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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處理助劑Pretreatment Auxiliaries：
酸性還原洗淨、氧漂(魔術工藝)高效漂白劑、
奇利龍F-MFB 液、螯合分散劑、雙氧水穩定劑 /
活化劑、絲光滲透劑、還原漂白劑、
中和助劑、螢光增白劑、棉 / 纖維素纖維PES PA / Wool /
 Silk Acrylic Other agents、螢光消除劑

染料系列：直接染料-Indosol、活性(反應)染料- Drimaren、硫化染料- Diresul、士林染料-Indigo liq、
分散染料- Foron E / RD-E、S / RD-S、 S-WF、酸性染料- Nylosan E、N、S、F，Lanasyn M、
Optilan MF、印花染料、塗料- Printofix、塗料印花固色（交聯）劑、Earth Color、One Way System

染色助劑 Dyeing Auxiliaries：
消泡劑、潤濕劑、抗皺劑、分散劑、pH 調節劑勻染劑、
剝色劑、染料保護劑、釋堿劑 pH Slider、皂洗劑、
濕牢度固色劑、耐氯固色劑、均染劑、
硫化染料染色助劑、高日曬牢度處理劑、紫外線吸收劑、
濕牢度固色劑(尼龍)、耐氯固色劑

定型特殊加工助劑：
抗皺防縮整理、催化劑、超平滑柔軟劑、
奈米及柔軟劑、耐久疏水矽柔軟劑、親水有機矽柔軟劑、
縫紉性改善劑和纖維保護助劑、紗線潤滑劑、
抗靜電劑、抗黃變保護劑 Anti-Yellowing Protection Agents
防汙去汙配套柔軟劑、無氟耐久防水整理 
PFC's Free Water Repellency、易去汙整理、抗微生物整理劑 Sanitized 、
吸濕排汗快乾整理 Moisture Management & Quick Dr、填充劑和硬挺劑、
水性塗層膠 Water Based Coating Agents、阻燃整理 Flame Retardant Finishing

台灣工廠：327桃園市新屋區文化路三段1239巷96號     TEL：886-3-486-3889 /   FAX：886-3-486-3886
No.96, Ln. 1239, Sec. 3, Wenhua Rd., Xinwu Dist., Taoyuan City 327, Taiwan .

Http: //www.rich-c.com.tw     /     Email: rich3518@ms29.hinet.net     /     Skype: rich351881
SO 30A-DOUNG 3B, KCN AMATA, THANH PHO BIEN HOA, TINH DONG NAI, VIETNAM 
越南工廠：越南同奈省邊和市AMATA工業區3B路30A     TEL：+84-251-3936-588 /    FAX：+84-251-393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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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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 補 理 事 林益民、陳明澤、黃意忠、孫藝堯

常 務 監 事 李業義

監 事 陳冠州、李麗生、王昆全、葉家銘、
楊尚青、張嘉宏

候 補 監 事 張榮水、吳世長

編撰召集人 刑文灝、蔡宜壽、鄭國彬

副 召 集 人 吳文演、王能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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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 書 長 兼 
發 行 人

葉乙昌

主 編 李維

編 校 張家華、李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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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ftsfa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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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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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以樹狀圖之意象作為拓展的視覺形象，盤根
錯節的線條梳理出一條條的道路，並能連接到一
個個如同果實的圓，線條和不同大小的圓形聚合
樹，配合著樹與綠色的意象，代表產銷產業用紡
織品，能在未來生生不息。

參加 2019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

輔料博覽會感想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四

如何產銷產業用紡織品開拓商機研討會

紡織智慧流程自動作業，

打造紡織業數位勞動力

十大特色企業系列報導 (一 )
日本小松精練

紡織業如何達成企業資源規劃

的再進化

打造企業品牌創新策略

紡織產業FB社群網路應用與經營

羅忠祐、黃博雄、許文賢

季彥成

陳進來

陳建全

莊燿銘

張琳、許文賢

16

57

44

59

14

27

63

特別報導

專題報導

理事長的話

市場行銷與流行預測

一、社群網路發展概述，臉書設定及介紹

二、網站／粉絲頁／社群煤體如何操作與應用

張銘峰、洪德昇

洪德昇

63

66

經營策略與綜和運用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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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莊理事長燿銘參加2019 年中國國際紡
織面料及輔料博覽會感想              P.14

 ▲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 羅忠佑理事長
演講「如何產銷產業用紡織品開拓商
機」                                                   P.16

 ▲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全總經理
演講「紡織業如何達成企業資源規劃的
再進化」                                          P.59

 ▲ 傑出從業人員評選活動結束後評審委員
合照留念                                        P.79

 ▲ 品牌創新策略發展聯盟 張琳理事長演

講「打造企業品牌創新策略」       P.27

「紡織人才培訓班」活動報導及學員心得

張家華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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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出版品廣告 02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03
台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4
本會網站廣告刊登辦法 05
長洲貿易有限公司 06
昆勇精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7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8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09
誠佳科紡股份有限公司 10
泓利廣股份有限公司 11
文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裡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封底

廣 告 索 引

圖文並茂的解說，讓困難的道理變簡單了

《紡織產業工程入門》一書，

足以代表紡織產業之入門教材

學習千萬不要死背硬記，而是要活用內容

重新充電，更紮實了紡織的專業

藉由林教授解說各項染料，

將過去心中的疑惑一掃而空

教授用潛移默化的方式，

吸引我們去了解深奧的染整世界

學界與業界的隔閡，在這門培訓課程裡是沒有

紡得先機、織向全球

潘可欣

連雯姿

黃怡錦

李佳蓉

曾志雄

曹玉屏

陳思敏

葉揚甲

71

74

73

77

72

75

74

78

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選拔報導

榮耀與肯定─絲織業優良外勞表揚報導

林昱馨

李維

7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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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9年中國國際紡織面料
及輔料博覽會感想

 ▲ 莊理事長燿銘於上海紡織展留影

燿銘赴上海參加於 9月 25～27日舉

辦的 2019中國國際紡織面料及輔料（秋

冬）博覽會，此次本會參展會員有吉信

織造、吉使達、中良、美祺、東纖、東

世、大宇、弘裕、展頌、遠東新、福

懋、宏遠、雅織、群馥、台元及富綢

等 16家，前 7家係由本會申請貿易局補

助，藉此機會了解參展會員受中美貿易

戰的影響、對此展的看法及接單與經營

概況等，特將心得摘要報告如下，敬請

同業先進卓參賜教。

一、今年前 7 月出口衰退原因探討：

108年 1-7月我國紡織品出口總值為

54.17億美元，衰退 8%，主要出口項目

為布料佔 67%，紗線佔 16%、纖維佔 7%、成衣及服飾品佔 5%、雜項紡織品佔 5%。五大出口項

目僅雜項紡織品成長 3%，其餘產品均衰退，布料衰退 6%，纖維衰退 23%，紗線衰退 13%，成衣

及服飾品則衰退 9%。以梭織布而言，長纖梭織布出口值 9.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衰退 4%，短纖

梭織布出口值 1.7億美元，較去年衰退 7%。針織布出口值 12.62億美元，衰退 8%。訪問參展會

員探討衰退原因主要如下：

（一） 中美貿易戰降低中國大陸對進口布料等紡織品的需求

因美國提高對中國大陸成衣等相關紡織品關稅，輸美衰退，也導致全球經濟景況不

佳，降低需求，加上大陸纖維及布料等產量均供過於求，由台灣進口值 1～7月較去年同

期大幅衰退19%，而轉口至大陸市場的香港，自台灣進口值也大幅衰退16%。

（二）溫室效應導致去年冬季服飾庫存增加，對今年布料需求減少

去年冬季因溫室效應影響，係氣溫相對較高的暖冬，冬季服飾滯銷，庫存增加，導

致今年冬季布料的需求減少，也是出口衰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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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莊理事長燿銘與台灣貿易中心上海代表處代表吳興蘭（右 2）及袁琳專員

（右 1）於展場合影

二、展品以兼具機能、時尚、環保為主

會員同業為提升產品機能性，致力從原料的研發變化，賦予布料各種功能，如銅離子紗、

環保抗菌紗、石墨烯乾爽導電紗、黑／白高縮紗、易拉絲（高彈性絲）及高縮絲（收縮率 40%以

上）等機能性紗種。有集反光、夜（發）光及變圖三合一專利的產品，可運用於一般服裝、雨

傘、救難繩、消防衣、交通安全服及警用服裝等。有經Global Recycled Standard、OEKO-TEX® 

STANDARD 100 及符合無毒排放、社會責任的GO GREEN-ZDHC、BEOI、HIGG3.0認證的環保

布種。有高丹尼供袋包箱及機車服等用途的厚布料，另有幾家設計新穎、花色獨特的刺繡布展

出。

三、現場接單情況

以本會申請補助的會

員而言， 現場接到訂單

的有 1家布廠及 1家刺繡

布廠。 該布廠係生產襯

衫、西裝褲、外套等正裝

(Suiting)布料，以聚酯纖維

為主，每碼 2～3美元，賦

予正式服裝布料各種機能

性，除正式場合穿著外，

也可用於休閒，強化布料

的差異性，與撚紗廠及染

整廠共同研發，包下部分

紗廠及染缸產線，生產專

屬其開發的機能性布料，

如超細緻手感布料、超彈

西裝布料（無橡膠）、簍空織物及涼爽織物等。另一有接到單的刺繡布廠，一年約參加 20個國

外商展，有 20位業務人員，在台南工廠仍續換裝新機，很用心經營，過去培養的中國大陸顧

客，邀至攤位看新設計的花樣，選擇後下訂單。現場未接獲訂單的會員廠，也有很多訪客，收

集不少詢問單，回國後再連絡報價。

後學　

莊燿銘　謹識

201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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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產銷產業用紡織品開拓商機研討會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四

一、舉辦「如何產銷產業用紡織品開拓

商機研討會」

引言

莊理事長、戴名譽理事長、林名譽理事

長、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很高興在一年前就接受葉秘書長的邀

約，今天有機會和我們的黃秘書長來和大家

談一些案例。在秘書長報告一些案例之前，

容我也講幾句話。

依據內政部的資料，台灣目前有 486個

公會及將近 16,000個協會，在 486個公會中，

絲織公會的業績算是名列前茅，每年 11月

11日工業節內政部頒獎表揚績優公會，絲織

公會已經領過很多次獎，因此非常謝謝絲織

公會莊理事長和其他共同主辦單位舉辦今天

這場分享會。

西藏第十四世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在接受

澳洲一個旅遊探險家瑞克雷伊（Rick Ray）訪

問的時候，雷伊問達賴：「我們如何確定自

己的目標？」，達賴回答：「如果你知道去那

裡，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今天我們紡織

業也面臨了這個問題。

消失的電腦代號

最近我讀了一篇今週刊的名人專欄，其

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謝金河寫的「消失的電

腦代號」，這篇文章談到，在二十年間，台

灣股市消失了四百家企業，紡織股的股市代

號從 1401開始，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後，最後

一家的代號是 1432，也就是有 32家紡織業

企業股票上市，而到現在，原來的 32家只剩

下 11家，以 2019年 8月 6日的股價來看，這

11家中有 4家的股價在票面以下。紡織股上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長、世堡紡織公司董事長 羅忠祐 演講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長、世堡紡織公司董

事長 羅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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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上櫃共有 43檔，其中 16檔股價在票面

以下。整體來看，前前後後上市上櫃方面共

有 80檔，到現在存活 43檔，淘汰率接近五

成，紡織業從當年盛極一時到現在變成艱困

產業。

剛才莊理事長也說過，紡織業的高峰是

在 1997年，有 6,327億新台幣的產值，到了

去年 2018年剩下 4,051億，21年間整整減少

36%，這和前面談到的上市上櫃家數的變化

情形差不多。

產協會的成立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在 2004年 5月 31

日，由當時的不織布公會理事長戴榮吉在紡

織所姚興川所長請託之下成立，成立的目的

是希望台灣的紡織產業能夠脫離成本競爭，

朝高值化、差異化前進，轉型升級，本人也

以協會成為紡織跨領域業者交流、創新、合

作，共創商機的平台為職志。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從 2007年 3月到

2019年 3月連續舉辦了 13次國際產業用紡織

品研討會，每次研討會都有不同的主軸，從

2008年 10月到 2018年 4月也舉辦了 12次海

峽兩岸紡織科技研討會，還有一些國際參訪

考察，例如前往歐洲、白俄羅斯和日本，而

在本月的八月二十五日將要到印度去參訪。

國內部分，在今年的一月，我們參訪了花蓮

的中華紙漿廠，四月也到裕隆的關係企業友

聯車材，還有鹿港的台灣玻璃去參訪，我

聽說已經有很多同業已經在進行跨業合作

當中。台北市柯文哲市長說了一句話：「要

有爭戰天下的決心」，這是大家應該有的條

件。

各位先進，今 (108)年八月二日。國家

盤石獎聯誼會請到了財訊的謝金河社長來演

講，題目是「下一個賽局，技術創新與公司

治理」，演講中他一再提到，投資台灣新契

機，台灣產業的新定位，他也特別提到台灣

有一個特別的優勢，各位業界先進，大家絕

對想不到，就是兩個字，這兩個字我本人

深深認同，就是「TRUST─信任」，就是指

台灣在過去五、六十年所建立的一個無形的

資產，外國的品牌商也好，外國的大客戶也

好，對台灣製造商和供應商的「信賴」是大

家可以引以為傲。此外，他也提到，台灣產

業過去三十年來已經走過死亡的幽谷，過去

幾年台灣遭遇中國國家隊的殺戮，台灣的未

來，如果政府調整得好，台灣會有三十年的

大運。我要用一句約翰‧甘迺迪在 1962年 9

月 12日的關鍵 17分鐘，僅僅花 17分鐘，他

說服百萬人支持美國上太空，用這個演說做

為結語，這個演說是因為 1957年 10月 4日，

史普尼克 1號的軌道運行使蘇聯此次贏得了

勝利，隨後，1961年 4月 12日，尤里‧加加

林成為首次進入太空的人類成員，使蘇聯再

次打敗美國，在太空競賽上取得了領先的地

位，在那場演說的結語，甘迺迪說：「我們

決定登月，我們決定在 10年內登月，不是因

為它們簡單，而是它們困難」，這個英文原

文是這麼說：「We choose to do this not because 

it’s easy, but because it’s hard.」，今天我們台灣的

紡織產業也面臨了幾乎相同的狀況，當然不

可同日而語，但是我們大家一定要把這個當

作鼓勵自己，希望在座各位先進把握難得的

機遇，選對事業方向，再造事業高峰，敬請

大家群策群力，來共同推動台灣產業用紡織

品在全世界的能見度，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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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產銷產業用紡織品開拓商機研

討會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秘書長、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產品部主任 黃博雄 演講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我今天要報告的內

容分兩個部分，上半部要談談產協會，下半

場將會比較有一些技術的內涵。通常在報告

的時候，如果在場的人之中老闆多一點，就

多說一些產銷的話題，如何去創造商機，如

果生產現場的人多，就多談一些技術。說到

產銷面的問題，在我個人來說，這個層次

是比較高，這個議題談起來有一點緊張、惶

恐，因為背景不一樣。

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經驗談

今天從我們這個 15歲的產業用紡織品協

會開始談，可以看到產協會 15年來一路上怎

麼跌跌撞撞，撞出一些經驗，我覺得蠻深刻

的，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出來，我們前後三位

理事長是一棒接著一棒，都是秉持著一份理

念和熱忱來為台灣的紡織業付出。

談到產業用紡織品大家都會馬上想到是

在工業上用的，是在百貨公司裡永遠買不到

的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要細分的話，可以

分成 12項，對各位來說，一項一項唸出來是

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最近在百貨公司裡面

可以看到一個產品，就是很熱門的面膜，這

在台灣很具有代表性，也做得不錯，那個面

膜的材料主要是不織布。

台灣紡織業有 20個公會，都是同業組

成的公會，我曾經和我們理事長說，假如我

們協會也算一個公會的話，我們可不可以說

是「紡織不同業公會」？其實，同業公會的

優勢和劣勢剛好和我們相反，同業公會的會

員之間雖然有知識交流的機會，其實會員間

還是難免有競爭的情形存在，而產協會的會

員各有其專業的領域，所以，我們要服務所

有的會員是有一定的難度，服務的方式也不

一樣，同業公會裡面可以說是會有近親繁殖

的現象，而不同業

公會就會多樣化，

但同時也會有不專

業的問題，但我們

還是往好的方向去

想，去努力。

這個行腳 100

其實都是理事長本

人的成就，我沒有

參加，理事長立願

 ▲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秘書長、紡織產業綜合研

究所產品部主任 黃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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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國內參訪 100家企業，目前已經完成 74

家，他對產業的心情我們都感同身受，但是

這一部分我還是請理事長自己來向大家報告

比較好。

------------------------------------------------------

行腳 100( 羅理事長補充 )

謝謝秘書長把麥克風又交給我，行腳

100的緣起是這樣的，去年，蔡英文總統在

參加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的理監事會時發表了

一個演講，她說，目前台灣的經濟、產業是

二十年來最好的狀況，而且股票上萬點連續

維持超過一年，都是在她的任上，從電視上

看到她講這樣的話，我心裡在想，是這樣

嗎？我想，她是總統，接收到的資訊當然比

我們豐富，但是我又深深不以為然，所以，

我就下決心，從我們的紡織業開始，要先跑

100家，瞭解產業的狀況，剛才我跟莊理事

長說，現在已經完成 74家，到 100家跑完，

算是一個段落，我還要再跑另外的100家。

在 52年前我開始踏入紡織業的時候，

台灣大約有 8,000家紡織企業，現在大約是

4,300家，當年有 27萬 6千個從業人員，現在

只剩下 14萬人。走過 74家後，我做了一個

簡單的報告，就是，我訪問過的企業裡面，

到現在一年間已經有 3%消失，有 18%沒有

傳承，也就是沒有第二代，也沒有經理人要

接班，像這樣的企業我相信在兩到三年之間

會消失，另外還有很大的部分，就是 53%，

這些企業是傳承有人，像是第二代或是經理

人，但是現在的老闆和老闆娘說，像這樣的

情形之下，難道可以再投資嗎？大家總還想

留一點老本，所以，這 53%不想再投資，但

是他們有人接班；另外，只有 26%，傳承有

人，有願意繼續投資台灣，這些人可以繼續

在全球發展，但比率很低。我在紡拓會的

董監事會曾經呼籲，希望紡拓會高層、工業

局、貿易局要更重視這一塊，因為多年來

大家對紡織業有諸多期待，但是因為很多業

者都已經外移，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

到，以前外移到中國的廠商，都會回台灣買

原料，但現在到越南的都是一條龍，原料都

在當地買，他們是不會再回來了，所以大家

要認知到，我們只有自立自強才能繼續存在

並且發展。因為這個 26%實在太少了，所以

我提出一個建議，希望上面去研究，針對

前面說的 53%，有能力卻不願意再投資的同

業，怎麼樣去鼓勵他們再投資，因為沒有再

投資就沒有未來，這是我的看法和結論，一

定要不斷的更新設備，投資人才，多去參加

各種會議和展覽，擴展視野，如果沒有繼續

投資，只是維持現狀絕對沒有未來，以後，

如果有機會，我再和各位分享我走過100家、

200家、甚至 300家的心得，只要我走得動，

就會繼續走下去，當然，要走完 4,300家是

不太可能的，但是我會盡力，大家一起來關

心台灣紡織產業未來的發展，謝謝各位。

------------------------------------------------------

（黃秘書長繼續報告）

產 協 會 最 近 出 了 一 本 書，「台 灣

產業用紡織品的改變與期待」、 英文版

Taiwan Technical Tex ti les Transformation and 

Perspectives，還有日文版，這不是紀念冊，

各位知道，轉型的過程一定非常辛苦，就好

像一個人說要改變，又不要覺得痛，那是不

可能的。例如，5%的轉型，其實是一個很

抽象的感覺，但它是有明顯的變動，有一本

書提到，人類在轉變的時候，不時時刻刻保

有急迫感，下一個變動就是瀕臨死亡的當下

才會活過來，企業的特質亦是如此。我們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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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這本書並沒有很大的資源，這其實是一

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是要做任何一件事都是

沒有錢再來找錢，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對產

銷來說，就是供需的問題。現在我們是先找

到需求在來設法供給，我覺得產銷應該是先

銷後產，如果先產出東西再去找市場的話會

很累，目前協會的狀態是一樣，這本書我們

是把它當成一份DM，我們主動去參訪國外

的單位，或是在他們過來的時後，我們把這

本書給他們看，他們對這個協會就會刮目相

看，一般來說，大家拿到一張普通的DM都

不會仔細看，大多是丟掉，但一本書就不會

是這樣的下場。我們在做的時候，還是有一

個堅持，比如說前年我們去義大利，去年去

土耳其，今年去印度，明年我們打算去日

本，後年打算去美國，這個方向很清楚，就

往那邊走，我們去到那個國家，就先邀請他

們來參加我們的國際紡織品展和研討會，我

們明年要去以日本為主軸的探訪，所以，明

年的研討會就規劃以日本為主，這個我們在

十一月就要辦了，因為剛好有人慕名而來，

認為我們對日本很熟悉，希望我們帶中小企

業去日本參訪，其實我們不是對日本特別熟

悉，而是對全世界都很熟悉。

重要的夥伴─不織布公會

在這裡要提到不織布公會，不織布公

會目前的會員數是 99個，他們要設法增加

到 100的整數，上次我們到花蓮去參訪中華

紙漿，其實紙漿就是濕式的不織布，很早就

被永豐餘併購了，走了這一趟之後，不織布

公會就跟著走，其實這就是一個趨勢，因為

永豐餘公司針對環保材料成立了一個創新公

司，目前全世界喊的最多的，除了數位以外

就是環保，這兩個議題以前是玩假的，而

現在是漸漸在玩真的了，而且玩得很快，所

以，不織布公會極力的爭取那個公司成為第

100家會員廠，同時不織布公會也邀請我們

參加，因為，產業用紡織品主要也是不織布

中的一個主要項目，不織布產業中還有很重

要的一塊是過濾材和擦拭材，對於一個所謂

的紡織不同業公會來說，我們要建構一個平

台來讓大家來合作，所以我們也參與台灣過

濾與分離協會，也很受到歡迎，不織布公會

也把我們當作一家人，各位都知道，只要氛

圍對了，很多事情都會對，很多事情都可以

談，所以我們就可以進行很多工作專案，不

織布公會也很有意願來和永豐餘來合作。

 

為什麼不織布公會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他們前任的陳理事長，我們對他是非常感

謝，在第十二屆世界過濾大會的時候，當時

已經運作了四年，這個大會可說是過濾界的

奧林匹克，台灣在前幾屆爭取主辦權都不能

如願，當時對岸也是一個強而有力的競爭

者，在 2012年在決定 2016年的主辦者時，

我們也受到國際上很多協會的感動，因為每

一個會員協會都有一票，很多過濾界的朋

友推派了淡江大學的教授去申請，結果成功

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消息真的很令人感

動，看了之後，我們想必須把紡織所過去的

能量在這個大會中展現，因為這一塊是我們

的專業，我們要積極參與，協助他們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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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辦成功，因為學校在辦研討會方面沒有

問題，但是在展覽方面，還是我們比較有經

驗，所以我們就表示會大力協助。

為了要邀請國際上過濾界的重要人士來

台灣，我們選定的地方是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和貿協展覽館，如果辦不好虧錢還是另外

的問題，面子更是重要，所以大家都很投

入，也精打細算。這個世界過濾大會在亞洲

只在名古屋辦過，那一次競爭主辦權時，對

岸是競爭對手，開票之前我們本來是不太樂

觀的，結果我們以七比三的票數贏得了主辦

權，其實，國外很多協會會支持我們是因為

他們覺得我們很有熱忱和能力，我們是認為

熱忱和態度比能力更重要，會得到很多的感

動，所以我們當時就成立了台灣過濾和分離

學 會，Taiwan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Society，

我們就是這樣開始和相關單位開始磨合和協

調，不織布公會理事長也表示會全力協助，

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如果沒有不織布公會

的協助，這個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那次大

會中，不論是展會或研討會都辦得很好，大

會之前，我們也藉著參加國外各種演講活動

的場合不斷的宣導，當時台大有個彭教授，

非常的積極，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負責研

討會，我則是負責展會，我們出國的時候有

一個演講的場合，他就大力拓展，把我們台

灣在過濾材的能量向與會者介紹。

我則是就台灣的特色，比如台北 101和

小籠包很好吃跟大家介紹，我特別向他們介

紹，台灣的小籠包每一個都是 18摺，這代表

台灣工藝是非常精緻的，經過我們的大力推

廣，引起與會者的興趣，他們很多人就因此

決定要來參加，而且給我們很多的掌聲，這

樣我們在開辦的時候就知道不會虧錢，而不

織布公會也一直請他們的會員積極參與，所

以在開幕式就非常成功，同時我們有帶這些

外賓到紡織所和業界去參訪，展現我們過濾

技術的能量，讓他們了解，台灣在技術面是

一個很好的來源，我要說明的是，我們的過

濾與分離學會是沒有虧本的，這個活動做得

非常成功，並且結餘了 100萬，後來用那個

100萬成立了一個獎學金，用來培育過濾人

才，同時學校方面也一直支持，所以讓過濾

這一段的人才不會短缺。

過濾其實是產業用不織布下面的一個次

產業，剛才談到的是我們在這個產業中扮演

的角色，有時在前面推廣，有時在後面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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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講到產業用紡織品，這幾十年來

我們經歷了六個階段，各位看到這個圖片上

右上角紅色的部分，第一個是智慧機能性紡

織品，第二個是綠色永續與循環經濟，第三

個是智慧製造與數位經濟，我今天特別在智

慧機能性紡織品多談一些，我們協會成立的

時候其實經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當要決定

協會要走的方向其實是經過一段很長的思

考，一旦決定之後就成為一輩子的使命。

全球產業用紡織品產值

我們來看看全球產業用紡織品的產值，

目前是 1,600億美元，它和傳統的不織布一

樣，是慢慢的持續成長，不管全球的經濟如

何變化都一樣，它不受到產業變化的衝擊，

其他產業很好的時候也不會影響它的成長，

這是產業用紡織品的特性，它在很多地方都

有機會，但是規模不會太大，大企業不會進

到這個領域，所以這個產業長年下來都是如

此，也因為這個特性，這個產業分開來到每

一個細節都很專業，我們要去協助他們的時

候，會在專業上有些不足，所以，我們提供

服務的切入點就會不一樣。產值 1,600億到

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概念？這個金額就等於亞

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的財產，我要說一個看

法，一個企業很快的成長的時候，一個人的

財富沒有一群企業走的這麼穩定，他不會一

直持續的增加，這是說，一個人在走當然比

較快，而一群人在走必然比較慢，這是慢跑

的哲學，對一個跑得很快的人來說，他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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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單的，一群人一起走可以互相鼓勵，可以

走得很久，我覺得這個哲學很符合我們協會

的精神。

以噴代染與整

接下來我要談談產業用紡織品的技術

發展方向，目前所說的六大技術發展方向

包括第一個Thermo-forming熱成型， 熱成

型和熱定型不一樣，然後就是 3D的部分，

Three-dimensional Weaving、Three-dimensional 

Knitting，再就是織物裡面用到奈米科技的部

分 Fabrics Produced Using Nanotechnology， 這

個涵蓋面比較大，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個趨

勢，我們協會在推動的時候，不管怎麼樣就

是一個步調，不斷的動，Heat-set Synthetics

和 Finishing，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只針對

最後一項的Finishing部分來介紹。

Finishing是什麼概念呢？一般講Dyeing、

Finishing，染整、後機能化，就是塗貼樹酯

這一段，這一段我認為是一個中小企業非常

好的加值加工，講到以噴代染，不是像有些

業者去 ITMA去買那些特別的機器，如果是

這樣，就不值得大家來這裡聽講，所謂以噴

代染是染素色，以噴代整就是整織物。

數位噴印為什麼來得那麼快？因為它很

環保，墨水要多少就噴多少，沒有廢水處理

的問題，是一個低水浴的加工法，另外一個

部分是數位經濟，其實它本來是一個很容易

去掌握的東西，所以有循環環保的議題，數

位經濟來得非常的快，我從 2017年在分享

的時候，到今年就出來很多，數位經濟真的

是跑得很快，也要跑得很久，要怎麼跑，在

講這個之前，我們先看看日本企業怎麼做轉

型，有一個企業是做布的染和整，他們有

一千多項專利，涵蓋梭織、建材、化妝品、

表面處理等等，但是染色部分是主要的專利

點，數位噴印的專利在這幾年不斷的出現，

他們的廠長常常來和我們交流，他們也做一

些無人化的製程，八百個機台只用兩個人，

負責上布、下布和補充墨水而已，但我這樣

的情形我覺得有點誇張，可能再打個八折可

能比較可靠吧。

談到專利的部分，大家看看傳統的印染

轉型數位化，Digital Transformation，在墨水

的配方，噴出來的東西不一定要有顏色，我

們一些染整業者去看的時候，看到噴出來的

時候是白色，那是什麼？是整理劑，數位噴

印如果是比較高階的，噴出來的點和點的

距離都只有 1-2μ，每一個點噴出來的量只

有 10-12 L，用的量真的很少，噴頭必須閃過

織物表面的立毛，這部分是一個很重要的專

利，也慢慢在累積。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看

過了之後要學一下。

整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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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德 國 一 個 紡 織 研 究 所

Texti lforschungsinstitut Thüringen Vogtland e. 
V.研究出來的，他們的墨水噴出來是一個功
能性的東西，功能性用在衣著用紡織品我們

稱之為機能，用在產業用紡織品我們稱之為

功能，他的墨水有很多功能，其中 electronic 
functionalities，就是噴導電膠，例如銀膠，
這個對我們比較沒有威脅，因為這個領域

本來就比較窄，比較不是我們的重點，還

有 sensory and actuatoric functionalities， 它 噴

的是軟式薄膜去做一些感應和促動，這和我

們比較不相干，textile sensors & sensor arrays, 
electronic, displays，你在做數位噴印的時候，
你設計陣列就可以噴出來，再來看 abrasion 
protection，這在我們的和友紡織做袋包箱
織物，如果是用這個加工法，可以達到同

樣的功能，又可達到高效率和環保的要求。

sealing and breathability，你噴上一層薄薄的PU
樹酯就可以達到防水透氣的功能，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properties，親水性和疏水性，
這個用在我們慢跑的衣服非常好，最後一個

是 printed switchable properties，這個我們也有
在做，這是什麼意思？就是材料經過這個加

工之後遇到各種物質會有轉變，譬如，如果

遇到水或光會變色，或是遇到汗水會收縮或

是伸長，這個材料如果樹酯化的話，會展開

另一個戰場，看誰能夠早一點去佔據這個領

域，這一段我們正在走，我們認為有機會。

運動機能的市場

運動機能的市場本來就很大，我們把這

個方面分成前機能Pre-functionality和後機能

Post-Functionality，前機能就是在原料方面，

例如改質，後機能就是後加工，例如用各種

不同的樹酯加工，這個領域大家一起去做也

不會變成競爭者，因為這個領域能做的很

多，多到大家都做不完。

依據我們的資料，全球運動服飾的產值

超過兩千億美元，相當於古柯鹼加大麻的產

值，夠大家一起去經營，如果大家在說，台

灣佔到機能性市場的百分之七十，我可不可

以說再加上數位機能？我覺得再過十年是可

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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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瑞典和日本合作的，Coloreel、

Scanfil和RICOH公司透過數位噴染縫線 (黑

盒子 )，開發一款可以任意噴染縫線的縫機，

我在 2017年看到，Scanfil是做設備的，以前

傳統的機台如果你要刺繡 10個顏色，你在機

台上要放 10個色紗，要 10根針，現在這個

設備你只要一根針，一條原紗就好，要刺多

少染多少，要刺什麼顏色就噴什麼顏色，這

個概念可以讓各位想到什麼？如果用這個裝

置，圓編機是不是只要掛一個原紗筒紗就可

以了？這是不是可以帶動一個機台的改革？

因為現在訂單和以前不一樣，以前可能是

一張訂單有一萬碼，而現在可能是一萬張訂

單，每張一碼，怎麼做？你說可不可能？但

是事實上這是一個趨勢，要因應這個趨勢，

我們可不可以在圓編機加上一個小型的數位

噴印機，再加上國內開發的墨水，這樣是可

以做的。

我前面說過同業公會和不同業公會，同

業公會中都是同行，也是競爭者，比較可怕

的是你不知道競爭者在那裡，這個以噴代染

的新方法一旦大量出來，對於我們使用傳統

生產方式的同業勢必是一個嚴重的威脅，這

在 2017年我看過之後，就出來一家業者用這

種方式在做，他們就用圓編機加上噴印機，

對於小量的訂單直接用噴的織出來，材料是

聚酯纖維，用分散性染料噴上去，數位經濟

來得很快，也因為它的環保特性，可以做得

很久，這家已經在台灣申請專利，涵蓋的範

圍很廣，但是沒有很深，我覺得我們只要做

對了，就有機會搶到這個專利的地盤，因為

它就是噴，然後再做後段的處理。

排汗的挑戰

 

剛才我說過 hydrophilic and hydrophobic，

我們就用數位噴印的技術噴出來，你可以用

不同的選項，就能夠達到不同的機能，比如

說汗水在織物上碰到這個噴上的助劑，會往

兩邊流，不要一直積在胸口，它可以玩出很

多故事，品牌商最喜歡聽你講故事給他們

聽。像這件白色的衣服，流汗的時候會貼在

身上，這件衣服是單面異機能，在身體接觸

的部分是要設計成撥水性，就做撥水處理，

其他部分就設計成親水性，把汗拉出去，至

於整個的性能配置就看用途而定，像這一

件是適合輕量排汗的場合，大概每小時 300 

C.C.的出汗都可以應付。但是我覺得全世界

都有一個盲點，就是這個吸濕排汗，各位如

果認真去評估，當每小時流汗到 500 C.C.的

時候，沒有哪一件衣服能夠應付得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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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和外部環境的濕度有很大的關係，一般

來說，幾乎都沒辦法排乾，因為我們一般的

設計，排汗量都低於每小時 300 C.C.，而跑

馬拉松的選手，沒有一個人的排汗量低於每

小時 300 C.C.，尤其是在冬天，像現在夏天

去外面跑，絕對高於每小時 1,000 C.C.，尤其

是在前半段，這是一個基本的流量，所以這

是一個盲點，那我們如何幫他們排汗？這就

是為什麼有的選手要打赤膊在跑就是這樣，

因為濕透了會有黏黏的感覺。

 

那大量排汗怎麼辦，我一直在想，這件

的商品名叫什麼？我想叫做The Tent，帳蓬，

或是叫作Umbrella，雨傘？就是說當流汗的

量很大的時候，就把它拉起來，不要讓它接

觸到皮膚，那就會感覺比較舒服，同時那個

中間的氣室就會形成一個通道，會乾，而

且，而且這個設計可以用數位噴印來加工，

這個機能就是所謂 switchable ，碰到水收縮，

而且可以預測怎麼縮的，不管外面的空氣是

不是很悶，不會散掉，你可以設計不同的形

狀或是配置。

數位機能這件事可以繼續玩十年，我們

產協會的立場就是要把他造成這樣的氛圍，

要來帶一個風向，從國內先開始做，因為這

個東西你自己都可以做，先用 screen printing

試試看，又不用多買設備，關於這一點，林

文仲顧問也認為可行，而且看好不看壞，大

家可以做做看，以後品牌商會更重視台灣這

一塊。

這個後段加工在講以噴代染和以噴代

整，我認為墨水要精緻化，不要隨便找一個

就拿來用，因為噴頭很貴，一個就要幾十

萬，塞住了就會增加成本，大家可以去試試

看，而且這個做法是非常環保的。我的意見

是，這個數位機能加工，大家可以來努力看

看。

量變要變成質變

我們理事長告訴我說，量變要變成質

變，不要想太多，也不要找太多理由，你只

要認真做，就會有人跟進，因為我們和在座

各位不同業，所以，有些橫向的聯結不是那

麼好，在技術的方面的增進也不太一樣，擁

有的工具也不一樣，但目的都一樣是為了更

好。我們都聽過一個叫做「鯰魚效應」，是

說漁夫從外海抓到很多丁香魚，等到拿回港

口後魚都死得差不多了，那個魚很好吃，但

是要很新鮮才有用，所以，有一個日本的漁

夫就在丁香魚裡面丟了一隻鯰魚，鯰魚就像

牧羊犬一樣追著丁香魚，結果這些丁香魚到

港後都還保持新鮮。我覺得我們產業用紡織

品就可以扮演鯰魚的角色，來促進台灣紡織

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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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企業品牌創新策略

各位紡織產業的先進大家午安，大家

好。

我是張琳，目前擔任社團法人品牌創新

策略發展聯盟理事長，專長是創新經營策

略、人力資源策略及人才培訓發展，從這個

專業領域可以清楚知道，今日的講題一定和

早上戴前理事長所講的一定可以相互呼應。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打造企業品牌

創新策略」我今年接受到外部的邀約的第一

個議題就是在講「品牌創新策略」，第二個

議題是「如何協助企業提升訓練成效」，去

年邀約的題目是績效管理，今天的這個議題

在今年為什麼特別夯，我想大家在業界都感

受到產業環境的變化，產業環境的變化對我

們企業的影響和衝擊壓力是非常大的，現在

區塊鏈、5G和AI技術其實已經逐漸成熟，

很多企業，包括在座的先進或許已經在中國

大陸、越南及其他國家有設廠，我們都很清

楚的感覺得到使用這些技術的企圖心，尤其

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在進步中

我前幾年在兩岸跑，前年在長春，去年

在大連，我面對企業輔導的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我看到他們崛起的速度和決心，他們願

意從台灣把老師邀請到雲南大理或是東北的

長春，負擔食宿、機票及講師費，因為他們

非常清楚自己的缺點在哪裡，而他的缺口我

們能夠補足。我們過去的壓力很大，每一場

都是挑戰。我到雲南大理去，坐了一天飛機

到昆明然後再轉機到大理，進到董事長辦公

室將近下午四點，行李放下直接和總經理對

話，談董事長最近想要做什麼，公司現在在

做什麼，遇到的問題，打算怎麼做，他講完

我就馬上回覆我的建議、明天上課大概會用

怎麼的方式來進行……等。談完後難免有接

風晚餐，進到酒店已經十點半，打開電腦調

整上課的講義。隔天八點上課，他們要求不

要講理論，要我們到現場告訴他們的主管為

什麼要做這件事，然後現場帶著做，直到他

們熟練、我們離開後仍會執行。這個要求對

講師十分嚴格，對我們來講，每一場都像在

考試。

兩岸在競賽，我們不得不面對這個問

題，中國大陸的速度這麼快，我們怎麼辦？

品牌創新策略發展聯盟 理事長 張琳 演講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 品牌創新策略發展聯盟 理事長 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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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經濟

 

台灣科技大學盧希鵬教授出了一本書叫

做「隨經濟」，這名詞是他自創的，意思是

目前已走入時間成為有限資源的時代，你必

須隨時、隨地、隨支付、隨通路，也就是說

若一個人想要，隨時隨地都可以消費，從企

業的角度來講，應該要叫「隨商機」。

 

我在前年輔導某家大型金控集團的子公

司，因為他是金融通路，也就是信用卡點數

換購商品最大的那一家，他們想要做Retail 

4.0，要做線上線下的虛實整合，並把這個任

務交給這個子公司的總經理。

子公司的總經理告訴四大協理要做Retail 

4.0，結果得到不可能、不會做等不支持的答

案，其實他們搞錯了重點，沒有人問可不可

能實現，這個策略是集團透過董事會交給子

公司的專業總經理，必須「使命必達」。

我們來思考一下，台灣的企業大家都會

經營，有沒有很好的想法？團隊有沒有給予

足夠的支持？有沒有靜下心來去瞭解大家共

同的目標是什麼、這會不會實現？不會，因

為連基本的內部共識都沒有。

Retail 4.0線上、線下虛實整合，這場仗

非常難打，因為他們只熟悉線上，不熟悉線

下，內部沒有相對應的人才，就只有去「挖

角」了，若沒Retail4.0線上線下虛實整合的人

才，只有線上及線下的人才怎麼辦？雖然面

對外面的挑戰已經很艱困，但是先安內再攘

外，先把公司內部四大金剛搞定，你覺得這

個計畫能不能實現？ 

工業 4.0 是什麼？

我有參與過工業 4.0一部分的計畫，兩

年前大家剛聽到工業 4.0的時候都搞不太清

楚，但我們承接政府專案計畫的標案要求計

畫中要加上工業 4.0，根本搞不清楚內容，要

如何拿這個標案？隔年聽說成立了「工業 4.0

專案辦公室」，結果一年就撤了，所以我們

在執行政府計畫時，工業 4.0的四大項目修

改成剩下智慧製造和新農業，今年又突然

出現了「5+2」、「+1」、「+2」，我們在執行

計畫時問中小企業總會，是否能告訴我們

「5+2+1+2」是什麼內容，他們說也不確定，

現在就是面臨到這個問題。

編註：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級，政府打造以「創

新、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經

濟新模式，並透過「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

地」三大策略，激發產業創新風氣與能量。政府提

出「智慧機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

、「生醫產業」、「國防產業」、「新農業」及「

循環經濟」等5+2產業創新計畫，作為驅動台灣下

世代產業成長的核心，為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後

來又加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和「文化創意產

業科技創新」，成為「5+2+2」，再加上「晶片設

計與半導體產業」，成為5+2+2+1產業創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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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一詞起源於德國，在第三次工

業革命之後，進入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實

他們已經做了二十幾年，只是我們最近這幾

年才聽到，但中國大陸於 2014年已經在青

島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工業 4.0聯盟」，我們

的工業 4.0只剩下智慧製造和一些環境課題。

中國除了智慧工廠外，還有大資料革命、雲

計算和移動互聯網，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大數據、雲端和互聯網因為比不過中國大

陸，就被自動刪掉了，只剩下智慧製造、

AI，但是這一塊不是很容易做。講到這裡，

也不用洩氣，就算中國大陸做得再好，他們

有一塊缺口，那是我們的機會，也就是「精

實管理」。

各位在書裡面可以找到「精實管理」，

即使台灣將工業 4.0的四大重點全部做到，

還是得看「管理」有沒有做好，所以還是回

到面對外部環境的挑戰，我們準備好了沒

有，我們做了哪些？還有哪些沒有做？雖然

每天都很忙，但我們不妨暫時停下來思考、

盤點一下，如何幫公司、企業創造更高的價

值。

企業願景

我們進到企業去輔導時常常會問幾個問

題，請問企業的願景，使命和經營理念是什

麼？

 我發現很多企業主都搞不清楚，願景和

使命有什麼不同？企業文化及企業價值有什

麼差別？我們很簡單的整理一下，「使命和

願景」是我們公司為什麼會存在，「價值觀」

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公司重視的是什

麼？「願景目標」是我們想要變成什麼，接

下來很具體的東西就會出現，我們有很清楚

的願景目標，那我們達成願景目標的策略是

什麼？像剛才講到的Retail 4.0，線上線下虛

實整合是集團的政策，子公司受領任務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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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這就是一個目標，真正想問四大協理

的是，集團給了這麼具體的目標，我們拿什

麼戰略計畫來實現，四大協理應該要說我們

要怎麼做，如果我們要達成目標可能會遇到

什麼問題，請給我什麼資源，而不是說「不

會做，不可能」，這就會一一展開到每一個

部門，每一個員工都要很清楚的知道，你目

前的工作和公司的年度目標，短、中、長期

目標，願景目標有沒有連結，應該要是這樣

的。

所以企業必須要思考，我們為公司設立

時的目標，或是短、中、長期目標做了哪些

事情，雖然我的工作是人力資源或人員培

訓，但我們進到企業後必須先盤點的是企業

的問題，不是直接進到績效考核，而是看，

公司的短、中、長期目標有沒有和年度工作

計畫結合。

KPI 不是擺著看的

我舉個例子，我曾經輔導一個成衣企

業，那是在中和有一家做訂製服的，在北台

灣 80%的銀行制服都是他們做的，那時候他

們總經理每年願意投入在培訓的資源非常的

多，當年度大概買了 250萬的課程，跟我們

公司來配合，她自己去上課，各主管也去上

課，聽起來是一個很不錯的公司，願意投資

在員工身上，但這麼好的公司，這麼好的企

業，我進去輔導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問題，

但是我空口無憑，必須要有證據，所以我就

請他們管理部的經理把資料拿給我看，當著

總經理的面把資料攤開來看，看到什麼？他

們年度計畫裡面有一個重點，我舉一個最小

的例子，通常我們企業經營會有開源和節

流，開源就是開展市場、增加業績、提高營

收，節流是節省、控制各種的管銷成本，這

些都要去做，所以不管費用或成本都可以控

制，在他們當年的年度計畫裡面有一個KPI，

很清楚的KPI，他們自己也很清楚，在整個

成衣產業中KPI落實執行的情形很少，成功

的例子更少，他們因為有顧問在指導，所以

很有信心的告訴我說，我們有很清楚的KPI，

一個開源節流的KPI叫做費用節控，有沒有

很具體？有KPI的項目，有KPI值，非常具

體，這是公司的年度目標，我們把它對照到

部門的目標，年度節流 3%是由誰來推動和

管理，是管理部，我把管理部的年度計畫一

攤開，沒有任何一件事和費用節控 3%有關

係，也沒有任何的執行計畫，如果沒有執行

計畫，那個費用節控 3%的KPI絕對不可能會

實現，而且非常有可能年度決算結果還會增

加 3%，因為光是油電雙漲就可能增加很多費

用。所以，當管理部在推動這個計畫，各部

門在總經理開會的時候大聲疾呼的要推動這

個目標，但會不會實現？不會。

KPI 要大家認同

這該怎麼做呢？我舉個例子，「鬍鬚張」

大家都認識，他們推動一個節流的計畫，作

法不是像剛才那個公司訂KPI而已，他們還

訂了很清楚的目標，目標叫做「錙珠必較省

千萬」，全公司來推動，因為他們主要的是

門市，每個月有計畫出現來實施，來檢討來

改進，目標是年度費用節控 1,000萬，所有

的門市一起來執行，因為他們有競賽來配

合，結果當年度節省了 3,000多萬，超過目

標很多，這個就是有做法和沒有做法的差

別。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我節省下來的費用

不是進到公司的口袋，而是把其中一大部分

發給員工當獎金，鼓勵員工，這會因此改變

員工心理，以後第二期，第三期一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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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現公司是玩真的，每個月的節控工作

就更投入，這樣，原來訂定的目標是 1,000

萬，最後達到的目標是超出很多倍，這是員

工熱情參與的結果，這和公司文化有關係。

企業為願景所做的努力

經營者在為願景所做的努力裡面有很多

的策略，以下可以看到平衡計分卡的四個構

面：

很多公司在做年度計畫或是策略分析的

時候會以此做檢討和規劃，但不管是員工的

學習成長，內部生產流程的改善和產品品質

的提升，或者是顧客服務品質的提升，還是

增加獲利，每個面向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很

多，不是只有計畫多，要做的決策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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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時常遇到的問題，就是該做哪一

個決策才好。我曾經輔導很多企業家第二代

接班人，就像剛才提過的Retail 4.0，這個總

經理不是第二代，是專業經理人，我坐在他

的辦公室裡和他討論、對話、理解他提出的

問題，然後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候，我問他在

公司內部有誰可以這樣和他這樣對話？答案

通常是「沒有」，一個人孤軍奮戰，即使是

領頭羊，要帶動整個團隊很辛苦，就算有一

個好的方案、思考、決策，沒有團隊可以執

行，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有團隊，就像剛

才說到的，這樣的拉鋸，仍然會產生很大的

阻撓，面臨這樣的狀況該如何做下去？下一

步要做什麼？

成功：光努力是不夠的！

 

我常說，成功這件事情不是努力就夠

了，你在努力，別人也在努力，就好像在賽

車，我們是排在第二排或是第三排，我們不

是一流的，可能是二流或三流的，不管是在

哪裡，前面都有先進、同業，你在後面光是

努力光是踩油門，你有沒有辦法超越他們？

你必須想辦法「彎道超車」才有機會，就是

你看到一個機會點可以掌握住，拿出你的速

度，行動，立刻整理你的團隊。

「彎道超車」也可以叫做「異軍突起」，

以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創新」，做一些不

一樣的事。

我在 2010年去中國大陸做市場調查的

時候感到非常震撼，因為我看到了這句話，

「你們為我安排的路總是讓我迷路，沿著舊

地圖找不到新大陸」，我非常的訝異，因為

當年度我到中國大陸去，從機場下飛機到上

海的公車站牌，所有看到的書報雜誌，全部

都在討論「80後」的議題，他們在討論 80後

的這個世代對社會的影響力是什麼，很多雜

誌都在訪談當年 30歲的總經理，反觀台灣，

台灣 30歲的年輕人在幹什麼？他們在那邊是

外商的總經理，有那個機會坐上那個位子大

展長才，而在台灣，如果不是富二代，或是

二代接班人，現在年輕人在幹什麼？但不要

怪年輕人，因為這不是年輕人的錯。

我回到台灣，整年度觀察下來，只有商

業週刊 52期的其中一個篇幅在討論 80後，

這就是兩岸的社會氛圍的差別，就我們現在

看到的結果，這個氛圍是絕對會有影響的。

「沿著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震撼力真的很

大，他們年輕人說，我不走你們給我的路，

表示他們要做的就是「創新」，「創新」不能

只是想法，必須要有做法。

關機重開來思考

回到企業，在座各位很多的公司，都是

在五、六零年代創業的，我們曾經有一番榮

景，風風光光，但是現在我們面臨到大環境

的壓力，大家都感受得到，這該怎麼辦，產

業一旦面臨沉悶停滯期，或者是說沒有辦法

突破瓶頸，那該怎麼辦？這時候我們會希望

按一下「暫停」。我每次去中國大陸回來都

很焦慮，因為我們都是進到企業裡面去，我

在做兩岸企業的輔導，常常去授課，在台灣

這邊很容易在提出建議後，老闆說：「我知

道你講的東西，但是，我以前也不需要這樣

做」，要不然就是「同業也沒有人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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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假如以前你和同業有這麼做，你會和

他做一樣的事嗎？我們說要有差異化，有創

新的優勢，一定要接受改變，這是一個關鍵

的重點，當他告訴我，他以前也沒有這樣做

的時候，他永遠記得他以前風光的時候，但

請不要忘記，最美好的那一仗在那裡，如果

一直記得過去，拿著石器時代的刀槍和戰術

來打現在這一場戰是很辛苦的，要學新技

術，要學新經濟，我們要選擇性的忘記與留

下，有一些好東西要保留，因為它是你的文

化，你的根基，但是，有一些我們要選擇性

的忘記，我們要重新開機。

創新不能只有口號

創新在企業裡很難做，我們看到很多公

司的經營理念中都有創新，但重新檢視公司

為「創新」做了那些事？又看不到了。像前

面那個例子，目標喊一喊，看不到作為也會

淪為口號，創新也一樣。如果我們務實一

點，創新我們用「溫故」和「知新」來說，第

一個「溫故」就是檢討過去，到底有哪裡還

做得不夠，企業面對未來的挑戰，哪裡要

再提升，然後我們想要改善的方向是什麼，

「創新」的確很難，但是我們透過公會可以

提供這麼好的資源來協助各位，包括有經驗

的產業專家或是顧問團來分享，今天大家把

時間投入在這裡是學習，學習可以協助我們

達成未來的目標，就像早上戴名譽理事長講

的，曾經去到大板根開會，我們也常常去用

他們的場地，辦教育訓練就是要提升競爭的

能力，來面對未來的挑戰。

舊公司開新店

我現在分享一個實例，我一個學生在台

灣一個很大的餐飲集團總公司擔任人力資源

的工作，那個集團新開了一家台式餐廳，但

是遇到一個問題，新開的台式餐廳，他的企

業文化精神、人員服務手冊、教育訓練都做

了，但是人員沒辦法做出來，理由是人員異

動頻繁，他自己的感覺是，他們接待客人不

是只說歡迎光臨而已，他們還有特別設計的

話語，員工都喊不出來，上菜的招呼語也喊

不出來。

其實，這個品牌已經老化了，為什麼

突然出現一個台菜餐廳，他還是要耳目一

新，為什麼要重新設計一套話術，因為要做

區隔，如果他要和他集團原來的一樣，受集

團的庇廕，他不用做這件事，他只要據繼續

做牛的生意就可以了，一頭牛可以用的地方

很多，但他們要嘗試，所以做台菜，不接受

原來的品牌的庇廕，因為原來的品牌已經老

化，對於他們來說不一定是加分。

新店開了，品牌的CEO希望他們衝業

績，人資想，沒有品質哪來業績？這個學生

就來問我該怎麼辦，他想要做的是請他們務

必把教育訓練做好，好好的要求再上課。你

覺得它的想法可行嗎？可以解決問題嗎？其

實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他們有訂好文化精神，服務人員也經過

訓練，話術、學習手冊就連營運手冊都做完

了，他們都準備好了，但是都準備好了不代

表會成功，因為企業要永續經營、要勝出，

其實他是從集團裡面拉出來另闢戰場，而

且是另外重新去定位，一定有他的戰略意

義，這個戰略意義如果要成功，應該要回到

他的組織能力，這個組織能力還要看員工三

件事，「員工思維」、「員工行為」和「員工

治理」，員工思維是什麼？我們以剛才那個

案例來說，先看員工會不會做，會做是因為

已經做好了教育訓練，而且很多員工都是從

原來其他的店調過來的，最基本上員工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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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做這件事？有，但是員工願不願意做

這件事？他的想法是打問號的。再來，公司

接不接受員工這樣的行為？就是我明明會做

但是我不想做，以剛才這個案例公司接不接

受？品牌的CEO只要業績，即集團總部不接

受員工的做法，所以才透過集團總部進去輔

導他的子公司。這裡就是最大的問題，如果

不解決，戰略是不會成功的，所以我給了幾

個答案，我告訴他們「企業文化」和「企業

品牌」的概念，「企業文化」的建立需要共

識，這個台式餐廳要塑造給顧客怎麼一個形

象，希望員工展現一個怎麼樣的行為，這要

去思考，那怎麼去鼓勵員工展現這樣的服務

行為，讓客人感受到耳目一新是很重要的，

所以不是一味的要求教條式的口號。我們都

到餐廳用餐過，我們進到餐廳就聽到「歡迎

光臨」聲此起彼落，可是沒有人抬起頭來看

你一眼，上菜或是其他服務，你問他問題，

你永遠知道他們有把他們的話術，如果顧客

感受不到那個溫度，企業形象和品牌就無法

傳遞出去。因此還是要讓員工和主管瞭解為

什麼必須去做這件事，那終究還是要回到老

闆能夠認同員工的思維、行為和企業文化的

價值形象，還有品牌形象的建立和業績有正

相關，當老闆認同了，才有辦法去執行，如

果一味的要求，甚至於用獎懲制度來引導員

工，到最後也是找和尚念經的路，你感受不

到溫度，是沒有意義的。

團隊共識的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經營的目標要實現，第

一件事情還是呼應到早上戴名譽理事長講到

的「人和團隊」，早上講的是企業家能力，

現在講的是人跟團隊，思維帶動行為。公司

的員工思想有沒有一致？行動有沒有一致？

如果思想一致，行動一致，我們才能說，我

們公司有團隊共識，那就可以在市場上戰無

不勝，攻無不克，如果沒有，就像前面提到

的要做Retail 4.0，只有總經理想要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但是四大協理告訴你不可能，也

不願意配合，這個目標永遠不會實現，不是

我們把戰略地圖展開就夠了。

公司存在的意義

再來必須思考，我們公司的存在對誰有

意義？還有我們公司究竟給這個對象什麼東

西？這個意義是什麼？然後我們提供了那些

價值？每個人都盤點一下。

對誰有意義，應該是顧客，顧客對象是

誰？B2B，我們的對象是B，或B2C，我們

的對象是C，我們連結他們的方式完全不一

樣，經營的模式也不一樣，B2B和B2C在建

立企業品牌的時候著重的方向和重點完全不

一樣。我曾經輔導幾家公司，在盤點之後

告訴他們，你們公司不用做品牌的行銷廣

告，不用花錢花時間在這上面，為什麼，因

為其中有一個是做防火塗料的，也是走全

球市場，應用性很強，因為他們是B2B，不

是B2C，而且他是少數的材料，應用範圍不

大，所以顧客就那麼幾家而已，那他們找我

去談品牌策略，我盤點之後告訴他們說品牌

不用做了，要做的是經營顧客關係，他們不

需要花錢去打廣告，因為他走全球路線，一

定要有官網，而且要多語版，但是他們真正

需要的是經營顧客關係，透過那個手段讓顧

客認識他是誰，讓顧客瞭解他能提供顧客怎

麼樣的品牌價值。

先盤點才知道缺了什麼

所以我們在協助企業，會請他們先盤點

這幾件事，使命、願景，短期、長期，怎麼

去打造品牌策略及傳播品牌，他傳播品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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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效益，應該是透過建立顧客關係來建

立、維護及發展。建立顧客關係等於是品牌

傳播的橋樑，就會從這裡改變，不需要去做

廣告、員工、顧客、供應商和媒體，這些才

是品牌傳播的管道，你必須去讓他們理解，

我們是一家怎麼樣的公司。就像前面提到的

餐飲業，餐飲業在建立品牌，廣告、招牌不

管做得多漂亮，最重要的是傳遞給顧客的那

個「人」傳遞的是什麼，因為他才是幫你傳

播品牌的人，所以思想一致、行動一致就是

「團隊共識」，才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今天還是做一個簡單的提醒，因為我們

發現有一些公司的「企業目標」不明確，目

標不明確的意思是什麼？我們問老闆，有沒

有短、中、長期目標，可不可以給我看？他

說，都有，在我的腦袋裡面，他們公司的員

工就會說，我們老闆初一十五不一樣，今

天想的和明天想的不一樣，其實這是正常

的，因為老闆的視野跟高度，在產業不斷的

交流，在國際不斷的參展，看到產業的變動

這麼快，他今天的想法跟明天或是昨天的想

法會不同，所以，他會時時的去修正他的想

法，而他的主管和員工都關在公司裡面，沒

有和他同時看到同樣的事，沒有和他有同樣

的感受，老闆也沒有跟他們一一的去解釋說

明。長期下來，這樣一個溝通不好的狀況就

會造成問題，老闆可能是對的，但是因為沒

有和他的主管溝通，他的主管和員工會出現

當老闆要做什麼事情卻沒有人要做的現象。

大家都看來看去，先看別人做，因為明天老

闆的想法可能就會不一樣了，那我幹嘛先行

動？或者是先看看別人做有什麼效果，如果

效果好我們再來配合一下，這樣一來，指令

完成的速度就會變得比較慢。 

 

現在來談去年協助東元集團的一個子公

司的例子，這個公司請我們協助在下一年的

計畫做創新策略已經很多次，2017、2018、

2019年都做過，因為東元集團有媒體報導

過，他們配合政府政策跟得很緊的，政府推

動新南向，他們很多年前就到越南去，但成

果沒有在座的好，我請黃會長到越南去都失

敗，集團已經派了好幾波人馬到越南都沒有

成功，後來是這個子公司趙總直接到越南設

立一個新的公司，2017過去，2018準備做

2019的計畫的時候會檢討，他告訴我做得還

不錯，頭一年到越南，接了快一億的訂單，

我就問是不是台灣接單，越南交貨，因為一

般很多訂單是這樣做，但他說不是，將近

一億的訂單都是在越南的新公司接的，那個

成果真是不錯，算是成功了。最近，因為在

越南做得不錯，好像下一步要到印度開子公

司，這個趙總是屆退還沒退的CEO，他們集

團裡對CEO有年齡限制，可是為什麼趙總屆

退未退，大概他的能力太好了吧。因為去年

做得很好，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他們 2019

年佈局的時候，第一個台灣還是要固守，所

以把資源 70%放在國內市場，30%放在開創，

一定要支持新的子公司，他們就做了這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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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張圖是我在幫他們做共識營的時

候用的，我們先檢討，到底他們現在有哪些

問題，應該要用怎麼樣的方式來解決，我們

看他們盤點年度檢討為什麼沒有達成，原因

在哪裡，年度新的任務是什麼，怎麼解決去

年沒有達成的任務，還有怎麼樣去實現新的

任務目標，把它統合起來才會變成 2019的年

度績效目標。

他們公司很特別，在召開共識營的時候

是 2017年的九月，他們跟我說，效果很好，

但是覺得太慢，東元公司每個子公司年度目

標計畫預算要送到總公司去審查，通過才可

以執行，這個時程拉很長，我們是在九月辦

共識營，他們說太慢，明年可不可以在八月

就辦？八月對我們來講才是半年過去而已，

所以，每一個公司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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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尋找核心競爭力的時候，第一個

是盤點的過程，盤點之後要提出新的主張、

新的作業佈局，也須檢討一下現在的人才能

不能幫助我們實現未來的目標，就會導引出

學習成長的需求，最後我們去共同實現我們

的目標，短、中、長期計畫，這是一個簡單

的概念，但是這個簡單的概念是需要實行

的。在盤點的過程中，我們會引導企業來做

一個SWOT分析。

 

SWOT分析是一個分析工具，雖然簡單

但我們看過很多企業都寫不太出來，寫出來

做完了分析然後呢？不是做完了分析公司就

能翻轉，業績就能提升，你做完了分析就能

找到問題，找到問題後能不能針對問題解決

問題才是關鍵，所以提出解決方案才是重

點。

做完了 SWOT分析之後，我們還會告訴

企業應該還要提出策略，透過分析內部的競

爭情況，再思考各種策略，思考完成後再來

選擇優先順序。

華泰窯業公司的例子 - 老枝新幹

我舉個實例─「華泰窯業公司」，一樣

是屬於ECFA受影響產業，我們在 2012年針

對鶯歌陶瓷業有一些輔導案，有認識一些窯

業。華泰是做二丁掛，外牆的材料，他們也

是一個不用做品牌的產業，我們買房子會不

會去指定要用那一家的外牆磚？我們會指定

馬桶、氣密窗要用哪一牌，但通常不會去指

定外牆磚的品牌，所以剛才我們說要搞清楚

我們的顧客是誰，他們的顧客並不是一般的

終端消費者，所以，他們不需要針對終端消

費者打廣告，他的顧客是各地區的經銷商，

他要建立他的品牌形象只要做好幾件事，第

一件事是品質，品質是關鍵、是根基，第二

件事情是顧客關係。我講一講他們的背景，

當時我第一次和他們接觸是在 2012年，他們

是二代接班人，兩個孿生兄弟，他們接公司

的時候是陌生接班，對生產線是不熟悉的，

這兩個孿生兄弟原來是在竹科的資訊公司當

主管，都是學資訊的，所以都不懂窯業，因

為爸爸年紀大了，就想交給老大，但是接了

公司幾年之後都是虧本，老爸受不了就要

換人做做看，就把這兩個孿生小弟叫回公

司，這兩個孿生兄弟差五分鐘，外貌長得一

樣，但是個性完全不同，因為他們從竹科國

際大廠出來，見過大公司的制度，很希望把

大公司的制度化經營管理放到他們自己的公

司，因為陌生接班，所以業界普遍認為華泰

要做不下去了，要倒了，第一是虧損，兩個

經營者都是陌生人，沒法管理這家公司，沒

辦法帶起這家公司，可是兩兄弟非常努力，

戮力經營，我們接觸這家公司是在他們接手

的第六年，我們大概知道他們的狀況，我直

接問他們兩個副總三個問題，第一、你們有

沒有心腹？第二、有沒有團隊？第三、有沒

有 SPY？因為這個公司很明顯，第一代創業，

有一些老幹部是創業時就在的，第一代退休

了老幹部還在公司，這兩個年輕人接班的時

候是完全陌生的，想要建立制度化管理，可

是拿不到那些表單和流程，所以推不動，變

成兩個小老闆一國，員工是另外一國，鴻海

郭台銘的幹部是二十四小時都要開機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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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隨時都會交付任務的，而這個公司剛好相

反，老闆的手機是二十四小時開機，因為他

們的生產線是二十四小時稼動，生產線隨時

有問題就會打電話給老闆，把老闆從床上叫

起來，到現場去處理問題，因為這兩個副總

對現場是陌生的，所以只能推論問題，推想

答案然後下指示，可是現場幹部經常是不認

同老闆的解決方案。他急於需要一些解決方

案，可是不知道要怎麼做。我認為這兩個年

輕人真的非常厲害，兩個小老闆個性不一

樣，其中有一個是比較有業務性格的，公關

能力比較強，做業務，另外一個個性比較內

斂，做廠務，把生產管好，把錢管好，他們

兄弟就是這樣分工努力經營，到第四年終於

翻轉，做到損益兩平，我就問他們到底做了

那些事，因為他們不是學管理的，沒辦法講

清楚，但是他們告訴我做了哪些事，因為通

路是經銷商，他們盤點了一下，有的經銷商

營業額很少，很久才下一個單子，有的好幾

年都沒下單，像這一類的就把他們處理掉，

重新訂定遊戲規則，還有經銷商的獎勵規

則，同時培養一些新的經銷商，配合經銷商

舉辦一些活動，總之就是做CRM－「客戶關

係管理」，砍掉 80/20後面那 20%無效的經銷

商，增加新的經銷商進來，重新活絡他的經

銷商，所以業績開始上來，我為什麼說他們

很努力，他們不是學管理的，也沒有經營的

背景，因為他很想解決問題，所以很努力找

到新方案，而且達到效果，令人非常佩服，

所以我就決定要協助他們，第一件事情就是

做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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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沒有做TOWS策略矩陣，因為他

們公司很簡單，這個是他們兩個副總自己做

的 SWOT分析，他們有非常好的技術，但也

有管理上的問題，主管沒有管理的技術，管

理階層沒有辦法落實公司的政策，生產技術

雖然很好，但是可以再更好，因為市場在變

化，還有他們開始要做一些客製化的東西，

這一塊有點難度，而且公司從來沒有做過員

工教育訓練，整個盤點下來，他們還是有市

場機會的，我們給他的建議是抓住肉粽的線

頭，承上啟下的主管，你把他的能力提升上

來之後，給他制度，給他方案，給他執行和

管理的技巧，讓他去帶這個團隊，用這種方

式來做。

 從上圖可以看到，包括修正管理制度、

改善行政效能、導入訓練系統、提升管理水

準，這些事要做多久？不是只做一年就夠

了，要持續的做，所以面對變革需要一些決

心。以前他們剛剛接班，業界就傳說他們快

倒了，等到他們開始在建立制度的時候，同

業又說了，窯業沒有人在用管理制度的的

啦、不必花這個錢啦、沒有用的，出現一大

堆風涼話，他們聽到這些就跟我說，窯業做

這些會加深心裡的不安，因為其實他們對這

些專案計畫沒有太多信心、不確定、沒把

握，可是很想要有所變革，他們知道這樣

做是對的，但不會做，也不知道要找誰來幫

忙。最後，雖然大家都說同業沒有人這樣

做，但是他們想要做，所以，他們一邊提心

吊膽，一邊努力執行，因為我們給他們的意

見是要徹底落實執行，一直執行到他們公司

有一個外配，越南來的男性華僑，三十多歲

的年輕人，在做總務行政工作，後來要他去

上課，那個員工雖然中文能力不是太好，可

是還是有很高的學習意願，所以公司派他到

外面學庫存管理，上完課後，副總發現這個

員工經常帶一本筆記本，就問他在做什麼，

結果說是在記庫存，而且沒有人叫他做，他

說是上課老師有教過。他們的主管每年派出

去接受教育訓練，到了第二年或是第三年沒

有派他出去，還會主動問人資，為什麼今年

不再派他出去受訓，為什麼？因為他害怕是

老闆不喜歡他，不再重視他了，剛開始公司

從來沒有讓員工上過課，到了第三年，主管

自己要求要上課，其實就是他們公司的企業

文化改變了，企業文化改變就是從這裡開始

的。

剛才提到的，我給他們的建議是從制度

改變，制度會引導員工行為，如何透過落實

教育訓練，凝聚團隊的共識和向心力。

 

我們來看實績，經營目標逐年增加，

2011年開始做改變，2012年看到一點效果，

第三年更明顯，到了 2014年出現兩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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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的是年度目標，黃色的叫做挑戰目標，

他們把福利和激勵結合在一起，在年初告訴

員工，如果我們的年度目標如果能夠做到

三億，我們就可以去國內旅遊，如果能做到

挑戰目標 3.2億，我們就去海外旅遊，結果

當年大家非常努力，做到 3.15億，在開會討

論怎麼來處理達到目標的獎勵時，後來主管

一致認為，承諾就是承諾，沒有達到 3.2億

不能去海外旅遊，但是還是要鼓勵員工，所

以，還是國內旅遊，但兩天一夜變成三天兩

夜，這代表了企業文化的改變，這些主管已

經變成站在不同的位置和角色來思考，這是

很值得大家去學習的。

3M 領先使用者學習模式

「3M領先使用者學習模式」是指產業界

已經有人使用這個模式成功了，我們可以跨

業學習。

 

軍事科技裡面的圖像辨識系統，是衛星

圖像辨識，放在醫療產業可以幫我們找到癌

細胞，如果今天這樣的模式開始轉換，換到

Google Earth，換到汽車產業，就是今天大家

都可以用的Google導航，或是衛星導航系

統GPS，這樣一個創新策略模式可不可以放

到我們自己的產業裡面？這可以思考。跨業

學習是跳躍式成長的關鍵，光是努力是不夠

的。

 

在此提出一些成功的案例，把成功的案

例透過比擬的技巧、比擬的威力，複製到我

們的公司裡面來，我們找到一些面臨相同挑

戰的公司，他先成功，我們再來學習，跟著

成功者學習的速度會比較快，所以，現在還

是回到精實管理的能力。

精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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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泰窯業來講，他們就是做精實管

理。

企業經營核心價值

 

回到重新盤點，企業核心競爭力有幾個

關鍵要素，一個是產品或服務，另一個是

人，如果以生產製造來說，就是產品，把產

品銷售出去的是人，所以我們要盤點一下，

我們公司現有的人力和能力有沒有辦法滿足

企業發展的需求，如果不行的話，該怎麼辦

呢？我們思考這件事情就像剛才提到的台式

餐廳，總經理要求的就是要提升業績，但我

們能不能有一個顧客服務的創新，透過員

工、主管和店經理的角色分工，共同來團隊

協作，才有辦法把我們的企業文化和精神發

揚出去，甚至於把他落實，讓顧客感受到我

們的品質和精神，和品牌的價值，進而提升

業績。

我曾經碰到一家在三重的公司，是做拉

鏈的，也是二代接班，他們碰到的問題是年

輕人不願意進到工廠，所以人力不足，而現

有人力年紀較大，這些老員工一個人負責操

作一台機器，只要一個人請假，生產線就出

問題，那該怎麼辦？我直接給他們明確的建

議和做法，告訴他怎麼樣把老師傅的經驗

傳授給第二個，這中間他一定會提出新計

畫，包括要重新建立 SOP，因為要做職務輪

調，或是建立代理人制度，工作規範、流程

表單和 SOP都要重訂，但這些公司都沒有，

所以我就給他們一些方案，也教給他們操作

的技巧，大家溝通、建立共識。溝通的重點

是你必須跟這些老師傅講，要他配合我們要

做的事，因為如果你不這麼做，就不能生病

和請假，人一定會生病，也一定會有事必須

請假，如果大家一起主動來做這一件事情的

話，以後你一旦請假，這台機器還會有別人

可以操作，就這件事情先行溝通。我請他們

第二代開始帶著他們做，也把很多步驟和執

行細節告訴他，給他很多的方法，把他想要

的代理人制度和第二專長建立起來，老師傅

也可以操作第二種機台，這件事就這樣做起

來。

品牌創新策略

 

當「品牌」需要創新策略佈局的時候，

其實是要實現企業的願景，先和我們的團隊

夥伴說明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讓他們理解

願景，並且讓他們知道，他們的參與佔很重

要的關鍵角色，讓所有人可以配合來做這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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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價值再造

 

公司如果是在五十、六十年代創業，到

今天已經有四、五十年或更久的歷史，面對

新的挑戰，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競爭

力、組織發展能力，還有人力資源能不能結

合在一起，公司未來想要變成什麼，不要看

過去是什麼，過去在業界排第幾名不重要，

而是公司未來想要變成什麼才重要，那我們

需要哪些能力才能達成目標？ 

說到人力資源，一個重點是關鍵人才培

育，這不是二代接班人的培育，也不是屆退

的人如何做好經驗傳承，而是時時刻刻要思

考，我們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核心競

爭力來自於哪一個部門的哪一職務，如果

是業績導向、銷售導向，業務戰將戰力越

高、團隊越龐大，公司就越賺錢，如果是生

產導向，專利技術、生產人才和生產品質都

是關鍵職務，這些關鍵職務時時刻刻都要養

成，不見得只有管理才重要，很可能專利和

核心都會用到，核心跟企業文化有關，跟強

壯的經營理念如何落實在員工行為有關，當

然它絕對不是價格戰，殺到見骨血流成河的

紅海策略，而是創新的藍海策略，必須透過

盤點、檢討，聚焦目標共識之後，大家齊步

往前走，在各個面向：組織、制度、目標共

識、人才能力的提升，甚至薪酬回饋機制，

不是只有壓力，壓力是棍子，不能只要求業

績、產能、品質，也要給一些胡蘿蔔，也

就是激勵，薪酬回饋機制不是只有薪資和獎

金，還包含福利，及提供晉升的機會，公司

成長要靠員工能力提升來支撐，所以也必須

配合公司發展的方向投入學習成長，公司提

供資源給員工學習機會，提升員工能力，並

給予舞台，所以，訓練也是回饋機制之一。

如果我們希望公司業績成長，來突破目

前經營的困境，這樣的盤點是必要的，因為

營運管理的綜合效果是由各個面向總合起來

的，所以「創新策略」很重要，建立共識也

很重要，這個共識是要協助我們快速有效的

行動，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內耗，我們真正的

敵人在公司外面，而不是各部門之間，產生

共識以後，大家有共同的目標，達成目標的

行動有共識時，才有辦法帶團隊快速有效的

行動。

 

最後，在此做一個提示，要提升公司的

競爭力，我們要推動的是全面品質、全體行

動、全員服務，尤其全員服務是很重要的，

不是服務外部顧客而已，還要服務內部顧

客，大家共同來執行，就可以強化公司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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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解壓力 20招：

（一）早起 15分鐘→讓自己有更充裕的時間面對早晨的壓力。

（二）改善外表→使自己看起來更美，心情也會更開朗。

（三）把家裡或工作的環境整理一番→如此才能免去找不到東西的困擾。

（四）家電、器具損壞馬上修理或換新→不要任由一些生活不便之處破壞您的

情結。

（五）和樂天派的人做朋友→杞人憂天型的人物，讓您養成擔憂的習慣。

（六）凡事事先計畫，別等到用完最後一滴油才趕著去加油。

（七）做事一件一件來→尚未完成眼前工作時，別去想下一個任務。

（八）討厭的工作盡早做完→免得令你心煩。

（九）要懂得變通→有些事情不值得力求完美；有些事情必須妥協、折衷。

（十）把問題說出來和朋友討論→別悶在心裡。

（十一）每天做一、兩件你最喜歡的事情。

（十二）每天留給自己片刻寧靜→一方面休息，一方面整理思緒。

（十三）不能依賴「記憶」→重要的約會、工作應該用筆記下來，才不會耽誤。

（十四）當你感到愈來愈緊張時→試著放鬆肌肉，做幾個深呼吸。

（十五）學會對你沒時間或沒興趣參與的工作或活動說「不」。

（十六）碰到必須大排長龍的情形，不要感到不耐煩。因為這就是人生，不妨

一笑置之，安之若泰。如果預期必須等候一段時間，應該帶本雜誌打

發時間。

（十七）感到四周聲音過於嘈雜時，可戴上耳塞。

（十八）洗個熱水澡鬆弛情緒→夏季可改採冷水浴。

（十九）就寢前，先將第二天生活做一計畫，包括進餐、衣著。

（二十）睡眠要充足→缺乏睡眠會使人變得焦慮、易怒。

良言

爭力，但公司競爭力歸根結底還是回到落實

執行力，把公司要的東西做出來還是比較重

要。

堅持做對的事，要有被討厭的勇氣

堅持做對的事情很重要，就像早上戴名

譽理事長講的，堅持做對的事，我在一家公

司上完課之後，那個總經理做總結的時候說

了一句話：「我記得剛才老師講的一句話，

要有被討厭的勇氣」，被討厭的勇氣不是台

語的顧人怨，而是堅持做對的事，即使這個

對的事會有很多反對的聲浪，要想辦法去溝

通，落實自己，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

容，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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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松精練

十大特色企業系列報導 ( 一 )

台北翊利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陳進來

小松精練已成國際著名布料製造廠

總部位於日本石川縣小松市，加上周

邊的數個小城，小松地區從日本室町時代

（1336～1573年）起，就是聞名遐邇的絲綢

產地，因其生產的絲綢需要在當地染色加

工，順勢帶動了染色加工行業的發展。1943

年，以小松地區紡織品工會旗下的染色工廠

為基礎，合併數家染色工廠為後來的小松精

練 (Komatsu Seiren)。1961年，小松精練成為

日本著名紡織製造龍頭東麗（Toray）的指定

尼龍布料染色加工廠，與東麗合作而來的銷

售額，占公司銷售總額的 15%。除布料染色

加工業務外，小松精練還向其他織廠採購胚

布，染色整理後再出售。目前，小松精練的

布料分為服裝布料和產業用布料兩大部門，

其中服裝布料占比 70%，剩餘 30%用於汽車

座椅、窗簾等生活用品、鞋材、建材、醫

材、包裝等生活用品領域。從市場來看，海

外市場為小松精練貢獻了 30%的銷售額，其

中 40%來自歐洲，30%來自中東。出口至歐

洲市場的布料主要用於生產高端女裝和運動

服，中東市場則主要用於製作當地男性民族

服裝 Kandu 的罩袍，小松精練占據中東高端 

Kandu 90%的市場。

小松精練利潤大幅成長主因—深耕布料

染整技術

1997年受金融危機衝擊，小松精練的

業績大不如前，到 2012年 3月發布的財報顯

示，2011年儘管經營利潤恢復至 19億日元，

但受高利潤產品銷售比例下滑，原材料價格

高漲等影響，利潤率大幅下滑；2013年，小

松精練的經營利潤率不到 1%，2016年增長

至 4%，也就是說，經營利潤率在三年內增

長了近四倍，到了 2017年已經增加為 5.2%，

但這段時間，小松精練的銷售額近乎沒有增

長，利潤大幅增長的原因為何？歸納起來就

是—深耕技術。誠如資深紡織管理專家張新

井顧問所言：「技術深耕是紡織業永續經營

的必要條件，有了技術，工廠可以保有競爭

優勢，配合有效管理，工廠自然獲利可以穩

定」。充分印證小松精練在落實執行技術與

管理兩大主軸後，在合成纖維、棉料和羊毛

布料加起來，小松精練占有日本境內 11%的

市場比重，產量位居日本第一。

布料質感成為高檔品牌不被模仿的唯一

武器

眾所周知，染整業是紡織業的化妝師，

通過染色加工技術，賦予布料獨特的風格，

即改變布料原有的質感，可以呈現獨一無二

的高級感和獨特的存在感，高檔服裝品牌在

智慧財產權保護不了的地區面臨圖案設計愈

來愈容易被模仿的情形下，布料質感成為無

法被模仿的唯一武器，小松精練總裁池田哲

夫明確指出：「做別人做不出的布料質感，

是小松精練的特色，10年前，奢侈品牌出

一款設計，市面上出現類似的產品可能要花

2～3年的時間，如今只需數周時間就被模仿
出來，如此一來，小松精練為品牌加工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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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就成為品牌的秘密武器，特殊的外觀及手

感模仿者模仿不出來，布料質感就成了奢侈

品牌不可模仿的主要特色，也因為如此，知

名海外時裝品牌，基本上都用小松精練生產

的布料，設計師也會來工廠參觀。

日本仍為重要生產基地

即便小松精練已經在中國等地設置多家

生產子公司，但極大比例的新產品還是本土

製造。總裁池田哲夫高度強調：「布料染色

加工稍有偏差，整體質感就會大有不同，很

多因素都不是數據能管理控制的，有些技術

工藝只能在日本做。」

致力研發高利潤產品—羊毛植物染色

2015年起，小松精練開始生產線改造革
新，投資節能的高生產率設備，花功夫優化

紡織布料的加工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小松

精練並沒有將改革重點放在削減成本上，而

是努力研發高利潤產品，開發最先進的布料

和碳素纖維建築材料，增加商品的附加價

值，即使是最傳統的羊毛染色，小松精練與

運動服飾製造商 Goldwin 合作研發出能使用
天然植物染料色素著色的美利諾羊毛染色技

術；這項技術發展基礎始於小松精練的合成

纖維天然染色技術 Onibegie，歷時一年半的
開發，克服天然染劑著色力差及羊毛不易染

色等技術難題。與 Onibegie 一樣，新羊毛染
色技術將從洋蔥外皮中提取的成分用作輔助

劑，穩定天然色素和化學染料的性能，目前

可染出櫻花粉、洋蔥紫和竹炭灰三種顏色，

這項技術率先應用在 Goldwin 負責銷售的紐
西蘭羊毛運動品牌 Icebreaker上。

賦予傳統毛料新機能

近期小松精練與羊毛紡織商 I.S.T 宣布，

雙方利用羊毛紡織技術，研發出最新的混紡

合成纖維布料 Karl Karl-KS，儘管這款布料

早已在三年前已經推出市場，但雙方從頭開

始改善生產技術，將其價格縮減至原來的

70%。池田哲夫指出：「三年前的只是樣本，

功能性方面也不夠完善。最初只是羊毛布

料，如今的則能用於時裝、運動設備、家居

時尚等多個品項。」Karl Karl-KS 的原材料為 

I.S.T 開發的 Karl Karl，這種超輕蓬鬆的布料

的重量為普通羊毛布料的 70%，融入透氣防

水性能，主要是用於 Patagonia 等戶外品牌的

用於滑雪服、戶外服等產品上。

因應地震推出防震碳纖維材料

小松精練於 2015年推出名為 CABKOMA 

的材料，這是一種由可塑性碳纖維複合材製

造而成的繩索，利用合成的無機纖維與熱塑

性材料編織而成，可為建築體補強，起到

耐震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小松精練與

著名建築師隈研吾 (Kengo Kuma)合作，將 

CABKOMA 用於位於日本石川縣能美市濱町

的小松精練廠區內的 Fa-Bo創新研究中心大

樓，隈研吾採用其常見的設計手法，將材料

細化後重新組構為建築的樣貌，從屋頂到地

面拉起一條條的白色繩索格柵，但同時為建

築體補強，達到抵抗地震的功能。

新材料結合建築設計展現創新應用

CABKOMA 具備高強度、耐燃性，每米

的重量僅 47.3g，抗拉強度約為 38kN/m，同

樣長度、類似斷面半徑的傳統鋼纜不僅重量

遠高於 CABKOMA，抗拉強度約為 6kN/m，

不及 CABKOMA 的六分之一。隈研吾的設計

或許讓人不禁聯想到格列佛遊記中，來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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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國被許多繩索綁縛固定在地面上的詼諧畫

面，雖然一般的尼龍繩也能夠創造類似的清

透視覺效果，但 CABKOMA 碳纖維繩索在

這裡所形成的那層「皮膚」卻以極大的反差

「輕盈卻高強度」演示著建築材料發展過程中

亟欲追求的特殊性，新材料的出現結合建築

設計，為 「Form Follows Function」或「Function 

Follows Form」的爭辯開闢不同的視野。

新材料結合建築設計展現創新應用

小松精練完成創新研究中心 (Fa-Bo)的

設立，提供給日本中、小學進行戶外教學場

域，教育日本小朋友從小就構築一個對紡織

業充滿「信心」與「希望」的輪廓，讓小朋友

認為紡織業是高科技產業，也是充滿遠景的

產業，小松精練公司提出以人為本的經營三

大理念留下深刻印象：

1. 創造感動：融合高度的技術與豐富的感

性，創造具驚奇與高價值的商品。

2. 貢獻地球與社會：透過企業的活動，保護

地球環境，創造健康且舒適的社會。

3. 與社員同步成長：社員本身進化成為專

家、讓企業成長。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台灣染整廠對染整

污泥處理認為成本很高，甚至是營業上的一

大負擔，而小松精練的思維與絲織公會會員

廠宏遠公司一樣，以獨特的技術將染整污泥

製成Greenbiz透水磚，具有極佳的滲透性，

且寬度方向的透水係數比厚度方向大 90倍，

水不會殘留在橫向上。滲透性比一般透水磚

大 4倍，且比聯鎖磚大 30倍，製成牆壁結構

可成為透光與透氣的穿透型百葉窗，具有優

異的遮音性能與冷卻效果，種植綠色植物還

可以節省灌溉用水，這種化腐朽為神奇，將

垃圾變黃金的作法頗值得台灣紡織業者學

習、借鏡，謹將Greenbiz透水磚八大性能臚

列如下表1供讀者作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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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松精練染整污泥製成 Greenbiz透水磚之性能一覽表

項次 性能項目 性能說明

1. 比重 0.70，顯示質輕特性

2. 氣孔率
50％以上，依據 JIS R2614-1985測試條件：氣孔率＝（直接比重─視比重）

／真比重×100 ，其中真比重為試驗片粉碎無氣孔狀態測定的比重

3. 飽和含水率 50%

4. 透水係數 每秒0.01公分

5. 比表面積 3 ～ 4平方公尺/克

6. 屈曲強度 3.0N 依據 JIS R5201的試驗結果

7. 熱傳導率 0.123W/(m‧K) 較傳統耐火磚約0.2W(m‧K)低，隔熱效果佳。

8.  吸音性能

依據日本建築技術檢測標準之吸音性能試驗方法進行測試，垂直射吸音

率之吸音特性於300Hz達到 80％，500Hz可吸音達90％，1000Hz時高達
91％。

另一方面，正當Nike要求供應商投入二

氧化碳無水染色以符合環保規範之際，無獨

有偶，小松精練早已開發USTAMOKTM-ML

無水素色數位印花（日本名稱：モナリザ）

作為品牌商環保訴求之因應，與世聯公司數

位印花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小松精練提出的

概念除了在印花布料上之外，在素色布料亦

一體適用，原因是該項無水印花染色擁有下

列八項技術特徵，可提供業者作一參考。

1.大幅降低不必要的染料、化學品的使用，

因小松精練無水素色數位印花使用染料助

劑只有傳統染布的 1/10，可以說是相當節

省染料的一項技術。

2.發 色 率 高、 加 工 能 源 大 幅 削 減，

USTAMOKTM-ML無水素色數位印花只

有傳統商品的 1/2，能源成本可以大幅降

低。

3.因不使用不必要的染料、化學品，因此洗

淨所需要的水、化學品、資源及能量等大

幅削減，USTAMOKTM-ML用水量只有傳

統商品的 1/4，這麼省的染色技術一定使

品牌商愛不釋手。

4.因洗淨排水少，故排水處理的藥品及能

源等成本降低，經統計只有傳統商品的

1/4。

5.可應用於全部纖維材料的染色及印花，不

會有任何材質的限制，不像二氧化碳無水

染色只能用分散染料於聚酯纖維染色。

6.無水化染色技術與高次加工技術結合，可

大幅改變舊式的噴墨印花商品。

7.纖細且高精度的技術，以控制含 1,670萬色

彩數量之無水染色技術，對傳統印花技術

而言，該技術具有鮮明且色域多變化的特

色，可創造無限的空間，比現有的色卡更

多色。

8.可小批次生產，且直接與市場需求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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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小松精練由染整代工成功

轉型，在紡織附加價值創新已開發出多款

利基產品，例如新推出的新觸感紡織布料

「Vintage纖意」，該布款的概念與結合染整技

術，將原絲、胚布的原特性，透過染整成熟

技術的掌握，配合整理染整化學助劑，開發

一種既非化纖又非純棉，具全新觸感的新素

材，該布款在巴黎舉辦的Premiere Vision展覽

會受到許多著名的品牌服裝商所採用。此高

附加值的紡織品，主要的核心技術來自染色

與整理後整理加工技術，配合染整助劑的調

整及改進染整設備，謹將最新開發的布料產

品臚列如表2，提供梭織業者作一參考。

表 2   小松精練新研發商品特色一覽表

項次 產品項目 性能說明

1. Airdye
「以印代染」的概念，即同一塊薄布以數位噴墨印花，將表

面和裏面噴上異色之著色技術，薄輕素材不會影響織物手

感，無水染色，為考慮環境的素材。

2. VIRTUAREX「T400 TM」
以PTT複合纖維為中心，考量環境同時具優良的伸長回復

性，與東麗共同開發。

3. Monalisa 能控制1670萬色之高度鮮明數位印花織物。

4. COOL DOTS
應用「T400 TM」之PTT複合纖維，發展具優良伸縮性與透氣

性的素材。

5. TOPEARE 2 纖細且自然的表面感，具凸凹之立體感。

6. Karl Karl KS 新感覺毛調合纖素材。

7. DIMA-SAITOS
透濕防水布料伸縮性且具高耐水性之無孔質膜，面布及裏布

夾層材料不同

8.  DIMA-TH 機能之三層構造舒適性素材。

9. Lipguard 耐久防污素材，優良除油效果。

10. Dyna max 積極吸收紅外線，溫度上升快，舒適性保溫素材。

11. Air Shut
保持柔軟且輕薄之梭織布特性，發揮優良防水撥水性能之塗

佈織物。

12. KOMA THERMO
利用起毛以賦予空氣層，達高保溫效果，同時利用體濕賦予

吸濕發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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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松精練近年產品開發概況

年份 主要事蹟

2019年 國際知名品牌布料供應廠

2015年
應用碳纖維複合材料發展世界領先之耐震補強結構材，織物研究室 (Fa-Bo)完

工開發環境因應型之酯系合成纖維素材，新「ONIBEGIE」

2014年
考量環境開發Hybrid素材「ONIBEGIE」透光及透風之新壁面綠化系統「Green 

Biz Louver」

2013年 參加日本PV獎之大獎賽，獲獎

2012年 考量環境因素，發展綠色織物「AirDye」

2011年
超保水‧輕量‧吸收機能之聯鎖塊「Green Biz Ground」擴大三醋纖維的事業

及開發「tre.Dry」

2009年 開發超微多孔海綿狀陶瓷基盤「Green Biz」及屋頂綠化材料

2004年 與豐田通商共同開發可視光型光觸媒素材「V－CAT」

1993年 開發ＤＩＭＡ（複合薄膜織物）

持續創新研發各項布料

小松精練創新研究中心的使命是通過產

品開發和工程相結合，展開的研究主題包括

基礎研究、功能材料、機能性產品開發和環

保材料的開發，針對流行性及機能性布料產

品列如表 4、5，提供會員廠作為布料開發之

參考。

眾所周知，小松精練是一家專注於紡

織品生產的布料加工廠，世界著名品牌LV、

Guuci、Prada等全球頂級品牌都是小松精練

的客戶，小松精練產品開發能力可說是舉世

聞名，該公司曾獲得日本經濟產業省頒發的

「GNT(Global Niche Top)企業 100選」 獎項，

可以說是實至名歸，此獎項等同於經濟部頒

發的卓越中堅企業獎項，謹將小松精練近年

來開發及企業獲獎情形臚列如表 3，提供梭

織業者作為未來策略擬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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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小松精練流行性布料產品一覽表

布料名稱 特色

ONIBEGIE是一種合成纖維材料，其中一種成分是日本生產的洋

蔥外皮。二十二種天然成分以各種方式混合，以創造自然的色

彩和外觀。

Honey Vintage專注於佩戴者的舒適感，具有浮腫感的材料，具有

平靜的質地和優雅的觸感。

Honey Vintage SS是Honey Vintage的春夏版，具有乾爽的感覺，同

時保持優雅的輪廓和浮腫的感覺。

Honey Vintage的秋冬版，具有像嬰兒羊絨一樣的光滑質地，以及

溫暖的立體感。

TECHNO VINTAGE BB具有天然的表面外觀，質地細膩和保持形

狀的特性。

TECHNO VINTAGE BJ具有很強的保持形狀的能力具有張力、彈

性和自然表面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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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 VINTAGE FL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尼龍材料，具有啞光外

觀，絲綢般的陰影和一流的觸感。

FULL-Body Vintage富有彈性，具有舒適的觸感布料。

VIRTUAREX採用PTT複合纖維T-400™纖維作為核心材料，具有

環保性，具有出色的彈性回复性，由Toray Synthetic Textile Cluster

開發。

環保彈力材料，讓穿著者保持涼爽。

COOL DOTS酷點專為追求穿著者的舒適性和機動性而開發，結

合VIRTUAREX的卓越透氣性和伸展性。

tre.dry採用小松Matere先進的後處理技術開發而成，是一種新型

三乙酸酯材料，具有傳統材料的質感和手感。

RUGANO是一種優質材料，具有漆般的質感，結合了優雅，深

層光澤和柔韌性。

TOSPO是一種視覺上令人興奮的 3D染色材料，具有獨特的圖案

凹進表面，同時保留了布料的原始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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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EARE是一種具有自然陰影的 3D染色材料，增加了其豐富，

自然的外觀，同時保留了 “不平坦的普通材料 ”的原始紋理。

TOPEARE II是TOPSO-N II和 3D染色TOPEARE加工技術的發展

和組合，是一種新型 3D材料，具有精緻，自然的觸感和圖案凹

凸表面。

MONALISA數碼印花布料具有豐富的 1670萬種顏色和先進的控

制技術使這種織物上印有清晰的圖案和圖像。

AirDye環保雙面材料使前後表面能夠以不同的顏色同時染色而

不會損失品質，即使是輕薄的材料也是如此，AirDye是一種不

含水的染料，是一種對人類和地球友好的環保材料。

KONBU-N的硬度足夠堅固，乾燥的質地讓人想起乾海帶（日本

的 konbu），KONBU-N具有高度顯色性，是一種令人驚嘆的立式

布料，可享受色彩變化。

Senryou Yakusha新一代產品染色技術，採用獨特的染色技術，這

種新一代產品染色技術為每種產品增添了手染織物的觸感和質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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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小松精練流行性及機能性布料產品一覽表

布料名稱 特色

透濕，防水材料SAITOS材料包括SAITOS薄膜，具有優異的透

濕性和防水性，是一種無孔薄膜，這種薄膜雙層材料與彈力產

品極為兼具。

DIMA-TH是一種透濕防水三層材料，配有各種功能薄膜，每個

薄膜都採用特殊的薄膜加工技術夾在外層材料和襯裡之間。

QUATTRONI是一種高滲透，防水的三層織物。通過薄、輕、柔

軟和釋放水分，以四種方式確保最佳舒適度。

Airshut NT是一種高度防水和防風的塗層材料，同時保持了梭織

材料柔軟輕盈的質感。

BEFOND防水，防油材料是一種多功能，高耐久性，防水布料。

即使在由於洗滌或穿著者的運動而摩擦和弄皺之後，能夠保持

高水平的防水性。

防水，防油，防污材料Lipguard是一種出色的防污材料，具有超

高耐久性，可以去除頑固污漬，如熱油污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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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SARA是一種快速乾燥的泳衣材料‧具有防水性能，佩戴者

在離開水面後感覺乾燥，而不會讓他們感到寒冷。

吸水，快乾，抗靜電SR材料Mawus是一種改性聚酯材料，具有

吸汗，快乾，抗靜電，去污（SR）性能和卓越的洗滌耐久性。

具有吸收和釋放水分和吸收能力的材料。

吸水，快乾，抗靜電SR材料SARADORA是一種舒適的材料，由

天然絲綢覆蓋的聚酯纖維組成。這使其具有吸汗，快乾，抗靜

電性能以及吸收和釋放水分的能力。

Aquawin MR是Toray Synthetic Textile Cluster開發的一種非常舒適的

材料。它吸收和釋放水分的能力大於棉花和大麻的能力，並具

有卓越的洗滌耐久性。

Bio Guard是一種具有SEK Orange Mark和SEK Red Mark認證的材

料，能夠抑制纖維上的細菌生長，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

雷伯菌。

SILVERTEX是一種抗菌除臭材料，由Toray Synthetic Textile Cluster

使用銀基抗菌劑開發，重點放在快速效果上。

抗菌除臭SR材料LUMIFRESH是一種清潔的抗菌材料，可以有效

地抑制纖維上細菌的生長，消除在室內乾燥時發生的洗滌衣物

的難聞氣味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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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蚊和防蚊材料特里安TRIENT是一種驅蚊劑，對蚊子、飛蟲、

跳蚤和蜱蟲具有驅蟲作用。

材料具有抗過敏物質Allerbuster是一種舒適的材料，其特點是使

用SEKISUI Chemical開發的抗過敏物質，可以抑制過敏原。

Clean Guard是一種高性能除臭材料，對氨和胺等鹼性成分以及乙

酸和硫化氫等酸性成分具有優異的除臭效果，這些成分為汗味

和臭味來源。

ALLER-BEAT BR含有抗過敏物質的防水，防花粉材料是一種革命

性的多功能材料，不僅能抵抗花粉和室內灰塵的粘附，而且具

有防水功能，還具有抗過敏功能。

HOTOFRESH NR除臭（光催化）材料是一種多功能除臭材料，具

有除臭功能，防止異味發展的功能，以及分解甲醛的功能，所

有這些都可以通過光催化處理技術實現。

Dyna-Max是一種舒適的保溫材料，採用特殊的紅外線吸收劑，

通過主動吸收紅外線輻射來提高溫度。

KOMA THERMO具有隔熱和保持特性的材料，通過使用其吸收

的水分產生熱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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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智慧流程自動作業，打造紡織業
數位勞動力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經理 季彥成

少量多樣的世代全面來臨，成本控制是關鍵

近年來，受著品牌、客戶訂單轉為「高快時尚」，迫使紡織產業不得不迎接少量多樣的世

代全面來臨，隨著訂單筆數擴張，首先衝擊的就是業務、產銷規劃，作業上的協調複雜度遽

增，這些少量、單多，但又多變的訂單來源與格式，在業務接到客戶訂單後，還須仰賴更多專

員人工判讀、手動輸入再加以彙整，才能將訂單上的各式資料轉至公司內部的 ERP系統，接續

產出工單、採購單……等，進行後續一連串生產排程作業，一再造成企業各項成本增加，尤其

人力成本的上升更是顯著。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經理 季彥成

RPA四大特點

0

由於RPA是模擬人在電腦上操作各個系統，
是一個不依靠其他系統獨立運作的個體，因
此無須改變現有系統與使用技術，就能執行。

不須調整各系統現有架構特點I

RPA是模擬人在電腦上處理各種經常性工作，
因此可以串接處理流程，使得以往相互等待
的工作，可以一條龍的處理完成。

擴大自動化處理範圍特點II

特點一 不須調整各系統現有架構

RPA在建立足夠的資料樣本後就可以導入人
工智慧的技術應用，解析樣本建立模型，提
供分析結果與建議，是企業邁向人工智慧自
動化的重要方針。

導入人工智慧的前置作業特點IV

與過往開發一個系統相比較，RPA提供的介
面是直覺與簡便性操作，所以；開發時間相
對比較短，而投入的成本也變低。

導入投資成本低且耗時較短特點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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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之重：缺工，人力應該壓在更高價值的工作上

徵才廣告投了許久「還是找不到員工」，這幾乎是各家紡織產業缺工的心聲。根據資策會

服創所的研究調查報告指出，全台各大關鍵產業 27%還在使用傳統的傳真、電話處理採購相關

作業流程，對於訂單、採購及ERP等流程，仍仰賴大量人工，易因人為因素造成作業上的錯誤

及效率不佳，應以自動化相關技術導入，提升企業營運效能。

智慧數位勞動力：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流程機器人

企業內部往往有許多是仰賴眾多人力在電腦系統、網頁、email等資訊系統之間的重複作業

上。流程機器人 (RPA)技術，就如同工廠內的自動化機械，可將勞力密集及複雜的系統作業程

序自動化，不需加購特殊的硬體設備，能在任何資訊系統 (IT)環境中發揮良好的表現，將重複

性高但有邏輯性的作業，以流程機器人 (RPA)取代人力的投入。流程機器人效率是間接作業人

員的 15倍，同時可以強化流程品質。趨近於零失誤率的作業執行品質，提供 15％至 90％的降

低成本的機會。

RPA 可以達成的行為

●● 網頁爬蟲：複雜網頁資料收集與整理

●● 電子郵件操作：內文與附件的資料剖析與拆解

●● 網頁操作：精確快速的網頁操作或填寫特定欄位資料

●● 應用程式操作：定時定位操作其他視窗應用程式

●● 資料處理：資料間格式轉換、拆解重組

●● 檔案交換管理：檔案定時產出、新增刪修、FTP上傳下載

●● 資料庫操作：異質資料庫資料交換、讀取或寫入特定DB

●● 資料辨識：固定格式欄位資料處理；螢幕快照、截圖、英數文字解析與辨識

●● 排程執行：可以定時重複，交叉處理以上所有流程

●● 告警機制：Email、Line Notification等指定或廣播通知

它山之石，數位勞動力協助企業節省一半人力

協助儒鴻紡織訂單處理，人員不必再一筆筆手動輸入，只要確認系統拋轉後的資訊是否正

確，大幅改善、縮短作業時程。原本一張訂單的處理時間為 48小時，如今只要 2小時就可以，

不只效率提高 90%，作業人力也節省了一半以上，省下來的時間和人力可以用來優化其他管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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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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好事」。

良言

小結：工廠數位轉型前哨戰，從數位勞動力出發，邁向 AI 化

綜觀國內外紡織各大廠，皆紛紛透過智慧化相關技術進行轉型，為了因應少量多樣的挑

戰，其中RPA技術門檻低，有利於紡織產業的 IT環境導入，RPA最大的三個優勢，第一是對人

力的替代、第二是靈活的部署、第三是快速、精確與完整的將資料在不同系統間移轉存放，並

精準觸發系統任務。對過往透過人力進行數據蒐集的紡織產業而言，要一步導入AI是相對較為

困難的，實務上，企業或工廠內數據往往不即時、不完整、不正確，要進行AI人工智慧及機器

學習較為困難。發展AI首要條件之一，在於是否有足夠且有品質的數據準備，透過RPA完整的

資料彙集，打下AI的基礎，以利創造出更多數位轉型價值，持續我國紡織產業的競爭力，在國

際市場上永保領先地位。

RPA四大優勢

1

RPA機器人執行流程，絕對保有穩定的生產
力，可以365天24小時不間斷的工作，不會
有人類的生理限制，所以；工作量能提昇且
能兼顧品質。

提高工作質量優勢I

企業員工可以從複雜且重複的工作中抽離，
轉為從事思考、規劃、管理等工作，或是增
加客服時間，提昇顧客關係與滿意度提昇。

人事運用靈活度大幅提高優勢II

RPA機器人經由完整的邏輯規則設定，為整
個工作流程設下更多內控檢核點，所以錯誤
可以提前處理，大幅的降低風險發生。

增加內控與提高風險管理優勢IV
特點一 不須調整各系統現有架構

可以大幅提昇流程效率與減少人力耗費成本，
作業時間減少相對降低營運成本，對於人員
不足與人事成本高漲的企業，是一個有利的
選擇。

降低成本並提昇效益優勢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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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如何達成企業資源規劃的再進化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建全

因當前紡織業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為：

1. 樣態多：多樣少量，改機頻繁，要掌握

開機條件對的參數，一次生產到位較困

難。

2. 料號多：樣式多，規格多，原物料料號

就多，料號增加快，庫存品多，管理成

本高，倉儲空間不足。

3. 交期短：生產不能出錯，無法全檢，抽

檢又不足，品質管制困難。

4. 排程難：多樣少量，常改機，供料及委

外進度都難掌握，機台排程困難。

如何提升良率、降低成本（生產成本及異常成本）及提高生產效率（包含文書作業效率，

不能出錯），即為當前不容忽視的課題。不僅要提升在實務生產機台上的產能及品質，如何於

工業 4.0的智慧製造中，對資訊的收集、串接及結合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的應用，更是十分

重要，所以除了在原先企業內使用的ERP（企業資源規劃模組）必須予以升級及改造，更需整

合更多的其他資源及系統，才能讓企業運作更加的順暢。

 

 ▲ 圖 1 紡織業未來全觀的ｅ化整合架構圖

 ▲ 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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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原先的紡織業傳統資訊系統，包含營業模組／生產模組／財務模組所組成的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以下簡稱為ERP），更需考慮及升級全方位的功能，才能將內部及外部的各種功能予

以結合，成為企業再造的利器，進而協助企業使用更少的人力發揮最大的自動化，這個進階版

的架構圖如圖 1.所示，共有 9項功能必須統合，才是一個未來完整的資訊系統，接下來針對這

9項功能分別概述說明：

1. 入口平臺（Portal／KM）的整合：須有一個入口平臺將每日的待辦事項、待簽核事項、公司

的知識管理及能嵌入營運的戰情室及KPI等重要情報，讓內部及外部成員均能在入口網頁上

透過手機等各種不同的行動裝置，隨時了解公司的即時資訊及個人設定的重要事項，當有異

常時能馬上做出回應，解決相關的問題（如個人待簽事項、KPI、異常警示等）。

2. 電子簽核功能（eFlow）：原先的人工紙本簽核功能，於當前地球村的競爭環境中，無論是

ERP的單據簽核（如訂單、報價單）及電子表單簽核（如出差單、請假單等），都能串接在一

起，讓公司成員使用最簡單及迅速的方式進行作業，加速自身公司的各項流程處理速度，對

內及對外都能感受到企業的快速回應及方便性，讓彼此互動更加的快速及緊密。

3. 文件管理（eDOC）：如 ISO版本的管控及相關的技術文件，可於發佈版本的管控上更加的方

便及正確，不會像以往使用Excel表單作業，發生誤取版本等問題，且對存取的安全控管增

加更嚴格的權限管制，防止文件偷拍、竊取及勒索病毒等問題發生，加強企業內管理上的安

全機制，確保企業運作的順暢。

4. 行動倉儲管理（WMS）：以往在收料／領料／檢貨／出貨，均需使用紙本作業，完成後再輸

入電腦，增加人工的作業時間及讓回應時間變慢（如庫存量的異動更新），目前在物聯網的

時代裡，可由行動裝置（Mobile）直接輸入或刷取原物料的條碼，即時回應進出的料品資訊，

並檢核有無錯誤（採購單無此料號等），將進出收料的明細即時產生電子及人工表單並於檢

核無誤後，立即更新即時庫存量，加速資訊的回應速度，讓即時的庫存資訊更加的準確，且

減低人工輸入作業產生的輸錯問題，及降低輸入的人工成本及節省時間。

5. 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現階段所使用的ERP除了原先所有的功能外，一定要對內能串

接其他模組的資料整合並正確化，減少人為的重覆輸入，並能落實稽控管理，減少人為的

疏忽，並能即時結算出正確的訂單實際成本（分批或分部）； 對外能降低對外資訊的重覆輸

入，如客戶訂單或委外加工指示單、收料單等，能進行B2B的資訊交換（如使用EDI FACT、

X12、XML等協定），讓供應平臺及接單平臺均能快速的進行電子交換，減少人工的輸入

（如客戶的採購單轉成自己的訂單）。

6. 現場製造及資訊收集系統（DAQ／MES）：現今的ERP系統中的生管模組很多是跟現場的資

料串接及整合（如上機、了機、落布等），且對現場的即時狀況均要進行監控，讓有異常時

可提早預警，以最快的方式將機台的訊號回傳至生控中心（無論是透過PLC、智機盒等各種

方式收集），並將全廠的即時生產管制圖（SCADA）馬上呈現，並使用顏色管理，將異常資

訊（如標明紅色）讓生控人員能一目了然，進行可視化管理，並由系統用Push機制，主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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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願意修正以往錯誤的飲食與生活習慣，開始實踐不一樣的自然養生法，讓

天然有機食物與運動成為你的健康良藥，要擁有健康快樂的身心靈其實一點也

不難 -- - - -抗癌醫師吳永志。

良言

異常資訊使用APP推播至相關人員，進行排除等處理，且於現場電子看板進行輪播，將檢布

異常（如胚檢、成檢等作業），讓檔車區主管即時了解及調整。

7. 商業智慧及人工智慧管理（BI+AI）：透過現場資訊收集模組（DAQ），可於各機台即時訊號

（如 3秒接收一筆）將機台運轉資訊（如溫度、轉速等）收集至DAQ Server，進行大數據分析

及判讀，馬上呈現出各種角度的資訊（如生產KPI及各種分析圖表），讓管理人員針對各種

現場資訊進行有數據的檢討與改善，更進一步將彙總好的資訊透過機器學習（ML）及人工智

慧判讀（AI），將已收集的機台生產條件進行建模分析及交叉比對，找出影響生產及品質的

異常因子（如轉速與溫度、溫度與經緯密等），建立出一套預警模版，當未來於生產時所收

集的運轉資訊已經逾越模版的正常範圍及條件時，立即發送警報，讓現場的管理人員可以判

讀、觀察及調整，降低異常的發生，並讓品質及生產效率予以提升及改進。

8. 企業交換整合平臺（B2B）：目前紡織廠的接單及發委外單均需以人工作業處理，近來品牌商

不斷的要求透過電子資料交換（如EDI FACT、X12、XML等協定），將客戶的採購單快速轉

換成自己的訂單並即時回傳訊息，讓客戶了解自己已收到此PO，並於出貨時亦要將此資訊

即時轉換成客戶的格式，讓客戶及自己均能減少輸入時間及確保資料的正確性，所以對企業

而言，如何使用自動化工具（如BizTalk或RPA等工具）來實現此功能，實為目前與客戶及廠

商互動的一大利器，也可降低業務人員漏單或Key錯等問題，所以要建立此模組也是企業的

必要性。

9. 客戶關係管理（CRM）：傳統對客戶的開發及維持，都由業務人員自行維持運作模式，無法

整合於ERP系統，故均為各自獨立運作，但於新客戶的開發、授信額度等，如沒有一套系統

來維護，當人員有異動時，有可能因資料損失或交接均受影響，故於開發及舉辦活動及拜訪

客戶等資訊都要即時記錄在系統裡，並能整合於ERP，將資訊串接互動，保持業務擁有完整

的資訊，並使管理人員於客戶資訊的管控上更加的方便，杜絕弊病的發生，並能串接電子簽

核功能，於客戶各種開發及互動上，讓業務人員更加的方便及迅速，不會誤判資訊。

以上是對現今ERP的再進化所提出的建議，另外於實務上對紡織業於AI的加值

運用如下圖2.所示，亦有實際的實例運用說明，因篇幅有限，改日再行說明。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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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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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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 2 紡織業 AI的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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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產業 FB社群網路應用與經營」 

前言

近年來各式網路社交平台興起，社群網站逐漸在人際交往中占據重要地位，紡織產業於

Facebook上的交流亦日益蓬勃發展，成為企業形象經營與產品品牌行銷不可忽視的宣傳媒體。

然而迄今為止紡織相關公會及企業對於社群網站經營應用仍較欠缺，為促進在Facebook平台技

術上交流，創造行銷商機，絲織、棉布印染、織布、絲綢印染、不織布等公會特邀請文網公

司張銘峰董事長及台灣紡織園地 FB社團洪德昇總監講授「紡織產業 FB社群網路應用與經營」，

由基礎的帳號設定開始，從粉絲頁經營及社團招募的應用中，漸進且深入地對企業行銷策略及

如何在社群中影響粉絲數據的作法加以說明。

一、社群網路發展概述，臉書設定及介紹

社群網路發展有其脈絡可尋，眾多應用

設計功能在使用者回饋大數據修正下，逐漸

汰換轉變為今日我們使用的社群媒體。每段

時期流行的使用類型並非突然出現，而是與

過去的類型存在重疊，現在的形態也在隨時

更新變化。

越難取得的資料越有價

值，而越快取得資料越能在

其價值衰減前發揮最有利應

用。社群媒體的價值在於自

己決定資料分享對象，我們

創造的每一分內容都有其價

值。或許我們無法想像沒有

Google要如何尋找資料，但

目前其實已有許多有價值的

資料可以從社群媒體中找

到。

 ▲ 文網公司董事長 張銘峰

文網公司董事長 張銘峰 演講

台灣紡織園地 FB社團執行總監 洪德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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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無帳號限制開放的搜尋引擎，封閉式平台如臉書、推特、IG、微信，雖然仍無法超

越搜索引擎的價值，但隨著智慧手機的普遍化，其平均使用時間在部份使用者手中已經超越了

使用搜索引擎。

網紅

電台主持人可說是

10年前的網紅，也就是

「網路紅人」，網紅並無

官方定義，但這個詞很

新也很紅，我將它定義

為利用社群媒體來累積

影響力的人。呼應前面

所講的社群封閉性，有

些人成立網紅平台，形

成另一股不能輕忽的媒

體影響力， 如近幾年館

長的直播、博恩夜夜秀等，在選舉活動需求下人氣節節上漲，受到上萬的選民關注。 

帳號設定及個資保護

●● 隱私資訊

當我們瞭解到資料的有價性，那麼如何保護自己的資料資產就成為學習重點。有些資

料資產是要拿出來投資的，帳號隱私設定哪些要開放必須細究才能自行拿捏。在特定對象

及私人資料部分，臉書帳號隱私設定功能很多，保護自己的資料或開放特定資料給特定人

士查看，最好先測試設定後執行。

●● 開放式資料

出席活動所出示的名片即算是開放式資料，社群媒體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就是互動，讓

人認識我們就是互動的第一步，有了好友之後，貼文才會有按讚、分享及回應，個人帳號

可以成立粉絲專頁，其中的洞查報告還可以查看貼文觸及人數並刊登廣告。

●● 貼文──按讚、分享、回應

臉書提供很好的數據分析，發佈貼文後，便可在粉絲專頁洞察報告中立即取得該則貼

文的相關數據。

留言數：貼文下讀者的意見回應的數量，可以是文字、圖檔、貼圖或連結。

觸及人數：用戶的瀏覽畫面出現粉絲專頁任何貼文的人數。付費觸及人數是指用戶的瀏覽

畫面出現粉絲專頁付費貼文的人數。自主觸及人數是指用戶的瀏覽畫面出現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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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專頁未付費貼文的人數。如果貼文同時透過付費和自主散佈的方式觸及某位

用戶，則系統會將該用戶同時計入付費觸及人數和自主觸及人數，即自主觸及

人數與付費觸及人數的總和並不一定等於貼文觸及人數。

分享數：將該貼文轉發至其動態時報、社團、粉絲專頁或私人訊息之人數。 

若要分享您在動態消息中看到的貼文內容：

1.點擊貼文下方的分享。2.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分享。3.若要選擇您要分享的地

方，請在彈出的功能表頂端點擊分享到你自己的動態時報，然後可選擇以下其中一

個選項：

(1)分享到自己的動態時報、朋友的動態時報、分享到社團、分享到活動、分享到

你管理的粉絲專頁及以私人訊息分享

(2)如果選擇分享到自己的動態時報，並欲選擇貼文的分享對象，請點擊並選擇其

中一個分享對象選項。

(3)在分享的同時，亦可加註自己對該貼文的想法及註解。

按讚數：表達對某個粉絲專頁的支持。若僅想查看其近況更新，可以追蹤該專頁。

要對粉絲專頁按讚：

1.前往該專頁。

2.點擊粉絲專頁封面相片下方的讚。

對粉絲專頁按讚將會自動追蹤該專頁，因此可能會在動態消息中看見專頁的近況更

新。

心情、留言及分享：變更或刪除心情、留言及分享次數，都會計入粉絲專頁洞察報告的總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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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粉絲頁／社群煤體如何操作與應用

台灣紡織園地 FB社團執行總監 洪德昇 演講

應用媒體拓展形象及人氣

在推動順序上應以企業組織網頁為主體，依序

對各媒體發佈貼文或架構連結，除因公佈之訊息有

可參考的固定順序，避免多樣平台資料異動有掛一

漏萬失誤，更可使訪客讀者藉由聯結前往官網查詢，

同時增加公司官網點閱率，亦可借用目前平台的網

頁聯結自動形成貼文功能，大幅簡化工作時間，值得注意的是社群媒體的快速變化，難保這些

媒體在未來會消失。

社團 Groups vs 粉絲專頁 Pages

首先需決定適合用來推展自己的組織企業或活動業務的形態。

社團： 社團提供空間，讓特定用戶就共同興趣進行交流。您可以建立各種類別的社團，無

論是家族成員的私密空間、工作之餘的球友切磋或讀書會均不設限；此外，您還可以自訂社團

的隱私設定，決定可以加入或查看社團的對象。

粉絲團：粉絲專頁可讓品牌、企業、組織及公眾人物在 Facebook 建立據點，而個人檔案

則是代表個別用戶。用戶註冊帳號後，只要取得管理員或編輯等粉絲專頁角色，便可建立粉絲

專頁或協助管理專頁。對粉絲專頁按讚的人和他們的朋友可在動態消息中收到該專頁的更新內

容。

動態消息：依臉書所解釋，使用者首頁看見的貼文皆是臉書為了維繫您與重要對象、地點

和事物而顯示的內容，其中又以親友發佈的貼文為最優先。

臉書優先向您顯示的貼文，會受您在 Facebook 的關係鏈和活動影響。貼文的留言、按讚和

心情數，以及內容類型（例如：相片、影片、近況更新）也會增加該貼文在動態消息優先顯示

的機會。

您會優先看見的貼文包括：

1.親友在其他朋友的相片或近況更新上按讚或留言。

2.用戶在朋友分享的發佈商貼文傳達心情。

3.多位用戶在所觀看的動態消息影片或貼文中，互相回覆對方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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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Groups

1.版主與成員皆可貼文、留言
2.版主可審查限制成員加入
3.貼文無法外傳或供外查詢
4.小編分級只有管理員／版主角色

應用類型：

XXX登山社、代購團

粉絲專頁

Pages

1.僅限版主、小編可貼文
2.成員僅可留言
3.外部可查詢貼文
4.小編分級六個角色

應用類型：

明星粉絲專頁、產品品牌粉絲專頁

增加貼文曝光度及點閱量

按前面所談，使用者首頁顯示的貼文會依社群關

係影響其排列先後，如何佔據其版面，提高貼文出現

頻率及優先順序，進而提高點閱量及留言按讚。提供

以下幾點供參考：

1. 主題聳動，標題懸疑

      吸引讀者注意目光，使其感到好奇並點擊查看貼文

      細節。

2. 改善貼文品質

多樣性的內容或媒體展示是主流，依貼文效果而言，多媒

體動畫或影片最好，其次是附圖貼文，純文字貼文效果最

次。但要斟酌製作成本及工時，目標是既簡化貼文流程又

能達到宣傳目的。

3. 強化貼文內容，增加粉絲互動活動

僅發布貼文，對於粉絲黏著力不足，透過各種活動互動，

可增加粉絲參與感。每場活動報導都有助於豐富粉絲專頁

及增加專業形象，故活動照片貼文不可少。

4. 一篇感人的故事，貼一張清涼的照片

人是情感的動物，不管感性與性感，能留住眼光及感動都

是好想法，即便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有時也能獲得意想不到

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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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橫向貼文擴散

無論是企業或公會，當粉絲專頁經營一段時間、長期服務固定會員，粉絲群眾會固著在特

定一群人，無法再增加。所以要提高貼文橫向拓展，利用好友粉絲按讚的臉書規則，跳脫垂直

粉絲人群關係。

1.向臉書購買廣告貼文，可在最短時間達到無差別大量的擴散，依臉書數據作分派貼文依據 。

2.購買僵屍帳號人數，由地下工作者利用機器人程式所收集的名單及帳號，以短時間增加點閱

人數。一般常見於特定專案或企劃報告需求，創造出熱門搶市的表象。

3.加入專業社團或網紅粉絲專頁協助貼文按讚，依其高知名度或現有社群高人數進行貼文宣傳

擴散，同時爭取多一點優先順序。 

在產業社團貼文的優勢

1.增加貼文曝光。且社團貼文之優先順序高於粉絲專頁貼文，較易獲得使用者注意。

2.增進橫向擴散。在同產業擴散不同面向或上下游產業鏈關係，有助於增加有效點閱率及曝

光。

3.提高業界知名度及地位，得到品牌認同及客戶洽談認識機會。

4.社群媒體講求活躍度，人氣長久累積，將成為可觀的資源。

5.有效集中客群。區分客群在專業社群中是重要的行銷問題，尤其是主推產品為服務概念時更

為重要。

程序如何縮短作業時間

引進新的媒體平台，對於企

業組織便多一層作業，面對複雜

化的發佈流程，應先詳細盤點必

要作業，整合相關程序，利用原

有系統及自動完成，設計一套最

佳作業方式。 

最理想是由內部公文WorkFlow系統一鍵自動完成，最為省事；其次是先由公司內部系統

產生聯結貼文，利用平台貼文能自動完成連結的功能，再手動貼上；最次是以手動方式逐一編

寫每篇貼文及貼圖。

台灣著名紡織相關 FB 社群

身為產業 IT工作者，講者於 2018年有感紡織產業普遍對新的資訊媒體接受度不高，假北

科大舉辦「紡織產業如何在社群網路上發展與經營」研討會推廣應用，隨後成立專為台灣紡織

產業服務的臉書社團，在此介紹供業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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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紡織園地──目前發展最具規模之紡織專業訊息分享平台

主要成員：產業人士／學生

主要訴求：分享台灣紡織產業專業訊息、技術新知、市場趨勢及流行脈動。

審查版主組成：產業志工／產業公會

社員資格／人數：產業相關人員／1768人

貼文分享已超1500篇。

●● 台灣紡織商務──以商務訊息及技術分享為主之互動社群

主要成員：企業主／商務主管／工廠高階主管

主要訴求：想解決問題及有能力處理問題的職人互相媒合

審查版主組成：分佈於台灣北中南及海外產業的志工

社員資格／人數：產業相關人員／2250人

結語

紡織業即便是傳統產業，也會隨著世代變化起伏。去年推廣臉書社團「台灣紡織園地」時，

人人笑而避之，耗時一年收集會員，人數才近千；今年年初推出「台灣紡織商務」，僅 24小時

社團人數破千，產業反應踴躍，每日數十至百人申請加入。更有北中南各地志工版主無薪維護

管理及許多退休先進無私協助貼文者解答技術問題，故將「這裡都是真正想解決問題及有能力

處理問題的職人」列為社團標語。

從這裡可以看到許多先進及在職新人對紡織的熱情與執著，半夜也會接到無奈與失望的抱

怨。社群網路應用與經營，可以現實、邪惡行銷，但也可以有溫馨及熱情的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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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人才培訓班」活動報導
及學員心得

一、活動報導

絲織公會 張家華

台灣區絲織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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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人才培訓班」，於本 (2019)年 8月 1日開始至 9月 5日結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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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請逢甲大學纖維及複合材料系 (原紡織工程系 )林教授清
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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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員負擔 50%學費，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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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彰化以南會員員工，每人每日減
收 500元，用以補助交通費，除針對中南部會員學員交通費外，更致贈所有參與課程的學員本
會所出版之專書「紡織產業工程入門」專書、「微利時代下台灣紡織業的經營策略」、「2018年
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新產品發表資料冊」、絲織園地季刊第 101期「中小企業的人才與經
營策略」、第 102期「如何運用學校資源促進紡織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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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
貿選譯叢書系列一本」及絲織公會會員名錄，全程報名加送「智慧染整—精進浸染實務關鍵192
則」專書，共10冊價值4,900元的紡織專書。

林教授為本次課程編撰「紡織產業工程入門」，為本會出版之紡織工具書 (約 6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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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華、潘可欣、曾志雄、黃怡錦、陳思敏、連雯姿、曹玉屏、李佳蓉、葉揚甲

 ▲ 紡織人才培訓班講師林教授清安與學員於結訓典禮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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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課程 6天共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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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整理加工的原理、科技及產業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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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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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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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紡織人才培訓班其中兩組學員由林教授清安 (中 )頒發結業證書後合照

二、學員心得

圖文並茂的解說，讓困難的道理變簡單了

潘可欣

此次很高興參加 108年紡織人才培訓班，課程是由逢甲大學纖

維與複合材料學系的林清安教授所教導的，多年後還能有機會上到

已退休五年多的林清安教授的課程真是難能可貴，十分興奮！

從原料到布料一路上所會發生的事情，老師都娓娓道來。跟在

學校上課不同的是老師以深入淺出的口吻，沒有太多化學反應方

程式，不只看著黑白印刷的講義課本，還輔以色筆親自在白板上畫

畫，圖文並茂的解說，讓困難的道理變簡單了。

系列A：在紡織纖維方面一般消費者不知道，原來除了棉、麻、絲及毛等天然原料以外，

高分子聚合物也是紡織品重要的原料之一，聚酯、尼龍、聚乙烯及聚丙烯等人造纖維材料普遍

用於紡織品中，較天然纖維便宜許多，以後在挑選衣服時，透過老師講解後，會多看一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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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知道價格與天然成分含量可能是成正比的。

課程中也了解到紙便當盒內、紙飲料杯內的防水薄膜若可改用聚乳酸PLA這種材料，相較

於其他材料，在大自然中分解更快也較為環保。

對於醫美流行的材料聚胜肽和膠原蛋白用於面膜上的原料，也在課堂上提到是屬於天然的

動物性蛋白質／氨基酸類的材質。課堂中了解到紡織纖維多方應用在各產業之中。

系列B：針織與梭織在台灣紡織產業外移的趨勢下，課程中了解到，針織廠相對空間使用

較梭織廠小，適合台灣寸土寸金的地方發展。

航空與軍事中也有許多高端的紡品應用，需要強力較高的紡品則應選擇梭織物產品較為適

合。

上針織工程時，為此堂課老師還熬夜研讀教材，為了教授讓我們可以簡單吸收針織相關知

識，真的很感佩老師的好學精神，從老師教課中感受到我們應更加用心上課，不辜負老師的用

心。

系列C：染整印花與整理加工是同學最想了解的後段紡織工程，這堂課老師特別說這方面

的新知日新月異，一堂課無法講解完善，但是仍然盡量分享許多案例，值得一提的事老師提醒

想要創小企業的學員，可以鎖定某個品牌幫他客製化服務，幫其開發專屬產品，是台灣企業的

生存之道，譬如發泡印花等產品。

機能性紡織品方面，可從高分子抽紗時添加效果，也可在成品布料之後整理加工時以塗布

等方式添加，其中老師提醒以成本方面去考量使用哪種加工方式是對公司生產製程上較好，成

衣產品多會以後整理加工方式，因為成本較低。在課堂上，提出假設性問題給我們運用所學去

思考的機會。

六週的課程當中，最喜歡聽老師用在地的語言，幽默風趣的講述與紡織產業界輔導合作的

經驗，有失敗也有成功的案例，具實用的參考價值，舉一反三讓我們思考未來可以做什麼、怎

麼做會更好、更環保、更節省成本、更省能源等等未來趨勢。

從概念到應用，希望未來能多參與絲織公會課程吸收紡織產業

基礎與先進知識，對未來職涯發展必很有幫助。

藉由林教授解說各項染料，將過去心中的疑惑一掃而空

流亞科技有限公司 曾志雄

對於從事染整自動化設備研發工作的我們，常常對於各種染料

只聞其名，不知其形。有時候憑藉的就是長期工作累積的經驗，提

供給客戶一些染色建議，但這樣的方式是否正確，一直是心中大

石。雖然只有參加課程三分之一的〝紡織品染色、印花、整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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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及科技及產業應用〞課程，但藉由林教授解說各項染料，從基礎到實用經驗，卻可以將

過去心中的疑惑一掃而空，都能立刻理解為何要這樣規劃使用。

參與的學員眾多，也可以了解雖然台灣染整產業外移不少，但是也有需要再加強本身素

質，也有努力的方向。而且藉由絲織公會的串聯，我們也可以進入AI產業平台，假以時日就能

更加加強對客戶智動化的服務提供。未來，也會讓同仁參與這一類的課程。畢竟，親身體驗大

師講課，幫助甚大。

學習千萬不要死背硬記，而是要活用內容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怡錦

首先在這邊，我要感謝我的主管，相信、肯定我的工作能力，

支持我來參加這為期六週的紡織課程，以及有所有同事的協助使我

不用擔心工作上的進度，可以專心來上課，再來更要感謝的是台灣

區絲織公會的莊燿銘理事長、授課的林教授與工作人員，用很用心

的專業與扎實課程帶領我們面對每一週的重重關卡，在僅六堂課的

課程中，將紡織知識牢牢灌輸給予我們，讓我們能用全新的知識結

合工作上的應用、面對未來會經歷的所有挑戰。

第一堂課，林教授的教學方式就讓我大開眼界，以往在學校的上課模式都是由投影片直接

代入課程內容，但林教授的授課方式反而是先在白板上書寫密密麻麻的筆記，而後為每個例子

清楚的說明，再代入投影輔助，為的是讓學員先對內容有深刻的瞭解後，再由文字轉化成投影

片（圖像）加深印象、由基礎而扎實的精簡概念引導我們了解紡織的廣博知識，知識浩瀚無比，

如同課堂的內容：「低分子量化合物經由聚合反應也能變成高分子量長鏈」，教授曾經說過：

「學習千萬不要死背硬記，而是要活用內容。」要知道低分子量化合物是由什麼組成，經過了什

麼反應後會變成高分子長鏈，一連串的作用要帶入實際面才容易將知識學起來，將來才能變成

是自己可以活用的能量，而不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若是只學習片面的知識，過不久一定會

忘了所學，在此非常感激這六堂教授的指導，改變了我對學習運用的觀念。

在課程中，林教授亦將日常生活的案例帶入課堂，其中案例為：「肥皂可以拿來洗頭髮嗎 

？」日常生活中，大家或許會想到這個問題，但可能不會聯想到是酸與鹼的作用影響，經由教

授案例分享瞭解到酸與鹼在日常生活中扮演可大可小的角色，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之所以

不使用肥皂洗髮，是因為人的皮膚和頭髮是呈現弱酸性的，若使用鹼性的肥皂來洗頭，會使毛

鱗片張開。雖然洗完頭髮後可因此去除毛鱗片間的髒污，但是在沖掉肥皂之後，毛鱗片會彼此

糾結在一起，頭髮就容易損傷或是斷裂。

反之一般的洗髮精為弱酸性，較符合人體弱酸性質，較不易損害髮質。

經由短短的六堂課程，也讓我們學員間可以相互交流、認識彼此，亦加深瞭解紡織的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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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鏈，由原料做起始，經由織造端，而後成品染整及加工，產品銷售出貨，一連串的過程在

整個紡織鏈程序中缺一不可。

我想這也是這次來上課的重點核心一讓成員們熟悉紡織相關所有知識，並運用課堂所學結

合自己的能力，期許為日後的紡織業能夠進一份心力，發揮自己的潛能成為明日的閃亮之星，

擴大紡織的內外市場，將紡織產業永續經營。

學界與業界的隔閡，在這門培訓課程裡是沒有的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陳思敏

今年有幸能夠參加絲織公會紡織人才培訓課程，十分感恩。因

為我沒有紡織相關背景，所以報名全套課程。最初領到那一大袋教

材加書籍雜誌的時候覺得十分惶恐，難道要在短短一個月內把這些

書都讀完嗎？開始上課之後才發現，林教授在課堂中教學的內容非

常淺白，只能算是師傅領進門，之後個人修行所需要的資料就是那

一大本厚重課本。

林教授上課的時候會從實際應用的角度去說明，而不似學校教

科書裡面密密麻麻的理論、化學式和數字。先從大方向概念和流程解釋，有了完整的觀念再逐

一說明細節和重點，並且會點名課堂中的學員來應證現在業界的做法，提醒學員在業界必須要

牢記哪些基本的知識和專有名詞。學界與業界的隔閡，在這門培訓課程裡是沒有的。

即使教授已經上過多次這門課，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用心和與時俱進，也許是因為他曾經

在業界待過，也擔任審查委員，所以知道業界的需求在哪裡，或是盲點在哪裡，還在課本之外

更新補充講義，於課堂上發放。這門課若不是由林教授來規劃，想必也不能如此精彩。

上完染整第一堂課的隔天，老闆問了無水染整的問題，我馬上就能說出現在業界的情況和

無水染整的原理，讓我在老闆面前瞬間增值，真心覺得這門課非常實用，百分之兩百推薦大家

來學習。

《紡織產業工程入門》一書，足以代表紡織產業之入門教材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連雯姿

首先非常感謝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能夠舉辦此次為期六

週，每週一天上課時間的「紡織人才培訓班」的專業課程，讓紡織

業產業的各層級從業人員參與研修，達到精進紡織產業相關專業知

識與技能，在上班之餘還能充實自身的本職學能，是非常難能可貴

的最佳機會。

本次課程的講師林清安教授，不愧是為教學理論與實務經驗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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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名師，在他輕鬆風趣的講解過程及化簡為繁的教學功力下，都能夠將艱深難懂的課程內容

或專有名詞，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與課的學員理解相互間的關聯，對於紡織產業上、中、下游

的各種專業知識領域，進行系統化的講解說明，是非常值得紡織產業的初次入門者前來參與的

基礎培訓課程。

最後還是要感謝公司提供此次在職進修的機會和公會舉辦此次的課程，讓前來參與的學員

獲益良多，同時也感謝林清安教授的教導與講解，尤其是林教授所編撰之「紡織產業工程入門」

一書，足以代表紡織產業之專門入門教材，將是公司傳承的寶貴工具書。

教授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吸引我們去了解深奧的染整世界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曹玉屏

2019年 7月份收到絲織公會傳來「108年紡織人才培訓班」的課

程通知，本身從在學時期，學的是國貿，對紡織相關知識一竅不

通，看到今年 8月份開的課程內容，非常有興趣，公會也很貼心，

並不強迫一定要報名三個系列的課程，可以只單獨報名單元課程，

很感謝公司在評估後，給予我們四位同仁這次機會，可以全程參加

六天36個小時的三個系列所有課程。

這三個系列分別為：

A. 纖維、紡紗工程的製程原理和科技及產業的應用。

B. 交織和針織織造工程的製程科技、織物組構及產業應用。

C. 紡織品染色、印花、整理加工原理、科技及產業的應用。

第一天的上課一開始就發了十冊的書， 其中「紡織產業工程入門」和「智慧染整—精進浸

染實務關鍵 192則」二本最為厚實和沈重，加起來就 8百多頁了， 好在公會事先通知會發十本

書，當天上課特地帶了登機箱去領書回來，否則這麼有誠意的課本，對於我這女孩子家要坐捷

運轉公車的，還真是吃力。上課地點在捷運中正紀念堂站附近的紡拓大樓，交通很方便，中午

提供素或葷食便當，也有點心茶水，到了一小時的午休時間，大家也不用為了外食而奔波。

林清安教授教學非常認真， 每次上課都要一早從台中搭高鐵來台北，上半場課程開始從上

午九點半到 12點半，教授每每口沫橫飛，到 11點半才想起還沒有下課，下午一點半到四點半

下課，也是都欲罷不能的教學，課後也留下來耐心的回答學生問題和交流，教授真的非常盡責

在教學。

除了厚實的課本，教授還有補充講義，怕我們不懂，也會在白板上書寫或畫成流程圖，細

細說明， 告訴我們來由，教授謙虛的說，他只是比我們忙碌的上班族，多出了很多時間，先幫

我們把書讀好，說給我們聽，給我們方便，細節再由我們自己去讀，其實，經由教授有系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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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的整理出來化繁為簡，配合書本上的圖文並茂，幫助我們理解，這些紡織系大學四年都學

不完的課程， 我們要短短六天上完，也真是辛苦教授要絞盡腦汁的安排如何重點授課了。

這 3個單元，每個單元上完課還有評量測驗，也就是會有三次測驗，在絲織公會葉乙昌秘

書長宣布會有考試時，還真是嚇壞久未讀書的我們，還好考試是OPEN BOOK，教授也會耳提

面命的在每堂課開始之前做重點複習，讓我們抓到重點，而不是只是要用分數評分我們，交完

考卷後，看著答案卷也才知道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第一單元開始介紹纖維時，教授並不是從第一頁開始一頁一頁念，而是先從基本功，高分

子 (聚合物POLYMER)的細條狀聚集體物質，開始說起。

而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棉紡紗工程的主要程序： 

清花（或清棉）→梳棉→併條→粗紡→細紡（精紡）→筒撚（絡撚）等工程再到交織織物織

造工程－織布機的運動和機構包括：

主運動：1.開口運動2.投緯運動3.打緯運動。

副運動：1.捲取運動2.送經運動3.緯紗測長裝置運動。

看不懂是吧？看著圖文並茂的書本上畫出人物在操作的圖，再由教授帶著講解，按圖索

驥，來這裡上課，馬上就可以明白箇中原理了。

上到針織物織造工程也是區分了緯編針織／經編針織再帶領我們進入到橫編針織機、圓編

針織機、特利可得經編針織機、拉舍爾經編針織機。

教授非常明白我們怕看到〝落落長的化學式〞，在講解染整時，儘量不寫給我們看，果真

太了解我們學生了，我在看到課本和補充講義上寫了蝌蚪文的化學結構，還真是頭痛啊。

教授安撫我們說染整公式簡單來說就是染液＝染料＋稀釋劑＋助劑，要是從染料的化學結

構式教起。那麼多，學生是要怎麼背啊！大家都不會想上課了。基本結構一定要知道，而且都

查得到的，不要害怕，教得太複雜，你們也是鴨子聽雷的；話鋒一轉又幽默的對我們說，有句

廣告詞說〝衣服愈洗愈鮮艷〞，上了染整課，你們就會知道，這根本是違反自然，欺騙消費者

的。教授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吸引我們去了解深奧的染整世界。

這次豐富的課程內容上完，有些意猶未盡，雖然不可能說馬上就什麼都懂，但是收穫良

多，俗話說得好：「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林清安教授指點了我們紡織的知識和方向，

再來還是要靠我們在紡織的大海中，去體會市場面和實務面，希望公會之後也會安排一些相關

知識的課程，有機會讓我們再進修和學習，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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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充電，更紮實了紡織的專業

東肯企業有限公司 李佳蓉

首先在這裡再一次謝謝林清安教授 ,在這 6周的時間內從 8/1、
8、15、 22、29及 9/5，週週都是一早從台中搭高鐵，將紡織的專業

知識傾囊相授。我還要謝謝主辦單位：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的

安排，有此平台讓從事紡織的我們，有進修的機會。更重要是謝謝

公司讓我們來參加這個課程。

紡織兩個字，包含了非常多的產業，個人年輕時就是從事紡織

這一行，從成衣開始做，做了 14年，從頭到腳的成衣、毛衣都涵

蓋，因為在日商公司上班，只要是成衣的訂單都接，所以有機會參與國內紡織的製造與生產，

從布的裁剪、車縫、加工至裝船出貨，接著工作轉換做了 3年布，長纖及短纖的布料出口再到

現在生產襪子的東肯企業，職涯都在紡織這個行業內滾動多年。

雖然都是在紡織行業工作，而且長年下來所累積的工作經驗不少，但因為非本科，即便做

中學、前輩的分享等，就像拼圖般，有缺片而不完整，所以一開始收到有此課程資訊，滿心期

待。

這一次的課程讓我個人將以往所學所知做了一個總複習，重新充電，更紮實了紡織的專

業。

學無止境，課堂中感謝林教授從基礎概念的纖維說起，A系列在紗線的知識裡一點一滴傳

授給我們，讓我們知道高分子聚合體、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的製程、合股合撚紗的製作原理，

還有棉紡紗工程的程序，除了理論外，加上林教授個人的實務經驗說明，每次來到課堂的休息

時間林教授都捨不得休息，深怕時間不夠，台下的我好努力也好吃力的跟隨林教授的進度上

課。

在第二階段 B系列，對於交織（梭織）針織織造工程，針織機的經編、緯編、經行緯列又

是花很多力氣說明，雖然內容很多，但老師總會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課前準備老師比學生

還認真，真是佩服老師的專業。

最後C系列的課程，針對染色、印花與整理加工，首先讓我們了解色料和顏料的差別，再

漸進式帶入染色的基本原理，接著跟著老師的腳步，即使不是做染整工作的，也能漸入佳境聽

懂老師所說的〝先聽再說〞，當下無法馬上理解，尤其是各類紡織物的染色工程，日後若還有

機會希望可以再聽一次，例如染料與纖維的結合、染料和纖維、染料、水、溶劑或助劑等之間

互相影響及吸著作用的離子鍵、共架鍵、配位鍵及分子間作用力等。由於堂數時間不夠長，難

在我們沒基礎，這本書是這麼豐富，希望C系列可以再多上一次。

織物的染整也是密密麻麻的區分，不同的材質有不同的前處理工序，上完課，心裡有一個

期盼，希望從事紡織的人能夠有持續力及續航力，繼續在紡織業努力，因為擁有專業基礎的知

識和技能，才能在自我的崗位上工作順利與大家共勉之～一起加油來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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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得先機、織向全球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葉揚甲

「銀行？為什麼會想要參加紡織業的課程？」這是在銀行從業的

我，最常被紡織業界先進問到的一句問候。其實，身在銀行「產業

研究」部門，無非是希望能夠洞悉產業脈絡、判斷未來趨勢，並在

各行各業中，率先發掘值得耕耘的機會，或是應避開的潛伏威脅。

前述之目標，過往一般被認為可以透過閱讀專業機構分析報

告，或是參與學術單位研討會，以及上市、櫃紡織企業舉辦之法說

會等途徑，累積自身專業而達成。然而，殊不知這些有的是特定技

術主題，有的是整體產業範疇，更多的是，著墨在產業鏈中的某一環節，對於紡織體系外的人

而言，要把點散式的資訊，連結成線再擴及成面，最終進而將其理成一套知識脈絡，困難重

重。

所幸，此次紡織人才培訓課程涵蓋範圍甚廣，從纖維紡絲（紗）、到交（梭）織、針織，再

到紡織品染色、印花等工程，全部都納在一本逾 500頁的紡織產業工程入門教材之中，搭配編

撰本書的林清安教授親自講解與補充說明，總計 36小時（還有 3次考試）幾乎已等同於 2～3學

分的大學進修課程規格。誠如葉乙昌秘書長所言，這堂課完全可以學習到紡織「業界的話」，

而且在系統性的教學引領下，吸收的知識比原先預期獲得的還要更多。對於林教授的知識傾囊

與教學熱誠，衷心感謝、佩服。

接觸一段時間後發現，其實紡織業一點都不黃昏，各式各樣的研發、創新都在一點點改變

著你我每天穿著的服飾，那麼稀鬆平常卻又深刻，或許紡織業更像吸引眾人爭睹的「懸日」吧。

在此，謝謝白燿東部長、涂忠正科長兩位長官給予產業研究人員的支持與栽培，永豐銀行秉持

「以金融成就美好生活」的願景，希望可伴隨紡織業界先進們，「紡得先機、織向全球」。

學習放慢腳步，感受「慢」的樂趣：

慢食，可品出食物的甘甜美味；

慢行，能欣賞到路邊美景；

慢讀，讓人更貼近作者思維；

慢「用」：堅持不浪費，包括食衣住行所需、金錢及能源──「樂活」。

放慢腳步，生活中不再有「趕時間」、「超額消費」……的壓力；使神經鬆弛平

和，常運動，睡眠充足，不樂活也難。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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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選拔報導

本會 林昱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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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年來計有 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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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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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組長輝嵩（經濟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

林科長華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貿易發展組）、陳副主任佳容（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

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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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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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位絲織業傑出從業人員，當選名單如下：力鵬企業公司李專員貴秋、弘裕企業公司陳領班

褕潔、台灣富綢纖維公司徐工程師文光、福懋興業公司張副廠長崇浚、偉全實業公司錢股長春

松、大宇紡織公司李股長文寶、和友紡織公司王股長慶彰、春茂實業公司簡副課長美杏、東纖

精密工業公司張課長梅珍、國紡企業公司蘇課長展義、東豐纖維企業公司林處長明旺。

以上得獎人，為表隆重，預訂於108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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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傑出從業人員評選活動結束後評審委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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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絲織業優良外勞表揚報導

本會 李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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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本業外籍勞工之工作士氣與敬業精神，並協助同業做好管理工作，本（108）年度續舉辦絲

織業優良外籍勞工之推薦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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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位，名單如下表，為表隆重，預訂於 108年 11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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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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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森先生
MR.TOLENTINO NELSON ABROGAR

菲律賓
PHILIPPINES 34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O YU TEXTILE CO., LTD.

泰瓦先生
MR.SEETHA THAWAT

泰國
THAILAND 37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HO YU TEXTILE CO., LTD.

阮青倫先生
MR.NGUYEN THANH LUAN

越南
VIETNAM 2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M YUE ENTERPRISE CO., LTD.

陳穩先生
MR.TRAN VUNG

越南
VIETNAM 26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HONM YUE ENTERPRISE CO., LTD.

迪一先生
MR.DE GUZMAN,MARC LEE VIERNES

菲律賓
PHILIPPINES 26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I PENG ENTERPRISE CO., LTD.

陳春慶先生
MR.TRAN, XUAN KHANH

越南
VIETNAM 35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I PENG ENTERPRISE CO., LTD.

蒂朋先生
MR.PRASERTSRI RITTIPHON

泰國
THAILAND 40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TAFFETA CO., LTD.

坤山先生
MR.BOONSAMAK KHMSAN

泰國
THAILAND 29 日禕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SUN SHINE TEXTILE ENTERPRISE CO., LTD.

卡諾瓦小姐
MS.KANOKWAN LAENGLA

泰國
THAILAND 26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LOVETEX INDUSTRIAL CORP.

阮氏荷小姐
MS.NGUYEN THI HOA

越南
VIETNAM 25 春茂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FANCE INDUSTRIAL CO., LTD.

多沙先生
MR.TOSA FEBRIANTO

印尼
INDONESIA 21 東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ORIENTEX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尼羅先生
MR.ESTOPA NILO CARISUSA

菲律賓
PHILIPPINES 43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TUNTEX INCORPORATION

陳德勝先生
MR.TRAN TAT THANG

越南
VIETNAM 31 力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RI-THAI INTERNATIONAL INC.

杜氏喬莊小姐
MS.THI KIEU TRANG

越南
VIETNAM 26 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ISHER INDUSTRI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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