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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EGRADABILITY 生物可分解材料
傳統塑膠因價格便宜、可塑性強，人類廣乏使用於日常生活中，而其便利性所帶來另一個問題是隨處可見使用後
的一次性塑膠袋、塑膠吸管等丟棄物，依據聯合國統計，全球塑膠使用量逐年攀升，隨著各國政府紛紛實施限塑
政策、全球各大知名品牌商也漸漸要求產品設計上不僅要考慮其流行性、安全性，同時也要考慮丟棄時對生態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評估，去塑膠化已成為環境保護最重視的議題之一，而各界也正在積極研發更好的替代產品，在
市面上號稱具有生物可分解性及可堆肥化特性的產品琳瑯滿目，如何證明自己的產品符合生物可分解&可堆肥化材
料規範要求呢？請立即聯絡SGS，替您的產品量身打造測試規劃，把關品質，展現產品價值。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GS Taiwan Ltd.   紡織暨鞋類製品服務 Softlines & Footwear Service
紡織實驗室 地址：24886 新北市五股區(新北產業園區)五權路31號 電話：(02) 22993279 分機：5220、5223、5226 
傳真：(02) 22984060  E-mail：Kurt.wu@sgs.com ; Kasper.chen@sgs.com ; Maisie.chiu@sgs.com
高雄鞋材實驗室 地址：81170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區開發路61號 電話：(07) 3012121 分機：4102、4103 
傳真：(07) 3010867    E-mail：Janny.lin@sgs.com ; Wes.chen@sgs.com
台中鞋材實驗室 地址：40755 台中市台中工業區14路9號 電話：(04) 23591515 分機：2800 
傳真：(04) 23592948  E-mail：Lemon.lo@sgs.com

請立即與我們連絡 

BS EN 13432 / ASTM D6400
生物可分解 & 可堆肥化

項目

方法

測試
目的

工作天

生物分解性
Biodegradability 
Test 

評估測試樣品之有
機碳被微生物轉換
為二氧化碳的比率

ISO 14855-1 /
ASTM D5338

≦ 180 試驗天+
12個工作天

崩解度測試
Disintegration Test

評估測試樣品經堆
肥過程產生脆化、
重量減損，測定崩
解度

BS EN 13432 
Annex A3 /
ISO 16929

≦ 84 試驗天+
12個工作天

生態毒性試驗
Ecotoxicity
(Plants Growth) Test

評估堆肥後之殘留
物是否對植物生長
產生任何影響

OECD G208

-

材質分析
Material Analysis

確認材質種類，揮
發性固體重等項目

EN 13432

5個工作天

有毒元素分析
Toxic Element Test

確認重金屬及氟含
量是否符合安全限
值

EPA 3052 / 
EN 14582 

5個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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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 兼 
社 長

莊燿銘

名譽理事長 張煜生、林文仲、陳建柱、卓欽銘、
戴宏怡

顧 問 李貴琪、洪輝嵩、黃偉基、陳志章

常 務 理 事 葉清來、溫樹林、姚炳楠、郭紹儀、
翁茂鍾、郭正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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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 補 理 事 陳明澤、黃意忠

常 務 監 事 李業義

監 事 陳冠州、李麗生、王昆全、葉家銘、
楊尚青、張嘉宏

候 補 監 事 張榮水、吳世長

編撰召集人 刑文灝、蔡宜壽、鄭國彬

副 召 集 人 吳文演、王能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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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 書 長 兼 
發 行 人

葉乙昌

主 編 張家華

編 校 李維、林昱馨

發 行 所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地 址 台北市愛國東路22 號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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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刊 日 期 每年1、4、7、10 月底

設 計 印 刷 紘煇實業有限公司

設 計 師 林美倩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9巷2弄14號1樓

電 話 (02)2321-3398 
傳 真 (02)2394-4984 

NO.114 封面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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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以人類大腦結合電路系統的視覺圖像呈現，圖像部
分使用較明亮的色系，營造新穎活潑的感受，搭配工業
印象的灰色調做基底，產生穩定中具備創新活力。闡述
本期專題「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主題以人機協作
方式的概念來提升生產力及優良的品質。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八

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2021年

辦理主要活動時間地點預定表

呂芳福、許文賢

莊燿銘

許文賢

16

21

20

44

專題報導

理事長的話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第一場    Evereco之綠色奇蹟 -環保型PUR應用

第二場    豪紳纖維抗菌材料與智慧紡織品

第三場    紡織印染智慧製造生態系平台

第四場    紡織技術「數位視覺」實務分享

第五場    拉鍊創新 -時尚應用與生活美學

林瑞基

李春麟

陳暐仁

馬曉文

鍾俊彥

45
49
53
56
57

「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報導及學員心得 (下 )

紡織業製程智慧化案例分享

宏遠興業智慧化織品瑕疵檢測成果分享

張家華

曾志偉、許文賢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64

32

39

溝通除了說以外，更有效的是傾聽與提問

許多成功故事的背後，關鍵都在「改變的起點」

楊福榮

劉必嵐

65
66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特別報導

2020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上 )

強化辦理各項服務 協助同業因應疫情

67感謝講師的諄諄提點，並對絲織公會對於人才

培育及產業永續發展的用心覺得很感動
黃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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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事長的話─強化辦理各項服務 協 
助同業因應疫情                       P.16

 ▲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呂總經理

芳福演講「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

理」                                             P.21

 ▲ 2020 年台北紡織展台灣紡織品新

趨勢發表會參加人數創新高，與會

貴賓於現場合照                     P.44

 ▲ 莊理事長燿銘與王教授權泉與紡織人

才培訓班學員於結訓典禮合照    P.74

 ▲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評選活動結束

後評審委員合影                      P.79

絲織公會紡織人才培訓班活動報導

及學員心得

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選拔報導

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優良外籍勞工表揚報導

張家華

李維

李維

69

70

72

77

74

79

80

討論過程中的溝通、協調、妥協、表決，產生

的團隊參與感，也正是管理的重要一環

在25年的製造職業生涯裡隨著時代的變遷，

教導者的教學方式也跟著變化

教育訓練就像農業，要用心耕耘才能茁壯

管理沒有對錯，只有適當與否

教室的課程，像是一本金庸小說，永流經典

「紡織」二字對大眾來說聽起來遙遠，

實際上卻與我們生活密不可分。

整個世界大廠都在要求環保永續經營

不論在企業中所處的階層為何，管理都是

一份相當重要的工作

了解部屬的想法，並善用部屬的優點，適才適用

邱綉娟

張亹千

李雲蘭

陳瑀瑄

陳佑庭

Chris Liao

陳柏仰

吳冠霆

呂慧君
68

71

72

76

78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裡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1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
復盛股份有限公司 03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流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
長洲貿易有限公司 06
昆勇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
東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09
台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11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倍麗刺繡有限公司 封底裡
金皇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廣 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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燿銘承蒙各同業先進抬愛，自 107 年 11

月 22 日接任第 22 屆理事長，期間在張名譽

理事長煜生、林名譽理事長文仲、陳名譽理

事長建柱、卓名譽理事長欽銘及戴名譽理事

長宏怡等前輩的指導及各同業先進的共同努

力與會務人員的辛勤耕耘下，使我們的會務

推廣頗為順利，獲評為 108 年度工商自由職

業團體績效評鑑之「特優」團體，這都是各

輔導機關給我們全體會員莫大的鼓勵，更是

給我們無上的榮耀與肯定，藉此對所有指導

長官、同業先進及會務人員，表達最誠摯的

敬意與謝忱。

過去一年來，由於各理監事的不斷鼓勵與鞭策，各會員廠的鼎力協助與合作，以及所有會

務人員的共同策劃與執行，積極推展下列重點工作：

一、編製「絲織快訊」周刊

1 年來計發行 52 期，約 570 頁，傳送各會員公司及工廠參考，對會員能迅速的獲知世界主

要長纖梭織物生產國之產業動態、發展趨勢、新素材、新產品、市場行情、貿易機會及重要統

計資料等相關產業資訊，助益頗大。

二、製作「絲織園地」季刊

本刊物之目的，係為使業界之生產技術、管理實務、行銷技巧及經營策略等工作心得，得

以相互交流學習，以全面提昇生產管理技術及經營競爭力，過去 1 年計編製 4 期，由於內容充

實，編輯設計甚佳，頗獲業界讚許。

三、舉辦「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選拔表揚活動

109 年度計有 12 名當選，除肯定與鼓勵長年服務於絲織業，有卓越貢獻的精技人員外，對

本產業人才培育及技術提升，頗有助益。

四、舉辦「絲織業優良外籍勞工」推荐表揚活動

109 年度計有 17 名優良外勞接受表揚，對鼓勵外籍勞工努力學習，勤勉奮發，發揮高效

強化辦理各項服務  
協助同業因應疫情

 ▲ 本會理事長 莊燿銘



N O . 1 1 4
17

理事長的話

率、高技術、高品質之效益，以引導全面提升本業外籍勞工之工作士氣與敬業精神，並協助會

員廠做好管理工作，頗有助益。

五、舉辦「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為增加會員接單，並促進紡織業者進行同業合作及上下游間的策略聯盟，以利開發新產

品，共創商機，特於 10 月 13～15 日假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 4 樓 N 區 1305 展區及 402 會

議室舉辦「台灣紡織展─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計有 28 家廠商參展，11 家進行新產品發

表，報名參加新產品發表會來賓達 772 人，創新高紀錄，對增加同業貿易機會，提升競爭力，

助益頗大。

六、舉辦「絲織業登山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

為促進絲織業從業人員身心健康，家庭和樂，並增會員情誼，特於 11 月 1 日舉辦，參加人

數達1,550 人，極為踴躍，是一項褔利性服務，頗獲讚許。

七、舉辦「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為協助紡織業者快速培訓管理人才，特於 6 月 4 日至 7 月 2 日辦理 4 日（24 小時）的「紡織

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特聘具多年實務經驗的資深顧問呂俊德老師進行結合理論與實

務的精闢講授，計 35 人參加培訓，對紡織上中下游相關業者與貿易商各階主管及儲備幹部的

學習，均有極大助益。

八、舉辦「紡織人才培訓班」

為協助紡織業者快速培訓紡織人才，提升工作效能，以利承續發展，特於 7 月 23 日至 9 月

10 日辦理合計 8 日，共 48 小時的「紡織人才培訓班」，報名參加人數，A 單元纖維紡絲工程和

紡紗工程科技課程計 51 人，B 單元織物的梭織 ( 交織 ) 工程和針織 ( 編織 ) 工程科技課程計 52

人，C 單元織物的染色工程科技課程計 52 人，D 單元織物的印花工程和整理加工工程科技課程

計 49 人，對織布廠各製程與業務人員、成衣廠與貿易商採購布料人員及紡織業上下游各從業

人員與新進人員的學習，均有極大助益。

九、為協助會員提升職能效益，永續發展，計辦理 20 場研討、演講、研習及培訓等活動：

本會為協助會員提升各項職別之能力與工作效益，於 108 年 12 月至 109 年 11 月舉辦下列活

動：

（一）108 年12 月9 日協辦「國際AI 科技與AI 智慧產業實務論壇」。

（二）109 年1 月16 日協辦「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 -108 年度研發成果發表會」。

（三）6 月4 日～7 月2 日舉辦4 日 (24 小時 ) 的「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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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 月30 日舉辦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能為紡織業做些什麼？─談創新創業新思維及紡織業可

運用之資源」演講會。

（五）7 月3～4 日舉辦「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

（六）7 月8 日舉辦「台灣紡織產業製程智慧化SIG 交流會」。

（七）7 月15 日、22 日協辦「紡織所輔導紡織產業AI 出題精修班」。

（八）7 月16 日舉辦「環保紡織品開發經驗分享─寶特瓶等回收再生作法與應用」演講會。

（九）7 月23 日～9 月10 日舉辦8 日 (48 小時 ) 的「紡織人才培訓班」。

（十）7 月24 日舉辦「紡織業接班傳承暨數位轉型研習交流會」。

（十一）7 月29 日舉辦「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暨台灣紡織產業AI 化案例分享會」。

（十二）8 月25 日協辦「2020 年台灣紡織業接班人成長論壇」。

（十三）8 月26 日舉辦「 紡織產業智慧化實務交流會」。

（十四）10 月14 日舉辦「2020 年台北紡織展－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十五）10 月27 日協辦【跨域引轉型 x 數位創新局】數位轉型領航交流會。

（十六）11 月1 日舉辦「絲織業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

（十七）11 月12 日辦理「紡織業智慧製造創新共識營」。

（十八）11 月13 日～25 日辦理3 日 (18 小時 ) 之「紡織業國際數位行銷實戰培訓班」。

（十九）11 月18 日舉辦「2021 年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演講會」。

（二十）11 月24 日協辦「國際AI 科技與AI 智慧產業實務論壇」。

十、協助拓銷市場增加商機

為協助會員拓銷國內外市場，降低參展成本，特申請國際貿易局推廣貿易基金補助會員參

展，於 109 年度計辦理「2020 年美國戶外與滑雪活動用品展 (OR+Snow)」、「2020 年 ISPO Winter

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及「2020 年台北紡織展－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等3 個展覽。

十一、提供「原產地証明書」簽發服務

本會為應會員建議，自 99 年 4 月 1 日起提供簽發「原產地證明書」之服務，迄今有福懋、

遠東新、力鵬、偉全、台灣富綢、國紡、大宇、全麟、百和、得力、友良、和友、東纖、崇

躍及晶安等會員至本會簽證，敬請尚未至本會辦理的會員轉請相關業務人員告知所委託之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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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　

莊燿銘　謹識

2020 年 10 月

行，於線上選擇由本會簽發原產地證明書。

至於未來一年，本會除繼續秉持服務會員之宗旨，進行各項服務工作外，將致力辦理以下

工作：

一、續辦理絲織業永續發展相關培訓、研討、研習、演講及座談會等活動，以協助解決會員同

業經營問題，提升從業人員各職別之能力與工作效益，達永續發展的目的。2021 年規劃

辦理主要活動時間地點預定如附表，預計每月至少辦理一場相關活動，敬請各理監事及會

員預留時間蒞臨參加。

二、續協助會員拓銷市場，降低參展成本，於 110 年度將依會員需求申請國貿局補助參加

「2021 年美國戶外與滑雪活動用品展 (Outdoor Retailer)」、「2021 年德國慕尼黑運動用品展

(ISPO Winter)」、「2021 年臺灣紡織品日本春季展示會」、「2021 年美國夏季戶外活動用品

展 (Outdoor Retailer)」、「2021 年法國 Texworld 秋季布料展」、「2021 年台北紡織展－台灣

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2021 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冬）博覽會 (Intertextile)」、

「2021 年台灣紡織品日本展示會」等展覽。

三、續編「絲織快訊」周刊及「絲織園地」季刊，以隨時提供國內外相關產業情報，加強各類資

訊的蒐集與報導服務。

四、續辦理「紡織業主管能力提升培訓班」及「紡織人才培訓班」。

五、續辦理絲織業從業人員及優良移工表揚，以鼓勵廠內辛勤敬業之從業人員。

六、續辦理「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以促進上下游策略聯盟，共創商機。

七、舉辦「絲織業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以促絲織業從業人員身心健康，家庭和樂，並增進

會員情誼。

今年因受疫情影響，除口罩及防護衣等業者外，紡織業普遍訂單不佳，業績大幅衰退，為

協助同業因應疫情，解決經營問題，提升行銷、管理能力，明 (2021) 年除延續今年主要服務

外，將強化邀請各領域專家演講分享，舉辦各項有益會員活動。雖盡力構思，仍覺力有未逮，

尚需改善加強，敬祈各會員先進及業界賢達提供建言指教，俾遵循辦理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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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2021年
辦理主要活動時間地點預定表

2020年 11月 2日製表

項次 主要活動項目 時間 地點

一
台美自由貿易協定進展及如何拓展台灣紡織品國際
市場─國貿局 江局長文若演講會

1 月22 日 ( 五 )
14：00～16：30 紡拓大樓17 樓

二
絲織公會第22 屆第10 次理監事會暨與各輔導單位
代表、會員等之請益感恩餐會

2 月4 日( 四)
17：00～21：00 新上享餐廳

三 絲織公會理監事與輔導單位代表第一季健行聯誼活動
3 月20 日( 六)

09：00～14：00
陽明山湖山賞櫻秘境、六
窟溫泉

四 2021年紡織業國際數位行銷實戰培訓班 3 月～5 月 外貿協會培訓教室

五
環保紡織品開發經驗分享「聚酯及尼龍回收作法與
應用趨勢」─遠東新世紀公司演講分享會

3 月25 日( 四)
14：00～16：30 紡拓大樓17樓

六 2021年絲織業健行暨聯誼摸彩活動
4 月18 日( 日)

08：30～14：00

捷運大直站行經
大佳河濱公園、
林安泰古厝等景點

七 「跨境電商崛起，紡織業如何抓住商機」演講會
5 月13 日( 四)

14：00～16：30 紡拓大樓17樓

八
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暨
第22屆第11次理監事會(研習題目待訂)

5 月21、22 日
( 五、六) 飛牛牧場

九 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6 月3、10、17 及24 日

09：30～16：30 紡拓大樓17樓

十 紡織業二代接班承續經營研習聯誼活動
6 月4 日( 五)

10：00～20：00 地點待定

十一
國際電業新趨勢─
台灣電力企業聯合會 黃理事長重球演講會

7 月8 日( 四)
14：00～16：30 紡拓大樓17樓

十二 2021年絲織公會紡織人才培訓班
7 月22、29 日，8 月5、12、

19、26 日及9 月2、9 日
09：30～16：30

紡拓大樓17樓

十三
紡織所新技術、新產品分享會─
紡織所李所長貴琪演講會

8 月4 日( 三)
14：00～17：00 紡拓大樓17樓

十四 絲織公會理監事與輔導單位代表第三季健行聯誼活動
8 月14 日( 六)

09：00～14：00
虎山、南港山親山步道、
四分溪、中央研究院

十五 2021年紡織產業智慧化實務交流會
9 月1 日( 三)

14：00～17：00 紡拓大樓17樓

十六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評選會議、第22屆第12次
理監事會暨全體永續發展委員會

9 月10 日( 五)
10：30～14：00 紡拓大樓17樓

十七 2021年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10 月14 日( 四 )
13：00～17：00 南港展覽館4樓

十八
絲織公會第23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第23屆第1次
理監事會暨專題演講（題目待訂）

11 月18 日( 四)
14：00～17：00 紡拓大樓17樓

十九 絲織公會理監事與輔導單位代表第四季健行聯誼活動
12 月4 日( 六)

09：00～14：00
富陽生態公園
、福州山

二十
「2022年國內外經濟情勢展望」─
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孫明德博士演講會

12 月9 日( 四)
14：00～16：00 紡拓大樓17樓

註：本表為本會預定2021年辦理主要活動之時間及地點，若有修正，以活動前傳送之邀請通知為準，敬請察悉，謝謝！



N O . 1 1 4
21

專題報導

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呂芳福 主講

呂總經理報告的內容分為七段，首先是

產業發展歷程及現況，接下來談到強盛染整

導入 AI 的三個階段，先把設備自動化的程

度提升，蒐集設備自動化資料，設法運用在

染整生產線和管理，其後談到智慧製造架構

及導入共識、後續趨勢及運用，然後一個總

結。

呂總經理首先簡單介紹了強盛公司。強

盛成立於 1983 年，資本額 17 億元，目前有

210 名員工，營業項目包含各種天然纖維和

人造纖維染整代工，月產能 300 萬碼。強盛

公司的經營理念包含誠信負責、服務最樂、

全員經營和追求卓越。公司的社訓是誠實、

團隊、專業和效率。

強盛目前有三條生產線，短纖線針對純

棉、T/C、T/R， 以內銷市場為主要對象、

長纖線為 100% 聚酯、尼龍和彈性纖維，第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資策會執行之台灣紡織業製程智慧化 SIG 交流研討會於 7 月 29 日假

紡拓大樓 17 樓舉辦，邀請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呂芳福分享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

的經驗，並由資策會數位轉型研究所詹志偉專案經理介紹紡織產業製程智慧化 SIG 推動輔導計

畫，以下介紹兩位主講人報告內容。

紡織染整智慧生產與管理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八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呂芳福總經理 主講

顧問 許文賢 整理

 ▲ 主講人：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呂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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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是長短纖交織產品，目前長纖線的產量

約 60%， 短纖約 30%， 長短纖交織比較少，

目前最多的產品最多的是單向或雙向彈性

布，約占 60-70%，目前比較熱門的是多彩格

子布。

呂總經理談到紡織業的經營，身為代工

廠，經營起來是會比一貫廠辛苦，但在台

灣，染整業 80% 以上是代工廠，所以，強盛

的感受可以代表台灣的染整業，但是代工廠

和一貫廠還是在各自的領域爭取客戶，並不

相衝突。

產業發展歷程及現況

談到全球的市場，近 15 年以來，配額取

消和兩岸同時加入 WTO 之後，全球紡織品

貿易成長 110%，平均每年成長 3.9%，成衣成

長 215%，平均每年成長 5%，照理說大家的

生意應該很好做，但是台灣好像沒有分到這

一個成長的好處。

2018 年，中國大陸、歐盟和印度居紡織

品出口的前三名，台灣和韓國的出口排名穩

定在第六 / 七位。在成衣方面，前兩名還是

中國大陸和歐盟，孟加拉和越南緊追其後。

事實上，東協國家有五個在前 15 名，分別是

越南、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和緬甸，所

以這幾個國家是我們要爭取的客戶。台灣雖

然排名在很後面，但是我們做的大都是特殊

的產品。

台灣紡織品去年的產值約 2,617 億，減

少了 13%，出口量衰退了大概 10%，金額衰

退約 9%，其中布類產品占了將近七成。

臺灣紡織業每月平均工作時數，在 2005

年至 2019 年間減少 13 小時，每人每年的勞

動成本平均成長 1.4%。人均產值減少 16%，

這讓好很多老闆感嘆，成本增加但效率沒有

提升。

呂總經理認為，染整業的門檻不高，只

是複雜而已，有機器和人就可以生產，但是

要做得好不簡單，做好產品是應該的，如果

沒有做好，不但工繳拿不到，還要賠償客戶

的布，所以成本很重。

以前的染整工廠大都是人工作業，目前

基層幹部基本上傳承沒有問題，也可以找的

到，只是基層的勞工普遍缺乏，有賴國外的

勞工來支援，勉強可以開工，但是還是不

足。

今天呂總經理要分享的主題，也是染整

業的心聲，主要是各項成本都在增加，依賴

人力的狀況如果不改，未來是很難再經營下

去，所以，如何讓人力依賴度高的染整業，

能夠靠自動化設備繼續維持下去，是一個關

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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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自動化設備提升生產力

呂總經理認為， 今天要談染整業智慧

化，說起來還早，勉強只能說是自動化 Plus，

做好了以後再朝智慧化來走，根據目前的體

質做一些事情。

條碼掃描

自動化的第一步是條碼掃描，其實強盛

一、二十年前就在做。

 

條碼系統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夠把生產進

度、管控產能、分析設備動用率、生產力等

資訊即時轉到資訊系統中，提高產品品質之

掌握度、庫存管理的效率、增進生產效益，

但是如果刷卡不確實，就會影響進度的查

詢，讓統計分析成本失真。強盛到目前還在

針對這一點進行改善，讓正確度更高。

呂總經理認為，如果市場成熟，刷卡的

動作可以改用 RFID 來取代，可以提高資料

的準確率，也更即時，目前強盛正朝這一步

在走，硬體設備已經完成，現在期待電子標

籤的價格能不能降低，因為一個月要四萬多

條，是一筆可觀的費用。RFID 的好處是非接

觸式讀取可以更精確的計算成本，比刷條碼

準確也更快。

因為強盛是百分之百的代工廠，以前客

人的布進來就要給它一個身分證，代號、批

號、碼長的資料，所以在布頭就要把這些資

料寫上，這要耗掉 15 公分的布，每天那麼多

疋布，要浪費掉多少？如果用 RFID，客人這

個 15 公分就可以省下來，強盛也不要浪費人

力去寫這些資料，可同時也減少廢棄物，所

以，強盛希望早一點找到適合的 RFID 來取

代條碼。

自動秤料

 

自動秤料系統強盛已經用了 10 年，最早

期是用圓盤式，這樣可以讓操作的同仁不必

走動，避免染料粉在空氣中飛揚，造成深色

汙染到淺色，但圓盤式占的空間很大，也有

染料粉體飛揚的問題，所以，強盛在 10 年前

改用立體式存取方式，透過「辨識條碼」染

料自動送至秤量人員面前，避免染料粉體在

位移當中飛揚，又節省空間，這個做法不會

取錯染料，又秤的準。 

自動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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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調液室裡面有很多桶子裝的染料溶

液，強盛在 10 年前改變，把要用的染料和

助劑，用一噸的方形桶放在高架上，大概有

40 個桶，每一桶都有液位控制和缺料警報，

染液利用重力經過流量計流下來，依密度和

體積計算重量，等到機台叫料的時候經過流

量計流下來就完成準備，機台需要加料的時

候，控制閥打開就可加料。

自動輸送 

 

過去輸送染料都是一對一，如果有 30 台

染機就有 30 條管路，為的是減少相互汙染。

10 年前採用染料分配輸送系統應用伺服馬達

控制移動式接頭，自動分配將染料輸送至目

標染機之備藥缸，完成輸送後會自動進行清

潔管路的動作，不會污染。這種輸送法不需

要人的操作，完全由電腦控制。

染色機 / 樹脂機智機化

 

這就是所謂 IOT，透過物聯網把染機的

訊息傳輸到中控系統，染色機的參數包括液

位控制、流量控制、加藥迴流控制、噴壓控

制、噴嘴設定（這個還是人工操作，只是記

錄）和帶布輪轉速控制等，大大小小總共有

15 個參數，這樣就能夠讓中控系統隨時掌控

機台運轉的狀況，如果發生問題也能一目瞭

然，也可以找到原因。

樹脂定型機也一樣，強盛的定型機是全

新的機種，針對自動調液輸送、緯斜調整、

緯密調整、幅寬調整、速度控制和烘箱溫度

控制，這些參數也一樣，都要透過指令跟

ERP 聯結。

這些新設備和系統聯繫的通訊協定不

同，後來是由紡織所協助強盛解決了問題。

 染色機上有 15 個感測點，包括它的 I/

O， 會有 122 個監測數據， 可以分的很細，

某一個顏色在染缸裡停頓幾秒鐘都知道，染

缸裡升溫的速度曲線如何，如果有停機，這

個時間點是在敏感帶還是非敏感帶都知道，

都會留下紀錄，但是這個功能要在新機台才

能做的到，舊機台還要改裝，但費用不會太

高，強盛是買了四台新機來試驗能夠聯結到

什麼程度，如果可以，舊機台就打算改裝。

舊機台加裝智慧機上盒 SMB 也是一個方

式，廠商可以自己考慮如何做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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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脂機方面，是前面的緯紗校正，緯密

控制、Overfeed，溫度、速度都要全部聯結

到機台的監控電腦，呂總經理認為樹脂機是

蠻成熟的，如果指令正確的話，只要刷一

下，把資料帶進去，人只是在監控而已，就

是「人機協作」，這在以前靠一個資深員工

來做這件事，往往很容易記錯，強盛這麼

做，不是要減少人力，最主要是透過這樣

做，可以優化作業。過去都是領班在寫條

件，每一個領班開的條件不見得相同，即便

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開的條件也不盡相

同，所以會有少數誤差，透過這種方式，所

有可能的人為誤差都可以消除。

這個做法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會累積很

多資料，這些資料可以透過 ERP 去分析，可

以再調整，找到優化的條件，這一段，強盛

還在努力中，但目前至少不必靠人工去填寫

加工條件，完全靠電腦去執行，

自動化資料蒐集與應用

強盛引進了新的設備如何去運用？

機器以電子化連結伺服器，取代人工鍵入打

樣系統

以化驗室來說，強盛和其他同業一樣，

也是使用 Data Color，Data Color 本身的程式

語言跟電腦去如何協調溝通，這方面要解

決，溝通完成後，如果客戶下了單，強盛可

以根據客戶需要的顏色查詢配方，以色卡

編號透過 Data Color 可以找到過去比較接近

的 Dispenser 資料，根據這個資料去滴液，試

染。這個作業可能要不只一次，以強盛的經

驗來說，平均大約 2.8 次才能找到正確的配

方。

 

如果客人來樣是附布，要先到色庫系統

查詢胚布規格，就可以找到以前曾經染過的

配方資料，配方傳至 Dispenser 滴定，過去這

部分都是靠人工輸入，很容易發生錯誤，現

在都是用電腦轉傳資料，很多異成常都是因

為輸入錯誤造成的，這個資料轉到 Dispenser

後就到化驗室試色，試色可能要不只一次，

配方確認後記錄下來，把色卡送給客戶確

認，如果是要下染就直接下染，這是運用的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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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排程

 

自動化排程指的是在化驗室把配方傳給

中控電腦，中控電腦要依據訂單的下染配方

給現場相當多的指令去執行染程，除了染

程，中控電腦還須要知道機台狀況去選擇最

適當的機台，甚至每一個機台的成功率都有

資料可以參考，理論上是可以找到最好的機

台去生產，但是其中還是有障礙，比如說，

A 機台最適合， 但是現在是生產中插不進

去，或是色系不同，所以還是要有備位，這

時中控就要去選擇，這個系統可以讓作業的

成功率比較高。

樹脂機參數回饋

 

樹脂機的參數包括自動調液輸送、布目

自動調整、緯密自動控制、幅寬控制、速度

控制、烘箱溫度控制等，刷一個訂單後都可

以帶進機器裡，人只是協作而已，這些條件

在機台運轉中會自動把實際數據傳回中控電

腦。

 

自動調液，刷一個客戶的加工代號，其

中有 Article number 裡面可以帶出技術課給的

指令，可以自動秤量和輸送，設定樹脂機的

溫度、速度，還有緯紗調整，都有數據聯

結，隨時傳回運轉狀況。

烘箱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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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作業目前在強盛有一個問題，可能

是當時設計的樹脂自動調液速度不夠快，會

有一點等待，形成浪費，要解決這個問題，

強盛在考慮是不是調液能量或是流速要增

加，目前還在改善中。這一套可行性沒問

題，如果不計較等待時間的話。

做自動化或智慧化都會碰到問題，有的

是事先沒有想到的，有的是做了之後才發現

的，就要即時去修正，這不是容易的事，要

不斷的改善，沒有最好的事，總是有比較好

的。

染廠智慧化生產管理

除了這個，強盛也做了即時通報系統的

建置。

 

這個現在很多公司都有，在台灣可以看

到海外工廠的生產情形，強盛不是要監視現

場，因為當現場有異常的時候，如果主管不

在，會收到一個警報，可以即時去支援，通

報系統的建置雖然沒什麼，但是因為現場的

自動化還是有一些障礙需要去排除，這時，

這個系統就發揮了功能。

另外更進一步升級的是，包括染色段和

整理段，強盛用 E-SOP 去聯結，這不是一蹴

可及的事，現在還在進行中。

數據分析

 

針對現場染程的數據持續收集，強盛希

望有一天數據夠多的時候能進行分析，找出

某些產品在某些機台做的最佳的條件，穩定

性會更好，這個條件過去可能是存在主管或

技術人員的腦子裡，這個條件可能在夏天和

冬天不太一樣，這個差異可以從數據分析找

出來。

 

另外，就重修和製程分析，可以進行布

種良率的分析管理，因為目前強盛的成品檢

驗都已經電子化了，運用電子化分析，每一

個瑕疵產生的原因都要查清楚並定義清楚，

就算沒有定義清楚，也要即時回饋到生產單

位，生產單位根據當時的生產條件去找出問

題的原因。這些資料累積到一定程度，對生

產者去判斷異常的原因和源頭管理很重要，

會救火不如會防火，預防勝於治療，雖然產

品已經被列入不良品，但怎麼去改進和預防

再發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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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訊統合 - 營運決策分析系統

 

此外，強盛也針對業務部門提供支援，

業務部門在市場上報價，每一個業務人員都

認為他接的單對公司最有貢獻也最好做，但

是，數據會說話。

如果刷卡正確，每個配方條件都是由電

腦轉的，沒有錯誤，理論上應該馬上算的出

來，某一張訂單某一疋布，某一個顏色的生

產成本是多少，是不是在公司的損益平衡點

上面，甚至獲利是多少，可以做為業務和客

戶議價的參考。

訂單賠錢有很多原因，是接單單價太低

還是生產成本太高，或是產生不良品造成

的。強盛的成本分析明細表是線上，每一張

訂單刷進去就已經在計算，雖然沒辦法做到

很精準，因為刷卡還是會有很多不正確的，

這會造成影響，所以，強盛一直要把刷卡改

成 RFID 來解決這個問題，讓成本分析更正

確。這個資料是業務人員在跟客戶議價時進

退的參考資料。

ISA-95 智慧製造發展架構

強盛從去年開始就請 CPC 到廠裡做員

工訓練，但是因為疫情停了一段時間，有一

系列的課程，包括品管的手法，雖然過去上

過，但是人事變動後還是要再重新教育，強

盛認為教育訓練、IT 和自動化的費用都不能

省，生產人員可以設法減少，但人員訓練、

IT 和自動化的投資絕對不能省。

這段時間強盛接受 CPC 的輔導，其中有

一些觀點，呂總經理分享給大家。 

CPC 談到一個智慧化的架構，這個架構

分五層，還沒引進前，設備沒問題，監控也

沒問題，溫度就是監控關鍵，溫度會控制馬

達閥門的開關，透過變頻器控制轉速，得到

應該有的壓力，這都沒問題，此外，染機裡

的運轉時間可能就不一樣，如果一個 CYCLE

本來是 72 秒，現在變成 90 秒怎麼辦？如果

是事後才知道已經來不及了，所以，除了監

視以外，還要有控制的機能，監控裝置以前

比較少，現在都可以加上去。第三層是利用

資料採集與監控系統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CADA，這個系統目前已經

非常方便了，對於監控數據的取得，可以採

用批次控制、連續控制或是離散控制，這

些設備都已經非常齊全了，染機上 15 個點，

120 個 I/O，隨時都可以擷取資料，過去很早

就有 MES。比如說打色配方在 DATA COLOR

裡面，現場設備的加工條件在生產記錄表

裡，品保資料在自動驗布單上面，但是這些

資料沒有聯結，現在透過監控設備和連線可

以全部聯結起來，這對 ERP 的運作絕對有好

處，就是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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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的期間， 強盛才發現過去十多年

來，MES 的很齊全， 但是只是運用其中的

資料，但是沒有聯結。聯結後才知道，生產

單位有很多寶貴的 Domainality 沒有被開發出

來，加上這些連線，和數據的擷取和分析，

對工廠一定會有幫忙。

最後一個是 ERP，它可以針對主排程，

次排程及交期，甚至原物料準備的時限和數

量，到出貨都可以管控，目前 ERP 還要跟著

MES 和 SCADA 聯結更好之後，ERP 可以做進

化。

呂總經理認為目前強盛頂多是在自動化

PLUS 的階段，頂多是工業 3.0，還不到 3.5，

未來希望往智慧化，往 4.0 走，這是一條很

長的路。

精實管理

強盛在這段期間和 CPC 合作的重點就在

精實管理過去經實管理在 Lean-Production 和

Lean-Manage 在成衣廠有做過，但是在染整廠

很不好做，強盛利用疫情這段時間思考過，

如果要讓公司工廠智慧化，不去做 Lean 的

話，就很難。Lean 在談什麼，第一個要減少

浪費，做的太多、重修太多和機器故障，不

該有的製程都是浪費，精實管理就是要找出

浪費的地方，染整廠不難，但是複雜，如果

大家願意去面對浪費的話，這是也很大的空

間的。

另外一個就是換規格的時間，目前在疫

情期間訂單很少，所以換規格會佔掉很多時

間，換規格次數越多，異常也會比較多，工

廠的管理好一點大概不會，工廠碰到淡季訂

單不多時，異常反而會比較多，，旺季換色

系時間拉長，問題反而會比較少，但是不能

期待每天都有長碼訂單，所以，強盛從精實

管理著手，有精實管理才能談到智慧生產。

智慧化最重要精神

 

智慧化最重要的是要持續不斷改善，以

投入最低的成本做現狀改善，別人成功的例

子不一定適合自己的工廠，也不見得會成

功，要根據自己的體質，以最低的成本投

入，去改變現狀。改變是不斷的，目前這樣

做，可能到年底會發現有更好的方法，永遠

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好的方法。

改善的工具，在染整廠的管理都是透過

PDCA，這是一個很好用的管理工具，任何

事情都要透過計畫、執行、檢討和改善，改

善是無止境的，今年的改善可能是明年的計

畫，明年的改善可能是後年的計畫，如此不

斷的循環。尤其在做智慧化，不可能一開始

就是完美的，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去解決，不

透過 PDCA 去改善，很容易就停頓掉，必要

時還要成立專案定期檢討，這是很重要的管

理工具。

導入智慧化失敗的原因

很多工廠導入智慧化都失敗，成功的非

常少，很多企業推動智慧化未蒙其利先受其

害，有些公司資訊化還沒完成就不見了，問

題是公司的體質不到一個程度就要量力而

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事先的評估很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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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原因根據統計出來有幾個。 第

一，開始做的時候，只有部分人參與，沒有

全員溝通，更不要說全員投入。還有，初期

評估沒有詳細分析，基層的管理也不足，比

如說，還沒有生產進度表，沒有一個最終正

確的配方和生產記錄，這些基礎的管理一定

要有。呂總經理強調，別人成功的案例可以

借鏡，但要原封不動的搬過來用，不見得可

以用，所以，一定要瞭解自身的體質。

第二，沒有深入瞭解，在一知半解的狀

況下就投入，所以，外界的資源協助很重

要，有很多顧問公司都可以提供協助。

第三個原因是沒有確定智慧化要解決什

麼問題，會產生怎樣的效益，老闆不是怕

花錢，問題是這個錢花下去能解決什麼問

題，有多少效益。譬如，領班總有一天會退

休，基層工人大都是國外來的，將來如何去

傳承？另外，少量多樣化之後，各種條件變

化太大，記不起來，所以，一定要導入去協

助領班這個階層，增進這個階層決策的準確

性，此外，工人不好找，所以，可以用人

機協作的，可以用自動化取代人力的一定要

做。有這個明確的目的就可以做。

智慧工廠成功之道

智慧化要成功，有幾個要件：

第一，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資訊化

導入具挑戰性，甚至顛覆傳統，需要堅定

地往前走，無法投機、不能半途而廢。領

導人要讓員工明瞭智慧化外，還要讓他們

知道該如何執行。呂總經理舉了一個例子，

強盛以前 ERP 要從 DOS 轉換成 Windows 時，

Windows 系統建置完成後沒有人要用，雖然

比較好用，但是沒人要用，大家習慣用舊的

系統，後來沒辦法，台北找一個助理，生產

單位找一個助理，出貨也找一個助理，這三

個人就用新的系統下去做，新舊系統每週比

對，看看差異在那裡，經過六個星期，就把

舊系統丟掉了。如果要等到大家都覺得新系

統比較好，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這是習

慣法則，沒什麼好壞問題。群體就是這樣，

所以，主其事的人要有決心。

第二，完整的系統性結合，每一個工廠

不一樣，人多人少，大、中小型工廠都不一

樣，要管理水準都不一樣、包括 IT 人員和

IOT，這一些人員有多少技術含量，不行的

話還要從外面找人。員工的心態也很重要，

很多員工怕自動化會減少他們的收入，他們

會抗拒，這時要去教育員工，自動化後員工

可以做更高層的工作，不必怕找不到工作，

只是要再訓練而已，所以員工的心態很重

要。

第三，需要懂得全貌且經驗豐富的專家

協助，任何改善工程進行時，都會碰到一些

阻力和障礙，要有人去排除。

第四，以「導入智慧化」作為長期經營

策略，要讓所有員工知道，智慧化是長期的

經營策略，且會長期的創造員工價值，不能

因為CEO 換人而有所影響。

未來展望

強盛未來還有兩項工作要進行，第一個

是 RFID 要取代條碼， 目前硬體設備好了，

試用紡織所的 RFID 也可以了，現在還要找

配合廠商能生產這個 RFID，才能以經濟的

成本來開始用。第二個要做的是自動驗布系

統，這類系統市場上很多，現在強盛廠裡有

兩家的系統在試用，希望這個系統能夠趕快

試用成功，因為驗布需要有經驗的、細心的

員工來做，驗出來的品質比較正確，現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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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這樣的人不好找，所以，強盛希望自動驗

布系統能取代部分人工作業，取代一半就能

少用十幾二十個人，但是要用這個系統好像

蠻難的，現在還在試。

結語

智慧工廠是建立在大量運用自動化機器

人或機器手臂，透過感測器物聯網、供應鏈

互聯網、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藉由人機

協作方式提升全製造價值鏈之生產力及品

質。這個大方向不會變，如果單純的只要自

動化及智慧化，那就沒有意義了。

今年在疫情壟罩下產業低迷已經很久

了，七月份看起來有好一點，但是大約只有

六成而已，紡織產業應該共體時艱，也是在

疫情之下，大家有足夠時間去準備，希望在

疫情過後，大家都能快速復甦。

面對全球疫情、中美經濟戰況擴大、美

國大選之後，不管誰當選，這個狀況不會

改變； 區域經濟整合障礙， 不管 CPTPP、

RCEP、或是目前越南和歐盟的 FTA，這些

都會影響到台灣，但是台灣又不能加入；最

近還有一件大事，國內鍋爐空污排放標準提

升，桃園到六月底已經禁煤了，新北市半年

前也是，所以大家要煤碳這個物料改掉，雖

然會使成本增加，但對於環境的汙染情況是

絕對會改善的，這些都是改變，唯一不變法

則是如何不斷的改變向上，停留在原地不改

變而期待結果改變，呂總經理覺得這點很困

難。

一個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卻可以走得

遠，重點走的過程中還在相互激勵、互相合

作和解決問題。

呂總經理借用紡織綜合研究所輔導提出

的智慧染整、智慧製造五大核心領域：智慧

染色、智慧整理、智慧串流、智慧監控、智

匯中心，大家可以試著去做做看，至於怎麼

做，還是要回到前面說過的，要看看自身的

體質，評量自身的條件和能力去選擇。

諾貝爾獎得主總結出抗衰老秘訣 5把鑰匙打開長壽門：

(一 )樂觀、生活有目標 

( 二 ) 堅 持 步 行 三 、 五 、 七 ( 每 天 步 行 3 公 里 ， 約 3 0 分 鐘 以 上 ， 每 周 運 動 5 次 左

右，"七 "指有氧運動強度，以 "運動後心率 +年齡 =170左右 "為宜。)  

(三 )多補充維生素 D，少吃豬肉 

(四 )夫妻多牽手 

(五 )人緣好。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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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經理說明的是主要分兩大部分，首先

說明紡織產業製程智慧化 SIG 推動輔導計畫

推動的背景和目標，其次，從生產管理的

人、機、料、法、環、測各方面導入計畫的

案例分享給參與研討會的業者。

計畫推動背景

目前 AI 的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環境周遭隨

處可見，就以身邊的智慧手機中就有很多常

用的科技，如人臉辨識和語音輸入就是 AI 的

應用。根據政府的調查，目前產業導入 AI 的

還不到兩成，很多都還停留在資料的蒐集和

評估，並沒有導入 AI 的應用。工業局看到產

業發展有這樣的瓶頸，所以希望藉著推動這

個計畫來推動跨領域的交流和合作，來完善

國內AI 發展的環境。

計畫架構

 

這個計畫已經架設了一個平台， 叫做

AIHUB，串聯一些產業公協會、指標企業、

學研機構和 AI 推動的單位，來共同推動產業

應用的落地輔導。

輔導機制

 

這個計畫建立了一個產業 AI 化的輔導

機制，實際走入產業端，例如到工廠進行訪

視，來做技術需求端和供給端的媒合，也希

望透過這個輔導機制促進產業 AI 化提案，這

個計畫也會適時提供一些補助，協助推廣

AI，今年已經和 10 個公協會合作進行跨領域

的推廣。

計畫的輔導主要是透過 STEPS 的方式執

行，首先透過對產業的訪視，Servey，找出

共通性的議題，每一家企業的工作流程和文

化都不一樣，資策會先會聚焦，Target，因

為每一個企業的痛點，導入的時間，導入

的優先順序都不會一樣，會做一些工具的

紡織業製程智慧化案例交流分享
資策會 -數位轉型研究所 詹志偉專案經理 主講

顧問 許文賢 整理

 ▲ 主講人：資策會 -數位轉型研究所 詹志偉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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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Engage 或做 AI 新創的輔導， 進行一

些前期導入的先導開發專案 Pilot，資策會希

望由小變大，不要一下子就挑一個很難的題

目，因為失敗率會很高，從小的開始做，比

較能在短期看到成效，透過這樣打造一些標

竿的個案，透過成果發表進行服務的擴散，

Spread。

 

這個平台目前已經匯集了 30 個 AI 個案，

12 個應用實證，105 個 AI 專家聯結，150 家

新創團隊盤點， 還有超過 125 個 AI 演算模

組。

紡織產業需求分析與關鍵缺口

 

這個計畫從去年開始就針對紡織產業的

需求進行分析，瞭解到紡織產業和其他產業

一樣，都碰到結構性的缺工問題，老師傅經

驗斷層的問題。現在留在台灣的企業都是在

生產一些高質化的產品，還有，市場趨勢已

經轉變成少量多樣化，造成製造業的時間、

品質和成本難以平衡的困境。

 

資策會盤點了國內紡織業上、 中、 下

游，從早期的 SND，到今天的 ERP 相關的智

慧化系統，大概都有達到工業 2.5 到 3.0 的程

度，是一個具備導入 AI 環境的產業，有些比

較積極的一貫廠，已經在做 AI 的應用，譬如

參數最佳化、備料預測、選機排程等等。

 

資策會今年透過一些活動和交流，持續

訪視一些紡織企業，進行跨領域的合作，希

望可以打造人、機、料、法、環一些概念性

的案例，發展紡織業AI 化的藍圖。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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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經理接著從人、機、料、法、環、測

幾個面向分享用到 AI 的案例，因為時間因

素，詹經理只能簡單的說明大概的輪廓。

人

 

首先說人的部分，RPA 在打造數位勞動

力最早從金融業開始，已經很成熟的運用在

很多產業，在紡織業，資策會輔導過成衣業

者，不過那是做營運優化，如訂單或庫存管

理，提供一個 24 小時數位化的助理，下班後

還是在工作，看看是不是有新的訂單進來或

是其他事，自動轉入 ERP，員工第二天上班

只要確認就可以，這樣可以大幅提高營運效

率，可以達到 15-90%，這是要協助人力往高

質化的工作轉換。

這方面導入國紡企業和儒鴻企業，國紡

非常積極，從早期的製造發展到自有品牌，

也在電商平台銷售，他們從 B2B 轉型到 B2C

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增加很多事務性的工

作，資策會協助他們導入 RPA，在上電商平

台庫存確認部分可以用 RPA 自動去做，提升

了 15 倍的效率。在儒鴻公司，資策會幫助他

們做採購的 RPA，起標和採購的部分，可以

從 ERP 轉訂單到採購系統自動下單，本來一

張訂單要處理兩天，現在縮短到兩小時。這

部分資策會稱為導入 AI 的早收清單，因為比

較容易做，原因是不需要改變既有的流程或

系統，而且對人力精減，工時的縮短很容易

看得出來，所以很多企業都從這方面先做。

機

 

在機方面，前面說過 CPS，資策會是把

機台的資料做跨平台整合，從 ERP 裡面的訂

單編號、內容，到現場管理的資料、機台效

率監測與異常狀況，都記錄整合。在織布方

面，整合現場工單、批號、在製品的生產製

程、蒐集機台及製程參數，並追蹤生產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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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可以依照每個廠不同的生產流程

和配置，提供圖形化的介面，可以很容易的

看到每一個流程的狀況。

 

資策會看到很多製造業要數位化或是導

入 AI，現場會衍生很多工作，有的工廠導入

後並沒有達到精減人力的目標，反而增加了

10-20%，其實目前 IOT 科技非常發達，運用

RFID 或條碼，目前單價也比較低，所以，資

策會協助圖中這個廠的盤頭裝上 RFID，在織

機上裝了 Reader，只要這個盤頭裝上去，就

可以知道進度。

 

還有，現場有些操作，都是透過條碼去

減少書寫或操作的工作，因為目前很多傳統

產業是以外籍勞工為主，他們的書寫有時會

有些困難，所以，儘量透過數位化科技，用

點選或感應的方式，自動帶出生產參數或資

料。

料

 

在原料方面，資策會曾經為南部一家紡

織業者做一個企劃的研究，把他們 ERP 上面

前五大客戶的資料去分析，從品牌商給的

訊息和實際上下的訂單誤差最多有高達 10-

70%，這就造成業者備料上面的困擾，會造

成庫存的積壓，增加成本，資策會認為可以

用 AI 來幫忙，透過時間序列的演算法，建

立各個客戶專屬的原料需求預測模型，導入

後，這個誤差能夠控制在 10-35% 內，有效降

低了庫存成本10-15%。

法

 

有的工廠織機很多，多的有幾百台，分

佈在各個廠房或廠區，怎樣排產會比較順，

效率會比較高，資策會認為也可透過 AI 的運

用來幫忙提高稼動率。

資策會做這個分為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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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透過半自動的方式，依照織機的資訊

和訂單的資料，這個差異是用產出 EXCEL 報

表的方式，透過品質報表來看這個織機的瑕

疵率，拿去給生管來做選機排程的參考，縮

短 Lead Time。目前工廠內會有很多急單或插

單，這都會增加生管的負擔。

 

資策會希望透過長時間累積的數據和經

驗來修正，未來可以做到用電腦全自動化選

機，達到最佳化的人機協作。

還有，運用一些布種的參數製程分析的

優化，也可以透過 AI 可以提出最佳化的建

議，來提升產品的品質。

環

 

講到環境的部分，資策會的團隊在還沒

做製程 AI 之前，是在做管理人員的系統，這

個系統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支援跨國、跨廠

域，紡織業很多在國內外都有廠，透過這個

平台，把這些工廠的數據收集在平台上，它

可以支援各個品牌的裝置，可以大幅降低工

廠為了要降低要導入系統和後續 MMA 的費

用，這麼多廠都是用這個平台，建置、開發

與維護都是同一個費用，而且可以開發工廠

各種設施的管理方案。

 

在電能管理方面，現在還有工廠是採用

人工抄表的方式，每 8 小時要抄一次，不但

耗費人力，取得的數據還不夠精細，現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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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電表漸漸普及，單價也在降低，它可以把

每一分鐘耗電的狀況上傳到平台，可以讓我

們掌握重大能源的流向，也可以做用電異常

的分析，來協助企業在導入 ISO 50001 時所

要的表單製作。

 

需量管理部分，以台灣來講，只要是工

廠大都屬於高壓的用電戶，台電除了會依照

用電度數收取電費之外，還有一個基本電

費，他就是依照每 15 分鐘的用電量去看你有

沒有超過契約容量，如果有超過，10% 以內

是罰 2 倍，10% 以上 3 倍，沒有超過也不會退

錢給你，這就是有管理的必要，這個系統可

以預測 15 分鐘的用電量，看看會不會超過契

約容量，如果會超過的話，可以透過異常告

警通知管理人員，甚至可以做到自動卸載，

這個在工廠是比較少用，畢竟是以生產為

重，但對一些學校或是賣場，這個功能蠻有

用的，可以適時調整空調的用電來避免台電

的罰款，有效控制電費成本。

 

在用電安全方面，一般工廠每半年或一

年都有請工程顧問公司來做紅外線影像檢

測，看看配電盤是否有異常或是漏電，有很

多火災是因為電氣事故引發的，這都是意

外，定期的檢查難免有些疏漏，目前的 IOT

不管是接觸式或是非接觸式，都可以偵測出

異常狀況，自動發出告警，可以即時處理，

降低火警事故發生的機率。

 

在智慧巡檢的部分，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透過現場 WIFI 訊號來定位，所以導入系統

不需要再增加硬體裝置，這個系統主要目的

是要確保現場巡檢人員可以做到無紙化之

外，也可以確保在對的時間、地點做對的事

情，這可以透過手機的 APP 設定排程，如果

巡檢人員沒有依照規定去巡檢，系統就會告

知他本人和主管，巡檢人員如果發現異常，

可以透過拍照、或錄語音的方式記錄，以供

管理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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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裡比較耗能的設備，像是冷卻系統

或是空壓系統，可以結合流量感知器來看空

壓是否有洩漏的假性需求之類的浪費，可以

做設備的改善或是更新，也可以透過這個系

統去計算每一度電產生的效率，做為空壓系

統能源效率的指標，也可以做為空調或空壓

系統保養的依據，透過 IOT 的技術，在系統

效率低下時，可以提前保養。

 

水質管理方面， 也是因應目前的水處

法，那是擴大廢水管理的對象，如果是在工

業園區內的工廠可能比較沒有影響，假如在

園區之外，要裝設水質監測器，還要依照產

業別要定期上環保署的系統申報排放情形。

測

 

資策會看到織布業最大的痛點是在驗

布，驗布員要視力好，要有耐心，細心，大

多是女性才做得了，其實在 AOI 已經應用的

非常廣， 像半導體業或是 PCB 業， 很多紡

織業者在三、四年前就在試用，可是他們碰

到很多問題，就是寧願錯殺也不願意放過瑕

疵， 所以，Over-kill 率很高， 如何去降低，

辨識技術比較發達就可以解決，資策會在台

南的一個工廠針對胚檢的部分做瑕疵標準影

像來協助複判，大概減低誤判率 70% 以上，

比較接近產業的需求。

 

目前在 AOI 的學習，大概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先分真偽，先把一些偽瑕疵先消

除，讓檢驗效率提升，第二步是做瑕疵分

類，這部分要回溯到製程肇因分析，這需要

AI 的標註分類的技術。

發展這個 AI 主要是希望光學檢測能夠越

快越準，來解決產業缺工的議題。

結語

資策會希望透過這個計畫的輔導方式和

業界做更進一步，更多的交流，可以加速 AI

應用，可以接地氣，讓AI 的應用更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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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遠興業智慧化織品瑕疵檢測成果分享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前言

本計畫主要即要解決在廠內最花工時的檢驗製程，希望透過 AOI 的智慧化機制大幅優化，

現在雖已由原來的人工驗布、判等到光學驗布、人員機台協同作業降低複判的階段，但是機台

過篩率仍高，需依賴工作者經驗值來修正，如何能自動瑕疵分析判等，替代老師傅經驗，是智

慧化重要的一步。目前的 AOI 驗布機，2000 碼的布約可輸出 5000 張的瑕疵照片，不過人工過

濾後，大概只有不到 1% 的照片為真正瑕疵。因此本計畫將與新創公司開必拓數據合作，針對

過篩的瑕疵，利用 AI 化AOI 檢測技術方案來進行二次檢測垂直領域應用。

導入前產業現況

國內歷經半世紀的化纖產業奠基，具備自原料合成至纖維紗線與布種開發之高水平產業能

量，產品頗獲國際市場青睞。近幾年台灣紡織業為擺脫大陸、印度等新興市場崛起，發展機能

性布料，戰勝大量生產與價格競爭的市場，至今，甚至成為臺灣重要出口產業。除了技術研發

創新，加強自動化生產更是關鍵所在。如今，面對全球如火如荼發展開來的工業 4.0，臺灣紡

織業也正加快腳步發展智慧製造，致力推動臺灣「織聯網」的產業升級；也希望能透過 AOI 的

進化來提升品質，去技能化並具備更快速的應變力。

目前國外最知名的紡織 AOI 解決方案為 EVS，Elbit Vision Systems（EVS）原為一家以色列

公司，過去 20 年來一直致力於織物瑕疵光學量測；2018 年 4 月由全球知名瑞士紡織檢測公司 

UsterTechnologies 併購。系統最大特色可針對工廠品質需求，以高階攝影鏡頭動態拍攝織物於織

造或成品定型時之外觀影像，經過適當織物瑕疵辨識訓練，系統會針對檢測到的瑕疵進行辨識

存檔於電腦上，操作人員除可透過電腦螢幕進行瑕疵品質確認外，所有瑕疵的數量、大小與實

際布軸位置皆會記錄，不僅大幅減少品檢人員負擔，同時降低後續與客戶的糾紛。

目前在宏遠興業中有此布疋瑕疵辨識的數位轉型方案，相信同業若應用 AOI 系統也會碰到

與宏遠相同的問題，包括過篩率高、無法針對瑕疵進行辨識等等。自動光學檢測是運用機器

視覺技術擷取影像進行分析，進而判斷是否存在瑕疵，不過 AOI 設備容易因敏感而出現過篩現

象，因此，如何準確挑選出真瑕疵照片，去除過篩濾高的情形進而降低工作量，是本計畫的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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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檢測服務

傳統 AOI 做法，靠人類歸納瑕疵定義，AI 辨識模組則是向人類的判斷結果學習。為降低不

必要的人力消耗並加快產線檢測速度，宏遠與新創公司開必拓數據展開合作。讓過往需要仰賴

人工進行瑕疵觀察、推敲瑕疵定義的工作，轉由交給 AI 來進行。透過機器視覺的輔助，針對對

應瑕疵樣張進行特徵觀察，同時再結合專業目檢員的複判回饋進行認知學習。

本計畫將現有的瑕疵檢驗流程導入 AI 辨識技術與學習框架 ( 針對模型重新訓練 )；大數據

模型訓練資訊流架構如下圖，共分為影像採集、影像儲存、影像前處理、模型訓練等階段。

 

於計畫期間，結合專業的驗布師傅依照非瑕疵影像的特徵將資料集分成幾大類別，並交由

瑕疵辨識演算法進行學習。總計完成 18 類瑕疵樣張標注，當中前五大瑕疵（佔總瑕疵 80%）分

別為：

圖 2、人工智慧作法圖 1、傳統 AOI作法

圖 3、大數據模型訓練資訊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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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大瑕疵對照表

排名 瑕疵品項 佔比 瑕疵樣張

1 接縫 40%

2 污點、污髒 16%

3 接缸 10%

4 棉粒 8%

5 節絲 6%

導入後改善效益

藉由本計畫之執行，順利於廠內完成硬體

設備及系統之整合。硬體設備為視覺取像設備

之設置，系統包含工單輸入系統、計碼器整合

系統、影像儲存系統、查詢系統等驗報系統之

建置。藉由智慧化織品瑕疵檢測服務的系統導

入，目前廠內織品檢驗作業透過驗報系統可完

整紀錄每疋布的總布長及各瑕疵所在碼數，讓

作業人員可以確實掌握每疋布的檢驗履歷。 圖 4、場域取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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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作業人員可在系統中確認是否同意辨識系統所標記之瑕疵位置及種類，若需更改可

手動框選瑕疵位置及選取瑕疵種類。影像經過 AI-based 瑕疵辨識後，結果儲存下來交給目檢員。

根據目檢員的判斷，若有判斷錯誤的情況發生，則標記該筆影像，將該筆資料作為重新訓練的

資料集，待累積至一定程度的誤判資料筆數後，系統將自動啟動辨識模型重新訓練功能，新模

型產生後，透過容器化架構，將自動替換舊有的辨識模型容器，藉此達到模型更新的目的。

圖 5、紡織驗報系統畫面 1 圖 6、紡織驗報系統畫面 2

圖 8、瑕疵標注系統畫面 2

圖 7、瑕疵標注系統畫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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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品瑕疵檢測模型建立之後，應用 AI 模型來分辨 EVS 取像照片的瑕疵情況，驗證結果發現

可去除 95%~97% 過篩照片，透過部署完成的瑕疵辨識系統，先前需透過人工過濾照片的工作將

可由系統代為執行。另外，藉由智慧化織品瑕疵檢驗服務系統，目檢員可從系統取得瑕疵判別

與位置資訊作為裁布開疋參考。在開疋過程中若發現有瑕疵判斷錯誤的情況，可重新標記該影

像，回饋作為重新訓練的資料樣本，後續系統將可啟動模型重新訓練功能，以新模型替換舊模

型，自動調校模型效能。

綜整本次智慧化織品瑕疵檢測服務導入之效益，說明如下：

表 2、量化效益表

項目 效益數值 計算說明

應用服務成本 至少降低1000 萬

( 全廠平均單月驗布碼長 / 單名驗布員單月可檢驗碼

長 )*12* 平均驗布員月薪

驗布量：全廠12 萬碼/ 天

                  單名驗布員 0.5 萬碼/ 天

(12 萬碼 *30 天 )/(0.5 萬碼 *25 天 )*12 月 *3.1 萬=1071 萬

驗布員作業效率 提升21.5%

以驗5000 碼所需工作時數來做計算

導入前 8.09 小時

導入後 6.35 小時

(8.09-6.35)/8.09=21.5%

品保整體生產力 提升30%
237 碼/ 小時   →  309 碼/ 小時

(309-237)/237=30%

未來技術擴散規劃

透過本計畫之快速導入 AI 成功經驗，確認藉由 AI 技術結合的確有助於改善過往紡織產業

面臨到的瑕疵過篩問題。故未來將分別從點、線、面三種構面進行技術擴散規劃：

 ● 點：鑑於本次智慧織品瑕疵檢測服務導入效果良好，故隨後將針對多規格布料接續進行瑕疵

影像採集與模型訓練等工作，逐步地讓整廠驗布作業均能導入AI 瑕疵檢測應用。

 ● 線：除了上述單點（驗布）的技術落地外，預計後續將擴大織品瑕疵辨識智慧應用，如結合

瑕疵位置、類型、數量等相關資訊，透過系統最佳化演算分析向下延伸尋求最佳裁布與開疋

規則，以作為人工開疋依據。進而結合自動裁布包裝機，將驗布、開疋、包裝連續工站之流

程作業自動化。

 ● 面：為求達到技術應用之擴散廣度，故預計將以宏遠興業台南廠為全球運籌中心，將解決方

案擴散至集團海外工廠（如：中國上海廠、美國北卡羅萊納廠、泰國拉佳布里廠等）。同時，

亦秉持著紡織產業友善交流的態度，開放同業或公會成員進行實地訪視，透過訪查互動來協

助讓相關技術應用得以拓展至其他產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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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台北紡織展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上 )

顧問 許文賢 整理

為協助紡織業者進行研發交流合作及上下游間的策略聯盟，以利開發新產品，共創商

機，由台灣區絲織、絲綢印染公會及產紡協會配合每年的台北紡織展 (Taipei Innovative Textile 

Application Show, TITAS) 舉行「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Taiwan Textile Trend），這個發表會今

年已經是第二十一次舉辦，二十一年來，每次都受到業界的重視，蒞臨參加的業界先進、貴賓

非常踴躍，報名人數年年增加，今年報名人數共772 人，創歷年新高紀錄。

參與本次新產品發表會的業者有永光化學、豪紳纖維、流亞、巨一、墾青、力泰、中大遠

東、漢鴻生物、福聯、誠佳、泰鋒染化等 11 家廠商，發表的主題多元、內容豐富，以下介紹

各主講人的報告內容。

 ▲ 產紡協會理事長羅忠祐（左起）、絲織公會理事長莊燿銘、工業局民生化工組組長李佳峯、絲綢印染公會理

事長卓欽銘及紡拓會秘書長黃偉基於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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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Evereco 之綠色奇跡 - 環保型 PUR 應用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基博士 主講

 

林博士報告的主題是「永光的 Evereco 之

綠色奇跡」，也就是永光的環保型產品 PUR

系列的膠在一些比較難處理的材料上面的應

用和表現。

近年來，由於地球環境的變化，全球業

界對於環保型材料的製程和應用的共識逐漸

高漲，不論是政府組織或民間業界，對於這

個領域都投入相當大的關注，關注的重點也

很多，在永光的看法，大家關注的項目中有

幾個比較重要，必須要去處理。

第一個是高耗能產業，目前大家對能源

的消耗量相當的重視，另一個是針對揮發性

有機物 VOC 方面，VOC 對於環境和個人健

康的危害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也一直希望

去避免的，此外，是有關使用後廢棄物和廢

溶劑的處理，這一方面大家都很困擾，相對

於東西的好用，用了以後如何去處理，是大

家都一直在想辦法解決的事，這個議題相當

棘手的，因為這在環境汙染方面是一個很大

的問題，這個大家都瞭解，其實這也是人類

在進步，在尋求便利時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針對上面的議題，林博士表示，永光也

認為，人類對便利性的需求和環境的平衡，

應該尋求一個適當的處理方式，而綠色化學

會是一個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案。

綠色化學

 

林博士接著介紹綠色化學，他說，綠色

化學的範疇是非常廣泛，其中包含回收、能

源有效運用、原子利用率等，綠色化學的

12 個原則可以提供業界在化工設計上一個依

循，在化學品的設計上有一個很好的參考，

永光的 PUR 這個產品也是依循這個綠色化學

原則設計的。

PUR 是什麼

林博士接著為大家介紹永光的PUR。

 

PU 大家都知道是聚氨酯 Polyurethane，
大家對後面這個 R 就比較不那麼清楚，或許

有人會認為是彈性的意思，其實那是代表反

應性 Reactive 的意思，PUR 就是一個反應性

聚氨酯熱融膠。

 ▲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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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 有什麼特色？

第一，它本身是一個 100% 固含的材料，

不含水，不含溶劑，在操作上面和熱融膠一

樣，在使用前只要加熱，賦予流動性，就可

以有很好的加工性，不管是要接著或是塗佈

到材料上貼合。其次，有人會問，加工後要

不要用烘箱加熱或是其他什麼方法讓它進行

反應？答案是不需要，只要這個膠在機台上

進行貼合或是接著後，在一般的環境中，只

靠著空氣中的濕氣就會開始反應，它可以說

是一個很簡單而且節能的材料。

前面提到綠色化學的 12 個原則中有一

個「防廢」，因為這個 PUR 是 100% 固含，所

以，它加工後的廢棄物比率是非常低的，而

且低毒性，它還有一個特點，因為它是濕氣

反應，不需要加熱，所以，它也是一個節能

的材料。

接的，林博士介紹永光 PUR 的用途，之

前，永光的PUR 主要是用在衣著類產品。

 

在這方面， 國內外很多業者已經使用

過，最普遍的是用在透濕防水紡織品上，用

來貼合織物和機能性薄膜，它的耐水壓和透

濕度都能達到業界規範的水準。此外，在防

護衣方面，國外有些業者也已經大量的採用

永光的 PUR 在防護衣的貼合上，所以，永光

PUR 在衣著類產品方面有完整的用途，不管

是布貼布或是布貼膜都能有很好的效果。

PUR 用於產業用紡織品

 

PUR 用於產業用紡織品是林博士今天介

紹的重點之一，產業用紡織品簡單的定義可

以說，非一般衣著類的用途就可以歸類為產

業用紡織品，所以它的範圍很大，產品的種

類和使用範圍很多，很多是運用在運動方面

或是戶外方面的用途。

這些用途要求的特性有兩個，第一個是

它的接著性要比一般來得高，其次，因為是

在戶外用，它的耐黃變性一定要有，這兩個

特性對應用在產業用紡織品的接著劑是非常

重要的，當然，除了這兩個性能之外，手感

和一些物性也要重視。

那產業用紡織品和一般紡織品有什麼不

一樣？以材料面來定義， 很多材料會應用

TPU 或是 PVC 厚膜， 如果 PET 要後加工或

是接著、印花時，它是一個非常難處理的材

料，而且，因為要在戶外用，所以它的耐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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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比較好，以織物來說，要使用高丹尼的

織物，因為強度比較好，簡單來說，以這兩

點來說，都不是很好做。

提升非溶劑貼合膠接著強度

林博士接著介紹如何處理厚膜。

 

因為厚膜的表面很難改善，所以，早期

業界慣用溶劑型膠來進行貼合，溶劑型膠的

滲透性強，可以密切接著基材表面，問題

是，這樣基材的強度會下降，而且有味道，

消費者不會喜歡，所以業界開始正視這個問

題，開始採用PUR 來解決。

PUR 不含溶劑，黏上去的效果如何？最

簡單的做法是用高溫把材料燙一次，接著度

就沒有問題，但是如果材料的厚度不一樣，

碰到高溫可能軟化變形，PUR 的披覆性不能

達到最好的狀況，而 PUR 是反應性的，如果

因此 PUR 的反應變快，當披覆性不好的時

候，就會產生孔洞，接著強度就不會好，一

般狀況大家會用到 150-160℃的高溫去把膜材

燙軟一點，在使用永光的 PUR 時，是用不超

過膜材的軟化點的溫度，讓膠達到良好的流

動性的狀況下上到基材上。因為接著劑接著

強度的來源在於投錨，讓膠進到基材進行架

橋後不容易拔出，這樣就能達到要求的接著

強度。永光可以用不太高的溫度條件讓 PUR

完整的披覆到膜材上產生接著強度。

在織物方面，一般來說永光的認知，衣

著類織物的用紗大約在 100 丹上下，但產業

用紡織品的織物用紗常常會大於 400 丹，甚

至可達到 1,000 丹，這樣的織物會面臨一個

問題，那就是膠不容易滲入組織中，所以會

常常碰到膠的滲透狀況不好的時候，產品在

進行拉力或是剝離強度測試時達不到要求標

準，在這種狀況下就要改善膠的流動性來提

高滲透性，在這種狀況下可能膠會滲透透過

到織物的另一面，這樣雖然會改善膜的接著

強度，但滲透過的膠在織物加工過後捲起來

或是疊起來熟成時，整捲布或是整疊片材會

黏在一起，這些織物或片材就不能用了。

永光在這方面已經設計到，讓加工時可

以達到適當的滲膠，達到的強度也能達到業

界的要求，達到 3 公斤甚至可以到 10 公斤，

這是怎麼做到的？簡單的說，大家都知到適

當的滲透可以提高接著強度，但是過度的滲

膠怎麼辦？如果對材料有深入瞭解的話就知

道，材料的結晶性高一點就能讓它的固化速

度快一點，但是也會有手感偏硬的問題，那

怎麼辦？又要接著強度好，又不要滲膠，永

光從研究中發現，適當的讓膠滲透到織物裡

面是必須的，這樣才能抓緊它，再來膠固化

期間，還是會有一些滲流的狀況，滲膠的狀

況常常會發生在這個階段，所以，這個膠用

在不同的布種的效果會有一些不同，這一點

必須要想辦法解決，目前永光在這一方面已

經能有效的掌握，這是滲膠的部分。那手感

怎麼辦？其實在設計裡面，我們必須針對結

晶性和軟硬鏈段，大家都知道，聚氨酯的組

成就是軟段和硬段，怎麼把軟段和硬段做最

好的調配，又必須要維持滲透性，來維持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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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手感，目前來講，永光在許多不同的產

品應用上，都能夠達到要求，不管是柔軟或

是硬挺，或是要有彈性的，從上面談到的兩

個重點著手，都可以達到業界的需求。

耐黃變級數 >3

 

林博士接著提到，因為很多產品都是戶

外用的，戶外用品就會有黃變的現象，不管

顏色深淺都會，黃變就會被消費者認為這東

西舊了，就想要丟掉或再買新的，其實，膠

和很多應用方面都可以針對這一點去處理，

永光也針對耐黃變技術進行了研究，在 PUR

耐黃變技術研究之後， 開發出 U 系列的產

品，它的耐黃變級數大於 3 級。

從上面的圖片中可以看出，有處理和沒

處理很明顯的黃變的狀況差異，在客戶使用

後的效果是大於 4 級，所以，如果需要高強

度或是耐黃變，在永光的產品中都可以找到

答案。

永光的 PUR 除了在布貼布或是布貼膜可

以用的很好之外，在皮革上也有可用的膠，

它的剝離強度也可以達到 8 公斤以上，耐洗

可以達到一萬次以上。

Evereco® PUR 清洗劑

林博士除了介紹 PUR 膠之外，還提到上

面的膠使用後要怎麼清除，他說永光也開發

了 PUR 的清洗劑，他們的產品有 Evereco® RC-

01 和 RC-02， 這個洗劑具有 bluesign® 認證，

無有機溶劑，無危害物質，無氣味，而且操

作很簡單。

近來在產業用紡織品上使用貼合的地方

越來越多，產業用紡織品的上膠量比衣著用

的多，在滾輪操作上有碰到一些問題，所

以，這個洗劑就派上用場。

結論

林博士在結論中提到，永光目前不管是

在厚膜或是高丹尼布料的貼合，永光都能提

供適合的膠，需要耐黃變的性能也有解決方

案，加工中或加工後所需的清洗劑也能提

供，下面這個圖就是永光在這方面的產品清

單。

 

這些產品中大部分都有 bluesign® 的認證，

在一般應用上，不管是衣著類紡織品，產業

用紡織品或是防護性紡織品須要用到的膠，

在永光都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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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豪紳纖維抗菌材料與智慧紡織品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麟副總經理 主講

 

李副總首先簡單介紹豪紳公司在產品發

展的歷程。

 

豪紳從機能性紡織品切入，和台灣紡織

業的發展史同步，從紡織品的機能性應用在

衣著用的領域，接著纖維導電應用在高科技

產業，例如無塵衣，賦予清潔、安全的功

能，再進入醫療保健，包括抗菌，滅菌，然

後跟著時代演進，到今天進入智慧紡織品，

李副總介紹的重點就是在智慧紡織品。

智慧紡織品

 

智慧紡織品跨越了很多領域，從紡織到

IT，到電子業，晶片到醫療面的演算，基本

上要先能電通再進入網通。

iQmax 應用產品系列

 

智慧型紡織品可以分成加熱模組 / 系

列 (Heated Module)、 電療模組 / 系列 (TENS 

Module)、穿戴模組 / 系列 (Wearable Module)、

發光模組 / 系列 (LED Module) 和感測模組 /

系列 (Sensor Module) 等。

當紡織品能導電之後，可以用來加熱，

可以做電療用，可以做智慧衣的穿戴，可以

發光，可以感測，比如說液態感測、壓力

感測，再來是可以用在導電材料 (Conductive 

Material)。

 ▲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春麟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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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材料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個是導

電纖維方面，如奈米銀線，另外一個是油墨

方面，如石墨烯，來做線路塗佈。

李副總介紹的主要是導電材料應用在熱

療和電療兩個方向。

加熱模組

 

 

首先介紹的是加熱模組，透過高科技的

複合纖維，這個纖維有熱傳導的性能，而且

傳導性均勻，這個纖維還能耐水洗，以適應

使用上的需求，還要柔軟，穿起來才會舒

適，這些性能對紡織業來說，是一大挑戰，

這個加熱模組可以應用在加熱背心，加熱

襪，護膝、護腰、眼罩都可以用。

 

傳統來說，加熱就是加熱，現在這個加

熱模組更進一步的，會把這些加熱訊號蒐集

後，透過藍牙結合手機的監控 APP，可提供

溫控、計步、定位、跌倒偵測、求救訊號發

送功能，

 

高導電 TENS 模組

 

李副總接著介紹的是高導電 TENS 模

組，這個模組主要是應用在電療，產品採用

新一代導電材質，可客製化，可水洗、材質

柔軟、可重複使用，應用在透皮神經電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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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 和肌肉電子刺激 (EMS)，目前豪紳推

出的有電療護肩和護腰等產品。

 

在應用的介面，除了傳統的控制裝置可

以用以外，也可透過智慧手機來控制，一樣

是透過藍芽來連接。

接著，豪紳由歐宥辰經理介紹豪紳的抗

菌產品。

 

歐經理首先介紹抗菌纖維的種類。

抗菌纖維的種類

 

抗菌纖維基本上分成三大類，以纖維本

質來說，第一個是金屬或是金屬化合物的抗

菌，第二個天然物質的抗菌，另外一類是非

纖維本質的抗菌，在金屬或是金屬化合物的

抗菌中，業界最常用的是銀，這個使用的歷

史已經非常久了，此外還有銅，這是因為有

些國家不喜歡用銀，因為他們認為會對環境

造成汙染，把好的細菌也殺死了，再來是

鋅，鋅除了殺菌外，還有發熱的效果，它的

抗菌效果不如銀。

再來說的是天然物質抗菌，包括幾丁聚

醣，也就是甲殼、竹炭及石墨烯，不過石墨

烯算不算天然物質有點爭議，不過它的加工

不能用熔融紡絲處理。說到非本質抗菌，包

括抗菌化學品，抗菌金屬氧化物分散在適當

的載體，塗佈在布料上。

銀纖維和銀離子抗菌

再來，歐經理介紹銀纖維和銀離子抗菌

紗線，銀為什麼能抗菌？

 

豪紳的銀離子紗線特別的是它的製程，

芯材是尼龍，銀電解在上面，它的吸附力非

常好，耐水洗 50 到 100 次後降低的抗菌效果

小於 1%，豪紳用這個纖維織到布料裡面，經

由溼氣可以讓表面些微氧化釋出銀離子，這

些帶正電的銀離子，接觸到有負電的微生物

 ▲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歐宥辰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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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後便會相互吸附，銀離子刺穿細胞外

表，破壞細胞 DNA 及抑制蛋白質形成，讓

細胞無法代謝及繁殖直至死亡，因而達至滅

菌效果，當細胞失去活性後，銀離子離開並

繼續抗菌，具持續抗菌效能，不帶毒性和副

作用。

豪紳的銀離子抗菌紗

 

豪紳在銀纖維部分包括有 PET Base 和尼

龍 Base，有 40 丹和 70 丹，這樣的產品很多品

牌都已經在用，短纖部分是 1.5 丹，35mm 的

聚酯，這部分國內只有幾家廠商在用。

豪紳銀離子纖維抗菌效果

銀離子能夠抗菌大家都知道，而歐經理

用上面這個圖片說明豪紳銀離子纖維的抗病

毒的效果。

這是用人類冠狀病毒去測試的結果，這

個測試結果顯示，這個步驟是 120gsm 的針織

布，它有含 9% 的 Ionic+ 的銀纖維，抗病毒效

果到達 98.86%，另一個是 38gsm 的尼龍不織

布，也達到 98.92% 的抗病毒效果，以銀纖維

來說，豪紳開發的這個產品不但可以抗菌，

也可以抗病毒。

阻燃改質壓克力纖維

歐經理繼續介紹的是豪紳的阻燃改質壓

克力纖維PyroTex® 。

 

這個纖維是在合成的時候就去改質，不

是加磷系的化合物來達到阻燃的效果。

也有抗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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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纖維除了阻燃效果外，還有永久抗

菌的性能，這是阻燃壓克力的附加功能，所

以，如果用這個纖維來做工作服或防護衣，

可兼具抗菌防病毒的性能，等於買一個產品

得到兩個效果，可說是如虎添翼。

這個纖維的抗菌測試顯示，在金黃色葡

萄球菌和大腸桿菌，在接觸一個小時後的減

菌率分別是 93.74% 和 89.89%，在 24 小時後則

分別是 99.07% 和 97.70%。第二個試驗是用噬

菌體來模擬病毒的抗病毒效果，經過 24 小時

候，有99.29% 的減少率。

應用實例

 

因為這個纖維的阻燃效果，所以可以用

來做座椅、工作服與防火毯等等，又因為它

的抗菌防病毒性能，所以也可以做在醫院裡

面使用的紡織品，例如口罩、醫用工作服、

床單和圍簾等等。

豪紳纖維的產品涵蓋九大類，都是機能

性紡織品，機能包括抗菌、阻燃、抗靜電等

等，應用範圍相當廣。

第三場

紡織印染智慧製造生態系平台

流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暐仁董事長 主講

流亞科技是成立於 1993 年，一開始是做

染整自動化設備，最近開始轉型為染整自動

化的解決方案，客戶遍布全世界，在十五個

國家有設立分公司和行銷服務據點，這一次

新產品發表會由陳暐仁董事長親自出馬，可

見該公司對這個研討會的重視程度。

陳董事長今天報告的主題圍繞在後疫情

時代流亞能為業界提供的服務，2015 年陳董

在這個研討會曾經談到染整自動化如何從單

機自動化到機聯網，進而做到智慧化，目前

要做的是智慧轉型。

客製化的服務

 

目前在流亞在做染整自動化的主要客

戶，包含國內外許多大型品牌商的供應鏈廠

 ▲ 流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暐仁董事長



N O . 1 1 4
54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商，全球超過一千三百家，目前的產品發展

是以客戶導向來創新。在染整自動化方面，

比較強調的是彈性的客製化，根據客戶產品

布種、工廠配置和設備容量為客戶提供不同

的解決方案，這個客製化的服務從設計到完

成，短則 3-4 個月，一般要半年的時間才能

讓客戶正式上線。

從 2015 年到現在，流亞在紡織智慧染整

上提供業界的解決方案，從染色配方，染料

的自動計量和輸送，自動溶解，從基礎的設

備到資料的蒐集，到可視化到管理報表，未

來流亞希望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來開發，希望

透過供應鏈的快速反應，和智慧的生產決策

來建構新的生態，希望台灣的紡織業者結合

流亞的服務，在公協會的協助下往智慧製造

方面發展。

智慧製造數據中心 - 數位轉型的基礎

 

流亞在這次 TITAS 推出以智慧製造數據

中心（Intellgent Data Control Centrer, IDCC）做

為數位轉型的基礎。陳董強調，數位轉型必

須結合企業的 ERP 和生產管理的製程，還有

工廠裡從投胚到產品包裝相關的設備，透過

平台整合自動化製程標準程序和加工條件，

涵蓋整個供應鏈來提升產品的競爭力。這其

中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從設備，大數據平

台，另一個是從染整製程，透過整體解決方

案來帶動雲端加值服務的整合。

接下來陳董談到，IDCC 裡面有六大模

塊，20 個模組， 陳董簡單介紹其中一個部

分。

這個系統必須要有一個可靠的伺服系

統，所以開發的過程中選擇的工具是符合目

前行動裝置或是未來 5G 的系統，流亞用網

頁取代 APP 的方式來下載。資安方面是流亞

很重視的一塊，在政府的相關計畫中，都要

求投入 7% 的經費， 不管是客戶面、 員工、

供應鏈、原物料和設備等等資料都會確保安

全不外流。

 

在系統功能部分，透過 2015 年所談到智

慧製造，從單機自動化到機聯網，流亞認為

一定要有強大的資料蒐集功能，就是說，在

染整設備裡面要有很多資料傳輸裝置，讓單

機聯網後數據能上傳，這樣才能做數據分析

和智慧製造，也包含設備的保養需求預測，

在管理報表上才能有效的提升染整製程的效

率。

 

掌握資料以後，涵蓋了每一缸裡面資訊

很多面向，以染機來說，在產業機械中最早

可以智慧化的，大概 30 年前就可以做到很

多加藥、升溫等自動控制的動作，這些資料

都可以納入管理和控制，根據工單事先設定

好，這些資料和廠區裡其他的資料，如安全

控管也可以那入管理，任何一個地方有問題

馬上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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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供料部分， 流亞在 2015 年已經

完成智慧供料，現在無人供料部分已經更成

熟，在國外幾個大廠已經建構完成，從接單

到化驗室配方，到製程取得後，基本上已經

達到無人化的境界，染缸的操作都是無人

化，所有的系統透過平台來進行智慧製造，

所以永光最早在 2010 年，這個設備已經在

業界運作，目前已經非常成熟，現在增加的

是即時的成本管理，可以很容易看到單卡成

本，接單時透過 ERP 可以得到快速反應的效

果。

成本管控

陳董接著談到成本，過去談到的是原物

料成本，素材成本，但是能源成本還沒辦法

做到，到現在可以做到能源成本的統計，比

如說，一張訂單有五個顏色，每一個顏色有

10 缸，當第一缸生產出來之後，馬上可以知

道這一缸的成本是多少，馬上回饋給 ERP，

ERP 裡面的接單單價馬上可以更新。

公用設備管理

在公用設備，如鍋爐，廢水的數據可以

即時納進來，也就是說，除了製程設備之

外，公用設備也可以納入這個系統管控，當

然，熱水回收和用水管理有可以納入管理，

都可以看到詳細的狀況。

整理工程的管控

在智慧整理方面，從染色到後整理加工

這部分，流亞也提供控制的硬體和軟體給台

灣的設備製造商，提升設備的功能，所以，

這些設備的數據也可以上傳到 IDCC 的平台，

整個智慧串流的數據才能夠統一，對未來整

個智慧決策有幫助。所有的生產參數，加工

條件都可以納入系統中來管控。從早期的單

純機台監控，現在可以做到監控數據上傳，

進到大數據庫後可以來做 AI 分析，做智慧決

策。

系統衍生功能

這個系統之外，從染整的角度來看，衍

生了一些應用，是目前比較新的，比如說工

廠裡有 40 台染缸，禮拜一上班時 40 台都要

投產，那 40 台染缸同時都要升溫，這個系統

會自動去控制，如果蒸氣總量不夠時，已經

開始升溫的可以先做，把還沒有升溫的先停

下來，這個可以自動進行，這個功能對現場

有很大的幫助。

陳董接著談到智慧水洗，流亞也把水洗

也納進這個平台，現在透過上色率的感測，

根據殘液分析，可以決定是不是要提早結束

水洗，這個做法可以確定牢度，可以節省能

源，這對業界非常有幫助的。

在排缸部分，因為流亞和 DATA COPLOR

有結合，所以客戶的色樣進來後，會根據工

單從 DATA COLOR 的資料中找出來之後，根

據設備的產能和容量，投缸量和胚布的狀況

量，可以自動排缸，這個有什麼好處？假設

我們可以預排兩個禮拜，在前端的胚紗或胚

布的備料就可以比較精準，庫存的壓力可以

減輕，染料和助劑的需求量也已經知道，備

料的壓力也可以減輕，所以，智慧排缸可以

明顯的減輕業者庫存的壓力。

結語

陳董最後談到，在智慧製造裡面價值網

路能夠建構完成，流亞希望協助紡織印染業

者建構智慧、高效的生產決策，有這些數據

就能夠達成這個目標，流亞在全球各據點都

提供 24 小時的快速反應服務，流亞希望成為

業界長期的夥伴關係，提供一個終身價值的

服務，流亞希望成為紡織印染業智慧製造解

決方案的領頭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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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

紡織技術「數位視覺」實務分享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曉文副總經理 主講

 

馬副總要和業界分享的是視覺器材在紡

織業的應用，用數位的方式取代紡織業傳統

的做法，透過拍照、錄影、存檔和分享，可

以有效管理產品資訊，今這次，馬副總為業

界介紹了巨一公司推出的幾款數位光學器

材，可以運用在紡織品的觀察和分析及資料

的管理。

FiberCatch

 

長久以來，紡織業在觀察或分析織物的

密度或是小瑕疵都會用到分析鏡，但是分析

鏡看久了容易造成視覺疲乏，巨一科技開

發了一個數位式的觀察鏡 FiberCatch，用來

取代傳統的分析鏡。FiberCatch 除了觀察外，

還可以把觀察的影像拍照，可以做產品履

歷，可以做資料管理，便於需要的時候蒐尋

查閱，資料的內容可以視需要建置，如織物

規格，交易紀錄，瑕疵種類等等，當然也可

以把圖片傳給客戶或需要的對象。

VueCatch

 

這個儀器在逆向工程最好用，過去我們

拿到一塊布想要仿製的時候，要把紗一根一

根拆下來，同時記錄它的組織，如果紀錄完

整當然沒問題，但是一面拆一面記也很麻

煩，如果記錄不正確或是不完整，那勢必要

再重拆一次，使用這個工具，在拆布的時候

可以同步錄影，錄完的檔案可以存在系統裡

面，以後有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再找出來

看，這個的特點是它有一個工作距離，方便

操作，同時它也可以透過不同的支架放在適

當的位置以便於操作，記錄下來的檔案也可

以傳送給客戶。

USB Microscope 多功能顯微鏡

 

這是一個 USB 的電子顯微鏡， 用這個

顯微鏡的放大倍術是 200 倍或 500 倍，用它

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布裡面任何一個纖維的放

大影像，看的同時也可以拍照或是錄影，也

 ▲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曉文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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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比對兩張相片的差異，如果要做瑕疵辨

識，大概只要放大 100 倍就可以了，尤其是

染色異常之類的瑕疵，非常好用。這個儀器

和前面儀器最大的差異是必須要聯結電腦使

用。

EyeCatch 傳統顯微鏡數位化

 

我們過去用傳統的顯微鏡時，必須把眼

睛緊貼目鏡，還要調焦才能看到影像，一般

人還好，如果是戴眼鏡的人要在目鏡裡看到

清楚的影像實在很困難，這個儀器在使用時

是取代目鏡，把它放在顯微鏡的目鏡位置，

顯微鏡裡的影像就會傳到電腦螢幕上，也就

是把傳統顯微鏡數位化，同時又可以把影像

存檔，以便事後查閱。

上面幾個小儀器是巨一公司針對紡織業

的需求研發的產品，比起紡織業的機器設備

來說，這些只是個小東西，但是，對於有需

求的業者來說，小兵也可能立大功。

客製化影像模組

   

在這一方面，巨一針對產業的需求，有

一些客製化的產品，比如說航空公司的旅客

自助報到、登機系統，這個系統就需要人臉

辨識功能的模組，整合人臉影像和票務資

料，巨一只是提供模組，由後端去整合；還

有博弈系統或遊戲系統都要有錄影的功能，

巨一就能提供這些模組給這些系統，依據需

求提供客製化的模組，如 3D 列印之前要掃

描，或是最近比較需要的出入境檢疫系統需

要掃描旅客體溫，這類影像裝置，巨一都可

以提供。

第五場

拉鍊創新 - 時尚應用與生活美學

墾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彥董事長 主講

 

墾青公司於 1976 年成立，從拉鏈製造設

備起家， 設備行銷全球 22 個國家，1992 年

改為投入拉鏈的設計及生產，專門做高階拉

鏈，目前產品行銷全球 80 個以上國家，墾青

是第一次參加新產品發表會，由鍾董親自出

馬來報告。

制高點

墾青鍾董事長親身投入產品的設計研

發，他在報告中首先提出一個「制高點」的

 ▲ 墾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俊彥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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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他認為，一個行業的研發創新，就如

同戰爭中必須攻佔制高點一樣，一旦佔據制

高點，本身的技術平就能處於無人能及的地

位，能夠引領世界的市場變化，紅海市場的

浪花就打不到這個制高點。

因應消費趨勢的改變

 

鍾董提出墾青創新拉鏈新世代消費的三

個趨勢，從擁有更多走向擁有更好，從功能

滿足走向情感滿足，從物理高價走向心理滿

足。所以，墾青創新的開發著重在：超越的

功能與美感，賦予產品使用的喜悅感，產品

內涵的意境產生能量。依照這三個重點來創

造產品的創新價值，創造使用者的附加價

值，賦予使用者使用產品的喜悅的無形的能

量價值。

鍾董認為，墾青創作的初心是不執著於

一個東西的本來面目，用頑童的心態去巔覆

它，改變它，順著光的方向走下去，尋找到

產品多方向的亮點，因此，墾青的產品創意

多元，已成為同業爭相模仿的對象，然而墾

青不畏同業的模仿，憑著無限的開發能力不

斷推出創新的產品，在全球拉鏈界闖出一片

天空。

拉鏈能變出什麼花樣和創意

一百多年來，拉鏈只不過是一個使用上

比鈕扣更方便的衣服配件而已，墾青能變出

什麼花樣，又能夠讓客戶在服裝、袋包和鞋

子的應用上做怎樣的加持？鍾董也不用多

說，幾張圖片就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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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地球日益暖化衍生的環保潮流，墾

青在用料方面也加入了回收材料，以綠色生

產來保護地球。
墾青鍾董事長自認為不是業界第一，而

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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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報導及學員心得 (下 )

絲織公會 張家華

本會多年來辦理各式培訓課程均頗受好評，今年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紡織業主管管

理能力提升培訓班」，於本 (2020) 年6 月4 日開始，至7 月2 日結訓。

此課程協助紡織業者快速培訓管理人才，提升工作效能，以利承續發展，針對初、中階主

管及儲備幹部在管理上所必須具備的態度、知識、技能實施有系統的培訓，藉由管理技能再精

進與領導風格的建立，以塑造企業的管理領導文化，並提升企業的執行力與競爭優勢。

為提供學員最佳的學習品質，本會特聘具多年實務經驗的資深管理顧問─呂俊德老師。呂

老師授課風格幽默生動，擅長舉例與提出問題，有別於與傳統的講授教學方式，以系統化方式

講解，內容針對管理者必備的態度、知識、技能而設計，多元的教學方法帶領學員能夠深刻的

學習並實際運用，力求達到智慧交流的團隊學習效果。

針對管理者必備的態度、知識、技能，本課程分為四大單元：「單元一、紡織業管理者的

基本功」、「單元二、紡織業管理者的有效執行力」、「單元三、紡織業管理者的問題解決與創

造力」、「單元四、紡織業管理者的團隊領導與激勵」。

全課程 4 天共 24 小時，使來自各紡織企業的初、中、高階主管不只吸收呂老師課程的知識

與技巧，並透過多次且不同的分組討論增加實務經驗，相互認識、彼此交流，有學員在課餘時

間交互分享在實務上所面對的問題，交換意見並討論研究解決方法，讓學員參加課程的實質效

益達到最大化。

 ▲ 呂俊德老師與學員於結訓典禮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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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除了說以外，更有效的是傾聽與提問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楊福榮

很感謝絲織

公會舉辦此次的

課程， 也謝謝新

光紡織對於人才

培訓這一方面的

用心， 讓我有這

個機會在此與各

位先進一起學習、

成長。

在此次課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

1. 計劃的要素與步驟 2. 時間的管理 3. 團隊的

認知。為了達成組織所賦予的使命與任務，

訂定達成目標的解決方案，程序步驟即為計

劃的意義，其中運用 SMART 目標原則，（明

確的、可衡量的、可達成的、結果導向、有

時間性的）讓事情更有條理，是可達成，而

非口語化，另外利用 5W3H 執行計劃表的設

計，掌握分析事實，讓計劃更易推動達成。

時間管理方面，機器、金錢、人都可以做管

理，只有時間無法掌握，只能從自身管理做

起，而改變習慣，讓自己更有績效就是自我

管理， 改變浪費時間的習慣， 運用 80／20

定律，排定優先次序，懂得輕重緩急，不要

什麼都做，什麼都做不好，將優先緊急的事

先處理好，建立每日待辦事項管理表，依優

先順序排列出每日待辦事項。團隊認知方面

要區分其各個角色，每個角色都有互補的功

能，發揮團員中的優勢，不要一直著重於其

短處，要尊重差異。為了提升團隊共識首要

溝通，溝通除了說以外，更有效的是傾聽與

提問，除了聽更要用心聽，感同身受讓團員

感到重視，多鼓勵，一個優質的團隊必須是

心意相同的人，願意協同合作的人，為了要

創造較佳的工作氣氛，更能有效分工以更創

新及更有效率的方法解決問題，集思廣益讓

決策品質更佳，進而從團體變為團隊。

管理就是透過一系列的活動與過程，有

效運用組織資源，用科學化、效率化的方法

達成組織的任務與目標，這當中人的管理是

重要也最難管理的，畢竟事情工作都可標準

化，但人卻不能，每個人的工作態度、個

性、學習模式和敬業態度都不同，針對年輕

一代的員工如何與其溝通而不僵化，指導資

深員工擺脫舊思維，學習新事務，讓整個團

隊向心力提升，達到公司所訂定的目標，這

些都是管理上要學習的。

 ▲ 呂俊德老師與學員於結訓典禮後大合照  ▲ 學員專心聆聽呂俊德老師授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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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染整業至今已經 20 多年，在早期

我都著重於如何提升染整技術，但隨著職務

上的變動，現在大部份的時間都須要花在管

理這一方面，而管理是我最須要加強的一部

份，對於如何帶領一個團隊我自己也比較沒

有明確的想法。本次課程由呂俊德老師授

課，內容提到主管陷入的迷思，也是目前自

己遇到的問題，透過老師專業及影片的解

說，讓我更容易抓到管理的訣竅，老師幽默

且適時的舉例，讓我們可以理解的更清楚、

更詳細，團隊的分組討論，讓大家可以學

習如何思考及分配規劃，雖然只有四天的課

程，但自己獲得的是很受用的知識。

管理是一門學問，未接觸前只能用自己

想的去做，現在學習到了才知道原來還有很

多要注意的小細節，再次感謝絲織公會辦理

這次的課程，也期望未來可以再多舉辦進修

的課程，讓我們運用在工作上，不管是技術

或管理都可以更上一層樓，讓紡識業可以創

造出另一片天空。

許多成功故事的背後，關鍵都在「改變的起

點」

鑫廷織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劉必嵐

此次課程主

要 分 為 二 部 分，

分 別 是「紡 織 業

管理者的基本功

& 有效執行力」及

「紡織業管理者的

問題解決與創造

力 & 團隊領導與

激 勵」， 教 導 我

們如何在組織中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

角色，無論是面對主管或是部屬，都能夠成

就別人通往成功道路的人，才是最成功的自

己！

在「紡織業管理者的有效執行力」這節

課程中，探討許多主管與部屬之間的互動與

相處，分析出很多觀念的出入、心態的差

異，因而衍生出許多事情，換部屬去執行，

就問題特別多的情形，考驗著主管的能耐！

其實「人」是個非常不穩定性的動物，每天

發生的事都是無法預設的，當下即是全部，

每天都會發生不可預知的問題，主管當下只

能當機立斷趕快處理問題，事前再多的提醒

跟耳提面命部屬，都是多餘的，因為人總是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目前是改變管理方

式。有些人天生自律性很好不需要規範，但

有些人就需要軍事化管理，必須三不五時要

盯著，針對個人管理方面，真的沒有絕對

的對或錯，只有適當與否，讓事情能順利完

成。另外在課堂上分組討論時，在啟下方面

要「關懷」很有感，對我而言總希望自己能

多了解部屬一些，做到「多一份同理心，多

一份釋懷」！但是真的是不能把自己當偉人，

千萬不能相信自己能去感化別人，非常能體

會自己真的永遠治不了別人的心理問題，因

為本身根深蒂固的觀念是很難改變的，所以

只能適度表示「同理心」。由於自己的部屬

正是，剛從學校畢業沒多久的新世代員工，

符合很多新世代員工特質，很注重自己的生

活娛樂，不喜歡跟同事相處，花很多心思

在想自己一些不重要的事…等，整體而言非

常功利主義，遇到這樣特質的部屬，對我而

言是相當考驗的，我深知身為主管一定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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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清楚自己部屬的優點，且能夠去欣

賞部屬的優點，自己真的要學習懂得接受不

同世代的人格特質，在人與事當中取得平衡

點。

在「紡織業管理者的問題解決與創造力」

這節課程中，探討工作上有很多問題一直反

覆出現，需設立解決方案；探討在經營與工

作上都要維持不斷創新的腳步，才不會被淘

汰！有句話這樣說「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人優我新」，可說是所有公司存活前進的目

標，唯有不斷追求改變、改善、創新，公司

才能存活與穩定發展，此外我也覺得公司發

展方向也很重要，尤其是最近疫情關係，公

司若一面傾向 Fashion 盤發展，就會被這突如

其來的疫情吹的一面倒，個人覺得除了比人

優以外，佈局也很重要！

其實很多事情在處理上，都無法盡善盡

美，總是會有一些疏失、不盡人意的地方，

一件事情要處理到好，要注意的細節是很多

的，是很需要表格化，逐項做確認，輔助事

情可以更完善處理到好。有時自己在工作上

遇到困難時，會去諮詢別人、問問同事的意

見看法，雖說許多內容及答案，不盡然全部

是有用的，但是總能刺激一下自己的思考方

向，頓時也會豁然開朗有想法去解決問題，

所以傾聽各種不同看法意見是很重要的！

在課程最後一節說到激勵團隊、讚美部

屬、給予成就感，我很明白當主管要有「講

話的藝術」，面對現在的部屬，市儈、榮譽

感很低的情形，再多的讚美鼓勵與說教，很

難激起部屬正面積極的工作態度，但我也還

是有想盡辦法給予讚美，希望他能有正確態

度的一天！只是講師說到，「即便做得不好，

也還是要給予讚美」，這樣的境界我目前還

很難做到，還需要長時間的淬鍊才能長成。

課程結束後，深深體會到學習是人一輩

子在追求的事，在學習過程中學會思索，學

會調整自己，促使自己成長、提升自我能

力，然而學習後最困難的是「改變」，許多

成功故事的背後，關鍵都在「改變的起點」，

改變正是我們學習後的執行力，我初次當主

管，想透過這次學習後一定要試著改變作

法，嘗試看結果是否奏效，有時結果不盡理

想，但至少自己試過。

此次課程同時也讓我淨化心靈，靜靜地

思考自己許多不足處，檢討自己面對許多事

情是否要更放寬心、更多一些同理心、包容

心，畢竟自己也還年輕，遇到的人事物還不

夠多，需要學習多用平常心來看待事物，讓

事情更圓滑解決。世上沒最好，只有更好，

期許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感謝講師的諄諄提點，並對絲織公會對於人

才培育及產業永續發展的用心覺得很感動

紳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黃淑貞

當時間飛快，

呂俊德老師的教

課 聲 言 猶 在 耳，

一轉眼， 課程已

經尾聲。

呂講師的講

課方式生動而且

常舉實例， 讓聽

課的學員不用自

身去經歷不好的過程，便能了解講師所想表

達的情境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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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企業管理相關課程常會提到的

KASH 法則、PDCA，以及呂講師常提到的：

管理是管什麼？人、機、料、法、環、資。

呂講師很用心，常講得起勁，在提到上

述幾項法則、要素時，也常一邊提問學員，

藉以加強我們的印象，不由得讚嘆講師：薑

是老的辣！

知道我們有時上課中會因為公司的來

電、訊息或偶爾靈魂出竅神遊而無法專心聽

講，藉由不斷的提醒及複誦，免得我們上完

課後一切資料歸檔，而沒記在腦中，並加以

靈活運用。

上完課後，想藉此投稿機會謝謝公司的

栽培及感謝講師的諄諄提點，並且對於絲織

公會對於人才培育及產業永續發展的用心覺

得很感動。

即便個人文筆非常平庸，不過還是鼓起

勇氣提筆述說一下內心的感想、感謝及感

動！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一

切順心！謝謝！

了解部屬的想法，並善用部屬的優點，適才

適用

鑫廷織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呂慧君

管理分為管

事與管人， 尤其

以「管人」最為困

難。 有了專業的

人才後， 若擺放

在錯誤的位置上，

也無法大展身手、

一展抱負。 人才

是企業面對未來

競爭力最重要的資產「用人唯材」、「找對人

才做對事」，並組成一個正確的團隊一直是

企業持續研究的重要課題。找對一個人可以

在未來省三年心力，找不對人，窒礙難行。

以下是我在這此課程中學到最深刻的 3

點：

 ( 一 )PDCA： 一 般 企 業 往 往 是 主 管 能 力

很強， 並自行尋找合適的助手， 確

實 是 可 以 幫 助 企 業 一 時， 但 當 此

主 管 離 開 公 司 後， 留 下 的 助 理 群

們， 往 往 便 不 知 所 措 而 亂 了 手

腳， 而導致公司的垮台。 秘訣在於

PDCA(Plan →Do →Check →Action)。

◎主管必須學習計畫和訓練如何放手

讓助手能獨當一面，去思考如何做

「完」→做「對」→做「好」，並且嚴

格訓練助手，嚴格訓練的意思是指

制定 SOP：公司內部所有成員都遵守

一定的工作標準流程。

◎事後檢討，但不責怪，強調紀律，並

非一味地施以官威，或是建立起層

層的官僚制度來監督員工。主管須

有容許學習曲線錯誤， 耐心傾聽，

協助引導部屬解決問題，耐心解釋，

耐心開導，完整的溝通系統 : 聽→說

→問答覆，了解部屬的想法，並善

用部屬的優點，適才適用；樂於／

勇於幫助並改進其缺點。領導者與

跟隨者互惠雙贏的領導哲學。

 ( 二 ) 目 標 原 則 S (S p e c i f i c 明 確 的 )、

M(Measurable 可 衡 量 的 )、A(Achievable

可 達 成 的 )、R(Resultant 結 果 導 向 )、

T(Timelimited 有時間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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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明確、具體，最好是可分解，

需數量化和程度化，並且須設定開始和

完成時間，依現有資源結合實際但應需

稍有挑戰性，讓接收訊息者可以一目了

然，一步驟一步驟的去完成，不需猜測

與避免有模糊不清的地方。

 ( 三 ) 建立團隊，角色互補功用：

「團隊力量大」團隊的功能在於

1+1>2，團隊管理是指將組織依工作性

質之不同，交由各種性質的角色來提供

意見、決定或執行組織各種事務。透

過團隊成員互動的過程，彼此腦力激

盪、凝聚共識、互補互助、讓每個人都

有參與感並形成成敗休戚與共的團體榮

譽感，以成為高效能組織的一種管理方

式。總之，團隊決策是透過團隊每一個

人的參與，而非由少數人獨自決定或執

行。

面對瞬息萬變的、 日新月異科技的世

界，倘若企業「以不變應萬變」，嚴重危機

皆可能一觸即發。如去年年底至今依然影響

全世界的 COVID-19 肆虐全球，這場疫情不

僅對紡織企業與人民造成重大影響生活習慣

改變，面對未知的風險時，求新求變不僅得

以適切因應異變，更能減輕傷害、制止擴散

及整頓修復，管理人需有長遠的想法與態

度，而不是如溫水煮蛙一樣慢慢的被這個多

變的社會淘汰，故求新求變才能進步並適應

社會 ! 人類是在進步之中成長的，企業當然

也是如此。人們最大的敵人永遠是自己，企

業在一個頂點上，最需要超過的就是企業本

身，才能造就一個永續卓越基業長青的企

業。

討論過程中的溝通、協調、妥協、表決，產

生的團隊參與感，也正是管理的重要一環

鑫廷織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邱綉娟

剛開始聽到

此課程會採分組

討論， 讓內向的

我既擔心又緊張。

在實際參與課程

後， 透過講師互

動式問答的授課

方式， 及分組給

學員互相討論課程議題，讓我對課程內容更

加有印象、也更加了解團隊的重要性。

小組學員們彼此熟悉認識，並對議題提

出了自己的想法，與接納他人的意見，在討

論過程時少不了溝通、協調、妥協、表決，

進而產生的團隊參與感，也正是管理的重要

一環。

印象最深刻也想分享給大家的，是講師

提到以下幾點：

1. 管理沒有對錯，只有適當與否。

2. 除了把事情做完，更要把事情做對、做

好。

3. 良好的時間管理可讓工作更有效率。

4. 管理者將正確的資訊完整傳遞給部屬時，

彼此要採雙向溝通的方式來確認命令。

5. P－計 畫、D－執 行、C－檢 核、A－修 正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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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通常也最易忽略的就是…檢討後

的修正改善。

這讓我課後自我省思，幫助瞭解自己所

不足之處，希望能透過更好的自我管理，提

升工作的品質與效率，並與部門間人員有良

好的溝通協調，與同仁共同創造更好的職場

組織文化（環境）。不斷地向上學習，日後

有機會成為主管時，才能被部屬所信任。

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就是員工，因為人的

可變性大，所以管理更為重要。主管要運

用「制度化」加上「人性化」的管理，讓部屬

清楚認知自身角色；並且要教導、理解、關

懷、尊重部屬，適當的授權亦是讓部屬成長

學習的機會，使其對工作、公司產生自信及

歸屬感，為公司願景一同努力，創造雙贏的

結果。

在 25 年的製造職業生涯裡隨著時代的變

遷，教導者的教學方式也跟著變化

鑫廷織品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張亹千

大約在 20 年

前曾在某中心上

過主管培訓課程，

當時教導部屬重

點在於身教以及

記憶作業要領。

例如一個作

業動作， 由主管

連續教導兩次，教導過程複誦作業要領，第

三次由部屬來操作並且複誦，主管確認後才

放手讓部屬單人作業。在問題分析這區塊，

運用PDCA 與QC 七大手法表示與解決。

當時上課過程與教導部屬模式皆使用填

鴨式教學，老師努力說學員努力聽，安靜程

度教室內有幾隻蚊子在飛都聽得出來。

20 年後上呂老師課程，教學課程與學員

互動，穿插現實狀況模擬，皆讓學員聽得津

津有味及捧腹大笑。「汝父」一詞更是經典。

教導部屬著重在互動、信任、授權，與

呂老師教導方式一樣，符合現今社會較能接

受方式教學。

在 25 年的製造職業生涯裡隨著時代的變

遷，由親身體會的打罵模式、填鴨模式、手

把手模式到現在的放任模式，教導者的教學

方式也跟著變化。

現代人都比較有想法，一味的教導行不

通，在可預期狀況下放手讓部屬去做，當部

屬無法完成交代事項，再從旁教導，此時的

學習意願較高，讓部屬在過程中成長、學

習。

例如：分析問題，部屬專長是魚骨圖，

你強制他使用不熟悉的系統圖，都有可能將

事情搞砸，何不讓部屬發揮？

每個人的成長學習環境不同，擅長領域

也不同，唯有充分授權及可負擔後果情況

下，讓部屬發揮所長再來檢視成果，才能將

上司交代的事項完美的處理好。



N O . 1 1 4
71

特別報導

教育訓練就像農業，要用心耕耘才能茁壯

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李雲蘭

對於公司安

排的教育訓練課

程都是熱衷參與，

也期待能在課程

收穫滿滿。 這次

也不例外帶著滿

心的期待第一位

到了教室報到準

備接受灌溉，因為老師說教育訓練就是農

業，要用心耕耘才能茁壯！

老師先以「觀念改造」開始，觀念不改

變行動就無法改變慢慢的就變成習慣、習慣

就變成自然後性格也不能改，最後就導致命

運無法改變！讓我深深感受到墨守成規不求

新求變最終將會成為失敗者！老師希望我們

能跟他有互動，提醒我們中國學生不樂於對

話是因為怕說錯！老師鼓勵我們要勇於表達

自己想法，因為沒有對錯只有適合與否，這

也是自己在參加研習課程中最不能突破的盲

點。學習也要像海綿先吸收，當吸收滿滿後

要再懂得釋放應用。再接著是「設定學習目

標的 KASH 法則」K 就是知識（Knowledge）也

是行動的基礎，知識需要練習、練習、再練

習才能轉變成為技能！老師引用籃球明星

Kobe Bryant 的名言「成功的祕訣就是練習、

練習、再練習」，也希望我們身為主管要給

部屬有練習的機會！

新世代員工管理是最吸引我的章節也是

目前自己在管理職位上遇到最難的問題！新

世代員工曾被周刊比喻為史上最難管的一群

人！老師分析新世代員工的特質，對於工作

價值觀他們重視當下遠勝於未來也是主管無

法改變他們的；在工作的態度他們重視上班

氣氛、休假制度缺乏責任感；在人際互動模

式他們總是喜歡單打獨鬥缺乏團隊意識；在

工作學習模式講究多元式無法專精；在工作

思考模式喜歡跳躍式無法循序漸進；老師教

導我們也希望我們能做到一定要懂得接受不

同世代的人格特質並且利用不同特質來組成

優質的團隊；一定要想如何用彈性適人的管

理來取代一成不變僵固的制度；一定要會協

調在人與事之間的衝突，以免造成團體中的

絆腳石；一定要做破冰式的領導，避免倚老

賣老產生代溝而阻擾溝通的管道；一定要用

闖關遊戲式來設定目標來吸引他們完成任

務；以上這些的一定要……想必一定要好好

的利用來帶領新世代的部屬，希望自己也能

成為新世代的管理者。

在管理者的問題解決與創造力課程的內

容很清楚的告訴大家，當現狀與標準或期望

發生了差距，即遇到了問題！當遇到問題就

要檢討改善，但是這樣只能檢討過去，只能

回到原點無法提升目標改變未來，必須要再

計劃未來設定目標才能讓自己在改善檢討問

題後再做得更好。

這次的培訓課程有許許多多知識可以應

用在自己的工作上，老師也特別叮嚀大家必

須要做好自己今年未來半年的行動計畫並且

要按計劃執行才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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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在企業中所處的階層為何，管理都是一

份相當重要的工作

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冠霆

我是偉全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

儲備幹部吳冠霆，

很榮幸獲得公司

推薦參加絲織公

會 舉 辦 之「紡 織

業主管管理能力

提升培訓班」課

程。在這四天課程中，課程分為四大單元：

紡織業管理者的基本功、管理者的有效執行

力、管理者的團隊領導與激勵及管理者的問

題解決與創造力等，透過講師精闢的理論與

實務解析，及同學間以 Brainstorming 方式討

論個案，處處激發大家的創造力、強化大家

的思考力，引導著大家將課堂所學充分與管

理實務連結，每天下課後都讓大家收穫滿

滿。

這堂課程中的問題解決與創造力跟團隊

領導與激勵兩個單元是我覺得目前職場上最

受用的技能，除了讓我學習問題解決步驟與

解決流程 ( 確認及定義問題 4W2H、改善檢

討 5W1H) 及學習在團體工作中，如何有效

角色互補與團隊互助，以達有效溝通與提升

整體績效！更進一步讓我了解到不同的管理

階層 ( 基層、中層及高層主管 )，也需要具備

不同的核心能力與任務；尤其面對現在新世

代的年輕人，其中以「遊戲闖關設定目標」

的管理模式，跟我認知以往不同傳統的新穎

方式帶領部屬，除貼近年輕人日常生活模式

外，也讓業績目標不是在壓力下達成，讓我

覺得非常的有趣 ! 也認為這樣的方式更容易

達成目標，整體氣氛也會比較和樂。

四天課程下來，讓我深深覺得不論在企

業中所處的階層為何，管理都是一份相當重

要的工作，一個部門中沒有強力且明瞭的管

理方式，內部將會是一盤散沙，因此管理者

必須具備發展自我的管理能力，才能成為稱

職的管理人員。而講師幽默風趣、國台語穿

插、實際模仿主管與員工、提供影片及有趣

小測驗的上課方式，讓課程不會枯燥乏味，

大家也因此對課程更感興趣，互動也更多，

在這樣的氣氛與環境中上課真的很難沒有收

穫。最後，感謝絲織公會舉辦「紡織業主管

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課程，提供那麼優質

的訓練課程，增進我日後做為主管所需要的

職場能力，希冀未來可將所學落實與運用於

工作上。

管理沒有對錯，只有適當與否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瑀瑄

從學生時期

的社團幹部經驗

到職場上， 管理

能力能夠有效的

協助團隊的執行

力及達成率， 但

到底怎麼做才是

正確的管理方法

呢？對於經驗不足的我，一直處於摸索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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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正解的狀態，這一次很高興能參加由台灣

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所舉辦的「紡織業主管

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由呂俊德（ALUMI）

老師教授授課，透過系統性的教學，讓我們

在四個禮拜的時間，學習到了管理力的知

識。

以下幾個問答闡述我在這次課程中學習

到的：

1. 何謂管理？

管理就是透過人的努力，有效運用資源，

達成目標。說到達成目標，便需要執行力

來落實，「沒有執行力， 哪有競爭力。」

透過管理力，促成執行力，管理者帶領、

協助部屬，並輔佐上司，完成工作目標。

2. 為什麼需要管理？

公司營運的重點便是營利，達到營利的目

的，需要人的努力，運用資源，達成目

標。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需要透過管理

力有系統的帶領人及分配資源，才能加速

達成目標，把事情做完、做對、做好。

3. 管理管什麼？

管人、錢、物、技術、時間、資訊、顧

客 ... 等有限資源。企業最珍貴的資源與資

產是人，但在管理中，最難管的也正是

人，管理者應接受不同包容差異，在本次

課程中，主要便是探討如何管理「人」。

管理的核心六大基本任務：管理紮根、工

作管理、工作改善、培育部屬、團隊建

立、有效領導。

4. 怎麼管？

科學化、效率化。透過各種法則，系統

性 的 管 理， 如：KASH 法 則（知 識 轉 化

成技能， 會做以後要有態度， 最後變

成 習 慣）、SMART 目 標 原 則（Specific、

M e a s u r a b l e 、A c h i e v a b l e 、R e s u l t a n t 、

Ti m e l i m i te d）、5 W 3 H（W H Y、W H AT、

W H O、W H E N、W H E R E、H O W  TO、

HOW MUCH、HOW MANY）、戴明循環

PDCA、問的工具（封閉式、開放式、總

結式問句）等。不同的管理工具，靈活運

用。另外，主管必備六個核心能力：二

知，工作及職責的知識；四巧，工作管理

推進的技巧、工作改善創新的技巧、工作

教導訓練的技巧、有效領導統御的技巧。

5. 管理者的角色？

釐清在組織中的立場、職責，有助於判斷

執行及決策方法。對下，需教育、領導、

協調分配；對平行單位，需溝通、協調、

互助；對上，需輔導、分擔，且擅用三案

原則向上提報，供上司選擇、決策。

經過這次學習以後，了解到管理沒有對

錯，只有適當與否，在實際執行時，更能靜

下心去思考怎麼做，使用完整溝通的系統：

說、聽、問、答、覆，且我在、我在聽、我

在用心聽的方式與同仁溝通，不斷的調整及

優化部門，找到最適合部門的管理辦法，將

Impossible 變成 I'm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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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公會紡織人才培訓班活動報導
及學員心得

本會 張家華

台灣區絲織公會為協助業者快速培訓紡織人才，提升工作效能，以利承續發展，多年來辦

理各式培訓課程均頗受好評，今年受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紡織人才培訓班」，於本 (2020)

年 7 月 23 日開始至 9 月 10 日結訓。特邀請中國文化大學紡織工程學系王教授權泉，自纖維、紡

紗 ( 長纖加工絲及短纖紗 )、織布 ( 梭織、針織及不織布 )、染色、印花至後整理加工等紡織相

關領域知識，有系統地進行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精闢講授。

此次課程配合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理，學員僅支付約 50% 學費，為鼓勵中南部會員參加，

來自苗栗至彰化的中部會員員工，每人每日減收 300 元，來自彰化以南原會員員工，每人每日

減收 500 元，除輔助中南部會員學員交通費外，更致贈所有參與課程的學員本會出版之「紡織

產業工程入門」專書、「介面活性劑與紡織工程應用」、「2019 年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新產

品發表資料冊」、第 103 期「2018 年經濟前瞻與景氣預測」、第 104 期「善盡社會責任 - 台北科技

大學研發能量介紹、運用與業界服務」、第 105 期「智慧製造推動作法」、第 106 期「如何運用

外貿協會資源快速拓展市場」及全程報名加送「智慧染整—精進浸染實務關鍵 192 則」專書，共

8 冊價值4,700 元的紡織專書。

「紡織產業工程入門」，為本會出版之紡織工具書 ( 約 600 頁 )，由逢甲大學纖維及複合材料

系 ( 原紡織工程系 ) 林教授清安為本次課程編撰，此書將林教授近年來課程講義刪繁留簡、去

蕪存菁，整理從五大系列包含一、纖維的分類、性質與基礎知識；二、紗線的分類、製程、特

性與應用；三、梭織 ( 交織 )、針織及不織布分類、製程分類與用途介紹；四、染色、印花的基

本原理、製程介紹與染料的分類；五、織物整理加工的分類、熱定型、抗菌防臭及棉織物等整

理加工介紹的紡織知識共含八大章節，內容由淺入深提供紡織相關廠商之非紡織工程背景的員

工 ( 包含工程、工務、設計和業務員工 ) 都能了解的專業入門教材。

 ▲ 本會莊燿銘理事長、講師王權泉教授與學員於結訓典禮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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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課程 8 天共 48 小時，使來自各不同領域紡織企業的學員能夠吸收各項紡織知識；課程 A

講述纖維紡絲工程和紡紗工程的製程原理、製程科技及產業應用，從通用的紡織纖維、高性能

與高機能性的纖維分類與各別介紹、合成纖維加工絲製造方法、特性與應用，並介紹紡織用纖

維的性質等基本概念；課程 B 介紹交織（梭織）、針織織造工程和不織布（非織物）製造工程的

製程科技、織物組構及產業應用，其中介紹紗量的計算、組織結構、撚向、支數等專業知識，

並包含棉紡、毛紡、梭織物、針織物及不織布的製程簡介與用途發展等工作細節；課程 C 教授

紡織品染色、染料和織物染色作用的基本原理；課程 D 課程解說纖維織物的印花工程、織物整

理加工及顏料 ( 塗料 ) 的著色染著原理，將紡織業各項產品後端的整理加工一一介紹，並由原

理、分類到工程方法詳細介紹，對各個不同背景的學員皆受益極大。

此次課程報名參加人數十分踴躍，每日上課人數平均達 52 人，而學員於課程結束後填寫

的意見調查表皆給予本會極佳的回饋，對於王教授的細心指導亦是讚譽有加，本會接受所有意

見與指教，並將此次意見彙整參考，做為明年辦理課程的改善依據，也期待未來的課程皆能一

次比一次更好。

 ▲ 學員由本會莊燿銘理事長及王權泉教授頒發結業證書後合影

 ▲ 學員專心聆聽王權泉教授授課實況



N O . 1 1 4
76

特別報導

「教室的課程，像是一本金庸小說，永流經

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佑庭

我是南亞塑

膠 公 司 陳 佑 庭，

做 為 FDY 及 STY

的紡織開發。

非常感謝公

司給我這次機會

來進修紡織相關

的知識。

這門課的演講教授是中國文化大學的王

教授，不只學經歷豐富，更是紡織業首屈一

指的專家，無論是在教學經驗或是專業知識

上皆達到前無古人的境界。透過秘書長每次

上課前的重點提示，使我們帶著目標感來上

課，聚焦在每次課堂中可以學習到的經驗和

知識。

教授上課幽默風趣，不只分享著寶貴的

經驗，也會舉例生活中的纖維產品，讓學員

們可以將知識和生活結合，使我們不是用習

慣來過生活而是用知識過生活。課程中，老

師從紡織產業工程入門這本書裡，攫取精華

中的精華製做成講義，化繁為簡，讓每一位

學員，不論是紡織產業的新鮮人或是資深前

輩，都能在不同的定位下，收穫滿滿。

因紡織專業人才的日漸凋零以及產業結

構老化，造成產業極大的斷層，好在透過王

教授的課程，幫助整個紡織產業注入了一劑

強心針。

由於剛加入紡織產業，只接觸過聚酯纖

維，對於紡織工業整個領域不是很熟悉，透

過一次次精彩的課程，開始補足染整、短

纖、織布廠等等的知識。原本認為會難以銜

接，好在老師事前已將課程內容重新整理

過，從老師整理的講義中可以很輕易的抓到

重點，並且運用在工作中，非常實用。

在眾多課程中，令我最感興趣的是染色

工程，若不是因這次課程的介紹，也不會知

道色彩繽紛的布料背後，染整工程是多麼的

複雜。染色是將成品賣出最重要的一環，從

染料濃度、攪拌速度、染缸溫度缺一不可，

不容許一絲一毫的錯誤，否則將損失嚴重。

相關知識非常艱深，但也十分具有挑戰性，

儘管社會大眾日漸往機能性纖維邁進，但色

彩的飽和度和搭配性，同樣是吸引消費者的

關鍵要素，因此功能性和色彩的設計感是缺

一不可。

結束課程後，有深深體會到台灣紡織產

業正面臨重大的危機，不只是因為疫情導致

全球供應鏈的洗牌，還有紡織人才日漸凋

零，經驗相差數十年。此外眾多年輕人在大

學畢業後甚至是碩士不在投入本科系，轉而

前往科技業的懷抱，或是其他產業，這種現

象會造成無法將課堂所學有效的運用在工作

中。因此我們應該思考趨勢，現今的社會，

唯有站上趨勢的尖端才能不被淘汰。

未來數十年世界會有重大的變革， 舉

例：5G 的演進帶動工業 4.0 的發展，達到零

庫存及零時差；機器人護士，不只打針更

準，也不會有情緒；全自動化無燈和無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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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的產生；無人商店出現，表示現今變化的

速度之快。

現代社會中僅擁有一項專業，是很危險

的，這次的疫情導致旅遊和航空業一夕之間

倒閉，電商和網路直播購物反倒是業蹟倍

增。除了擁有一項專業外，平常累積哈佛管

理學院的四大軟實力：生涯規劃、時間管

理、人際關係、溝通表達，才是最重要的。

若我們在年輕時都能有良好的生涯規劃，並

擁有足夠的能力和條件，並且目標準確的前

進著，就會是最好的時間管理。因此讓自己

年輕就具有斜槓能力，並擁有第二、第三曲

線，隨時保持好奇心，掌握市場的趨勢，就

能保證自己站上時代的潮流，達到借力使力

不費力的成功。

年輕時就確定未來要走的產業和生活方

式，也可以避免在人生的路上走很多彎路，

只要我們能站上趨勢，選擇一條能通往我們

人生目標的道路，確立目標使命必達，就可

以保證我們未來能達成標最後，紡織的世界

真的是博大精深，上完這一系列的課程只是

在紡織產業的起頭，讓我們初步了解原料、

纖維及從纖維到布的過程。現在透過課堂的

學習，以及課後的複習，讓我開始可以運用

在工作上，並且擁有可以在這個業界的共同

話題，開始從不同角度切入找出問題並解

決，成為有解決問題能力的優良員工。在此

感激王教授和絲織公會的安排，以及公司贊

助這次紡織人才培訓計畫，讓我們來到這麼

好的環境學習 !

「整個世界大廠都在要求環保永續經營」

全有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仰

這次來上課

對我來說收益非

常多， 老師授課

的 內 容 從 原 料、

纖維抽絲、染整、

織法、 印刷及後

段加工做了一系

列的課程， 讓我

們對於紡織產業及新的使用材料有更全面的

認識。

以往對於紗線原料的運用，只有廠裡使

用的常用規格，透過課程再結合我們公司所

使用的原料，有了更多元的材料使用性，老

師在講解各種原料時，會結合生活應用使紡

織課可以更生動。

課堂中老師舉例：用同樣是葡萄糖的原

料，因為分子量夠大會變成羊毛不溶於水，

分子量小就可變成可溶於水的運動飲料。運

用生活常看到的物品就能理解其差異性，課

堂裡不只是講授原料也包含永續經營的理

念，現今世界大廠都在要求環保永續經營，

那也就代表必須將環境保護視為公司永續經

營的一環。課程上老師的目標非常明確，對

於產業也十分了解，相當於是個活字典，一

個單元兩個禮拜為期兩天於第二個禮拜考

一次試，等於可以重新複習這兩周上課的內

容，對於課程的難易比較適中，這對剛接觸

紡織產業的人有很好的學習機會，雖然課程

時數安排有些短導致內容變的稍加緊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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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還是很好，專業度及內容的深度相

當高，在紡織產業斷層的現況，如果沒有老

師的領導，真的很難有全面性的了解，最後

感謝老師及絲織公會開這紡織類型的課程，

讓紡織的人才能夠在紡織產業的世界發光發

熱！

「紡織」二字對大眾來說聽起來遙遠，實際

上卻與我們生活密不可分。

可樂彼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Chris Liao

傳產在台灣

一直被笑稱為夕

陽產業， 缺乏競

爭 力、 高 工 時、

較不光鮮體面的

工作環境， 種種

傳產的刻板印象

同樣也被加諸在

紡織產業身上。實際上紡織產業在台灣的發

展歷史悠久，不僅是晶圓代工產業、高科技

紡材、功能性紡材也經台灣推向國際，成為

不為人知的台灣之光。

王權泉教授擔任文化大學紡織工程學系

教授，擁有豐富的演講經歷。其課程內容的

整理，不但將原本生硬的教材內容整理有

序，更輔以實際生產線的說明照片及些許試

驗數據分析，這種文字、數據、圖片相輔相

成的授課方式，即便對紡織產業初學者來

說，也能夠在短短幾週的課堂中，細細品味

了解產業的脈絡。

課程當中最令我欣賞的除了圖文並茂的

內容，還有針對各個領域的技術及處理加

工、進行優缺點分析、並且以條列進行分

類。這點在面對實務判斷上，能夠快速提供

專業判斷，即時為第一線人員提供一個判斷

的準則。在為時八週的課程中，擁有一千多

頁王教授用心整理的精華講義。我認為這份

資料不僅對業界學生來說，是個相當易入口

的產業敲門磚；對於產業相關從業人員來

說，更適合當作專業上判斷的基礎，稱之為

紡織產業的工具書也不為過。適合時常拿出

來溫習，加強紡織產業背景知識的基礎（實

在是出門旅遊、居家旅行，必備良藥）。

隨著國際化的趨勢無遠弗屆，台灣本土

的紡織產業只會面臨更加競爭的大環境。我

們都需要優質新血的持續加入，將技術及經

驗透過世代累積，才能將傳產逐步堆積起知

識產業的高牆，讓台灣的紡織產業在世界持

續佔有獨一無二的領先地位。感謝王權泉教

授這八個禮拜用心且精彩的授課內容，祝大

家在紡織業發展順利，共勉之。

一個有智慧的人，必須懂得「看的破，放的下」，也「將別人的責罵，視為一種

禮物」，就像「感謝玫瑰有刺」一樣，因為責罵，讓我們有更多的省思跟警惕。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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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李維

為鼓勵於業務行銷、製程、管理或設計等方面表現傑出之絲織業從業人員，以引導絲織業

之全面提昇，本會自 81 年度起舉辦選拔表揚活動，29 年來計有 323 人當選，此項活動在業界引

起相當大的迴響，而各指導單位及學術、產業界亦給予頗佳的評價。

本（109）年度傑出從業人員的選拔，為求公平、公正、公開的評選出專精於業務行銷、製

程、管理或設計等從業人員，特敦聘輔導單位代表陳副主任佳容（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

備處）、張科長雲評（經濟部工業局紡織科）、林科長華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發展組）、

研究單位代表李所長貴琪（紡織綜合研究所）、學術單位代表林教授清安（逢甲大學纖維及複合

材料系）等5 人及本會常務理監事8 人共計13 名組成「評審委員會」，於109 年9 月4 日進行評選

作業，經各評審委員討論後，決定為對會員推荐參選的從業人員多予鼓勵，本年度選出 12 位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當選名單如下：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賴工程師陳仁、大宇紡織股

份有限公司白課長國正、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朱專員怡怡、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李課長榮

文、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謝課長進坪、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苑工程師瀞丰、力鵬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張副理文憲、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劉高專鴻銘、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蔣課長志

偉、日禕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彭副理武益、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張副廠長永周、東豐纖維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謝處長櫻治。

以上得獎人，為表隆重，訂於 109 年 11 月 18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中，由莊理事長燿銘及李常

務監事業義分別頒發表彰狀、獎牌各乙禎及各界致贈之獎勵品，以示崇敬。

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選拔報導

 ▲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評選活動結束後評審委員合照留念。



N O . 1 1 4
80

特別報導

本會 李維

為鼓勵外籍移工努力學習，勤勉奮發，發揮高技術、高效率、高品質之效益，以引導全面

提升本業外籍移工之工作士氣與敬業精神，並協助同業做好管理工作，本（109）年度續舉辦絲

織業優良外籍移工之推薦表揚活動。

本活動係由本會函發各會員廠，請廠內依所聘僱外籍勞工之出勤率、工作達成率、服從性

及語言溝通能力等項目進行評選。

此次得獎人計有 17 位，名單如下表，為表隆重，預訂於 109 年 11 月 18 日的會員代表大會

中，由莊理事長燿銘頒發表彰狀乙禎及各界致贈之獎勵品，以示崇敬。

109年度絲織業優良外籍勞工接受表揚名單

姓        名 國    籍 年齡 推     荐     廠     名
陶明順先生
MR.DAO MINH THUAN

越南
VIETNAM 30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FAR EASTERN NEW 

CENTURY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張明俊先生
MR.TRUONG MINH TUAN

越南
VIETNAM 31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I PENG ENTERPRISE CO., LTD.
阮文系先生
MR.NGUYEN VAN HE

越南
VIETNAM 32 力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I-THAI INTERNATIONAL INC.
阮文友先生
MR.NGUYEN VAN HUU

越南
VIETNAM 29 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ISHER INDUSTRIAL CO., LTD.
范氏香小姐
MS.PHAM THI NGAT

越南
VIETNAM 3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M YUE ENTERPRISE CO., LTD.
尼爾先生
MR.ARNIEL SIAREZ FELIZARTA

菲律賓
PHILIPPINES 38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O YU TEXTILE CO., LTD.
瑞兒小姐
MS.DACUSIN RAQUEL FIGUERAS

菲律賓
PHILIPPINES 33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I PENG ENTERPRISE CO., LTD.
梨翁小姐
MS.LUBO,LEONOR BOSQUE

菲律賓
PHILIPPINES 43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TAFFETA CO., LTD.
凱文先生
MR.FILLON KEVIN JAY CORREA

菲律賓
PHILIPPINES 24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UNTEX INCORPORATION
阿孔先生
MR.ARKOM SOMBATKAMRAI

泰國
THAILAND 24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O YU TEXTILE CO., LTD.
維拉沙先生
MR.WITSANOO

泰國
THAILAND 33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TAFFETA CO., LTD.
松猜先生
MR.SOMCHAT

泰國
THAILAND 29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TAFFETA CO., LTD.
文曼先生
MR.PHOOMOOL BOONMAN

泰國
THAILAND 42 日禕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UN SHINE TEXTILE ENTERPRISE CO., LTD.
樂朋先生
MR.NAOWIRAT LERPONG

泰國
THAILAND 40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OVETEX INDUSTRIAL CORP.
木吉先生
MR.MUJIANTO

印尼
INDONESIA 37 東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EX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馬尼先生
MR.ROHMANI

印尼
INDONESIA 38 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AFFETA FABRIC CO., LTD.
莉亞蒂小姐
MS.YULIATIN

印尼
INDONESIA 37 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TAFFETA FABRIC CO., LTD.

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優良外籍勞工表揚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