。如果又鬧到勞工局而後勞檢員上門

被做成記錄放在網上，其他想要應徵的員工

在網上查到該公司有勞資爭議的記錄自然就

又少了應徵的「貨源」了，如此似乎變成了

惡性循環。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會感到人手不

足的原因為何？是不是覺得訂單無法輕鬆交

付，經常都處在快要延遲的狀態，但想要找

人卻又沒人，或來了之後沒多久就離開了。

我們輔導樹林一家金屬加工的廠商，剛開始

輔導時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手不足，一段時間

之後人員的數量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

卻從此沒有聽到老闆抱怨人手的問題，到後

期進行例行的企業訪視時老闆都非常的開心

與我們分享員工如何配合，如何變的有效率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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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留不住

之前一個加工廠的老闆來找我們諮詢，

緣起是因為公司離職員工夥同司機盜取客戶

的資料找別的加工廠向客戶報價，雖然該事

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但在訪談的過程中這個

業主道出公司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員不足，

然後來的人都不容易留住。

除了辦室室內勤的人員外，現場的師傅

及助理永遠呈現人手不足的狀態，導至經常

性的老闆及家人要自己跳下去生產線上，為

了要趕貨星期日也無法休息，甚至還要冒著

沒有大貨車執照駕駛的風險為客戶送貨。前

陣子有人來面試也答應要來，結果只來了半

天中午便當都沒吃人就直接消失，這種事不

只發生過一次，這令老闆非常的頭痛。

或許發生這樣的事件不見得是老闆的問

題，但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有暗示老闆說，

老闆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個員工會做出這

樣的事情呢？為什麼這個司機會配合離職的

員工做這樣的事情呢？那現任的員工除了非

常資深的元老外，為何其他人的流動率會那

麼高，如果我們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他們

會想要什麼呢？如果同業都是這樣，我們有

沒有什麼方法能做些什麼小改變，在其他條

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們公司就是與其他同行

不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也有提出一些具體

的建議與該老闆分享，當然老闆有自己認為

不可行的理由，我們都絕對尊重。

如果一家公司把它當成一個產品在銷

售，這個產品跟其他同性質的產品到底有什

麼不同？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可以吸引與

自己公司願景、使命、價值觀相似的員工

呢？這個思考點可以提供給各位老闆們不同

的思考角度。

五、區區十個新修正法條竟讓企業負擔

如此沉重 

本次勞基法修正共十條，在此就只針對

影響最重大的幾個點來與大家分享，其他的

部份就不贅述。

1. 勞基法第 24條休息日的加班費，由原本

的前兩小時 1/3提到高 1+1/3；第三小時

起原本 2/3提高到 1+2/3。最大的差別在，

不足四小時要以四小時計算；不足八小時

要以八小時計算；不足十二小時要以十二

小時計算。

2. 勞基法第 36條，這就是一例一休的部份，

即每七日必需要有兩日的休息，其中一天

為「休息日」另一天為「例假」，休息日「

經勞工同意」可以上班，但要依新法給付

休息日的加班費；例假除非遇天災事變否

則不能要求員工上班。

3. 特別休假日數的改變，原本未滿一年沒有

特休，新法修正後滿半年即有 3 天的特休  

假；未滿三年 10天；未滿五年 14天；未

滿 10年 15天，往後一樣每年增加 1天直

到滿 30天為止，其中最大的改變是，如

果期滿未休的話一定要折現給員工，並且

都要記錄在每月的薪資條之中。

4. 最重的部份莫過於罰則了，原本 2~30萬

的罰則一口氣提高到 100萬元，如果情結

重大的話還可以到 150萬元，重點是可以

連續開罰。

5. 勞基法第 23條薪資清冊的部份，必需在

每月的薪資條上清楚的註記每個薪資科目

的明細，如果遇到勞動檢查，這個部份會

是一個重點被檢查的項目。

6. 勞動條件有異動，一定要經過勞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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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要有法定的會議記錄。去年一例一休

還沒正式上路前，就已經有聽到中部的一

間工廠因為加班沒有與員工做勞資會議而

被勞檢員開罰，所以勞資會議並不一定只

有勞動條件有異動才需要舉行的。

以上這幾個重點，是對企業主影響較大

的部份，此次修法的宣導期為半年的時間，

從 106年的 1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都是屬勸導

期，之後就會開始正式開罰，當然如果沒有

被勞工檢舉或是專案檢查的話是不必擔心會

遇到勞動檢查，不過我們還有聽說過「同業

友善輔導」的事情，就是同業很好心的幫自

己公司申請勞動檢查，而且勞檢的申請是可

以匿名的，有規模的企業被罰個幾萬元基本

上無傷大雅，但是規模較小的企業如果來個

幾次的話肯定受不了，企業主應當別與自己

的荷包過不去，未來年輕一代的員工基本上

來應徵一定會先關心有沒有依法放假，加班

費如何給，公司福利如何，沒有的話就不來

了，如果企業主的目標是讓公司永續經營的

話，可能就需要靜下心來好好思考該如何調

整公司體質了。

六、原來一例一休只是催化劑，根本原

因是 ....... 

為什麼我們輔導過的企業可以渡過一例

一休所造成的災難呢？不只一例一休，甚至

未來真的改成「二例」後，這些企業依然可

以安然無事。關鍵在就在企業的經營者願意

靜下心來與我們討論對策，依照該公司的情

況設計出最適合的解決方案，但這方案並不

是只是「一劑」藥方就可以解決的，但薪獎

結構這件事絕對是跑不掉的，以下就舉幾

個重點說明薪獎結構的概念供各位老闆們

參考。

薪獎結構的定義就是，員工所獲得任何

型式的財務、服務與福利，都是雇傭關係的

一部份。

●● 就個人而言：薪獎結構不僅是工作的報

償，也代表個人或成就的肯定。

●● 就組織地位或頭銜而言：地位越高越重

要，薪獎就會越高，所以薪獎對大部份員

工而言，可說是決定員工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之一。

●● 就組織而言：薪獎結構不僅是成本或花

費，也是對組織成長的投資、爭取競爭優

勢的一大利器，也是一項激勵員工的有效

工具，甚至是降低員工組織工會或參加工

會而與公司對抗的想法。

●● 對社會而言：薪資不僅影響財富的分配，

也是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表徵譎。

薪獎的類型大至上分財務與非財務型，

財務型的有分固定薪及變動薪，固定薪通常

指本薪，就是與工作本身價值有關，因工作

經驗、技術或職等而有所區別的固定式薪

資。變動薪則屬常用的績效獎金的型式之

一，其工能在激勵員工的工作。非財務薪酬

的優點有：

1. 總薪資來說相對經濟，因為員工不見得一

定都拿的到，如果拿的到表示有達到產能

也不會擔心會多給。

2. 比現金更具宣傳效果，因為員工都會在外

與同儕相互比較。

3. 比現金更具彈性，因為不會受物價水準影

響。

4. 如果是設計到與員工家庭相關的獎勵，還

可以促進家庭的和協及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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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設計到位都是員工想要的，這些獎勵

都是員工自己想要的，更加能達到效果

非財務型薪獎設計大至分三類：

1. 動機法，讓員工覺得有價值且被重視，非

正式個人化且經常性的表彰個人努力，這

些對激勵員工士氣有正面的影響。

2. 升遷法：這是最明顯獎勵高績效者的方法，

但可能受到組織規模及織織結構的影響。

3. 升遷以外的方法有「專案參與」、「增加

個人表現機會」、「於會議中公開讚許」、

「避免員工過度操勞」、「表現良好增加休

假」等等都可以讓員工感到重視而更努力

工作。

薪資管理的目標主要應注意「組織公

平」、「選才優勢」、「學習成長」、「激勵獎

賞」、「成本效益」這些因素都會大大的影響

員工的績效及組織的生產力。我們在輔導的

企業最終都是要達到「低管理」、「高績效」、

「高福利」的目標，不必完全達到，只要朝這

個方向進行，部份達成的時後，就可以感受

到明顯的成效了。

七、渡過一例一休障礙的關鍵要素

最後，我以我們目前在輔導過企業的經

驗來做說明。

大部份企業想要改善的目標我們統整出

不外乎這幾點：

「降低離職率」

「節省訓練成本」

「提高生產力」

「提升良率」

「維持毛利率」

「減少勞資爭議事件」

很多企業主認為不同的產業別勞動法令

的適用性會有所不同，其實只要是適用勞基

法的     產業，法規都是一視同仁的，不會因

為是制造業或是服務業而有所差別。無論什

麼產業別，企業的開業年資，企業規模的大

小都不會響影我們輔導執案的流程，所有的

步驟一定是先了解該企業的現況，並且重新

擬定勞動契約、工作規則，進行勞資會議，

勞動契約中就有可能遇到基本薪資架構的調

整，與員工進行溝通。最近一個輔導案例是

在新店的食品公司，員工人數近一百三十

人，我們光處理勞動契約及與員工溝通簽定

前後就花了超過三個月的時間，中間花費最

多的時間就是與員工進行溝通，這並非單純

只了解法令就可以進行的，中間還有許多溝

通的技巧及配合措施。這家公司原本很多員

工都是以計時制，但去年底時薪調整到每

小時 133元的時後，公司的總薪資預算就破

錶，因為該公司原本內部有設定許多的考核

制度，只是當初這些考核制度並沒有去考量

到基本時薪的問題，導至基本工資一提升薪

資預算就讓公司跳腳了，關鍵是又不能減掉

原本常態性給員工的項目，所以中間花了一

些時間幫該公司設計策略來回無數次的討論

後，才能夠與員工溝通後正式執行，該公

司在去年底已經將大部份的基礎制度調整完

成，到目前為止一例一休的部份對該公司幾

乎沒什麼太大的困擾，並且三不五時有搞不

清狀況跟公司吵鬧的員工，大多能以合法並

且不會傷害到公司名譽的前題下順利解決。

所以，我們認為一例一休雖然對目前的

企業造成諸多不便，但或許也是一個讓企業

重新思考一個如何調整體質並且提出更長遠

的計劃讓公司永續發展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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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議題─試用期的性質

一、公司可約定試用期

法院判決認為：「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

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 153條第 1項定有明文。次按試用之

目的，在於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格性及能力，作為試用期滿後僱用人

是否繼續維持僱傭契約之考量，易言之，僱傭關係之試用期間，乃僱

用人以評價受僱人之職務適合性及能力，作為考量是否締結正式僱傭

契約之約定，我國現行勞基法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並未設有明文予

以規範，然該法規定之僱傭契約係以勞僱雙方之互相信賴為前提之繼

續性法律關係，因此，事業單位與新進員工約定一定期間之試用期，

以綜合判斷其是否企業適用之人員後，再決定是否繼續長期僱用，以

保障企業之利益，而勞工亦得於試用期間內，評估該企業之環境待遇、個人在企業內之發展空

間及前途等，以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是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有其合理性，應承認其效

力。」可知，雖現行勞動基準法並無試用期間之相關規定，然考量雇主與勞工間有互相評估合

適程度之必要，應承認有試用期間之存在。須注意者，雇主應於僱傭契約中明載試用期間。

二、試用期間之期限並無限制，惟應合理正當，如需延長，應載明於契約中

茲因應行業類別、工作職位之不同，試用期間之期限便有所不同，雇主得視其需要與勞工

約定合理之試用期間，一般而言，工作內容越是複雜，職務等級愈高，其試用期間愈長。另應

注意者，待試用期間屆滿，雇主認為有繼續觀察必要而欲延長試用期間者，需先得勞工同意並

記載於僱傭契約中。

三、試用期間之薪資？

法院判決認為：「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方服勞務，

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定有明文。又僱傭契約依民法第四百八十二條之規

定，係以約定受僱人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僱用人服勞務，僱用人給與報酬為其成立要

件。就此項成立要件言之，僱傭契約在受僱人一方，僅止於約定為僱用人供給一定之勞務，即

除供給一定勞務之外，並無其他目的，在僱用人一方，亦僅約定對於受僱人一定勞務之供給而

與以報酬，縱使受僱人供給之勞務不生預期之結果，仍應負給與報酬之義務，此為其所有之

特徵。」因勞工已為雇主提供勞務，無論勞工是否符合雇主之需求，皆應支付相當之報酬為

是。是故，雇主不得以試用期為由拒絕支薪。

元大國際法律事務所 張智尊律師

 ▲ 元大國際法律事務所  
張智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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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用期間之休假？

因勞動基準法並未有試用期間之規定，

其休假規定便一體適用於所有勞工。因此雇

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給予勞工傷病假、產

假、流產假、特別休假及事假等。

五、試用期間內公司或員工可不具理由

終止僱傭關係

法院判決認為：「現行勞基法並未對試

用期間或試用契約設有規範，然僱傭契約係

以勞僱雙方之互相信賴為前提之繼續性法律

關係。而因事業單位僱用新進員工，僅對該

員工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並未能真正瞭

解該名員工關於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

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是否適合僱傭，因此，事

業單位與新進員工約定試用期間，綜合判斷

該求職者對企業之發展是否適格後，再決定

是否長期僱用，以保障企業之利益；而相對

地，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

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

業，自具有合理性，應承認其效力。是以，

勞動契約附有試用期間條款者，其當事人間

勞動契約之效力自試用期間開始時雖已發

生，惟勞雇雙方均保留契約終止權，若勞雇

雙方於試用期間內發現工作不適合由該勞工

任之，或勞工不適應工作環境者，應認勞雇

雙方於未濫用權利情形下，得任意終止勞動

契約，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

由。」職此可知，因試用期間係為使勞雇雙

方得相互評估對該工作之相性，如不適合任

一方得任意終止僱傭關係，而不需具備勞動

基準法第11條、第12條之要件。

六、試用期間公司應為勞工加保勞健保

因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全民健

康保險法均無試用期免保勞健保之規定，雇

主便應於勞工到職時為其加保。需注意者，

勞工保險為在職保險，雇主應於勞工到職第

一日為其加保，如果因為單位遲延申報加

保，以致勞工領取給付的權益受損，雇主必

須負責賠償勞工。此與健康保險可追溯加保

之情形不同，請雇主注意。

七、試用期間是否須發給資遣費？

目前勞動部與法院見解不一，勞動部認

為如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11條規定終止契

約，雇主應該要給勞工資遣費。資遣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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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規定，每滿 1年發給

1/2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 1年依比例計給，

假設勞工試用期間為 3個月，則以（3/12）*

（1/2）*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同時公司應該

在終止契約後 30天內發給。但法院則認為：

「另約定試用期間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

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

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

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

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

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

並無須具備勞基法所規定之法定終止事由，

且亦無資遣費相關規定之適用。準此，除非

雇主有權利濫用之情事，否則，法律上即應

容許雇主在試用期間內有較大之彈性，以所

試用之勞工不適格為由而行使其所保留之解

僱權。」，因試用期間之目的，係提供勞雇

雙方評估、試驗是否適合，彼此間都擁有自

由終止僱傭關係之權利，因而無給付資遣費

之必要。

八、試用期間終止時之預告期間

依勞動基準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雇主

及勞工於終止僱傭關係前，皆需提前一段時

間預告他方，但工作未滿 3個月者，並無預

告期間之規定，因此不需預告。另外，依勞

動部之函釋，如僱傭契約中要求勞工較長之

預告期間，此約定對勞工不利而無效，而應

以勞動基準法之規定為準；至於雇主預告之

義務，如有約定較長之預告期間，因為該約

定對勞工較有利，自應有效。舉例說明：勞

工甲工作 1個月，依法無需預告，但僱傭契

約約定勞雇雙方皆應提前 5日告知者，勞工

如欲離職，並不需依契約提前 5日預告；但

雇主如欲解僱，仍應提前5日預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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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公會健行
展現紡織業活力

台灣區絲織公會為倡導絲織業從業人員

身心健康促進家庭和樂，並達到增進會員情

誼之目的，結合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台北

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科學工程系系友會、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及台灣產

業用紡織品協會共同主辦 2017年絲織業健

行暨聯誼摸彩活動，全程共約 4公里。本次

參加人數約 1,200人，展現紡織業生氣蓬勃，

充滿活力。

絲織公會戴理事長宏怡表示，為倡導絲

織業從業人員身心健康促進家庭和樂，自

1998年開始辦理絲織業登山健行暨聯誼摸彩

活動，至今已第 20年，每年的健行暨聯誼

摸彩活動都非常熱絡，承蒙絲織公會各理、

監事及相關單位的大力支持，並熱情贊助辦

理經費及摸彩品，今年參加人數約 1,300人。

絲織公會多年來在內湖忠勇山、四獸山、烘

爐地都留下近兩千絲織人的足跡，七年前為

使參加者深度瞭解台北，嘗試用腳走讀舊台

北，先由 2010年分別從萬華龍山寺步行艋舺

後沿淡水河進入大稻埕，另以單車從公館沿

新店溪進入大稻埕，由於此等走讀舊艋舺與

大稻埕的行程深受認同。因此再於 2011年

分別從圓山步行經大同區保安宮、孔廟、霞

海城隍廟等古蹟，另以單車從大稻埕沿淡水

河繞行社子島，接繼於 2012年從舉辦台北

城時空之旅，穿越 228公園、國立台灣博物

館、撫台街洋樓、北門城等古蹟，發現台北

城的今昔。2013年從南門外出發，參觀 228

國家紀念館，漫遊植物園再發現璀璨的西門

町。2014年從新開通捷運信義線中，全台最

漂亮也是人氣最夯的大安森林公園站出發，

參觀漫遊大安森林公園，再悠閒於台北假日

花市繽紛花彩市集，再漫步具二百六十年前

米道的齊東老街，與對面的華山 1914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經又名國父史蹟紀念館的逸仙

公園，讓大家感受活力 創新璀璨的台北老東

區。2015年參觀新開幕的臺灣博物館南門園

區，漫遊植物園、西本願寺、艋舺祖師廟、

青山宮、台北電影主題公園及海關博物館。

2016年為漫遊花博公園與發現文青迪化街，

從花博公園台北典藏植物園、林安泰古厝、

爭艷館、迪化街十連棟再生區、迪化老街。

本會顧問  	王能賢

 
▲

本會戴理事長宏怡 ( 前左 4)
與創代協會陳理事長正宏

( 前左 1) 及亞東技術學院黃

校長茂全 ( 後左 2) 等貴賓於

紡織所大智館合影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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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公會過去七年來分別從台北城外的

西區、北區、南區、東區漫步台北城內或深

入台北老街區，讓大家感受舊台北市活力四

射下的璀璨再生，然而多年來已有許多參加

者向公會反映，健行活動多以登山踏青為主

要方向，除可遠離城市的囂嚷，親近青山綠

水自然景觀外，並近觀花草傾聽蟲鳴鳥叫及

享受微風輕拂，呼吸新鮮空氣。因此今年將

連續七年的台北城內健行復回具山野健行本

質的「土城承天禪寺步道賞桐趣」，於 4月

23日在紡織綜合所報到後，參觀紡織綜合所

「紡織印象館」與數位魔方科技公司提供的免

費照相，爾後沿承天路→承天朝聖口 →朝聖

步道→承天禪寺→承天路旁石壁寮溪人行棧

道→忠義路人行棧道 →左轉承天路71巷→右

轉承天路回到紡織綜合所廣場，進行摸彩與領

取吸濕排汗環保Polo衫，再於永寧捷運站旁領

取便當或西點，參觀桐花季戶外用品展售會後

結束。然而今年油桐花因天候異常關係，原本

應該滿地飄雪的承天禪寺車道右側，竟然只

有孤伶伶的十幾朵桐花，也由於油桐花珍奇

的少，公會特別於朝聖步道中途安排志工告

訴健行者油桐花的位置，加上絲織健行活動

首次要求主辦、協辦、指導單位會員所屬員

工每人請酌捐 150元，眷屬與朋友每人請酌

捐 300元，且可能今年健行後聚餐改以便當

或西點，致使本次參加人數大幅減少。

本年度健行活動以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為起點與終點，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特別安

排參觀該所「紡織印象館」，讓絲織業從業

人員及眷屬能窺見高科技紡織品的功效與發

展，也感受自己站在紡織製程最中心點，任

勞任怨辛苦工作所完成高科技成品的成就

感，紡綜所安排三位專家分段解說該所的研

究成果，有近年最夯悠關多項老人照護與

復建照護用生物相容性的隨身心電圖背帶

(function fabric electrodes) 與生理智慧衣，可

連續監測人體多項生命訊息，如：姿態、多

導程心電圖、體溫、肌電圖、血氧等，該所

研發團隊結合產、學、研以及醫療院所、紡

織業，結合台灣醫療光電強項產業，發表多

項老人照護與復建照護用生理智慧衣，諸如：

藍芽血氧手套、五合一多訊息生理監測衣、

姿態偵測背心、心臟復健監測背心以及智慧

型心臟復健輔具系統。另並開發「幾丁聚醣

纖維止血繃帶」是採新濕式濕紡機具備纖維乾

燥設備，可快速大量生產，纖維編織可依不

同需求製作不同彈性及組織密度之止血材。

在運動服飾方面，針對人體不同生理區

塊的溫濕差異需求，採三層織物結構層次設

計，達到人體活動時的保溫及透濕需求。天

冷外出活動時，只要穿著這樣的服飾，就能

隔絕外在的寒冷空氣，且還能讓身體產生的

濕氣透過特殊織物設計自然的排出，使身體

保持乾爽又舒適，並對運動的不同種類、部

位，依據「醫學、解剖學再配合服飾設計理

論」，來幫各種運動設計出適合該種運動的

穿著，以產生不同的肌肉支撐需求，也就是

說，依每一種運動所需牽動到的肌肉運動及

生理排汗 .. 等考量，來設計運動服飾的彈性、

支撐力、排汗透氣性、剪裁或者材質 .. 等，

這就是「身體地圖 -Body Mapping」的概念開

發「溫濕調節保溫服裝」。

在纖維基礎領域上，以「高分子共聚

合改質技術」為核心，研發「高機能親水耐

隆」，透過纖維製程與織物的設計，讓服飾

能迅速吸收人體汗氣並蒸散，產生優異的涼

爽效果，並賦予衣物更卓越的舒適性，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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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室內穿著，能夠降低對冷氣的依賴，對節

能具有貢獻，在室外穿著，可有效舒緩人體

因汗濕所致的悶熱感。

在環保議題上，紡綜所研發最新的「數

位噴墨印花技術」，光一個顏色就有上千上萬

的「漸層色」，這在傳統印花是不可能達到的，

應用電腦及高超的調色技術，把印花的樣式先

設定好在電腦內，就可如一般印表機般，快速

且精準的把客戶所喜歡的花色印製出來，最重

要的是幾乎部產生染整廢水汙染地球。

另外，「桐花祭紡織科技成果發表會」從

106年 4月 21日至 4月 29日連續 9天在永寧站

旁配合 2017新北市土城客家桐花祭舉辦，邀

請台灣戶外品牌聯盟（TOG）品牌「聯合特賣

會」（TOG與你桐在系列活動），透過結合在

地元素及健康樂活概念系列活動，展售各類

高科技紡織品，計吸引超過4,000人參觀。

本年度健行活動以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為起點與終點，沿承天路經朝聖步道到承天

禪寺禮佛，朝聖步道上可見到虔誠的信徒三

跪九叩禮佛，承天禪寺乃是開山祖師上廣下

欽老和尚為紀念其大陸祖庭——泉州承天禪

寺（泉州三大叢林之一，為千年古剎）而命

名之，供奉釋迦牟尼佛，另有三聖殿供奉阿

彌陀佛。禪寺位於台北盆地土城區的山崗

上，座南向北，大雄寶殿的正門正遙對著淡

水河的入海處，遠處的大屯山脈與觀音山，

在淡水河入海處的兩岸東西對峙，觀音山西

南接林口台地，大漢溪流經其下，山環水抱

的地理氣勢自然形成。站在大雄寶殿前向前

瞻視，映入眼簾的是土城、板橋、林口、蘆

洲，較遠的是五股、淡水、北投、圓山，台

北大都會的郊區之內，大樓林立、人煙稠

密，一片繁榮景象，入夜則是燦爛燈海。

 ▲ 戴理事長宏怡（左 2）與紡織所汪前董事長雅康

（右 2）於絲織健行途中合影

 ▲ 本會溫常務監事理事長樹林（左 1）與親友於絲織

健行途中合影

從承天禪寺再往承天路上步行，即可到

達每年舉辦土城桐花祭的主要場地「桐花公

園」，桐花公園以石壁寮溪流域為範圍，周

圍是南天母山和火焰山構成的山谷地形，是

觀察廣東油桐樹生長的絕佳環境；此外，每

年的四到六月份，此處便是最佳的賞螢區。

特別是每當一到夜幕降臨時分，便可看見成

群的螢火蟲宛若夜空星子般現身於此，將漆

黑的桐花公園點綴地閃閃發亮，其畫面看來

有如置身於外太空般的夢幻、迷濛。來到桐

花公園後，還可前往附近的三粒半、望月

亭、日月洞、聖天宮、石壁寮福德祠、鼐朝

宮和礦坑口等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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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花為大戟科的植物，幾乎都是雌雄異

花，雌雄同株或異株，雌雄同株時，母的雌

花大都開在油桐樹上半部較高的地方。一般油

桐樹會花先葉開，花萼筒形呈綠色，花冠為白

色，花瓣五片。雄花具有8～10根雄蕊，雄花

初綻時，雄蕊呈白色帶黃色花粉，然後雄蕊

逐漸轉成紅色，一般而言，雄蕊在授粉後會

整朵掉落，但是亦有受風吹等外力影響而提

前掉落，因此掉落滿地的整朵雄花，常會有

帶白色雄蕊與帶紅色雄蕊的落花雜錯，繽紛

多彩。雌花內則有子房，子房上也有幾根如

同花絲一般的分裂柱頭，但柱頭上不會有花

粉，受粉之後子房會慢慢長大成熟即為皺巴

巴的皺果油桐子。由於負有這麼重要的任務，

因此雌花不能整朵凋謝掉落，它只會脫去無

用的花瓣，於是便一瓣一瓣地飄落下來。

 ▲ 落滿地的整朵油桐花，原來竟都是雄花

 ▲ 公的雄性桐花

 ▲ 雌性桐花受粉之後子房會慢慢長大成熟即為皺巴巴的皺果油桐子

 ▲ 母的雌性桐花有子房，子房上有幾根分裂柱頭，

但柱頭上不會有花粉



N O . 1 0 0
78

特別報導

贊助經費 贊助單位或個人名稱

現金50,000元 戴理事長宏怡 台灣區絲織
公會

現金30,000元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現金30,000元
簡理事長茂男 
台北科技大學紡織系暨分子
科學系友會

現金30,000元 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
流協會

現金30,000元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現金20,000元
北科大紡織系友會莊名譽理
事長才晉  
福盈公司董事長

現金12,000元 金鼎聯合科技公司

現金10,000元 簡董事長茂男 北科大紡織
系友會理事長

現金10,000元 張名譽理事長煜生 台灣區
絲織公會

現金10,000元 林名譽理事長文仲 台灣區
絲織公會

現金10,000元 陳名譽理事長建柱 台灣區
絲織公會

現金10,000元 卓名譽理事長欽銘 台灣區
絲織公會

現金10,000元 李常務監事業義 立達興公
司代表人

現金10,000元 吳理事有財 群馥實業公司
董事長

現金10,000元 楊理事尚青 裕興興業公司
特助

現金10,000元 張理事永吉 富吉林實業公
司總經理

現金10,000元 郭監事正沛 弘裕企業公司
副總經理

現金10,000元 蘇監事冠州 武東實業公司
副董事長

現金10,000元 莊監事隆乾 日禕紡織公司
董事長

現金10,000元 吳監事東勝 新光實業公司
總經理

現金10,000元 黃候補理事正煒 力泰國際
公司總經理

現金10,000元 黃候補理事意忠 銘朗實業
公司總經理

現金10,000元 詠祥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106 年絲織業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贊助經費明細表

贊助經費 贊助單位或個人名稱
現金10,000元 怡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10,000元 大容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6,000元 陳理事冠州 東纖精密工業
公司總經理

現金 6,000元 陳理事建賢 偉全公司副總
經理

現金 6,000元 林候補理事益民 東豐纖維
企業公司經理

現金 6,000元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邱
董事長正中

現金 5,000元 姚常務理事炳楠 大宇紡織
公司總經理

現金 5,000元 莊常務理事燿銘 台灣富綢
公司總經理

現金 5,000元 宏集貿易公司 柯董事長友恭
現金 5,000元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4,000元 宏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3,000元 王理事昆全 福勝公司總經理

現金 3,000元 許監事建和 隆億紡織公司
總經理

現金 3,000元 張候補監事榮水 得泰紡織
公司總經理

現金 3,000元 彭候補監事建國 中榮紡織
公司董事長

現金 3,000元 軒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 3,000元 冠暉紡織有限公司 吳董事長
傳陣

【運用明細】
(一 )  1. 贊助經費合計448,000元
 2. 員工及親友繳費收入208,350元
(二 )  經費運用合計656,750元（明細如下）
 1. 吸濕排汗環保高級POLO衫2,175

件，計456,750元。
 2. 餐盒1,300份，計130,000元。
 3. 礦泉水1,440瓶，計9,000元。
 4.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費，計6,000元。
 5. 路線指示牌及布條，計5,000元。
 6. 摸彩品運費、時薪人員薪資及郵寄

等費用，20,000元。
 7. 送工作人員禮券60份，30,000元
(三 )  經費不足400元，為積極參與社會服

務、輔助弱勢，除採購慈育庇護工場
西點餐盒，另將捐助慈善機構40,000
元，不足金額由本會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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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絲織業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禮品運用明細表

禮品名稱 份數 贊助單位或個人名稱 運用明細

吸濕排汗環保高級POLO衫         
(備 S、M、L、XL 及 2L 等5種尺寸 ) 2,175件 每人一件，送完為止

中式餐盒或西點（任選一）            1,300份 每人一份，送完為止

雨傘                            1,020支 陳理事明澤 昶和公司董事長 每人一支 
送完為止

運動休閒紀念帽，具透氣排汗功能，
有卡其及深藍兩色，市價逾100元

憑「紀念帽領取券」或現場酌捐100元換取，
數量有限，換完為止。

1 折疊腳踏車 1輛 張理事永吉 富吉林實業公司總經理 1名

2 米堤大飯店平日住宿2人券 2份 李理事麗生 榮鑫公司董事長 2名

3 東妮寢具 5份 何理事昆麟 遠東新世紀公司副總
經理

5名

4 Salamanka四季被 2份 祥順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2名

5 男用防縮羊毛背心 5件 信華毛紡公司 簡董事長茂男 5名

6 郵政禮券3,000元 2份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2名

7 羽絨外套 10件 吳監事振旺 松綺公司總經理 10名

8 男SOFTSHELL 防風保暖背心 5件
葉常務理事清來 宏遠公司總經理

5名

9 女AIRPASS撥水軟殼背心 5件 5名

10 高級防水透濕外套 (女 ,M) 3件 纖登企業公司謝總經理振安 
北科大紡織暨分子系友會理事

3名

11 輕薄防風口袋衣 30件 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蔡董事長秋雄 30名

12 日本製象印微電腦熱水瓶 1台

溫常務理事樹林 春茂公司董事長

1名

13 捷寶十人份電子鍋 1台 1名

14 大同電火鍋 1台 1名

15 長毛絨輕蓋毯 2件 2名

16 大潤發禮券1,000元 2份 孫候補理事藝堯 中誠公司董事長 2名

17 名牌鋼珠筆 (CERRUTI 1881) 50份 李理事敏章 福懋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50名

18 台畜肉鬆 8份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8名

19 Gohiking二件式衣物收納袋組 173份 郭常務理事紹儀 力鵬公司董事長 113名

20 襯衫 100件 葉理事家銘 得力實業公司董事長 100名

21 暖芯發熱衣 20件 工研院 材化所 纖材組 20名

22 Elicool平口褲 30件 芊邑企業公司 張雲輝先生 30名



N O . 1 0 0
80

特別報導

禮品名稱 份數 贊助單位或個人名稱 運用明細

23 七分褲 5件 劉副總經理介正 南緯實業公司 5名

24 防水透濕鴨舌帽 115個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主辦單位） 115名

25 鴨舌帽 (黃 ) 9個 9名

26 LED帶 2個 61份 61名

27 運動涼感毛巾 50份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50名

28
無線滑鼠 10個

SGS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10名
16G隨身碟 10個

29
悠遊卡 3份

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 3名
玻璃水瓶 3份

30 ICE CAFÉ 環保冰咖啡紗袖套 40雙 興采實業公司 陳國欽董事長 40名

31 森田藥妝香皂禮盒 21份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公司

21名

32 SUPERMILD香皂禮盒 28份 28名

33 依必朗香皂禮盒 1份 1名

34
運動護腕 2個 100份

100名
超極細擦拭布 100條 翁常務理事茂鍾 佳和公司董事長

35
太陽眼鏡 30支 百恩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黃尚謙先生

30名
冰涼巾 30份 友良高科技紡織公司

36
隔熱手套 50份 莊常務理事燿銘 台灣富綢公司總

經理 50名
電蚊拍2支 50份 梁理事清雄 華隆公司執行顧問

37

保鮮膜 2個 36份 姚常務理事炳楠 大宇公司總經理

36名康乃馨醫療口罩Z摺3盒 
(另72盒贈送服務人員 ) 36盒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康乃馨寶寶潔膚濕巾超厚補充包 36包

38 Q版媽祖公仔吊飾/4媽及5媽各
1 250份 楊理事尚青 裕興公司經理 190名

39 行李帶 2條 250份 國紡企業公司 190名

40 中性船襪 2雙 50份 戚理事維功 台元紡織公司總經理 50名

說明：將募集之禮品 (不含吸濕排汗環保高級POLO衫、餐盒、雨傘等紀念品 )，扣除贈送 60

位服務人員每人Gohiking二件式衣物收納袋組 1個、Q版媽祖公仔吊飾 /4媽及 5媽各 1

個、行李帶 2條、康乃馨醫療口罩 1盒、大潤發 500禮券、吸濕排汗環保高級POLO衫 1

件及卡其色紀念帽，餘供摸彩禮品計1,387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