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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狀病(COVID-19)疫情所影響，全球國際展會及活動陸續宣布延期或停辦。在疫情尚未明朗化的

此刻，許多拓銷活動與展覽採用數位平台的方式，幫助企業爭取後疫情商機。根據 2019年 Internet Trends 

報告指出目前網路人口數量高達 38億，已超過全球人口數的一半，網路行銷正逐漸取代傳統的商業模式。 

 

紡拓會時尚行銷與技術處多年來在國貿局支持下，積極協助通過臺灣機能性紡織品認證業者開拓國際市

場，每年辦理多場海外聯合行銷推廣活動讓廠商順利與國外買主接軌。為了幫助紡織業者在這波疫情影響下

能利用數位行銷工具持續開創商機，除了透過優化臺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官方網站，更擴增全新商洽專區-臺

灣紡織品數位行銷平台 TAIWAN TEX SOURCING (TTS)。     

 

TAIWAN TEX SOURCING平台採響應式介面設計，瀏

覽不受任何裝置限制，每個供應商均能擁有獨立線上空間，

展示產品可自訂主題分類，同時享有專屬客製化電子型錄發

送給潛在買主。買主也能從平台裡的即時索樣需求及線上留

言等互動功能提高採購效率。平台行銷推廣依產品功能、生

活型態及配合展會活動建立系列專區便於買主快速瀏覽，定期分析後

台數據提供業者市場採購趨勢及最新商品資訊，另以精準行銷直推買

主商洽模式，提升市場商機。透過實體展會與數位行銷平台虛實整

合，供應商與買主於展前即可藉由平台展會活動專區進行互動，促成

合作機會。 

 

紡拓會臺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服務帶領廠商與買主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有效掌握商機。歡迎臺灣紡

織業者踴躍加入，享有海外行銷拓展的機會!                   

 
-聯絡我們-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時尚行銷與技術處 蔡卓穎 專員/陳怡帆 專員 
電話: 02-2341-7251 #2539/#2534 
Email: sabrina_tsai@textiles.org.tw /amychen@textiles.org.tw           AD by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紡拓會推動響應式紡織品數位行銷平台 
                        
臺灣機能性紡織品驗證 領航業者接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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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以寶特瓶圖像結合循環箭頭的視覺動向，將魚的圖
案保護在循環的空間之中，創造寶特瓶回收再生開發所
堅持的環保精神，此外，亦包含了珍視海洋生命的理
念。色調以大眾們所認知的海洋色，藍色系列為主，並
搭配相近色和漸層色營造柔和的視覺感受，期望循環經
濟將能為未來生活開創友善且永續的道路。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七

環保紡織品開發經驗分享

─寶特瓶環保回收再生做法與應用

後疫情時代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與因應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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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織布產業回顧與2020年展望



N O . 1 1 3
15

林清安

66

 ▲ 理事長的話─後疫情時代紡織產業發展
趨勢與因應策略思維                       P.16

 ▲ 遠東新世紀公司莊國宏經理等人演

講分享「寶特瓶環保回收再生作法

與應用」                                     P.19

 ▲ 109 年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

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                 P.44

 ▲ 3M 公司陳君杰技術長講述「3M 創

新文化與新產品開發管理」       P.49

 ▲ 呂俊德老師與學員於「紡織業主管

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結訓典禮後

大合照                                        P.76

「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活動報導及學員心得 (上 )

本會赴鴻佳啟能庇護中心及

朝興啟能中心訪問

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

研習聯誼活動紀要

張家華

葉乙昌、林昱馨

李維

76

77

80

74

72

主管不可能全天候在廠待命，必須設定制度化

對上要使他們安心，成為一個優秀的輔佐者，

對下則是要成為他們的領導者

呂老師在管理階層豐富的經驗，讓學術模型

更貼近管理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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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索 引

纖維難燃機構簡介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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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織布產業的品牌客戶以歐美運動

及戶外品牌為主，隨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於中國

大陸爆發，2 月底疫情瞬間於歐美地區快速

擴散及蔓延後， 各國政府開始執行「禁足

令」、關閉非必需品商店、實施社交距離等

措施，以避免疫情擴大。歐美消費者無法出

門而缺乏購衣的動機，需求驟降，而 NIKE、

Lululemon、The North Face、Columbia、Under 

Armour、adidas、GAP 、J CREW 及各百貨公

司等實體服飾店面也配合防疫政策暫停營業

數周，歐美零售市場瞬間面臨「急凍」，台

灣織布廠的品牌客戶也紛紛遭延遲、暫停

或取消訂單，如此急遽的衰退幾乎是前所未

見，更是始料未及；最嚴重時台灣織布廠商

平均開機率幾乎不到 50%，至 2020 年 5 月開

始客戶詢價漸增，然訂單並無顯著增加，各

廠仍保守看待未來復甦狀況。此現象對台灣

織布廠 2020 年第二季以後的訂單影響甚鉅，

影響層面可能延續至今 (2020) 年底甚至明

(2021) 年第一季，因此，2020 年可以說是台

灣織布產業近幾十年來情勢最嚴峻的一年。

依據紡織所 6 月 22 日發表的「台灣紡織

產業因應疫情危機之未來發展調查」報告，

特將疫情對紡織產業的影響、當下企業採取

的因應措施、後疫情時代企業營運策略的調

整方向、產業環境的發展趨勢、關鍵需求與

發展策略思維等摘要報告如下，敬請同業先

進卓參賜教。

後疫情時代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與因應策略思維

 ▲ 本會理事長 莊燿銘

一、 COVID-19 疫情對全球服裝零售市

場及紡織供應鏈的影響

因服飾及鞋類並非生活必需品， 預估

2020 年零售產業額成長率將減少 15~30%，

衰退幅度排名第三，僅次於奢侈品 (Luxury 

Goods) 及 個 人 用 品 (Personal Accessories)。

另 也 衝 擊 全 球 紡 織 供 應 鏈， 導 致 全 球

紡 織 公 司 訂 單 平 均 減 少 41%( 調 查 期 間：

2020/4/16~28)，營收平均減少33%。

二、 疫情下的衝擊及企業的因應措施

( 一 ) 全球疫情蔓延之後，2020 年第二季訂單

有高達 94% 廠家衰退，半數以上的廠家

衰退幅度大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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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主要客戶對供應商訂單取消、縮減、暫

緩或延後出貨、延後付款、要求折扣的

比重逾87%。另有9% 徵詢防疫物資。

( 三 ) 企業採取的因應措施主要包括

1. 與客戶協商訂單調整或付款條件。

2. 申請政府紓困方案。

3. 與員工協商減少工時。

4. 投入防疫物資生產。

5. 裁員案例佔少數。

三、 後疫情時代，企業營運策略的調整

( 一 ) 產能 / 生產基地調整：減少產能排名第

一。

( 二 ) 產品結構調整

1. 產品結構不因疫情前後有大幅度改

變：多數業者產品結構維持不變。

2. 生產防疫物資紡織品填補部分訂單損

失：部分業者「暫時性」生產防疫物

資紡織品，以填補空閒的產能。

3. 加速往高值產品發展：後疫情時代，

提供業者重新調整企業體質的契機，

放棄低毛利/ 大宗規格產品。

( 三 ) 數位工具的運用

後疫情時代，加速部分業者投入數

位工具的腳步，但部分業者受疫情衝擊

影響營收，而對數位工具的投資腳步趨

緩或轉為觀望。

( 四 ) 人力結構的調整

1. 人力結構不因疫情前後有大幅度改

變。

2. 研發、行銷、新專業領域人才的需求

家數最多：顯示企業持續朝向跨領域

及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

( 五 ) 客戶結構的調整

1. 多數公司期待爭取新客戶

2. 除原營運產品以外，也希望拓展新領

域產品市場。

( 六 ) 行銷模式的調整

行銷模式以維持原規劃的公司數量

最多，但期待透過數位工具或數位行銷

的方式強化公司產品銷售的企業也不

少。

四、 後疫情時代產業環境的發展趨勢

( 一 ) 整體消費市場

1. 增加網際通路消費。

2. 具防疫、生物安全防護機能的紡織品

需求增加。

( 二 ) 品牌客戶端

1. 增加網際通路、加速數位轉型。

2. 推出安全防護等專業新產品，如：口

罩可能成為品牌配件的新產品線之

一。

( 三 ) 全球紡織供應鏈

1. 加速數位轉型或智慧製造。

2. 減少中國製造。

3. 在貼近市場的基礎下區域化與短鏈化

將提高，如：中南美洲就近美國供應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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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要具備「定靜」的涵養，切忌動輒心浮氣躁，如果能夠「大智若愚」地以寬容心

去看待周遭的人、事、物，不怕人笑傻，不怕人苛待，自然會內修忍辱，外結

好緣而遠離爭端，時時吉祥了。

良言

後學　

莊燿銘　謹識

2020 年 7 月

五、 後疫情時代產業關鍵需求與發展策略

( 一 ) 希望政府協助

1. 經費補貼， 以研發、 市場拓展為優

先。

2. 租稅減免。

( 二 ) 產業未來發展策略

1. 跨領域整合。

2. 優質平價。

( 三 ) 短鏈經濟的關鍵因素

1. 政府政策支持。

2. 建構資訊整合平台。

( 四 ) 法人研發方向

1. 超高機能技術，如抗菌防臭及安全防

護等紡織品。

2. 環保永續技術，如易分解及易回用等

紡織品。

3. 數位轉型技術，如智慧製造及大數據

分析等。

六、 台灣紡織業因應策略思維

綜合以上調查，於後疫情時代台灣紡織

業的因應策略思維酌列如下，敬請卓參。

( 一 ) 加速投入數位轉型

( 二 ) 研發高附加價值產品 ( 高階製造 ) 是維

持競爭力的關鍵

1. 規劃透過招募新專業人才、跨領域整

合等方式，朝高附加價值產品發展。

2. 技術研發方向：機能 + 環保 + 生物防

護。

( 三 ) 短鏈經濟趨勢的應對

1. 防疫型紡織品：透過政策的支持與引

導，彈性調整防疫型紡織品的台灣製

造。

2. 時尚 / 運動戶外紡織品：需在「貼近

主力市場」的基礎之下，才能滿足發

展短鏈經濟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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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新世紀成立於 1949 年， 至今已 71
年，當年是從紡織業開始，目前集團內有

249 個公司，總員工數超過六萬人，業務範

圍涵蓋石化、紡織、百貨、旅館、電信、運

輸、金融、教育、醫療、建設，2019 年營收

約 250 億美元，其中石化和紡織的營收占全

公司營收約 30%，是集團主力。

重視地球暖化的議題

紡織品經貿資訊及永續發展推廣服務研討會由紡拓會、台灣區人纖製造、絲織、織布、棉

布印染、絲綢印染、毛紡、製衣、針織、織襪、不織布、毛衣及染顏料公會共同舉辦，邀請遠

東新世紀公司團隊就寶特瓶回收再生開發環保紡織品的經驗分享給業界。遠東新世紀是由黃全

億副總經理帶領鄭學博資深經理及莊國宏經理等人到場報告，以下為莊經理演講內容。

環保紡織品開發經驗分享 -
寶特瓶環保回收再生作法與應用

「台灣絲織業永續發展」系列報導之二十七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莊國宏經理 主講、黃全億副總經理 鄭學博資深經理 指導分享

顧問 許文賢 整理

 ▲ 主講人：遠東新世紀公司莊國宏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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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地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

遠東新世紀在三年前成立了一個跨單位的專

責單位，這個單位要決定遠東新世紀未來在

綠色方面要走的方向。

在紡織業的循環經濟方面， 莊經理說

明 了 Textile Exchange 到 2030 年 要 達 成 的 目

標。Textile Exchange 是由全球各大品牌和紡

織公司的要員組成，他們提出的方向就是全

球紡織業的方向，主要在紗線和材料方面。

Textile Exchange 提出的任務方向，要監督紡

織紗線和材料在生產過程中有沒有排放過多

的二氧化碳，目標是希望在 2030 年之前，可

以把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35-45%，終極目標

是要推動紗線和材料生產過程溫室氣體排放

做到碳中和，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於減少

量，為了大家的下一代著想，希望在 2050 年

地球暖化低於1.5℃。

去年 Textile Exchange 在溫哥華開會，有

來自全球 46 個國家的八百多個代表與會，其

中約有 270 位是來自各大品牌，而且當中有

41 位 CEO， 這些 CEO 參加了一個高峰會，

會後連署了一個聲明，他們的產品在 2025 年

之前，100% 要用回收材料製作。這對業界是

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此外，其他一些民生物

資是不是也有這樣的趨勢？

永續的趨勢

上表中從 Coca-Cola 到 Walmart，都訂出

要用回收 PET 取代原生 PET 的目標，且有很

清楚的時間表。不管是紡織產業或是其他民

生物資產業，對回收材料的需求非常殷切，

未來的這個趨勢也會持續增加。

歐盟也提出計畫，希望在 2025 年，裝飲

料的瓶罐 25% 要用回收材料製成，2030 年要

達到 30%，連歐洲政府都這樣做，可見未來

回收材料的需求量會非常高。

在紡織產業， 一些重量級的品牌， 像

NIKE 及 ADIDAS， 也 對 社 會 做 出 承 諾，

NIKE 在 2020 年 80% 產品會使用回收材料，

ADIDAS 的腳步更快，2024 年所有的商品要

使用回收材料。這些品牌政策的帶頭作用，

讓其他業者也跟著學習，紛紛宣佈一些環保

政策，2020 年整個市場的回收材料將會占

25% 以上。由此可見回收材料未來的市場需

求，那供應量會不會不夠？

PET 寶特瓶全球回收狀況

這個圖是 GCI 的一個研究，2019 年全球

PET 的產量大約 8,100 萬噸，其中，大約 30%

拿去做寶特瓶，大約 2,100 萬噸，我們要看

回收多少，目前全球的回收率大約 57%，約

1,200 萬噸，那沒有回收的大約 1,000 萬噸到

那裡去？大概會被當垃圾去掩埋或是燒掉

了。根據這些學者的調查，這些被回收的寶

特瓶，大約 56% 被運用在纖維，11% 用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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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12% 用在膠片，也就是在超市常見裝水

果的透明盒子，如果把這些寶特瓶埋掉、燒

掉，那就是垃圾，回收再利用就是資源，資

源或是垃圾完全取決於人們的選擇。

台灣回收鏈

 

在台灣是怎麼做回收的？在民國八十七

年環保署就有一個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透

過民眾在家裡做好垃圾分類，再把這些分類

好的資源結合地方的清潔隊、回收商和回收

基金把這些資源送到大的回收商，這是第一

步；第二步就是把這些寶特瓶送到洗瓶廠，

進入回收再用的流程，洗瓶廠把這些瓶子洗

乾淨後做成瓶片，再送到化纖廠做成 PET 的

子粒，這些子粒就可以重新做成瓶子再利

用。

莊經理特別說明兩個名辭，Down Cycle

和 Up Cycle，把瓶子做成一樣用途的瓶子的

過程叫做 Recycle 或是 Reuse，如果我們買了

一個名牌包包，用了多年後，價值可能只有

當初買時的 5%，如果把它修理後看起來像

新的， 可能可以賣原來價格的 30% 或 40%，

這種從低價變成高價的回收處理，就叫 Up 

Cycle；如果回收的東西沒有辦法經過處理

增加價值，只能做低階的用途，像衣物回收

後，把它刷成短纖棉再去紡紗，它的價值不

能和衣服比，則稱為Down Cycle。

台灣一年大概用掉 45 億支的寶特瓶，約

10 萬噸，幸好台灣有一個很好的回收機制，

回收率達到 95% 以上，全世界也只有兩個國

家達到這個水準，日本和台灣。這些回收的

寶特瓶到哪裡去？誰在做 Recycle？遠東集團

就在做，從大的回收業者手中把寶特瓶買過

來做回收再生，一年消化全台灣廢寶特瓶的

50% 以上。

永續生產技術

遠東運用回收再生的技術，把廢寶特瓶

做成粒子再做成寶特瓶，這是一個循環迴

圈，也可以把回收製成的粒子做成紗線再做

成衣服，但目前回收製成紡織品的技術，各

廠家都還不是很成熟，遠東看到這個趨勢，

就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 PET 是一個很好

的材料，非常容易被加工，而且便宜，大家

都很喜歡用，但是寶特瓶用完之後沒有好好

去處理就會變成災難。現在遠東已經找到寶

特瓶循環的出路，在衣服方面的循環還沒

有，所以遠東投入非常多的技術資源，目前

已經發展了三套技術，一個是 Dow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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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廢衣服變成短纖棉再紡紗，第二個可以

把一些材質粉碎做成粒子，用部分回摻的方

式，加到紡織製程中。最後技術性最高的

是，只要衣服或布裡面含有 PET 纖維，遠東

就可以把它分解出來，變成 PTA 和 EG，這

個是化學回收的技術，現在只是在等時間把

這個技術放大應用。

rPET 價值鏈

接著， 莊經理談到製程的方面， 在

Recycle PET 的價值鏈， 是從消費者使用過

的寶特瓶做成瓶磚，一個瓶磚大約四百公

斤，大概有 16,000-18,000 支寶特瓶，這些寶

特瓶送到洗瓶廠，會粉碎做成 Flake，再做成

Recycled Chips，目前遠東的 Recycled Chips 已

經達到食品級， 獲得 FDA 和 EFSA 的認證，

可以做飲料瓶或與食物接觸的容器的應用。

Recycled Chips 很多也拿去做紡織布料，

所以遠東也有像 SGS、TUV 等的認證，這些

都是要做溯源的管理，不會讓品牌商擔心。

遠東的 Recycle 產品也有自己發展的可

追溯技術，在產品中放入遠東的 DNA，如

果客戶想要知道這個產品是不是來自遠東的

紗，可以送到遠東去檢驗，但這樣可能不夠

方便，如果客人有所懷疑，可以送到公正的

第三方實驗室去檢驗，由實驗室出報告給客

人，看看這個產品是否來自遠東。

 

遠東做成的 Recycled Chips，客戶主要應

用在食品包裝材、非食品包裝材、膠片及射

出產品，最大部分是用在衣服和鞋子。遠東

目前和很多大品牌商合作非常密切，在飲料

方面是和 Coca Cola 及開喜，遠東的產品達到

食品級，又可以追溯，所以獲得許多大的運

動品牌的肯定。

FENC 寶特瓶回收處理流程

遠東的洗瓶流程可以分成四大步驟，洗

瓶、挑瓶、洗片和挑片。在清洗瓶子和瓶片

的過程中，水資源是不會被浪費的，遠東都

是循環使用，在每個步驟裡都還有很多工

序。

第一， 洗瓶階段， 先要鬆解瓶磚、 洗

瓶，還要脫標籤、吹除標籤。

第二部分是瓶身分類，瓶磚裡有來自不

同來源的瓶子，後端在做紡織品時，最怕會

有聚合度上的問題，所以要做好分類，會靠

儀器偵測來區分不同顏色的瓶子，而且要確

保其中不含金屬成分。除了儀器檢查外，也

要搭配人工作業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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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洗片過程中，要先把瓶子粉碎，泡在

水裡讓雜質浮出去掉，這個過程中會把瓶身

的 PET 和瓶蓋料 (PP) 利用它的比重不同，讓

PP 浮在水面上，就可以分開，然後洗片、脫

水。

脫完水後的瓶片進入最後一個階段的檢

查，把雜色的分開，再做一次金屬探測，以

避免還有金屬在其中，影響後道工程的進

行。

TOPGREEN® PCR 酯 粒 生 產 可 減 少 
63% 碳排放

Virgin polyester 是 從 PTA 和 EG 開 始 做，

是化工的流程， 生產一公斤的 PET 會排放

2.83 公斤的 CO2，用回收寶特瓶來做的話，

只會排放 1.03 公斤， 能夠減少 63% 的排放

量。

很多紡織同業會嫌 Recycle PET 比較貴，

在織布的過程中，可能會減少使用量，也許

只用一半或更少，其實在大家設計時可以思

考，這樣做對減少CO2 排放有多大的貢獻。

PCR rPET 減少大部分 CO2 排放

這個圖顯示各種纖維的 CO2 排放量，表

中的 BioPET 和 PLA 的排放量和 Virgin PET 差

不多，這些都是來自生質材料，生質材料

來自植物，在生長過程中會吸收 CO2 和硫化

物，那它在減少 CO2 排放上面的表現為什麼

還那麼差？重點是，材料本身是環保的，但

是製程中聚合要耗用很多能源，因此目前

只能用到 30% 的 Bio，另外 70% 還是用 Virgin 

PET，所以在CO2 減量的表現不是那麼好。

遠東做 Recycle Chip 的經驗

 洗滌過的產品是瓶片，大約 60% 是透明

片，30% 是綠 / 雜色，另外 10% 是瓶蓋料 PP

和標籤 PE，但要回收再做寶特瓶只能用透

明的瓶片，做長纖也只能用透明的瓶片，因

為染色方面的要求很高，而且一定要做成子

粒，因為多了一個過濾的製程，在中國是直

接用瓶片做成長纖，其實那樣對品質會有影

響的。透明的瓶片做成子粒後可以做成膠

片，用在食物包裝，子粒也可以做成纖維再

用在布料，做成衣或鞋子，此外，還可以做

成防水透濕薄膜。

目前很多防風防雨的外套還都是用 PU、

TPU 或 TPFE，這些材質不是很環保，尤其

和 PET 布貼合後拿不掉，如果是用聚酯系的

膜，將來這件衣服要回收時就容易很多，這

是透明瓶片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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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 雜色的部分， 遠東是拿去做短纖

棉，可以做成汽車或是絨毛玩具的填充材

料；瓶蓋部分可以做成塑膠棧板，射出成型

做成儲物盒。在遠東的回收體系中，一支寶

特瓶進來後，幾乎是100% 回收再用的。

纖維生產流程對照

莊經理接著談到遠東生產長纖紗的流

程，Virgin polyester 用 30% 的 EG 和 70% 的 PTA

經過酯化聚合做成 PET 的 Polymer，如果是透

過管路直接送到紡絲機，做成 POY 或 DTY，

這樣的流程通常稱為 CP 或是連續製程。如

果沒有直接送到紡絲機，就會把它冷卻、切

粒後裝袋進庫，要用時再拿出來乾燥後去

紡絲， 這種流程稱之為 Batch Process 或 Chip 

Spinning。

在 Recycle 的製程裡面，瓶片沒辦法在管

路內輸送，所以要做成 Chip，之後就和 Batch 

Process 一樣的流程進行紡絲。

現在很多品牌商都要轉用 Recycle， 但

為了避免成本變高， 就希望 Recycle PET 和

Virgin PET 是同樣價格。這其實是不公平的，

他們通常是拿 CP 的 Virgin PET 的價格來和

Batch Process 的 Recycle PET 比較， 其實兩者

的計價基礎根本不一樣，大家瞭解這一點之

後，以後和品牌商議價的時後，會有一個比

較清楚的立足點。

 遠東的 rPET，做成絲 TOPGREEN®，它

的丹尼數，POT 可以從 30 到 250 丹，DTY 可

以 從 20 到 600 丹，FDY 可 以 從 50 到 210 丹，

ATY 可以從 100 到 420 丹， 這在一般成衣使

用的範圍內；單纖的丹尼數從 0.5 到 3.2，也

在一般成衣和運動鞋使用的範圍內；纖維斷

面方面，有圓形、十字形、八角形、花瓣

形、心鞘形和 Side-by-Side 等等；光澤方面，

從全亮到超鈍，每一種都有；至於染色部

分，有分散性、陽離子染 CD，這是 Recycle

的 CD，不是一般的機械法回收能生產的，

需要不一樣的技術，還有 Heather，原液染

色 Dope Dye 方面有各種色紗；機能性方面和

Virgin PET 差不多，Virgin 有的 rPET 都有，如

溫濕度管理、抗紫外線、難燃、消臭及疏水

等等功能都有。在應用方面，針織、梭織、

襪子、包紗、紗染。整個紡織業都可以用。

TOPGREEN® 不只有長纖，短纖紡紗的產品

變化更多，應用範圍很廣。

TOPGREEN®  Memb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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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GREEN® 做成的 100% 環保回收透

濕薄膜 TPEE，是全世界第一個用聚酯系做

成的透濕薄膜，防水性和透濕能力可以達到

10,000/10,000。現在很多大品牌都指定要用

這個產品， 像 Timberland 的鞋子 TimberDry

就是用這個薄膜。

TPEE 生產流程中，前面和一般的生產

線一樣，將寶特瓶粉碎成瓶片，解聚後再

聚，加入一些親水的材料讓它可以吸水和透

濕，然後用吹膜的方式做成薄膜，就像吹塑

膠袋一樣，只是比較大，約六層樓的高度，

再捲取，就可以拿來貼合。

TOPGREEN® 特色

TOPGREEN® 從原料到紗線，都是一條

龍的生產線，遠東有自己的洗瓶廠、造粒

廠，在瓶子的來源的政策是在地取得，因為

各國政府都有禁廢的法令，身為供應商，必

須支持品牌的成長計畫和環保計畫，所以，

遠東也在國外設廠，如日本、越南和菲律

賓，就地取材，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提高產

能，因應客戶對Recycle 的需求。

在洗瓶方面，遠東有自己的洗瓶技術，

台灣的工廠最早叫台灣再生，遠東接手後改

成亞東創新，現在改名叫亞東綠材，三十幾

年前剛開始時的技術可能沒那麼好，經過遠

東技術投入後，現在已經很好了，如果要在

海外擴廠，這個技術可以很快的轉過去應

用。

在生產流程方面，遠東可以把整支寶特

瓶全部回收利用，知道怎麼去挑選來符合下

一道工程的需求。做成瓶片之後，再做成回

收子粒，在新埔的化纖總廠生產量非常大，

做好後會把大量的子粒充分混合後再進入下

一步的運用。每一支寶特瓶其實都長的不一

樣，冬天和夏天用的材質又不一樣，夏天裝

的是水或碳酸飲料，冬天是茶或是果汁，所

以，寶特瓶的物性是不一樣的，遠東非常注

重這方面的管理，不同批的子粒要大數量充

分混合，把一些變異消除掉，讓品質均一。

遠東生產聚酯纖維已經超過 50 年，知道

怎麼做好的 Virgin PET，也知道怎麼做好的

Recycle PET，所以，現在生產的 Recycle PET

和Virgin PET 一樣好。

案例分享

莊經理最後介紹幾個案例，首先放映了

一個國家地理頻道的影片，有關遠東集團

和 ADIDAS 及 PARLE 合作的海洋塑膠回收計

畫。



N O . 1 1 3
26

專題報導

 ADIDAS 大家都很清楚， 而 PARLEY 是

一個非營利的海洋保護機構，成立的宗旨是

AIR，Avoid、Intercept 和 Redesign，他們發現

在很多小島國家用了很多寶特瓶，但是沒有

良好的回收機制，所以很多寶特瓶都流到海

裡去，PARLEY 到當地建立回收機制，同時

教育當地的民眾，避免讓寶特瓶流入海洋。

PARLEY 收到的寶特瓶要再利用，需要找一

個可靠的夥伴來合作，便找上了遠東。

 

為什麼要重視海洋的問題？寶特瓶一旦

流入海裡至少 450 年內不會被分解，目前海

裡的寶特瓶串在一起，可以繞地球 400 圈，

可見海洋中有多少塑膠垃圾，主要是飲料

罐、蓋子、塑膠袋、吸管、煙頭及杯子等。

有些學者專家預測，一年大概有八百萬

噸的塑膠垃圾被倒進海裡，這種汙染狀況再

不改善，到 2050 年，漁民出海只能捕到垃

圾。我們能做的是，首先減少一次性消費

品，然後回收使用，另外再淨灘，清理海洋

的工作。

PARLEY 最開始送來的瓶磚貨櫃裡面大

約裝了 8 噸寶特瓶，經過遠東教導如何壓縮

來節省材積，提高運輸效率，現在一個貨櫃

已經可以裝到20 噸了。

因為 PARLEY 以往都是處理一些小島國

家收來的寶特瓶，瓶子的清潔度非常差，遠

東必須依照來源做好分類，以免生產過程中

對品質造成影響，這樣的管理也非常重要。

其實生產的流程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

洗瓶的過程，因為它的清潔度不如國內回收

的，甚至還有貝殼在瓶子裡。做出來的瓶片

到後面還是和遠東一般的回收品一樣，做成

紗、織成布、做成衣服或鞋子。

整個計畫從 2015 年開始運作，第一年的

成果只有 50 雙鞋子，可以想象當時遠東是

如何不計成本的投入這個計畫，但是也獲得

了 ADIDAS 的認同和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

義的事。這個計畫到去年的產量已經可以做

成 1,100 萬雙鞋子，從上面這個圖可以看到

成長的情形，從 50 雙增加到 1,000 萬雙以上。

2020 年遠東也為 ADIDAS 設計了更多款式的

衣服和鞋子，可見這個計畫成長的非常好。

海洋塑膠不只可以拿來做衣服和鞋子，也可

做成信用卡、水瓶、太陽眼鏡，當然，時尚

流行的手提袋等用品也可以做。

 



N O . 1 1 3
27

專題報導

  

這個計畫從 2016 年到 2019 年已經減少

了 3,000 噸的塑膠垃圾流到海裡，這 3,000 噸

的海洋廢料已經轉變成 1,700 萬雙新的鞋子，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今年遠東還會持續推

動這個計畫，希望能把更多的海洋廢料變成

更好、更有用的產品。

原來獲得賞識很簡單，養成好習慣就可以了；

原來出人頭地很簡單，吃點虧（多努力、不計較）就可以了；

原來要擁有漂亮很簡單，只要不生氣就可以了；

原來培養孩子很簡單，讓他吃點苦頭就可以了；

原來尋找成功的方法很簡單，從一數到十不要跳過就可以了；

原來掌握命運的方法很簡單，遠離懶惰就可以了；

原來脫離沉重的負荷很簡單，放棄固執成見就可以了；

原來當天使很簡單，只要實實在在去做就可以了；

原來快樂很簡單，擁有少一點就可以了；

原來人生也很簡單，只要能懂得「珍惜、知足、感恩」，你就擁有了生命的光

彩。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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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務人員應有的基本思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英宗宏 博士

台灣紡織產業的業務部門歷經了數十年的演變，從全棉紡織品

一直到機能性布料，所使用的銷售方式大致上都雷同，最近 10 年逐

漸重視行銷的方式，因為台灣是以代工為主，所以品質、交期、價

格是業務活動的核心思維。但是國際市場訊息萬變，業務人員必須

要隨時調整基本思維來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本篇文章將從最基

本的概念開始探討，希望從傳統的業務思維中激發出不同的思考方

向，增強業務人員本身的能力。以下就針對幾個基本的概念來進行

說明。

你賣商品還是產品？

業務人員必須很清楚什麼叫做產品語言？什麼叫做商品語言？因為絕大部分的業務人員在

進行紡織品推廣的時候，出發點都是以製造商的角度，所以著重點在於產品本身所具備的技術

及知識。產品與商品的差別，在於產品是沒有包裝的原始狀態，商品是經過包裝的產品，因此

所需呈現的內容截然不同。例如業務人員會提到產品的生產過程當中，採用多少新的技術；或

者是說利用顏料加上少量水洗的技術，讓布料產生舊舊的感覺，可以減少大量的水資源；或者

是使用新的 PP 透溼防水膜，可以減少能源的浪費；或者是運用玉米纖維可以讓布料有生物分

解的效果；或者是使用微膠囊的技術，將一些香料包覆在微膠囊裡面，讓布料產生特定的味道

等等。利用很多冰冷的數字或者是新的概念來堆積布料的附加價值，通常是屬於 B2B「產品」

的話語。業務人員也可以使用客戶的客戶 ( 也就是消費者 ) 聽得懂的描述，所謂 B2C「商品」語

言。舉一個例子，最近這幾年環保性紡織品受到市場極大的重視，愛迪達甚至對外宣佈在 2024

年要全面使用回收的紡織原料，所以在進行推廣的時候，一般的業務人員會將整個環保紡織品

的生產流程加以介紹，並且計算生產過程當中可以省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在生產過程當

中工廠可以省下的能源來標榜綠化的程度，但是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業務人員應該將生產過程當中所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數目字，轉換成消費者可以了解或是

感受到的狀態，在商品語言與產品語言的搭配下，更可以提高國際買主的感受度，畢竟他們也

是消費族群。

你是行銷還是銷售人員？

紡織業對於行銷 (marketing) 或者是銷售 (sales rep) 兩者工作內容的認知有些不同。行銷指的

是後端的企劃，銷售指的是前端的推銷，兩者最大的差異是行銷人員大部分時間不會接觸到客

戶，但是銷售人員則反之，舉凡參展、客戶來訪、出國拜訪客戶等，都必須面對客戶進行公司

 ▲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英宗宏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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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介紹、接單、出貨、客訴等業務範圍。有些企業對於兩者並沒有大的區別。公司規模小

的業務人員必須兼做行銷人員，公司規模大的則是同時擁有業務人員以及商品行銷企劃人員。

對於台灣的紡織企業來說，應該在產品 / 商品行銷方面多給予資源，畢竟代工的本質已快速的

失去國際市場的目光。

你是優秀紡織業務人員？

紡織產業所談到的超級業務，通常都是說接單的能力十分的強。要成為一位超級的業務人

才其實很簡單，只要告訴客戶任何他們所購買的紡織品，公司都可以生產，而且價格低於目前

他們所購買的紡織品 10%，相信如此訂單將會應接不暇。或許有人認為公司一定虧錢，但是事

實證明卻是未必。其實一位優秀的業務人才，除了處理一般性工作之外，還必須具備相當的技

能以及內涵。紡織業務人員一般工作流程包括：報價、接單、處理信件、公關、參展、生產製

作、品質確保、客訴處理等數十項，都是可以經由時間來鍛鍊，而一般的企業也是如此的訓練

業務人員，但是對於內涵、國際視野與局勢變化、經營策略等方面是嚴重缺乏的。例如：業務

人員都可以把公司的產品解說的很好，但是極少數的業務人員可以將介紹公司這種看似簡單的

工作表現的很好，更不用說讓客戶充分的了解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所以優秀的業務人員必須十

項戰技齊全，因為站出去就是代表公司的形象。舉例：一位業務人員對於自己的品牌客戶的窗

口是否了解，除了對方的姓名之外，是否知道對方的生活狀況、婚姻狀況、子女狀況，甚至於

寵物！必須要有所了解，方是進行客戶公關 (PR) 的基本馬步。再例：客戶的顏色標準、對色標

準與方式等是否了解，客戶的 Color Menu 是否詳讀過、客戶的年度報告 (annual report) 內容是否

了解……等。所以成為一位處理例行工作的業務人員，時間就可鍛鍊成型，但是成為一位紡織

優秀業務人員，則是百中尋一，不可多得。

你是開發新客戶還是維繫舊客戶？

通常一位新的業務人員，公司都會分配小型的舊客戶，或是還沒有實績的新客戶，降低管

理上的風險。新舊客戶之間的資源分配是一件值得探討的議題。一般而言，公司的利潤 80% 都

是來自 20% 前段的舊客戶，所以管理企業前面 20% 的客人，是一件十分重要的課題，不過對於

很多的企業來說，尋求更多的新客戶也是業務拓展重要的一環，因為企業要增加營收，除了要

靠舊客戶之外，還是必須要有一定的比率是新客戶。許多的業務人員在管理客戶的時候，往往

會忽略掉舊客戶所能產生更高效益的概念，尤其是前段 20% 的客人。一個業務人員可以檢視其

客戶所下的訂單佔客戶全數訂單的比率是多少，如此就可以知道對於一個好的客戶是否還有更

深入合作的機會。開發一個新的客戶所使用的資源是維持一個舊客戶的 5 倍，既然如此，在進

行業務拓展的時候就應該來評估舊客戶的新訂單潛力以及新客戶的訂單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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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研究開發還是應用開發？

台灣紡織產業的開發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不過比較可惜的大部分都是應用開發，而且就算

是有好的產品，還是沒有辦法透過包裝的方式，進行吸睛的推廣，也因此進入的門檻不高，無

法有限的阻擋國外競爭者價格的競爭。台灣布料的開發大部分是應用國內外的新藥劑或者是新

紗線，加上後整理加工技術來開發新產品，因為基礎來源都非企業本身擁有，所以較不具價值

性，只能有附加的價格。這一點負面的影響是：當企業的新產能量只是在應用方面，再加上沒

有商品語言的包裝時，國外的客戶很容易就有了刻板印象。台灣的機能性布料在全球受到歡

迎，原因不在於這些機能性的布料所具備的機能是別的國家不能做的，或者是說台灣獨有的，

而是說台灣在品質、交期、價格、設計上面比較有優勢，不過在東協組織、跨太平洋組織等的

影響下，台灣國內的紡織生產優勢還可以維持多久是需要密切觀察與因應的。

以上僅略舉四項紡織業務人員應有的基本思維供參考，而須細究探討的內容甚多。面對全

球市場的開放、數位行銷的興起、區域經濟整合的變因、智能製造與人工智慧、快時尚與專屬

時尚的衝擊、網紅經濟時代、生產供應鏈的破碎、L2L 當地供應的概念、機能性布料不確定的

未來等等，紡織企業如何來一一的突破，在困境中成長，真的是台灣紡織業2020 年的大課題。

（一）睡眠 7小時最養生。

（二）吃的順序：水果、蔬菜、五榖類，再吃不易消化的魚、肉。

（三）多樣、細嚼慢嚥，早餐多、中餐中、晚餐少 。

（四）排汗：1周 4次快走 30分鐘（早上），多喝水。

（五）早餐忌吃蛋白質、肉，因酸性易致白天精神不佳，以五榖雜糧為佳（加

番薯），三白（白米、白麵、糖）少吃。

（六）水果在早餐吃是金，中午吃是銀，晚上吃是垃圾，早餐前吃香蕉可清腸，

預防腸癌。

（七）適當的休閒。

（八）學到老活到老，擁有學習，擁有謙卑，自然會產生快樂。

（九）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感恩惜福，知足常樂。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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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台灣織布產業回顧
與 2020年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巫佳宜 研究員

摘要

台灣織布業的主要競爭優勢為上下游供

應鏈完整，並具有開發少量多樣、差異化紡

織品之優勢，2019 年面臨台商生產基地持續

轉移至東協國家等影響下，織布產業出口金

額較2018 年衰退6.44%，達62.27 億美元。

2019 年台灣織布產業面臨的挑戰包括：

（1）東協紡織供應鏈漸趨完整，及台灣規格

化產品訂單持續流失；（2）RCEP 即將簽署，

增加台灣織布產業的關稅壓力；（3）急短單

增加，提高台灣織布業經營風險。

台灣織布產業向以產品品質佳、具備多

樣性及差異化產品開發能力（特別是機能性

紡織品）及快速反應能力而贏得優勢，2019

年面對上述諸多挑戰，其因應策略包括：（1）

滿足品牌客戶對「研發創新」、「永續議題」

及「快速反應」等需求；（2）國內中小型織

布業者往差異化及利基型市場發展。

展望 2020 年，預估新冠肺炎疫情將衝擊

全球服飾零售市場，進而影響台灣織布產業

的營運表現。但待疫情趨穩後，全球服飾市

場主要趨勢仍將走向「永續性」、「數位化」

和「個人化體驗」等趨勢，特別是「永續性」

及「數位化」趨勢將仍是發展重點。

壹、產業現況

台灣織布業的主要競爭優勢為上下游供

應鏈完整，並具有開發少量多樣、差異化紡

織品之優勢，2019 年面臨台商生產基地持續

轉移至東協國家等影響下，織布產業出口表

現較2018 年衰退6.44%，達62.27 億美元。

一、 進出口分析

（一）布類之出口分析

2019 年布類出口依布種分為梭織、針織

及特種布（如不織布、地毯、浸漬塗敷加工

布、毛巾布…等）3 種，總出口值達到 62.27

億美元，較2018 年衰退6.44%（參見表1）。

表 1  2019年台灣織布產品出口統計

項  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織布 19.54 31.38 -6.05 25.79 -7.26 7.58 1.30

針織布 21.55 34.61 -7.27 23.39 -9.69 9.22 2.68

特種布 21.17 34.00 -5.94 29.26 -7.02 7.23 1.16

合　計 62.27 100 -6.44 78.44 -7.91 7.94 1.60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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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梭織布出口值達到 19.54 億美元，

占布類出口值比重 31.38%（參見表 1），若是

以胚布和成品布區分，2019 年台灣梭織胚

布的出口值為 1.73 億美元，占梭織布類出口

值之 8.9%，較 2018 年衰退 16.87%，出口量為

4.52 萬公噸，較 2018 年減少 14.36%；而梭織

成品布的出口值為 17.81 億美元，占 91%，較

2018 年衰退 4.84%， 出口量為 21.27 萬公噸，

較 2018 年減少5.60%。（參見表2）

表 2  2019年台灣梭織胚布及成品布出口統計

項  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織胚布 1.73 8.85 -16.87 4.52 -14.36 3.83 -2.93
梭織成品布 17.81 91.15 -4.84 21.27 -5.60 8.37 0.80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0年 3月。

2019 年特種布出口值達到 21.17 億美元，

占布類出口值比重 34%（參見表 1），其中浸

漬塗敷加工布之出口值達 7.98 億美元， 占

特種布類出口值之 37.69%， 較 2018 年減少

2.66%；毛巾布出口值為 1.7 億美元，占特種

布類出口值之 7.79%，較 2018 年減少 13.2%；

不織布出口值為 3.88 億美元，占特種布類出

口值之 18.33%，較 2018 年減少 8.43%，其他

特種織物出口值為 7.66 億美元，占特種布類

出口值之 36.18%，較 2018 年減少 6.25%。（參

見表3）

表 3  2019年台灣特種布出口統計

項  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浸漬塗敷加工布 7.98 37.69 -2.66 8.90 -7.09 8.97 4.77
毛巾布 1.65 7.79 -13.20 2.01 -14.71 8.21 1.77
不織布 3.88 18.33 -8.43 9.87 -4.94 3.94 -3.67

其他特種織物 7.66 36.18 -6.25 8.49 -7.31 9.02 1.15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0年 3月。

台灣針織布業擅長少量多樣化的彈性生

產，自 2015 年針織布出口值已超越梭織布

與特種布，成為我國第一大布類出口產品。

2019 年台灣針織布的出口值為 21.55 億美元，

占布類出口總值 34.61%，出口值較 2018 年衰

退 7.27%（參見表 1），其中針織胚布出口值

為 0.9 億美元，占針織布出口比重 4.04%，較

2018 年成長 9.30%， 出口量為 1.67 萬公噸，

較 2018 年增加 7.54%；針織成品布出口值為

20.69 億美元， 占 95.96%， 與 2018 年比較衰

退 7.86%，出口量為 21.72 萬公噸，較 2018 年

減少10.79%（參見表4）。

表 4  2019年台灣針織胚布及成品布出口統計

項  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針織胚布 0.87 4.04 9.30 1.67 7.54 5.21 1.64
針織成品布 20.69 95.96 -7.86 21.72 -10.79 9.52 3.29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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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類之進口分析

2019 年我國進口布類產品中， 以特種

布為最大宗，其進口值為 3.40 億美元，占布

類進口值 68.69%，較 2018 年衰退 5.10%，進

口量為 5.68 萬公噸。 其次為梭織布進口值

為 1.26 億美元，占布類進口值之 24.45%，較

2018 年成長 11.41%， 進口量為 2.22 萬公噸。

而針織布的進口值為 0.30 億美元，占布類進

口值的 6.06%，較 2018 年微幅衰退 3.66%，進

口量為0.34 萬公噸（參見表5）。

表 5  2019年台灣織布產品進口統計

項  目 出口值
( 億美元 )

比重
(%)

同期比較
(%)

出口量
( 萬公噸 )

同期比較
(%)

單價
( 美元/ 公斤 )

同期比較
(%)

梭織布 1.26 24.45 11.41 2.22 7.88 5.65 3.28
針織布 0.30 6.06 -3.66 0.34 -3.02 8.95 -0.65
特種布 3.40 68.69 -5.10 5.68 -6.64 5.98 1.64
合　計 4.95 100.00 -1.30 8.24 -2.97 6.02 1.71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 ITIS計畫整理，民國 109年 3月。

由 2019 年我國布類進口金額觀察，主要

進口地區大致與 2018 年相似，其中來自中國

大陸、南韓、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進

口地區及美國、德國、義大利、英國、法國

等歐美國家進口地區之進口金額均較 2018 年

減少。2018 年布料主要進口國仍以中國大陸

居首，進口值達到 19,367 萬美元，較 2018 年

衰退 1.3%，其次為美國 6,381 萬美元（較 2018

年衰退 6.14%）、 日本 6,271 萬美元（較 2018

年成長 2.80%）、 越南 5,924 萬美元（較 2018

年成長 30.43%）、南韓 3,218 萬美元（較 2018

年減少20.15%）（參見表6）。若是以產品別分

類，梭織布以中國大陸、越南和南韓為最主

要的進口地區；特種布主要進口國為中國大

陸、美國及日本；針織布則是以中國大陸、

日本和美國為最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表 6  2019年我國織布產品主要進口國家統計

國家名稱 金額 ( 億美元 ) 比重 (%) 成長率 (%) 重量 ( 公噸 ) 成長率 (%)

中國大陸 19,367 39.09 -1.30 46,380 -3.71
美　國 6,381 12.88 -6.14 1,741 -21.08
日　本 6,271 12.66 2.80 3,342 -8.47
越　南 5,924 11.96 30.43 14,665 3.20
南　韓 3,218 6.49 -20.15 5,232 -19.43
印　尼 1,684 3.40 22.73 4,085 22.00
德　國 1,037 2.09 -6.95 527 13.97
義大利 852 1.72 -11.05 770 -9.16
泰　國 645 1.30 -15.94 983 -9.35
英　國 298 0.60 -6.97 128 -8.93

馬來西亞 285 0.58 -4.96 1,159 -0.72
法　國 249 0.50 -18.87 70 -12.45
印　度 233 0.47 20.51 163 64.79
其　它 3,102 6.26 -2.21 3,124 13.44
合　計 49,546 100 -1.30 82,369 -2.97

資料來源：紡拓會統計資料，紡織所整理，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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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能分析

    由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和台灣

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廠織布機數量觀

察，2019 年 共 有 17,269 台 織 布 機（參 見 表

7）， 其中無梭織布機 16,903 台（佔 97.9%），

包括劍桅式織布機 4,015 台、噴氣式織布機

4,420 台、噴水式織布機 8,134 台，小鋼梭式

織布機 334 台；傳統有梭織布機為 366 台（佔

2.1%）。

表 7  台灣織布及絲織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廠織布機台數統計表

織　機　別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劍桅式織布機 4,142 4,166 4,186 4,133 3,989 4,015
噴氣式織布機 5,004 5,162 4,940 4,603 4,603 4,420
噴水式織布機 9,620 9,219 8,547 8,340 8,511 8,134
小鋼梭織布機 399 389 389 334 334 334
有梭織布機 433 355 320 471 419 366

合　計 19,598 19,291 18,382 17,881 17,856 17,269

資料來源：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2020/03）。

貳、面臨問題

我國織布業是我國紡織品最大宗的出口

項目，2019 年占我國紡織品出口值比重的

67.9%。2019 年我國織布產業出口值較 2018

年衰退 6.44%，達 62.26 億美元，推估此與全

球機能性布料生產供應鏈板塊往東協移動有

關。2019 年面對規格化產品訂單持續流失、

台灣未進入主要經濟國的免關稅貿易圈、急

短單提高台灣織布業經營風險等因素下，我

國織布產業的挑戰也愈來愈多。主要面臨問

題如下：

一、 東協紡織供應鏈漸趨完整，台灣規格

化產品訂單持續流失

近五年來在國際品牌客戶的要求下，台

灣織布供應鏈已逐步往東協國家移動，而

2018 年 以 來 的 美 中 貿 易 戰 及 2019 年 年 底

RCEP 成員國加速談判腳步等因素下，更加

速全球紡織供應鏈往東協移動的腳步，進

而使台灣規格化產品訂單陸續流失至東協市

場。

此現象對於具海外生產佈局能力的垂直

整合廠而言，可透過不同產區產品品項的調

節來因應，影響程度不大。但對於台灣本地

的布料貿易商及代工廠而言，規格化產品的

訂單將受到衝擊。

二、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即將

簽署，增加織布產業的關稅壓力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

家東協十國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澳

洲、紐西蘭等 15 個成員國於 2019 年 11 月完

成談判，原預計今（2020）年完成簽署。預

期 RCEP 生效後，具全球生產佈局能力的織

布大廠受影響程度不大，但會提高台灣織布

產業的關稅壓力而加速一般規格布種產能外

移，並使台灣織布代織廠（無對外貿易及海

外佈局能力的工廠）訂單受到影響。

三、急短單增加，提高台灣織布業經營風險

全球市場需求不確定性提高、電商平台

崛起、消費者需求朝向個性化等因素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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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客戶為降低庫存風險，下急短單頻率增

加，進而增加台灣布廠備料的風險，以及增

加開發與生產成本。

參、因應對策

台灣織布產業向以產品品質穩定、具備

多樣性及差異化產品開發能力（特別是機能

性紡織品）及快速反應能力而贏得優勢。以

下針對織布業者所面臨的挑戰，提出相關因

應對策：

一、滿足客戶對「研發創新」、「永續議題」

及「快速反應」等三主題的需求

（一）研發創新

研發創新是台灣織布產業維持國際競爭

力的根本，特別是當規格化產品訂單流往東

協市場後，根留台灣的織布業者更需強化研

發創新能量，創造出與競爭廠商的差異化，

以延續台灣織布產業的生命力。建議研發資

源較有限的中小型織布企業，可透過與異業

間的研發 / 策略聯盟，針對市場缺口研發對

應的創新產品。

（二）永續議題

在永續議題方面， 投入節水 / 節能製

程、採用無毒化學品、擴大採用回收材質已

是打入國際品牌供應鏈的「基本題」，特別

是目前在海洋「微塑膠」污染（超細纖維自

布料脫落流入海洋）及大量廢棄衣物淪落於

垃圾場等議題下，能夠提供有效解決方案

之供應商，則具有市場利基點。建議台灣

織布產業可朝向紡織品回收再製、提高產品

耐用性、降低紡織品微纖維脫落等技術點

投入研發，並結合具說服力的永續行銷故事

（Storytelling），創造出「綠色」亮點！

（三）快速反應

過去台灣織布業者已透過紡織產業群聚

特性，充分發揮「彈性生產」能力而打造出

快速反應的生產實力。但數位科技的崛起、

資訊更加透明後，單靠「彈性生產」已不足

以因應市場所需的快速反應能力。台灣織布

業者需持續投入數位轉型，善用數位自動化

設備、光學驗布系統、AI 圖像辨識、3D 服

裝模擬打版系統、大數據分析等數位工具，

以提高研發及生產效率，提升快速反應能

力。

二、國內中小型織布業者往差異化及利基型

市場發展

面對全球紡織供應鏈朝向「大者恆大」

的趨勢，國內中小型織布業者在難以切入領

導品牌供應鏈的情勢下，需積極轉往差異化

的利基型市場發展。

特別是受惠於數位科技導入，已造就許

多創新型新興利基品牌的崛起（如：美國實

驗型都會機能品牌 Ministry of Supply、荷蘭實

驗型戶外冒險品牌 Vollebak 等）。預期未來消

費市場仍將逐漸從「坐擁百萬顧客的市場，

轉移到百萬個小眾利基市場」，並形成眾多

以大量客製化為商業模式的新興利基品牌。

建議非以全球佈局為策略的中小型紡織

企業，需持續提升產品創新力，並透過國際

展會、國際媒體、大數據資訊整合平台等各

種管道，發掘潛力新興品牌，打入擁有「百

萬個小眾利基市場」的新興利基品牌供應鏈。

此外，中小企業亦可思考以既有技術能量為

基礎，思考其跨業應用於其他領域的可能性

（如：由運動及戶外用機能性布料，延伸至

工作服布料等），以找到新利基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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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展望

 2020 年織布產業展望分析如下：

一、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全球服飾零售市場，

並擴大影響台灣整體織布供應鏈

台灣織布產業的品牌客戶以歐美運動

及戶外品牌為主， 隨著新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疫情自 2020 年 1 月下旬於中國

大陸爆發，2 月底疫情瞬間於歐美地區快速

擴散及蔓延後， 各國政府開始執行「禁足

令」以避免疫情擴大，歐美消費者無法出門

而缺乏購衣的動機， 而 NIKE、Lululemon、

The North Face、Columbia、Under Armour、

adidas、GAP 、J CREW 及各百貨公司等實體

服飾店面也配合防疫政策暫停營業數周，歐

美零售市場瞬間面臨「急凍」，台灣織布廠

的品牌客戶也紛紛延遲、暫停或取消訂單，

此現象對台灣織布廠 2020 年第二季以後的訂

單影響甚鉅，影響層面可能延續至 2020 年底

甚至 2021 年第一季，預期 2020 年將可能是

台灣織布產業近十年來情勢最嚴峻的一年！

二、「永續性」、「數位化」、「個人化」

趨勢帶動新興商業模式的崛起

2020 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所擾，將

可能使品牌推出新商品或新商業模式的時程

延後。但預期待疫情趨穩後，全球服飾市場

主要趨勢仍將走向「永續性」、「數位化」和

「個人化體驗」等三大趨勢，特別是「永續

性」及「數位化」趨勢將可望有明顯的進展：

（一）永續性

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結束後，預期消費

者將會對生活型態重新省思，並使永續性議

題持續引導服飾品牌採用創新的永續材質、

提高供應鏈透明度、推廣紡織品的回收再利

用等趨勢。但原先眾人關注的租賃服務、二

手衣物轉售服務等新興商業模式，可能會受

此次疫情的影響，讓消費者而對「二手」物

品的接受度降低。

對應於與台灣織布產業的關係，在於如

何向品牌客戶證明永續材質的來源與可靠性

以及如何在供應鏈資訊透明度提高之下，仍

能與品牌客戶建構緊密的供應鏈合作關係。

（二）數位化

數位化科技已經帶動品牌改變與消費者

的互動方式，品牌運用數位工具，蒐集消費

者從商品瀏覽、試衣到購買等整個購物體驗

過程之相關數據，以利掌握消費者需求，並

提供更多專屬的商品建議。現階段而言，數

位化科技對於服飾零售商的應用範圍與影響

力似乎高於紡織製造業，但此次受新冠狀病

毒肺炎疫情的啟發，或將使未來品牌客戶與

台灣供應商透過數位工具（取代面對面拜訪）

進行雙方互動溝通的頻率增加。此外，數位

科技的跨大應用將可能影響品牌商的商業模

式，而此最終也將影響品牌客戶對台灣紡織

製造商的下單型態。

（三）個人化體驗

千禧世代後的消費者，對於個性化的產

品、個人化的消費體驗有更高的興趣。而受

惠於數位科技漸趨成熟，服飾品牌得以運用

大數據科技、機器學習等數位工具來蒐集與

分析消費者偏好數據，以利設計專屬的產品

和服務，滿足顧客的各種需求。而對應於台

灣織布產業的影響，即是未來少量多樣化的

訂單需求仍將持續增加。



N O . 1 1 3
37

經營策略與綜合運用

2019年中國大陸紡織產業回顧與 2020年展望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王冠翔 研究員

摘要

中國大陸 2019 年服裝市場規模略減 1%，

達 4,152.92 億美元，在進出口方面，也皆呈

現下滑的現象，主要來自於中美貿易戰及東

南亞紡織供應鏈崛起所影響。中國大陸政府

為減少因關稅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因此與美

方開始溝通進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期望降

低部份產業的關稅金額。

2020 第一季正逢中國大陸傳統春節假

期、市場關市、冬裝清倉、春裝上市銜接

緊密的重要時期。然而，受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影響，中國大陸內需零售市場出

現了長時間的運營停擺，第一季的平均營業

時間不足一個月，對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內

需市場的成交額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嚴重，造成中國大陸多處城市封城、工

廠面臨停工危機、歐美品牌客戶取消訂單

等，本文將以 2020 年第一季中國大陸紡織

及成衣業內需及外銷受疫情影響程度進行探

討。

一、市場規模

( 一 ) 2019 年中國大陸服裝市場規模略減

1% 達 4,152.92 億美元

根據 Euromonitor 的統計，2019 年中國大

陸服裝市場規模較上年呈現負成長 -1%，達

4,152.92 億美元。其中以運動服裝成長幅度

最大 10.3%，市場規模為 447 億美元。中國大

陸服裝市場以男女裝最為大宗，以 2019 年

為例，男女裝佔整體中國大陸服裝市場約

74%，因此男女裝的成長相對影響中國大陸

服裝市場規模的增減。以 2019 年為例，男女

裝呈現負成長，去年減少 2%，這也影響到

2019 年中國大陸整體服裝市場規模較去年度

縮減，雖然童裝及運動服裝呈現正成長，由

於份額的關係，整體市場規模還是受到男女

裝及配件的縮減而影響。（參見表1）

表 1　2014～2019年中國大陸服裝市場規模
單位：百萬美元

項目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19/18
成長率（%）

童裝 19,255 21,220 23,808 27,276 31,681 33,766 6.2%
服裝配件 22,610 23,940 25,500 27,215 29,019 28,265 -2.6%
男女裝 245,876 259,724 274,254 292,113 314,770 308,561 -2%
運動服裝 22,475 25,290 28,853 33,564 40,115 44,700 10.3%
服裝市場總計 310,216 330,174 352,415 380,168 415,585 415,292 -1%

資料來源：Euromonitor，紡織所整理 , 2020.06。

( 二 ) 主要服裝品牌

中國大陸前十大市佔率最高的服裝品牌

依序為 Uniqlo、Heilan Home、adidas、NIKE、

Ba laba la、A nta、Se m i r、B os i d e ng、Jac k  & 

Jones、Zara。2019 年中國大陸服裝品牌主要

的消長為 Uniqlo 與 Heilan Home， 在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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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Heilan Home 穩坐中國大陸成衣品牌

龍頭寶座，但在 2019 年 Uniqlo 憑藉著平價時

尚的品牌精神深植中國大陸消費者的心，在

2019 年一口氣躍升 0.2%，瞬間躍升為中國大

陸佔有率最高的成衣品牌。在扣除鞋類消費

金額的運動領導品牌 Nike、adidas，在成衣

方面也有好的銷路表現，紛紛成長 0.1%。值

得關注的是，若將鞋類的銷售金額算入後，

Nike 市 佔 率 達 到 2.3%( 成 長 1.5%)，adidas 市

佔率達到 2.2%( 成長 1%)，也就是說 Nike 的鞋

類在中國大陸銷售的比 adidas 好，而成衣方

面 adidas 在中國大陸的銷售比 Nike 來的好。

另 外，Balabala、Anta、Bosideng 在 2019 年 中

國大陸的市佔率皆有所成長，Semir、Jack & 

Jones、Zara 則是持平。（參見表2）

表 2　2015～2019年中國大陸前十大服裝品牌市佔率（依銷售金額）

單位：%

品牌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Uniqlo 0.8 1 1.1 1.2 1.4
Heilan Home 1.3 1.3 1.4 1.3 1.3
adidas 0.7 0.8 0.9 1.1 1.2
NIKE 0.5 0.5 0.6 0.7 0.8
Balabala 0.3 0.4 0.5 0.6 0.8
Anta 0.4 0.4 0.5 0.6 0.7
Semir 0.5 0.5 0.5 0.6 0.6
Bosideng 0.4 0.3 0.4 0.5 0.6
Jack & Jones 0.7 0.7 0.6 0.6 0.6
Zara 0.4 0.5 0.5 0.5 0.5

資料來源：Euromonitor，紡織所整理 2020.06。

表 3　2018年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業工廠家數

行業 工廠家數

紡織及成衣業 36,828
紡織業 19,511

棉紡織業及印染加工 9,617
毛紡織業及印染加工 1,057

二、產業結構

( 一 ) 工廠家數：2018 年中國紡織及成衣工

廠家數為 36,828 家

中國大陸紡織業及成衣業工廠家數以紡

織品居首，依中國紡織工業分類，紡織品業

包含棉紡織品製造、毛紡織品製造、麻紡織

品製造、絹綢紡織品製造以及化纖紡織品製

造及其後加工整理，並包含家飾用紡織品及

工業用紡織品。2018 年中國大陸紡織業工廠

家數達 19,511 家， 佔 53%； 其次為成衣業，

包含梭織成衣、 針織成衣以及服飾配件，

2018 年中國大陸成衣業工廠家數達 14,827

家，佔 40%；2018 年中國大陸化纖製造業工

廠家數達 1,832 家，佔 5%；紡織機械的工廠

家數達658 家，佔2%。（參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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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2018 年中國大陸除化學纖維與印染布

產量增長，其餘全部下滑

2018 年中國大陸除化學纖維之外，多數

大類產品產量呈現下降趨勢，化纖的增長及

中國大陸國內化纖價格下跌並未有效的帶動

下游產業的產量增加，其主要原因為 2018 年

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許多在外資及本土

紡織業者，保持觀望及保守的態度，造成整

體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業產值下降。

而這波下滑的現象，包含紗線、布料、

不織布及成衣等等，其中以不織布的產量下

滑最為嚴重，產量為 366 萬噸，較上年度減

少 8%。其次為紗線 2,958 萬噸，較上年度減

少 7.3%。布料產量為 657 億米，較上年度減

少 4.9%。成衣產量為 222 億件，較上年度減

少 3.4%。唯二產量成長的是化學纖維，產量

為 5011 萬噸，較上年度成長 2.7%。印染布產

量為490 億米，較上年度成長2.6%。

表 4　2018年中國大陸紡織業生產量統計（規格以上企業加總）

序號 名稱 單位 數量 前期同比（%）

1 化學纖維 萬噸 5,011.1 2.7
2 紗 萬噸 2958.9 -7.3
3 布 億米 657.3 -4.9
4 印染布 億米 490.7 2.6
5 非織造 萬噸 366.3 -8
6 服裝 億件 222.7 -3.4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紡織所整理，2020. 06。

麻紡織業及印染加工 261
絲絹紡織業及印染加工 711
化纖製造及印染加工 1,442
針織紡織品 2,506
家用紡織品 1,857
工業用紡織品 2,060

成衣業 14,827
梭織服裝製造 9,417
針織服裝製造 3,522
服飾配件 1,888

化學纖維製造 1,832
紡織機械 658

資料來源：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紡織所整理，2020.06。

( 三 ) 進出口統計

1. 進口：2019 年中國大陸進口衰退 6%，進口

總金額為 321.83 億美元

中國大陸 2019 年紡織及成衣進口總值為

321.83 億美元， 整體較 2017 年減少 6%。

進口項目唯一成長的產品是成衣，進口值

為 81.31 億美元，較上年增加 8%。其餘皆

為負成長。（參見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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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9年中國大陸紡織品及成衣進口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

進 口 進口增減值

2018 2018   2019/2018
金額 金額 增減（%） 佔有率（%） 金額

纖維 9,175 8,713 -5% 27% -462
紗線 8,270 7,155 -13% 22%        -1,115
布料 8,254 7,307 -11% 23% -947
成衣及成衣 7,561 8,131 8% 25% 570
雜項 912 877 -4% 3% -35
合計 34,172 32,183 -6% 100% -1,989

註：1.纖維包括棉花、蠶絲、羊毛、毛條、化學纖維及其他纖維。

　　2.紗線包括棉紗線、絲線、羊毛紗線、化學纖維紗線及其他紗線。

　　3.布料包括棉布、絲織布、羊毛布、化學纖維布及其他織物。

　　4.成衣及成衣包括針織及梭織成衣、毛皮革成衣、其他成衣、衣著附件及帽類。

　　5.雜項包括家用紡織品、地毯、工業用紡織製品、不織布及其他製成品。

　　6.出進口金額包括對港澳貿易。

資料來源：紡拓會，依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統計編製，紡織所整理，2020.06。

2. 出口：2019 年中國大陸出口縮減 2%，出

口總金額達 2,605.73 億美元

除布料之外，中國大陸在纖維、紗線、成

衣及雜項等品項的出口皆為負成長，其中

又以纖維出口的縮減最高，較 2018 年減

少 13%， 金額達 32.02 億美元。 其次為成

衣，出口值為 1,382.38 億美元，較上年減

少 5%。而唯一出口金額出現正成長的布

料業，較 2018 年相比增加２%，增加約 15

億美元，金額為732 億美元。（參見表6）

表 6　2019年中國大陸紡織品及成衣出口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產品

出 口 出口增減值

2018 2019  2019-2018
金額 金額 成長率（%） 佔有率（%） 金額

纖維 3,675 3,202 -13% 1% -473
紗線 14,035 13,863 -1% 5% -172
布料 71,699 73,200 2% 28% 1,501
成衣及成衣 145,052 138,238 -5% 53% -6,814
雜項 32,075 32,070 0% 13% -5
合計 266,536 260,573 -2% 100% -5,963

註：1.纖維包括棉花、蠶絲、羊毛、毛條、化學纖維及其他纖維。

　　2.紗線包括棉紗線、絲線、羊毛紗線、化學纖維紗線及其他紗線。

　　3.布料包括棉布、絲織布、羊毛布、化學纖維布及其他織物。

　　4.成衣及成衣包括針織及梭織成衣、毛皮革成衣、其他成衣、衣著附件及帽類。

　　5.雜項包括家用紡織品、地毯、工業用紡織製品、不織布及其他製成品。

　　6.出進口金額包括對港澳貿易。

資料來源：紡拓會，依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統計編製，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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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國大陸紡織產業政策與重要議題

( 一 ) 中美貿易戰的中場休息 - 中美雙方簽

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1)2019 中美貿易戰 - 中美紡織及成衣產業

進出口概況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統計 2019 年 1-11

月， 中國大陸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總額

為 2469.40 億美元， 同比減少 2.80%。 其

中，成衣出口 1376.48 億美元，同比減少

4.93%； 紡織品出口 1092.92 億美元， 同

比增長 0.03%。若單對美國出口來看，輸

美紡織品及成衣共計 419.50 億美元， 同

比減少 6.97%，其中紡織品佔 115.14 億美

元，同比減少 8.62%。成衣佔 304.36 億美

元，同比減少 6.33%。根據美國商務部統

計 2019 年 1-11 月，美國進口紡織品及成

衣共計 1034.63 億美元 (2018 年為 1026.07

億美元 )， 其中紡織品進口 254.11 億美

元 (2018 年為 257.92 億美元 )， 服裝進口

780.52 億美元 (2018 年為 768.15 億美元 )。

若單看對中國大陸進口，紡織品及成衣

業共計 342.70 億美元 (2018 年為 374.83 億

美元 )， 紡織品佔 107.58 億美元 (2018 年

為 120.39 億美元 )， 成衣佔 235.12 億美元

(2018 年為 254.44 億美元 )。另據美國商務

部統計，2019 年 1-11 月， 美國對越南和

孟加拉兩國的服裝進口額同比增幅均超過

10%。

(2) 中美雙方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對中

國大陸紡織及成衣業的影響

中美貿易大戰從 2018 年開始，持續

了二年，終於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雙方簽

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視為中美貿易大

戰的中場休息。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共分 7

大項目，包括智慧財產權、技術轉移、農

業、金融服務、匯率、擴大貿易與爭端

解決。中國大陸政府承諾 2 年內採購 2,000

億美元商品（包含農產品、能源、工業製

品等）與服務並解除一部分對美國商品加

徵的關稅，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准入，承

諾強化保護美國企業的科技與商業機密。

美國政府承諾自 2020 年 2 月 15 日起 3000

億美元 4A 清單加徵關稅從 15% 降至 7.5%

正式生效。該清單與 2019 年 5 月 10 日美

方實施的 2,000 億美元產品加稅清單形成

互補，包括了幾乎所有中國大陸輸美成衣

產品和部分紡織品。此次美方下調關稅，

對於中國大陸紡織成衣產業出口來說，應

是相對有利。

(3) 中美雙方為求停損點，為此次簽署協

議的契機

中美雙方的貿易戰爭維持了二年，實

屬二敗俱傷的局面。 在中國大陸方面，

2019 年中國大陸對美口出口同比減少

13％，進口也同比減少 21％，降幅創下

歷史新高，其中受傷最嚴重產業包含電訊

設備、電子相關零組件、傢具產業等。以

傢具產業為例，截至 2019 年 5 月，美國將

傢具關稅上調至 25％，中國大陸的傢具

對美出口到 2019 年 12 月連續 8 個月低於

上年同月水平，11 月降幅達到 52％。美

國方面，為了扺抗中國大陸增加的關稅，

美國企業不外乎將關稅成本加注在產品身

上，亦或是詢求其它國家產品進行替代，

而貿易戰的苦果幾乎全部由美國商界和消

費者來承擔。美國民眾不但覺得經濟正在

轉差，也把責任怪在川普身上，認為是川

普堅持對大陸打貿易戰所致，最新民調

也顯示，川普 2020 年角逐連任拉響警報，

這也使得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成為川普

挽救民調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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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對中國大

陸紡織及成衣產業帶來的災害

(1)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造成中國大

陸封城、停工、斷料等問題

2019 年 12 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展

開呼吸道疾病及相關疾病監測，發現不

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接著在 2020 年

1 月開始在武漢、湖北一帶迅速漫延。終

於在 1 月 23 日開始陸續宣布封城，截至 2

月 10 日止，中國大陸已有超過 80 個城市

採取程度不一的進出控管措施，包含封城

及半封城的狀態。隨即在重災區的紡織及

成衣工廠也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進行全

面性的停工。截至 2020 年 3 月，中國大陸

紡織成衣業集中省份當中，以浙江、福

建、江蘇、山東企業的復工率較高，廣

東、陝西、河南、河北企業復工率均不

足 50%。復工率最好的是四川，平均復工

率達 98%，江西為 71%，其餘各省市均未

超過 70%。由於中國大陸紡織原料出口佔

全球 37.91%，成衣出口佔全球 31.95%。因

此，造成全球紡織原料供給短缺，衍生出

成衣廠面臨斷料的窘境。儘管工廠停工的

狀態，在 2 月底開始，各省市的紡織成衣

工廠已經陸續復工。但疫情造成企業用工

困難，在當前疫情管控的局面下，外地工

人返崗交通不便，而已經返回的工人還需

接受必要時間的隔離才能上崗，造成企業

用工困難。一直到四月份，才真正完全的

恢復開工狀態。

(2) 疫情對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內銷的影響

2020 年 1-3 月， 受中國大陸春節假

期、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地紡織成衣專

業市場營業時間縮短，大部分地區市場出

現兩個多月的經營停擺，中國大陸內部市

場營業額大幅下滑。據中國大陸紡織聯合

通路總會的訊息，1-3 月中國大陸主要的

45 家紡織及成衣市場總成交額 1691.92 億

人民幣，同比下降 39.64%。受到零售市場

停擺的影響，紡織及成衣業開始嘗試通過

線上交易來打通產業鏈，增加銷量，緩和

疫情影響。例如江西省紡織工業協會、青

山湖服裝設計師協會等，幫助區域內的中

小型成衣廠及經營成衣的電商，協助彼此

的對接合作，降低各自經營成本，來擴展

新的銷售模式。而各中國大陸品牌也紛紛

將重點放在網路銷售，透過直播、促銷等

方式增加銷量，減少疫情給線下銷售帶來

的損失。中國大陸的濮院羊毛衫市場於疫

情期間也推動了線上平台，推出七大政策

鼓勵和全方位的數位線上交易，為市場創

新服務模式，也緩解了疫情帶來的經營壓

力。

(3) 疫情對中國紡織服裝行業外銷的影響

受疫情影響，紡織及成衣廠在春節前

的海外訂單出現延誤，各工廠均有面臨客

戶退單、索賠的問題，同時還可能面臨海

外訂單轉移至其他國家的風險。儘管部分

紡織成衣製造集團早已佈局海外，受其它

國家轉單及中國大陸內部復工延期影響有

限，但很多佈局東南亞的集團都是從中國

大陸進口布料在當地加工後銷往歐美市

場，上游原料供應受國內疫情供應不足影

響，下游終端客戶隨著疫情在歐美持續發

酵而取消訂單，佈局海外的企業也受到疫

情的嚴重影響。然而在 4 月後中國大陸疫

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海外市場疫情

蔓延，歐美服飾品牌紛紛關閉門市，使得

海外訂單遭到縮減或取消。不僅如此，因

疫情的影響，全球重要的紡織成衣展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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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也讓許多因參展取得新訂單的企業面

臨無單可接的危機。另一方面，隨著疫情

在全球的發展，多國採取了各種管制措

施，包括船舶入港管制、陸地邊境封鎖、

暫停國際鐵路鏈接等，還有對來自疫情嚴

重國家的貨物進口採取管制等。即使貨運

船舶、列車等已滿足相關管制要求，被確

認為不會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但也有可

能面臨其他問題，包含目的地卸貨及通關

人手不足，出於疫情恐慌情緒拒絕通關、

卸貨等。以上情況都將嚴重影響中國大陸

紡織及成衣出口貨物的交期，訂單違約風

險明顯上升。

(4) 疫情對中國大陸紡織成衣業的影響分

析及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為中國大陸帶來的嚴重

影響，雖然重創了零售市場，但也間接催

促了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零售端的Ｅ化程

度。在後疫情時代下，零售市場應盡快適

應安全防疫工作的常態化環境，建立環境

安全並推動線上及線下交易、加強平台聯

盟合作以積極適應消費趨勢新變化。在生

產端方面，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業，主要

集中在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福建、

湖北等地，這些地區也是疫情嚴重地區，

因此造成對紡織及成衣業的重大傷害。政

府應儘速協助遭疫情影響的紡織成衣企業

恢復生產。包含解決工廠端面臨著的員工

短缺、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復工不同步、訂

單不足、原材料供應不足、防護資源缺乏

等多方面的困難和問題。

四、結論

2019 年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產量受東

南亞紡織供應鏈堀起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繼

續保持下降趨勢。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數據，紗線及布料產量連續 3 年保持下降趨

勢。2019 年，中國大陸紗線產量為 2892.1 萬

噸，同比下降 2.3%；布料產量 575.6 億米，同

比下降 12.4%，成衣產量達到 244.72 億件，同

比下降 3.28%。2020 年上半季，雖然與美國

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又受到新型冠狀

病毒 (COVID-19) 的影響，估計 2020 年中國

大陸紡織及成衣的產能降幅會更大，如何把

握後疫情時代，迅速將產業回歸到正軌，為

中國大陸紡織及成衣業下半年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1.  中國紡織工業發展報告

2.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

3.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產業資料庫

4.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

5.  中國紡織信息網

6.  Tnet全球紡織資訊網

7.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Taiwan Textile Federation)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

9.  美國商務部

10. 中國大陸紡織聯合通路總會

幸福就是當下，就在你手中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刻，而絕不在過去或者未來。

如果你當下感到幸福，20年後也應該會幸福；如果你有太多東西寄予明天，20

年後，這些願望無論是否實現，你都可能不會感到真正的幸福。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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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
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專題演講

本會顧問 許文賢 整理

本會為提升會員與紡織相關廠商之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瞭解紡織業發展相關智能，

每年均舉辦「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本年度研習活動於七月三日

假宜蘭縣大同鄉棲蘭山莊舉行，邀請資策會、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及紡織所專家演講，

以下分別簡單介紹各演講者報告的內容。

第一場  AI 智慧應用服務發展環境推動

計畫 -AI 推手培訓

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 蕭淑玲組長 主講

近年來在產業上較熱門的議題是 AI，也

就是人工智慧，產業間也積極在思考如何把

人工智慧應用在生產作業，資策會在工業局

的委託下已經開始推動一個計畫，希望透過

這個計畫協助產業在導入 AI 或運用 AI 來做

一些創新時，知道能夠運用哪些資源，或瞭

解如何順利導入。

蕭主任報告的內容主要分三個部份，第

一個部份是要說明想要協助大家解決的問

題，和計畫架構，其次談到產業創新的做

法，最後談到，當產業要導入 AI 的時候，可

以有哪些資源可以協助。

AI 計畫推動架構

 近幾年，AI 是每一個公司要轉型或創新

升級不可或缺的工具，根據調查結果，大概

有七成的業者都在做 AI，但是成功率只有三

成，而且這三成裡面還是有很多問題，資策

會分析了造成成功率不高的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人才難求，公司裡面沒有 AI 技

術人才，懂 AI 的人不知道在哪裡；第二個，

哪些技術才適合公司？即使有錢也不知道要

導入什麼 AI 技術，找到技術後也不知道是不

是適合公司用，也不清楚效果如何；第三，

有了技術能不能產生效果。這次資策會就提

供一些資源協助大家解決這三個問題，讓大

家在投入資金之前有所瞭解。

 ▲ 資策會數位服務創新研究所 蕭淑玲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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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面三點，蕭主任進一步說明。

AI 推手培訓營

公司要導入 AI，第一步要有人，需要一

個團隊做為推動 AI 的推手，這些人才不但要

會 AI 技術，還要能把這個技術好好的運用到

產業上，做出效果。人要怎麼來、要去上什

麼課？針對這點，資策會的計畫裡有一個 AI

推手培訓營，不是針對 AI 技術人才，而是針

對可以推動AI 落地應用的人才，提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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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營培訓的對象包含種子師資，他們

必須熟悉整套做法，第二個是顧問，第三是

企業推手。在推手培訓裡面有一套做法，在

AIHUB 上面也有一些工具，如果大家的公司

要推 AI，要讓公司的人會做 AI 應用，可以和

資策會聯絡，有一些公司可以幫大家訓練這

些人，其中有一家公司專門在做系統整合的

工作，他們是做 CRM，客戶關係管理的，能

夠協助客戶導入AI 及訓練客戶的AI 團隊。

企業輔導機制

資策會有一套輔導機制，由輔導團透過

公會來協助業者把專案做得更好，目前正透

過 10 個公協會執行輔導及實地訪視。業者可

以先到公會登記，討論想要怎麼做、可以怎

麼做，在下半年先規劃，明年就可以在資策

會的協助下開始執行。

資策會從過去推動 AI 和創新的經驗中，

歸納出一套企業的產業化創新方法，其中包

含五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Survey，挖掘需求，先看

要做 AI 的題目，國外、國內和同業有沒有別

人在做，成效如何？透過問卷調查和評估現

在市場的狀況和機會；第二步是 Target，譬

如說，看到別人用 AI 在做檢測，而且做的很

好，就可以思考，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尋

找自己比較適合的主題和目標來切入，這就

叫 TARGET，設定目標。第三步就要開始鏈

結團隊，Engage，前面已經瞭解了當前環境，

找到要進行的題目和目標，也知道要解決的

議題，但是公司裡面沒有 AI 的專家，就要找

一些團隊來協助，根據公司現況、環境和要

實現的目標，要把這些狀況和解決方案的專

家鏈結起來，配合可以獲得的外部資源做成

一個先導專案去申請補助。第四步是先導開

發，就前面的目標規劃成一個專案，這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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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專案我們把它稱做為 Pilot Plan，就是先導

的，本身也有一點像試驗性質，不是一下子

就投入很多資源做一個大案子，因為效果還

不知道，主要是來驗證它的可行性和效果，

所以先做一個小型的，成功做出效果後，就

可以進入第五步，成果的擴散，把這個案例

當成一個標竿，投入更多的資源或是爭取政

府更多的補助去做一個更大的案子，整個產

業化創新就是依照這五個步驟進行。

企業 AI 應用輔導流程與產出

在這個概念之下，資策會、公會及輔導

團隊有一套結構化的做法，業者可以透過

AIHUB 和公會提出申請，申請後可以有輔導

顧問到公司做幾件事。

第一先瞭解企業的數位化和電腦化程

度，來建議比較適合企業創新的做法，也會

看看企業在發展上要解決的問題，來決定創

新的做法，經過三次的訪視，希望可以幫助

企業決定什麼題目可以來做 AI，有什麼團隊

可以提供協助。經過這樣的探討後，可不可

以變成一個企業執行的具體專案，大概要經

過基本的三個過程，來幫企業釐清。

比如說一個企業想要做 AI，一定要有人

做，要看事前有沒有先評估國內外的狀況，

企業的問題在哪裡、需要哪些技術，外面有

哪些案例可以參考，然後就可以依照前面說

過的方法去做創新的管理。

這個做法中有一些讓企業團隊實做的課

程，和培訓的課程，第一個就如今天的說明

會，可以到個別企業去辦理；第二部份就是

企業 AI 主題實作課程，看個別企業的狀況可

長可短；第三個是群聚交流，會請技術協助

者或是案例來分享，這些活動會透過公會來

讓業者知道，企業可以帶著各自的需求來找

協助的資源及尋求專案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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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HUB：一站式 AI 產業轉型推動平台  

不管是要找人、找技術，分析在公司運

用技術的效果，瞭解同業案例、方法、效果

或尋求資源，資策會提供 AIHUB 平台來協

助業界解決這個問題。所需要的資源可以在

AIHUB 上面找得到， 可以看到成功導入的

案例，可以有哪些解決方案，哪些技術可以

用在企業裡，同時也能把個別公司的問題在

AIHUB 上提出，資策會可以找專家來協助解

決。

這個平台可以幫企業者尋找 AI 的解決方

案，也可以把新的技術到 HUB 上來試用，看

看效果如何，如果可以再來導入；其次，上

面提供推手培訓的活動，這個課程也可以到

個別企業開辦或是定期辦理，相關訊息會透

過公會讓業者知道；第三個是可以在 HUB

上找專家，上面可以看到專家的資料，如履

歷、專長和實戰經驗等等，還可以找到一些

實戰活動和典範案例可以讓大家參考。

目前 AU HUB 上面有 30 個以上的解決

方案、12 個應用實證、105 位專家連結、超

過 200 家新創團隊和 150 個以上的 AI 演算模

組。

在 AI 的解決方案方面， 在 HUB 上面，

企業可以依照個別的產業特性和需求去尋

找，哪些公司有提供，有哪些有客製化的方

案。此外，如果那些公司在 AI 解決方案有獨

特的效用和成果，也可以提供出來分享，增

加曝光度。

企業要使用這些服務，必須在 HUB 上註

冊成為會員，目前是免費的，以後就可能要

收費，大家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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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HUB 常見問題  

大家到 AIHUB 一開始大概會有幾個問

題，首先，就需求端來說，會想知道有哪些

案例，有哪些新技術團隊或是專家，這些

問題都可以在 HUB 上找到答案。如果要找

一些技術團隊，這些技術團隊為什麼會上

AIHUB？通常這些團隊本身會有一些演算法

提供服務，他們可能想做一些精進，在 HUB

上也可以做，有時需要一些比較大的運算資

源，這時不用花錢去買，系統上就有可以使

用。

以上這些提供給業界參考，如果有什麼

問題，可以隨時和資策會聯繫。

第二場  3M 創新文化與新產品開發管理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君杰技術長 主講

陳君杰技術長這次報告的是 3M 在創

新上面的做法和成果。3M 的英文名字叫做

Minnesota 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Company，

最早是以採金鋼砂來做砂紙供應以汽車工業

為主的產業起家，但是沒有成功，後來只好

向別人買礦砂來做。重點是，一開始的失敗

不代表未來會失敗，3M 到現在已經一百多

年，六萬多個產品行銷全球，產品涵蓋各個

領域、各個行業，如果把 3M 說成 3 米也可

以，那就是，在每個人 3 米內都有 3M 的產

品，這是 3M 引以為傲的，而且未來還是會

持續的朝這個方向去做。

 ▲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君杰技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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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3M

 

要瞭解 3M 要從上面這張圖開始，從願

景來看，3M 希望能幫助改善所有人類的生

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願景，其次，3M

這麼多年來，強項包含技術、製造、全球化

和品牌，3M 在面對整個市場的變化下，希

望在產品走向是否調整、組織改造和企業轉

型、創新以及人文和文化方面上多下功夫。

要帶著 3M 往後再走一、兩百年，價值觀是

非常重要的，這是延續過去一百年的文化，

持續強調包容性、多元化、永續經營，當然

要尊敬別人、互相激勵以及面對挑戰，這對

3M 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3M 從去年開始進行組織改造，以往 3M

有六個事業群，目前縮減到四個，包含工

業安全、運輸和電子、健康照護和消費品，

2019 年的營業額達到 340 億美元，和台積電

差不多。

3M 的創新

要創新先要知道自己的優勢，3M 的優

勢在有一個科技品牌，這也是為什麼 3M 能

有六萬個產品在市場上行銷。品牌是非常重

要的，但光有品牌是不夠的，品牌後面要有

一個強而有力的團隊合作，還要瞭解市場和

客戶的需求，基本上，3M 創新的模式有三

個部份，好的團隊、彼此合作和瞭解市場，

才能運用科技品牌去解決客戶的問題或解決

未來市場會發生的問題，甚至找到一個更好

運用的方式。

洞察力

陳技術長提到兩個 3M 在洞察力方面的

例子。

 

這個圖左邊是當時的通用汽車在為車子

噴漆的作業，當時的車子都只有一種顏色，

也只有黑色，因為噴漆方便，後來想要生產

一台有兩個顏色的車子，噴漆的時後就要把

還沒要噴漆的部份遮起來，那時候還沒有膠

帶，所以要遮很不方便，當時的 3M 在做砂

紙，就是把金鋼砂黏在紙上，3M 的業務員

看到後，回去和實驗室的人談起這件事，就

把砂紙噴膠後不黏金鋼砂當成膠帶來用，把

遮蔽用的紙黏在不要噴漆的部份，這樣，就

發明了今天大家都在用的遮蔽膠帶。

圖的右邊是第二個例子，是在醫院，在

打點滴的時候，要用膠布把針頭固定住，早

期的膠比較黏，而且會造成過敏，所以，每

隔幾個小時護士就要把膠布撕下來看看皮膚

有沒有發炎，這個動作造成病人很大的痛

苦，護士要再貼回去也很麻煩，3M 的技術



N O . 1 1 3
51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人員去到醫院看到這個情形，也瞭解到病人

和護士的困擾，後來，3M 就在膠布中間開

一個透明窗口解決了這個問題。

以上這兩個例子其實是很簡單的動作，

只要去瞭解客戶的需求，很多時候是可以用

簡單的動作解決客戶的大問題。

另外的洞察力方面，3M 會看市場的方

向。現在全球有幾個大趨勢，自然資源越來

越缺乏，人都往都市走，都市化會造成怎麼

樣的改變？人們在生活上會有怎麼樣的需

求？還有，數位經濟的發生，最近的新冠肺

炎流行，讓數位經濟進到另一個階段，整

個經濟狀況的改變也越來越快，3M 對這些

現象一直很注意，這也會改變 3M 的產品方

向。

技術論壇

3M 認為，人是很重要的，一個好的團

隊要有洞察力，再加上 3M 擁有的一些科技

技術，就能做出可以生產和銷售出去的產

品。3M 有一個技術論壇， 這是全球性的，

3M 全球大約有五萬員工，參加論壇的人大

約一萬人，這些人都是和技術相關的，每年

都有 1,200 場以上的技術交流會議在全球舉

行，這些論壇讓員工有機會互相交流，瞭解

彼此做的事情，也藉此瞭解外面的專家做的

事情，所以，3M 做研發其實是全球合作的

結果，這是 3M 與眾不同的地方。3M 最早在

做全球化的時候，在全球每一個重要的國家

都有設點，大約有七十個，這是蠻特別的。

3M 的技術平台

 

這個元素週期表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

眼中的 3M 比較像是化工業，但陳技術長自

己認為，3M 倒比較像五金百貨店，什麼都

有，客人常常來問 3M 有哪些東西，要支撐

這個五金行要有很多產品，那後面就要有很

多技術平台。

3M 把這些技術平台劃分成五類，第一

是材料，其次是製程科技，再來是分析能力

和數位化，最後一個是應用的能力，其中數

位化是最近加入的，目前算是比較弱的，也

持續在強化中。

3M 的產品中，大概有 80% 以上都不是

最終的消費品，而是製程中間要用到的材

料，在瞭解終端客戶的需求上，3M 花了很

多工夫，以台灣為例，台灣的兩兆雙星產

業，3M 在 LCD 和半導體產業中扮演了非常

重要的角色。

陳技術長接著介紹一些比較新的產品，

3M 看到了一些比較新的需求，就運用一些

科技平台來滿足，比如說，在歐美國家的

屋頂材料讓 95% 的民眾生活在不健康的空氣

中，因為那些材料在陽光照射下會產生氮氧

化合物，會產生霧霾，有礙人體健康，3M

用一些催化劑加在屋頂材料中讓氮氧化合物

轉化為水溶性氮而後能夠被雨洗掉，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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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汙染的問題。這個技術得過獎，它運用

的科技包含有奈米科技、陶磁科技和一些高

分子製程科技。

另一個例子是用在交通工具上，為了要

節省燃料，就要想辦法輕量化，但是如果用

鈦合金，成本會很高，3M 的材料是真空玻

璃珠，它的密度比水還低很多，在適當的設

計之下，讓汽車的板件加入這種玻璃珠，可

以減少 15-40% 的重量，這個目前和客戶繼續

合作當中，而且，這個科技也用在鞋底的材

料，來減少鞋子的重量。

另一個例子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如果食

品公司要確保他們的食物沒有被感染，那就

要做細菌培養，但是非常耗時，很少有食品

公司會這麼做，3M 發明了一種薄膜，把培

養細菌的藥劑直接塗佈在膠帶上，放在食物

包裝裡，可以即時看到食品有沒有被細菌感

染，這會節省很多時間，這個運用到膠的技

術、菌材的技術、精密塗佈的技術，還有一

些生化的技術。

很多人一談到膠帶就會想到 3M，其實

3M 的膠帶用的很廣，從飛機外表的包膜，

就是 3M 的膠膜，從黏著力那麼強的，到我

們貼在皮膚上的，3M 都有。

還有一個例子是用在包裝上，這個用到

膠和膜的技術，實際上就是把氣泡保護帶變

成膠帶，氣泡帶本身就有保護作用，把東西

包起來再剪成需要的形狀，就可以寄出去

了，而且這個膠帶很牢靠，不會剝落，這是

一個非常便利的做法，其實它的技術相對的

非常簡單。

3M 對研發的看法

陳技術長接著提出 3M 對研發的看法，

3M 希望研究開發是一個整合性的， 研發

會把每一個技術平台更深化，做的比別人

更深，3M 內部有一個中央實驗室， 叫做

Cooperate Research Lab.，這個實驗室做的是基

礎性的研究，它不會生產出產品，但是一旦

成功，會影響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

年整個產品線，是屬於基礎性的研發，另外

還有的實驗室是應用性的研究，會有產品產

出，每一個事業群都設有這樣的實驗室，這

個實驗室隨時都在看市場的需求在哪裡，直

接接觸客戶，瞭解客戶的需求及痛處，然後

去發展出產品，這些實驗室和基礎實驗室

彼此間也會交流，雖然研究和開發之間有一

個模糊的界線，做研究的人偶爾會做一些產

品開發，產品開發有時候也會做到研究的部

份，但是大致上有分工。

技術平台接觸客人會產出產品， 而

一個技術平台要深化， 實際上還有很多

工 作 要 做， 這 些 計 畫 通 稱 New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Porcess，簡稱 NTI，技術平台裡

面不是只有一個技術，比如說奈米技術，裡

面還有很多層面，每年都會重新確認方向，

根據市場的需求，選出重要的先去做成一個

計畫；如果要做新產品，3M 就稱之為叫做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Porcess， 簡稱 NPI，

從開發、情境分析、製作，到放量生產，把

新產品推到市場上，這是新產品開發推廣的

整個過程，3M 公司內部也是這樣管理。

NTI 和 NPI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雖然有

那麼多技術平台，但往往要產出一個新產品

的時候，不見得馬上就可以有東西可以拿到

市場上，前面那一段準備工作時，會動用到

某些技術平台找出一些可以因應到未來的

技術或產品要用到的東西，所以，這兩個

是有聯動性的，通常 NTI 的計畫到後面就要

DEPLOY，為什麼叫 DEPLOY，通常過了那

個階段就要轉換成 NPI，能夠產出產品出來。

3M 的 NPI 過去有 7 個 BASE 在做，但現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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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 化的關係及很多工具的關係，整個市場

的變化很快，雖然有七個 BASE，但是不會

那麼僵化，一定要一步一步做，有時會跳

階，或是做到某一階段就重新開始，所以，

中間這七個BASE 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清楚。

3M 做 NTI 將近二十年了，從 2000 年開

始導入 6Σ，六個標準差，做了蠻長的一段

時間，全公司都導入，雖然之前就有照類似

這樣的程序在做，但在導入後，3M 把這些

程序做的更清楚、更確實，但是後來發現，

市場的變化越來越快，客人的需求一直在

變，所以，3M 也一直在調整。

未來的發展方向和社會責任

陳技術長繼續用幾張投影片說明 3M 公

司未來的發展方向和除了開發、銷售外，對

社會責任的使命。

永續

 

這部份有三個重點，首先，3M 會去看

怎麼做回收，第二，希望 3M 的產品可以因

應未來的氣候變遷，減少氣候變遷造成的惡

化，第三，3M 希望產品可以幫助社區、幫

助人類，這三件事同時在進行。

在回收的方面，很多產品在設計階段就

已經把這一點考慮進去，在因應氣候變遷方

面，前面說過改善屋頂材料就是一個例子。

3M 希望在未來在全球有公司的地方，

百分之百使用再生能源，雖然難度很高，但

這是 3M 的願景之一，例如在 3M 的楊梅廠

區、台南廠區還有大園倉庫，都已經陸陸續

續在做，設置了太陽能板，它的瓦數是在政

府能接受的上限之下，3M 希望在 2025 年之

前再生能源的使用率能達到 50%。

3M 從 2019 年開始，對所有的新產品在

開發階段都要求明確指出永續性，有的產品

是用回收材料、是生質材料，或是可以改善

水質等等，這些都在永續性這個訴求之下，

每一個產品在開發中都會去思考這個主題。

社會責任

在社會責任的議題下，3M 持續在做科

技教育活動，希望針對第三世界能透過科技

手段去協助他們。3M 還時常舉辦科學營的

活動，過去九年在台灣每年都舉辦高中科學

營，今年因為疫情而取消，但是 3M 在十月

份將會配合科技部舉辦科普列車活動，和台

鐵合作，總共會有八節車廂，3M 的技術人

員會隨車服務，從台北開始環島一圈，到各

地偏鄉的國小，那裡的學童能夠上車接受一

些科技教育，這個活動值得各地的小朋友參

與。

以人為本

 

3M 認為，人對公司非常重要，希望有

更多的包容性，包括要提升女性的領導者和

不同人種在公司內部都有發展的機會，也希

望藉此去找到更多好的人才進到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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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紡織所新纖維暨研發能量與未

來發展

紡織所原料紗線部主任 安大中博士 主講

 

安主任介紹的內容包含： 紡織所在纖

維方面能提供給業界的服務、新纖維開發

顧問服務、紡織所可以提供實驗級化纖紡

絲場域、機能性纖維與紡絲原料技術支援、

纖維製造設備全套設備、化纖性能檢測評

估、新材料纖維化實驗設計和化纖技術諮

詢， 整 個 用 英 文 來 說 就 是 Consultancy On 

Fiber Formation Experiment & Evaluation， 簡稱

COFFEE。

 

紡織所發現很多布廠、鞋廠也在買化纖

設備，但不是為了量產，而是要打樣，要快

速的把心中的想法付諸實現，因為找上游的

化纖業者來做太慢，而紡織所的收費又高，

可是問題是設備買來後怎麼開、怎麼用？紡

織所就可以提供這些服務。

紡織所在去年就想， 怎麼樣從纖維做

成 POY，POY 做成 DTY，也就是絲織業的原

料，並且規劃怎麼實驗和評估。

紡織所有實驗級化纖紡絲場域

 

從聚合、Master-batch，紡織所有兩成分

或是三成分的， 有 POY、FTY、DTY、ATY

的研發設備都在這個場域，是屬於開放性實

驗室，開放給業界委託實驗。

機能性纖維與紡絲原料技術支援

 

像目前市面上冬天賣發熱衣，夏天賣的

涼爽衣，都是靠礦石做成的，紡織所在這方

面有基礎的研究，產品的性能關鍵在礦石研

磨夠不夠細，夠不夠均勻。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用聚合，這個技術障

礙比較高，產品的差異，可以由前端投入的

不同產生不同的效果。

 ▲ 紡織所原料紗線部主任 安大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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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張圖是紡嘴，右邊是裡面的噴絲

板，它的形狀會影響產品的性能，市面上很

多廠的絲染色性不一樣跟這個就有關係，這

其中牽涉到纖維成型時的一些力學的理論，

這些理論和驗證在紡織所都有，這對使用者

不是那麼重要，還是怎麼用比較重要，所以

紡織所提供一個纖維製造設備的全套設計的

服務。

纖維製造設備的全套設計

 

紡織所不是工程顧問公司，不做買賣，

但會配合業者的需求不同，幫大家設計不同

技術能量的生產設備，一樣是紡絲機，要做

中低丹尼還是中高丹尼，從源頭的擠壓設備

冷卻，到紡絲長度，產品類別都有關係，這

個軟體部份，紡織所都有掌握，硬體部份當

然是製造商的事，但是如何來看廠商的報價

單是不是合理，紡織所也可以來協助。

纖維機能性的演進

 

這張圖說明紡織所近年在新纖維開發從

機能 1.0 進展到機能 2.0。在國際上，一般來

說，NIKE、ADDIDAS 算是平價的運動品牌，

而近兩三年 NIKE 新出了兩個商品，都是以

AERO 開頭， 一個叫 AEROREACT， 另一個

叫 AEROADAPT，它訴求是，以松樹為例，

松樹葉子吸了水會閉合，乾了會開，這是一

個智能的反應，紡織所的纖維已經也有這樣

的機能，只是沒有大賣，原因很多，其中可

能是，布的設計能不能因為纖維吸濕後產生

形狀變化，驅動布像是會呼吸的樣子，這就

屬於機能 2.0。如果把吸濕排汗當做機能 1.0，

到 機 能 2.0 應 該 要 能 自 我 調 整，Responsive 

Regulation， 能感應溫度、 濕度、 光和熱之

後，在布面能夠有調節的機能，這個還在發

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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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片描述整個紡絲製程，不單單是

高速化，每分鐘可以從兩千米到七千米，從

原料投入、融解、擠壓、冷卻、上油、延

伸、捲取，圖中紅字部份是要調控的參數，

這只是在 POY 階段，如果要再做成工業用

絲，在延伸階段的熱輪可能是四到五對，相

當複雜，這些東西到紡織所可以節省一些抓

條件的時間。

化纖產業技術諮詢

 

紡織所的一個服務是化纖產業技術諮

詢，會透過不同的管道，如展覽會、研討會

把這個服務放送出去，安主任服務的部分聚

焦在絲和布。

安主任接著介紹紡織所在纖維方面的研

發成果。

親水性尼龍 -QUATIMO

 

QUATIMO 纖維特性是「親水吸濕」，和

聚酯纖維製成布料的功能是「散熱涼爽」，

適合在夏季室內和緩活動之穿著，這個布料

表面是用聚酯，裡面用 QUATIMO，因為會

吸濕，穿起來會比較涼，而且尼龍的觸感比

較好，纖維會吸水沒什麼，要放的快才會

涼，QUATIMO 的對水蒸發率達到 45%， 比

棉、傳統尼龍和聚酯都高很多，這個纖維紡

織所已經開發完成了很多年，現在國內的華

歌爾已經採用在內衣褲上。

抗菌防臭尼龍 -PROT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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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尼龍可以抑制細菌的繁殖，就能減

少臭味，華歌爾也在用。

抗靜電 PET 纖維

 

 

抗靜電纖維可以用在無塵服內層，工作

服，傢飾布，也用於觸控手套，這類纖維算

是開發的比較早。

低熔點熱融纖維

  

這個纖維在最近幾年用在鞋材，因為用

Dop Dye 的 Polyester，中間的融解的部分要使

用低熔點的材料，加壓後，表布維持完整，

裡面的低熔點纖維變成膠，這個鞋面布就定

型了，所以，紡織所正在開發所謂「無膠貼

合」，把這條低熔點纖維放在組織裡面，希

望能變成多孔的膜，這個技術目前還不太成

熟。

溶液染色螢光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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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螢光有別於傳統的螢光，它不是後

染的，用耐高溫 300 度的染料經過研磨後用

和 Dop Dye 一樣的方法加在纖維裡面，螢光

有兩大系列，一個是工業用的，要符合的規

範是 EN 20471，就只有黃、橘紅和白，三種

顏色，肉眼看了喜不喜歡不重要，在儀器上

要過關；另外一個系列是流行色，各種顏色

都有，不過問題在螢光是接受全光譜的，而

在能量強的，像紫外光，會在分子裡面造成

激化和共振，幅射出強波，很容易衰減，用

沒多久顏色就不像當初那麼漂亮，怕 UV，

怕熱，所以紡織所選擇不用後染，因為不容

易拿到原料，會被管制，選擇耐高溫的染

料，用 DOP DYE 來確保牢度，以螢光黃來

說，在聚酯和尼龍都可以到達 4 級，這個做

法除了牢度好之外，還有節能的效果。

感濕伸縮纖維

 

 

這個纖維如果碰到水，它的伸長率可以

超過 10%，比一般尼龍的 2-3% 高很多，這種

纖維在日本也有，但是他們的是複合纖維，

紡織所的是單一材質，為的是這樣的做法在

化纖廠不需要改設備，增加很多成本。

用這種纖維織出的針織布的高伸縮效果

從第二個圖的上邊可以看出來，左邊的是乾

燥的時候，黑點代表孔洞，以光通量來說

是 5.5%，右邊是吸了水後的情況，黑色部分

增加到 15.5%，這代表這塊布貼在皮膚上會

呼吸，能增加汗水蒸發的速度，在布的設計

上，可以把這條纖維織在貼近皮膚的那一

面，流汗會讓整個結構變的澎鬆，有助於空

氣流通。

安主任最後表示，他希望協助絲織業者

從二維布料的質素意象架構纖維開發概念，

透過顧問服務，縮短與上游纖維材料及下游

服飾品牌的溝通時距，協助絲織業者建構差

異化纖維開發與生產能量。

第四場  紡織所新紡織品暨研發能量與

未來發展

紡織所產品部主任 黃博雄博士 主講

 

 ▲ 紡織所產品部主任 黃博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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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個演講是安主任談到纖維的機能發

展，這一段黃主任談到的是布方面的機能，

可以說是前機能和後機能。

紡織品的機能

 

紡織所盤點了紡織品的諸多特殊性能如

上圖所示，左至右從衣著用向產業用方面

走，在國內我們把衣著用的稱為機能，產業

用的稱為功能，其實在外國都是用 function

這個字來稱呼。今天黃主任談到的傾向於運

動用的機能。

 

人體在運動的時候會牽涉到兩個元素，

一個是濕度，一個是溫度，人在運動的時

候，外面大氣的溫度可能會達到 38℃甚至更

高，人體的溫度也會比正常的 36-37℃更高，

在這樣的狀況下，人體每小時的排汗可能會

到 1000 CC 至 2000 CC， 運動衣吸飽了汗水

後，如果不能排掉，衣服就會黏在身上，很

不舒服，這時候就要靠紡織品處理濕度的機

能，把汗水排掉，來緩解人體的不舒適感。

有一些運動選手就穿著有挖洞的衣服來加速

排汗，這叫做 Holey Shirt。

 

我們如何在衣服上做出這種效果？如果

能夠在布料的功能上解決這個問題，就能創

造出市場。這些運動上的機能市場，全球預

估會有兩千億美元的市場，有待我們去爭

取。

 

台灣紡織業者在吸濕排汗的市場經營多

年，也穫得了很多大品牌的青睞，紛紛來下

單，已經賺了不少錢，那我們在下一個階段

要怎麼走？



N O . 1 1 3
60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以吸濕排汗為例

 

有的馬拉松是在冬天舉辦，冬天又經常

在雨天跑，選手一邊流汗又一邊淋雨，身上

的水好像冰一樣，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們流汗時，衣服會黏在身上，人們經

常會做一個動作，把衣服拉起來，讓空氣增

加對流的機會，看看會不會涼一點。

 

 

但是跑步的時後不可能一直這樣拉衣

服，那時候就會希望有一種紡織品能夠有這

樣的功能，來緩解身上的熱，我們紡織業如

果能設計出這樣智慧型的材料，一定是一個

大的市場。

紡織品的運動機能

紡織所的構想就是希望透過以噴代整來

做出這樣的紡織品。

 

這個紡織品的機能就是，遇到水的時候

就會澎脹抬高。

 

紡織所現場帶來的樣品顯示，布料遇到

水就變形，乾了又回復原來平整的樣子，最

高會抬高到 4mm，這個布做成運動衣，在大

量排汗時不會黏貼在皮膚上。

機能墨水化

 



N O . 1 1 3
61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紡織所是用數位噴印機，把原來的彩色

墨水用機能性墨水取代，基本上是一種樹

酯，樹酯遇到水會收縮，而達到這個效果，

也可以依照需要噴成不同的圖案，這個墨水

當然也可以有不同的顏色，來創造不同的視

覺效果。

以噴代整未來發展性無限

 

以噴代整的做法，在未來的十年將會有

很大的進展，因為用數位噴印機來做整理加

工，代表用料少，汙染就少，而且，調整生

產線非常方便，沒有最低數量的限制，此

外，在樹酯的功能也可以多樣化，比如說導

電、耐磨、透濕等等。很多機能都可以透過

噴印來做到。

第五場  紡織所智慧製造暨研發能量與

未來發展

紡織所製程技術開發部主任 黃慶堂博士 主講

黃主任表示，他本人並不是做 AI 的，他

想從學機械的人和在紡織所工作多年的角度

來看 AI，也許跟一般政府官員或是做軟體的

專家有些不一樣的看法，分享給大家，並且

思考一些問題。

另一個角度看 AI

黃主任談到，從蔡總統的第一個任期開

始，政府在推動工業 4.0，接著是智慧製造，

現在是 AI，目前還有所謂「高階製造」，他

想釐清數位轉型和智慧製造到底有什麼關

係。

黃主任說， 他曾和工研院機械所和資

策會談過，當大家在談工業 1.0、2.0、3.0 和

4.0 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當 PLE 出現的時

候，我們開始自動化、資訊化，可是在紡織

業不是這樣，從工業革命開始，紡織設備的

進步不是其他產業設備比得上的，在自動化

和資訊化之前已經開發了很多設備，這些設

備的在智慧化的過程，要有完整基礎的智慧

匯流，包含了所有的自動化和資訊化。

把產業統計資料做成電子檔，它就數位

化了，但光是資料數位化還不算是智慧化，

流程數位化可以讓流程自動化，自動化之後

的所有資訊，如何變成電子檔案，如果沒有

做到這一步，是無法智慧化的。

技術和流程的數位化很重要，且必須要

完成，才能做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的關鍵是， 給電腦一些條件

後，電腦可以模擬出結果，最常見的是以飛

 ▲ 紡織所製程技術開發部主任 黃慶堂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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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飛行時數來預測是否需要維修，這個概

念對數位轉型至為重要。

資訊匯流，最主要的兩件事是要如何讓

生產製造和經營管理的資料結合應用，要用

大數據時，不可能從每一個資料庫去抓，所

以，匯流是一個關鍵。

在很多過程中，剛開始人工智慧會跟機

械學習搞混在一起，現在是跟深度學習搞混

在一起，其實深度學習是在機械學習裡面，

但是發展了這些，還是不能用，要有許多能

應用的數據，還要能從其中看出不一樣的地

方，這要靠資料分析，所以，轉型需要產業

領域的人參與。

我們可以運用大數據建立預測的模型，

運用未來新的數據來進行預測，這是人工智

慧最基本的功能，協助進行決策。但是，單

是人工智慧還不能做事，決定出機器設定的

條件後，還需要透過控制器才能執行。

如果模型的預測只有 90% 的準確度，其

他不準確的部分就要透過系統去執行，這就

是系統的重要性。

黃主任認為，AI 被過度神化，使用的時

候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目標何在，大家都覺

得 AI 可以解決生產線上很多的問題，如果是

這樣，全球大家都用 AI，台灣還有什麼競爭

力？AI 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不是全部。

台灣跟別的國家不一樣，我們做了很多

少量多樣，擁有很多技術，這些技術可以轉

換成數位化經驗，如果不這麼做，未來要數

位轉型就沒有基礎。比如前面講過的機能性

紡織品用到那麼多的參數，AI 就可以幫我們

找到好的條件，縮短時間，要開發新的材料

或產品，AI 都用得上，但是光 AI 還不行，還

是需要人，AI 不過是一個輔助的工具。

紡織產業需求與未來情境

 

紡織設備其實很複雜，我們需要一個標

準的擷取資料的裝置，這個裝置把資料上雲

端之後，可以做到三件事，第一，製造端互

連，資料可以相互分享，其次，可以讓製造

設備擁有智慧，第三是供應鏈的智慧化。但

當完成智慧化後，仍要系統的來看可不可以

用。

 



N O . 1 1 3
63

生產管理與研發設計

以紡織所來說，已經把各部門設備的資

料都上網連結，透過相關的運算平台去運算

出結果，未來所有的人工智慧的系統驗證，

甚至新產品的開發，都希望在一個場域驗證

完成後，再到智慧工廠去製造。

黃主任強調，紡織所二十多年來，自動

化的技術一直都在，資訊化的能力從 ERP 開

始也一直都在，人才方面也都有。

 

 

 

他舉出幾個目前已經在做的智慧化案

例。

織機的標準 SMB

 

紡織所的設備不是很多，要去抓運轉資

料時發現兩件事，目前的設備只要用到半導

體的，都是用 24V 或 12V 的直流電源，只有

紡織設備有 24V 交流電，這些設備在電氣還

沒標準化之前已經生產出來了，所以要抓資

料時如果判斷錯誤，可能整個機台會掛掉，

第二，機器沒有考慮到阻抗的匹配，擷取訊

號後機台會亂掉，這方面紡織所累積了相當

的資訊，再結合前面的資訊對機上盒做評鑑

和分析。

 

至於其他例子，紡織所都針對需求點做

檢測，在水洗機方面，發現水的濁度和化學

品的濃度影響到水洗效率，他們做一個最佳

的水濁度和化學品濃度的決策去控制機器，

適度的去呈現所有的資料。

在定形機方面，紡織所發現可以用更節

能的方式來使用定形機，也許速度慢一點，

但是在淡季時不影響，可以透過溫度和速度

的調控，達到定形的功能，至少節省 30% 的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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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台聯網是最低階的，資料蒐集是希望

未來可以做的更好，擁有資料後，可以瞭解

機台的狀況，讓機台做的更好，甚至自我判

斷。

SMB 基本上是一個成長的趨勢，製程也

一樣，所以，紡織所未來有一個計畫，要把

其他的生產參數和最後的瑕疵檢測都整合在

一起，根據訂單的需求設定最佳的條件，這

是機台智慧化的最終目標。

假撚方面

 

假撚工程中包含很多因素，紡織所思考

從張力去判斷可能的瑕疵，當看到一個異緯

的瑕疵，可以回饋到是設備產生的或是溫度

產生的，紡織所把異常張力的數據轉換到頻

域，試圖去判斷影響張力的因素。

染整方面

 

在染整方面，從兩個方面去著手，第一

個是染色品質的預測，另一個是瑕疵肇因的

識別和追溯，目前正在進行中。

冷卻水回收

 

染整工程一定會有溫度排放，當然可以

花時間回收冷卻水，但是回收太多也沒有

用，工廠可以根據訂單排程知道未來要用多

少冷卻水，把染機當成熱交換器回收足夠的

冷卻水，因為是相對高溫的，所以可以節

能。

一般的鍋爐蒸氣壓力大概 7-8 公斤，如

果只有一半的機台運轉，實際只要 5 公斤就

足夠，這個蒸氣到染機還要減壓到 3 公斤才

能用，壓力越大，管路逸散就越多，只要足

夠供應機台使用，越低的壓力其實越節能，

這可以透過系統整合，預測未來的蒸氣需

求，甚至可以適度的調整排程，避過蒸氣使

用的高峰，調控最適當的鍋爐壓力。

紡織所的斗六廠區目前已經針對電力、

水和瓦斯進行調控，因為那邊機台數很多，

消耗量可觀，運用智慧調控，可節省相當可

觀的能源。整個廠區的監控代表人工智慧不

是只可用在產品、設備，也可以用在能源管

理，大數據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除了材料

研發以外，整個工廠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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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做好了 AI 的基礎了沒 ?

 

黃主任的結論談到，當要做智慧轉型或

AI 時，會覺得有很多數據，我們知道所有的

配方和布種，不同的染料，但是紗線不一樣

的時候，染程是不是要部份更動？如果資料

裡沒有新纖維的資料，就算擁有大數據，這

個數據夠不夠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資訊匯流，如何去補足

資料數位化，因為有經驗的人還在，現在做

還來得及，如果再過幾年，當全世界都在做

的時候，我們的技術門檻是非常弱的。

另外，如果新進的機台和原來的差異非

常大，AI 能不能用？軟體不是一套走天下

的，現在的 AI 智慧可能若干年以後就不能再

用，重點在要有足夠的數據，來產生協助我

們決策的 AI。我們透過監控或是機電整合，

可以讓設備自動化，這是紡織業必須要做的

事。

再來談到 AI 的道德規範，AI 能判定的

東西是根據系統學習的內容，還是有系統盲

點，可能會造成道德風險。還有，在中國的

人臉辨識系統在民主國家一定不會被接受。

此外，現在的 AI 總是還有誤差存在，當誤差

出現時，做 AI 的人該不該負責，這些都是道

德領域的範籌。

AI 當然還是有缺陷，但是它仍是一個很

好用的工具，它可以用有經驗人員的數據，

透過演算法來協助我們做決策，但基本上這

個決策還是要「人」來下，這是 AI 不能取代

人的地方。

張忠謀：人生不要太圓滿，有個缺口讓福氣流向別人是很美的一件事。沒有一

個人的生命是完美無缺的，每個人多少少了一些東西。應虛心接受，因生命中

的缺口，仿若我們背上的一根刺，時時提醒我們謙卑，要懂得憐恤。若沒有苦

難，我們會驕傲；沒有滄桑，我們不會以同理心去安慰不幸的人。不再與人作

無謂的比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這輩子所結交的達官顯貴不知凡幾，他

們的外表實在都令人艷羨，但深究其裡，每個人都有一本很難念的經，甚至苦

不堪言。所以，不要再去羨慕別人如何如何，好好算數上天給你的恩典，你會

發現你所擁有的，絕對比沒有的要多出許多，而缺失的那一部分，雖不可愛，

卻也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接受它且善待它，你的人生會快樂豁達許多。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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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難燃機構簡介及應用
逢甲大學纖維及複合材料系 林清安教授

摘要

1. 高分子燃燒是經過受熱、燃燒、分解、傳播四個步驟，主要是氫自由基 (H˙) 及氫氧自由基

(OH˙) 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

2. 難燃化必須阻隔材料受熱、阻隔氧氣、防止傳播，也可捕捉氫及氫氧自由基，破壞其連鎖反

應著手。

3. 氫氧化鋁、氫氧化鎂，可以吸收熱量、放出水氣、稀釋氧氣，也可形成固相保護層阻隔熱

源。

4. 鹵素系主要捕捉可燃的自由基，磷系在於形成聚磷酸的保護層並促進碳化，為固相保護作

用。

5. 固相保護機構保護材料內部是未來的趨勢。

一、 前言

本文提出高分子燃燒的過程、燃燒機構，進而討論高分子難燃化原理，難燃機構，難燃方

法。

二、 高分子燃燒原理

1. 燃燒三要素及燃燒過程（熱、燃料、空氣）

(1) 物質受熱，氧化生出可燃性氣體。

(2) 可燃性氣體和氧氣混合，達燃點後著火燃燒。

(3) 燃燒的熱回到物質本身，使物質再裂解。

2. 高分子巨觀燃燒機構（受熱、分解、燃燒、傳播）

FUEL 

氧 熱 

燃料

高分子 

水分蒸發 

熔融 

熱裂解 

氧氣 

固體殘渣 

不燃性氣體 

可燃性氣體 

液體微粒 

可燃性混合氣 發火燃燒 

無焰燃燒 
煙 

熱 

空氣 

空氣

冷卻

燃燒臨界 

（熱傳導）（吸熱）  （裂解速率）    （分解生成物）（混合） （氣相反應―點火） （火焰傳佈） 

（凝聚相加熱區）（凝聚相反應區） （氣相加熱反應區）    （火焰區）   （燃燒產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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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分子微觀燃燒機構

(1) 碳氫聚合體的碳碳鍵及碳氫鍵分解成烷基自由基和氫自由基。

RCH3 → RCH2˙＋ H˙

RCH2CH2R1 → RCH2˙＋ R1CH2˙

(2) 烷基自由基與氧生成過氧化基會奪取烷鏈中的氫及分解生成醛和氫氧自由基。

RCH2˙＋O2 → RCH2OO˙

RCH2OO˙＋ RCH3 → RCH2OOH ＋ RCH2˙

RCH2OO˙ → RCHO ＋ HO˙

(3) 過氧化氫分解成烷基自由基和氫氧自由基，又奪取碳氫分子中的氫而成烷基自由基和

醇。

RCH2OOH → RCH2O˙＋ HO˙

RCH2O˙＋ RCH3 → RCH2OH ＋ RCH2˙

HO˙＋ RCH3 → RCH2˙＋ H2O

(4) 醛基與烷基自由基作用形成碳氫化物和醯基自由基。

RCH2˙＋ RCHO → RCH3 ＋ RCO˙

HO˙＋ RCHO → H2O ＋ RCO˙

RCO˙ → R˙＋ CO

(5) 碳氫聚合物經過以上反應，一步步縮短碳鏈，最後變成甲醛，甲醛燃燒產生CO。

HCOH → CO ＋ O2

HCOH ＋ O2 → CO2 ＋ H2O

(6) 分解物一氧化碳到一定濃度後氫氣自由基與它生成 CO2 和 H˙，同時放出大量的熱，    

H˙與氧反應又產生氫氧自由基，使燃燒不斷進行。

HO˙ ＋ CO → CO2 ＋ H˙

H˙ ＋ O2 → HO˙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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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分子耐燃特性（如表一）

表一 各種高分子物質的發火溫度與引火溫度 (Hilado)

物質名
引火溫度

(℃ )
發火溫度

(℃ ) 物質名
引火溫度

(℃ )
發火溫度

(℃ )
聚乙烯 341 349 丙烯（纖維） 560
聚丙烯 570 硝酸纖維素 141 141
四氟化苯乙烯 530 醋酸纖維素 305 475
聚氯乙烯 391 454 乙烷纖維素 291 296
氯醋酸乙烯酯 320-340 435-557 聚醯胺（耐隆） 421 424
聚偏二氯乙烯 532 532 耐隆6.6（纖維） 532
聚苯乙烯 345-360 488-496 酚樹酯（玻璃纖維積層） 520-540 571-580
聚苯乙烯（粒狀） 296 491 密胺樹酯（玻璃纖維積層） 475-500 623-645
聚苯乙烯（發泡體） 346 491 聚酯樹酯（玻璃纖維積層） 346-399 483-488
苯乙烯丙烯睛共聚物 366 454 矽樹酯（玻璃纖維積層） 490-527 550-564
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
酯共聚物

326 485 硬質聚亞胺酯 310 416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280-300 450-462 木材 260-300 400-450

三、 高分子難燃化之原理

1. 影響高分子燃燒的因素

(1) 分子結構（結晶、芬香族等）

(2) 炭化傾向

炭化：高分子受高溫作用，小分子裂解後一些不可燃的物質（固體殘渣）便聚集在一起，

成為多環狀和焦炭。

(3) HO˙，H˙的濃度

(4) 結構與重量（越重燃燒需氧量越大）

(5) 環境因素

四、 難燃方法

1. 從氣相著手的氣體

(1) 產生不燃性的氣體：不燃性的氣體進入空氣中能稀釋氧的濃度而產生難燃效果，包括

氨、氮、二氧化碳、鹵化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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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生自由基的捕捉劑

HBr 在氣相中捕捉自由基

HO˙＋ CO → CO2 ＋ H˙ 極高放熱的作用 (highly exothermic)

H˙＋ O2 → HO˙＋ O˙ 鏈分枝化作用 (chain branching)

O˙＋ HBr → HO˙＋ Br˙ 鏈轉移作用 (chain transfer)

HO˙＋ HBr → H2O ＋ Br˙ 鏈終止作用 (chain termination)

淨反映：CO ＋ O2 ＋ 2HBr → CO2 ＋ 2Br˙+ H2O

由以上反應得知，溴化物燃燒時產生溴化氫，而產生不具活性的 Br˙及具含冷卻效果的

水。

以下是甲烷的燃燒經自由基捕捉而抑制燃燒的情形：

成長作用 (propagation)

CH4 + HO˙ → CH3˙ ＋ H2O

CH4 + H˙ → CH3˙＋ H2

CH3˙＋ O˙ → CH2O ＋ H˙

CH2O ＋ CH3˙ → CHO˙＋ CH4

CH2O ＋ HO˙ → CHO˙＋ H2O

CH2O ＋ H˙ → CHO˙＋ H2

CH2O ＋ O˙ → CHO˙＋HO˙

CHO → CO ＋ H˙

CO ＋ HO˙ → CO2 ＋ H˙

chain branching H˙＋ O2 → HO˙＋ O˙

termination R˙＋ MH → RH ＋ M˙

若能抑制 HO˙和 H˙的濃度就抑制燃燒。而氧和 H˙結合產生 chain branching 反應，若

有適當的介質M（捕捉劑）存在則與自由基產生 termination 終止反應而抑燃。

甲烷燃燒通入HBr，捕捉自由基並產生水及不活性Br˙以沖淡氧。

H˙＋ HBr → H2 ＋ Br˙

HO˙＋ HBr → H2O ＋ Br˙

NaHCO3 於燃燒的甲烷，會釋出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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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Na˙ → NaOH

NaOH ＋ H˙ → H2O ＋ Na˙

淨反應：HO˙＋ H˙ → H2O

三氧化銻經常和鹵化物共用為難燃劑

Sb2O3 ＋ 6HBr → 2SbBr3 ＋ 3H2O

SbBr3 為濃白色的煙能沖淡氧，加上水的產生也可抑燃。

2. 從固相著手的方法

加入填充劑 (filler)：如加入不易燃的黏土有抑燃效果但也會影響材料特性。

(1) 在固相表面形成碳層：表面碳層可抑制可燃性氣體外洩和火燄對固相的熱輻射。磷、

硼、硫化物都很有效果。毒性問題。

(2) 加入催化劑以改變燃燒時的反應機構而抑燃。

五、 難燃劑及燃燒機構

                                表二 難燃劑的分類                                                                     表三 無機阻燃劑 

1. 無機系難燃機構

屬添加型難燃劑，主要功能在生成水蒸汽、吸熱作用及形成固相保護層。（如表二、表

三）

(1) 氫氧化鋁

 ● 冷卻作用：每mole 吸熱298kJ。

 ● 保護膜作用：分解成Al2O3 有隔絕作用。

 ● 稀釋作用：生成的水蒸氣可稀釋氧。

(2) 氫氧化鎂：冷卻和稀釋作用。

 
 
 
 
 
 
 

難燃劑

無機系

AI(OH)3(ATH)、Mg(OH)2、CaCO3

銻系：Sb2O3、Sb2O5

磷系：赤磷、聚磷酸胺、磷酸鹽

錫、鉬、鋯、硼等金屬化合物

有機系

磷系
鹵化系

非鹵化系

鹵素系
溴系

氯系

無機阻燃劑

獨效阻燃劑 磷系：赤磷、聚磷酸胺、磷酸鹽等

阻燃協效劑
銻系：氧化銻、鹵化銻

錫系：氧化錫、氫氧化錫

輔助阻

鉬系：氧化鉬、八鉬酸銨

鋯系：氧化鋯、氫氧化鋯

硼系：硼酸鋅、偏硼酸鋇

阻燃填充劑：氫氧化鋁、氫氧化鎂、碳酸鈣

a.氫氧化鋁Al(OH)3(ATH)(12)

2Al(OH) → Al2O3 + 3H2O △H=298KJ/mole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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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氧化銻：協效劑：本身不能獨立當難燃劑，需要藉由其他難燃劑才能表現出它的效果。

SbX3 氣體可稀釋可燃性氣體且可產生固相阻隔。

(4) 聚磷酸胺：(NH4PO3)n。

(5) 硼酸鹽類：難燃協效劑。

2. 鹵素難燃機構

鹵素難燃機構主要在捕捉自由基阻斷燃燒高分子的連鎖反應，以 Br、Cl 最為普遍。Br 的效

果好，易釋出Br˙，其反應機構如下：

 RH ＋ X˙ → HX ＋ R˙

 H˙＋ HX → H2 ＋ X˙

 OH˙ ＋ HX → H2O ＋ X˙

 X˙＋ H˙ → HX（不燃性氣體）

 X˙＋ OH˙ → HOX（安定性氣體）

3. 磷系難燃機構

主要機構有二：

(1) 磷化物分解出磷酸，促使聚合物形成焦碳層。

(2) 磷酸進一步脫水酯化聚磷酸，為一玻璃狀熔體，覆蓋於燃燒物表面能阻止氧氣的接近。

2HO-P → -P-O-P- ＋ H2O

其難燃機構可分成：

(1) 固相作用：磷化物促使碳化層的產生，阻隔了可燃氣及熱的傳遞。

(2) 形成保護膜：聚磷酸為一種玻璃狀不燃物，覆蓋於燃燒物表面能阻止氧氣的接近。

(3) 冷卻作用：因產生水蒸氣故有冷卻作用。

(4) 氣相作用：其中會產生HPO2˙，以捕捉H˙、OH˙自由基。

六、 結論

 ● 材料難燃化後，不僅有適當的加工條件，還須保有原有的性質，並符合環保要求及安全考

量。

 ● 氣相的難燃機構，尤其是鹵素，會產生大量煙霧、有毒、腐蝕性氣體，未來將減少使用。而

固相難燃機構如磷系和無機系則有效阻隔燃燒擴張，且煙霧較少，是較佳的方式。

 ● 難燃材的發展有兩個方向：(1) 從材料本身著手 (2) 從難燃劑著手，將無機系作分散性及相容

性的改變，有機系官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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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
研習聯誼活動」紀要

本會 李維

本會為擴大服務絲織業從業幹部，特將活動名稱增修為「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

部研習聯誼活動」，在課程安排上，增加對研發及行銷幹部有益之內容，分享給更多會員。為

使各幹部了解紡織業製程高效化前瞻應用、3M 創新產品開發管理及紡織所新纖維、新紡織品

及智慧製造的研發能量與未來發展，提升營運績效與競爭力，本會於 7 月 3 日至 4 日（星期五、

六）假棲蘭山莊舉辦「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安排五場難得的演講

指導活動，分別為資訊工業策進會蕭組長淑玲講述「AI 智慧應用服務發展環境推動計畫 -AI 推

手培訓」、3M( 台灣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 ) 陳技術長君杰講述「3M 創新文化與新產品開發管

理」、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原料紗線部、產品部及製程技術開發部 3 位主任安大中、黃博雄及

黃慶堂博士依序分享紡織所「新纖維」、「新紡織品」及「智慧製造」的研發能量與未來發展，

由莊理事長燿銘主持，紡織所兩位協理陳宏恩及邱勝福博士蒞會與談，並呈現研發成果態樣分

享。

7 月 4 日一早以亞洲最大神木園半日行旅揭開序幕，從棲蘭山莊搭乘最早班次的接駁車至

神木園，徜徉於標高 1,500 公尺左右的秘境中吸收芬多精，美不勝收的山景與壯麗高聳的神木

搭配導覽老師生動有趣的解說，讓所有貴賓都有一場豐富身心靈的饗宴，下午由本會王顧問能

賢帶隊，前往三星落羽松秘境及安農溪分洪堰景點。三星落羽松秘境位於安農溪畔，該溪整治

後堪稱宜蘭最美溪流，河道旁兩排的落羽松蓊鬱浪漫，沿路隨著陽光灑落的光影交錯，彷彿置

身電影場景，安農溪分洪堰風景區又稱作「湧泉公園」，佔地兩公頃，為政府花費四年、耗資

兩千萬元整治的風景區，園內有湧泉游泳池、戲水池、涼亭、停車場及植栽美化的多座涼亭，

亦有罕見植物密佈，是兼具休憩功能、觀賞美景及研究自然生態的風景點。

本會辦理「絲織業經營管理、研發及行銷幹部研習聯誼活動」已 9 年，此次活動參與人數

共 106 人，感謝所有來賓的配合與協助，使活動圓滿、順利，還望所有參與者皆能有所收穫、

不虛此行，也希望不吝給予指導建議，使本會得以呈現更精實的服務內容，謝謝！

人只有做自己才會自在，有主控權才會健康。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那

不是造船的目的。若孩子想創業，但你怕退休金給了他會血本無歸，臨老貧困，

建議老本留著不要給出去，但鼓勵孩子去創業。

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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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要」

 ▲  資訊工業策進會蕭組長淑玲 (左上 )
講述「AI 智慧應用服務發展環境推

動計畫 -AI 推手培訓」、3M( 台灣明

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 ) 陳技術長君

杰 (右上 )講述「3M創新文化與新產

品開發管理」、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

所 原料紗線部、產品部及製程技術

開發部 3位主任 安大中 (右下 )、黃

博雄 (下中 )及黃慶堂 (左下 )博士依

序分享紡織所「新纖維」、「新紡織

品」及「智慧製造」的研發能量與未

來發展。

 ▲ 馬告神木園半日行旅，為亞洲最大神木聚落；李常務監事業義 (前排左 1)、溫常務理事樹林 (前排左 3)、姚

常務理事炳楠 (前排右 2)、陳理事俊舟 (右 1)與各參與者於神木園步道合照。

 ▲ 王顧問帶領參與人員於三星落羽松秘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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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赴鴻佳啟能庇護中心
及朝興啟能中心訪問

本會 葉乙昌、林昱馨

本會為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特於 7 月 10 日由李常務監事業義及葉乙昌秘書長代表赴台南市

私立鴻佳啟能庇護中心及朝興啟能中心訪問，並各致贈慰問金2 萬元。

鴻佳啟能庇護中心前身為鴻佳電機有限公司創辦人暨負責人─徐富強先生，有鑑於社會上

許多身心障礙者在生活照顧及就業方面遭遇許多困難，成立提供心智障礙者庇護性就業的殘

障福利工廠，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支持服務，使其獲得一技之長並減輕家庭負擔。民國 80 年，

有感於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需要更全面性的支持與關懷，轉型並成立「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鴻佳啟能庇護中心」，提供全日住宿養護、日間托育及技藝陶冶等服務。

該中心地處台南市南區，鄰近黃金海岸，連續榮獲第八次～第十次身心障礙機構評鑑最高

等第─優等，目前收容人數約 160 人，來自全台各地，中低收入戶佔 80% 以上；孤兒、無親屬

及因故無法返家者佔 50% 以上

民國 94 年秉持著「授人以漁」的精神，結合服務對象的興趣、能力及相關訓練課程，成立

「喜鵲兒之屋」。其中包含多種不同項目，如種植有機蔬菜的休閒農場、調製飲料的陶樂茶坊、

製作精緻點心的烘焙坊、烹飪、陶藝、清潔、洗衣、洗車及代工等九種技藝訓練課程。

朝興啟能中心自民國 73 年便作為庇護工廠帶著憨兒一起製作插頭、插座。但近年來中國

 ▲ 本會李常務監事業義 (中 )、葉秘書長乙昌 (右 )與鴻佳啟能庇護中心沈院長淑惠 (左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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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代工興起，創辦人不希望憨兒們因此失去容身之處，於是在民國 90 年籌組創設基金會，

感念先父『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之諄諄教誨，以父親之名『朝興』命名。民國 92 年成立

附設『朝興啟能中心』，提供「全人全程」24 小時不間斷的全天收容照護服務。

朝興啟能中心不僅只是提供一個居住的空間，更為憨兒們規劃完善的「健康照護」、「養護

學習」、「家庭支持」、「休閒活動」、「社區結合」等服務內容，提供完善的照護規劃，讓生活

多元而且有趣。其元氣太鼓隊時常受邀在各式公益活動演出，也常到老人安養中心關懷，參與

淨灘、植樹、社區打掃等社會服務活動。朝興不僅只是接受來自社會大眾的關懷，在能力所及

的範圍內，也積極回饋社會。

朝興的工作坊，依每個憨兒所能完成的事，分配合適的任務。在作業活動中，訓練憨兒們

手腦並用的靈活度，學習並擁有基本的工作技能，更從中能獲得收入，達成讓憨兒能自立的

目的。憨心洗坊的工作流程，能訓練憨兒們的運動協調及減緩退化速度，其合作客戶以美髮、

SPA、復健診所、腳底按摩與民宿等業者為主，提供毛巾 / 被單的洗滌及收送服務，並以客製

化的方式，依照各合作客戶使用程度的不同，協助客戶改善洗滌問題。天使工作坊則以烘焙為

主，目前每天會製作漢堡皮、手作吐司、香氛包，其中香氛包從香香豆的釀製到包裝，都由工

作坊獨力完成，中秋佳節期間，亦會推出節慶限定的蛋黃酥。

智能障礙者在人們的印象中，多數帶著無法自理生活，需要有人隨時看護的形象，但其

實，只要透過正確的方式耐心指導及教學，大部份的智能障礙者，都能學習生活的所需技能，

進一步擁有謀生能力。這便是鴻佳啟能庇護中心及朝興啟能中心設立不同性質工作坊的目的。

本會每年皆前往兩家慈善機構參訪慰問，聊表對社會弱勢族群的關懷，希望可帶來拋磚引玉之

效果，歡迎有能力的會員廠商共襄盛舉，謝謝！

 ▲ 本會李常務監事業義 (中 )、葉秘書長乙昌 (右 )與朝興啟能中心湯主任宗益 (左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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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活動報導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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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俊德老師進行

結合理論與實務的精闢講授。本培訓課程對紡織上中下游相關業者與貿易商初階、中階主管及

儲備幹部的職涯，有極大助益。

呂俊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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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老師以系統化方式講解，內容針對管理者必備的態度、知識、技能而設計，架構完整並切中要

點，高度互動的上課方式能夠引導出學員想法、經驗，更以分組討論、個案研討、實務演練…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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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課程講授主管教育與指導部屬的能力，從「管理」的基本概念、管理者的角色扮演與

其必備之心態、任務、紡織業組織運作的原則，並了解自我行為特質與管理風格，以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互動與情緒管理、壓力處理能力。中程課程詳細解釋管理者於計畫、指令、影響、協

 ▲ 呂俊德老師與學員於結訓典禮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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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不可能全天候在廠待命，必須設定制度化

得泰紡織有限公司 張榮水、張寶文

首先我要感

謝絲織公會給我

有這個機會帶著

子孫第三代後進，

能來參加經歷豐

厚的呂俊德老師

授課， 使我受益

良多。 紡織產業

已是沒落的產業，

但是只要有優化的管理就有發展的空間，首

先著重以發揮管理者有效的執行力。

紡織業是三班制產業，主管不可能全天

候在廠待命，必須設定制度化。以每種布種

組織設定一個標準化的目標做為績效的獎懲

辦法，每天登錄，10 日結算一次，月底以此

做為業績薪資的發放。主管每天要去看見問

題，了解問題，解決問題，追蹤執行力，達

到完成改善之目標任務。

我們授課將近尾聲，但已讓我思考與受

教良多，我們將以呂老師的教導快步邁進，

以達紡織產業永續經營發展壯大的目標，謝

謝！               

對上要使他們安心，成為一個優秀的輔佐

者，對下則是要成為他們的領導者

新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清

很高興也很

很珍惜這次公司

給予我機會參與

中階主管的培訓，

也很感謝呂俊德

老師非常專業且

細心的教導。

調之精髓，以培養變革意識為目標，建立問題解決工具與改善工作的方法。後期課程探討團隊

建立的應有認知，介紹團隊發展階段特徵與領導重點，提升團隊溝通共識的技能，並運用有效

激勵達成團隊目標，邁向高績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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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老師多次且不同的分組討論增加實務經驗，相互認識、彼此交流，除了於課程

間相互交換彼此想法之外，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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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員由呂俊德老師頒發結業證書後合影  ▲ 學員專心聆聽呂俊德老師授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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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當中，老師多次透過實際的分組演

練，使我們因此認識同在紡織業界的各位先

進，也讓我們將課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藉

由練習，最後轉化成我們的專業技能，因此

我開始對紡織企業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

知，明白公司的高階領導看事情的角度及價

值觀，同時也了解基層工作者的想法與對公

司的期待，在這當中，我所扮演的工作角

色，就是對上要使他們安心，成為一個優秀

的輔佐者，對下則是要成為他們的領導者、

師傅、教練，以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的

態度，用科學化及效率化的方法，然後透過

所有人的努力，有效的運用資源，最後達成

我們共同的目標，把事情做完並且做對，最

終把事情做好。

回想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師所提到

鴻海郭台銘先生所說的：

一、身為一個主管站起來要能說。

這裡指的「說」，就是對上司能夠清楚

明確的表達事情，而且條理分明，對下則是

能夠預先消化上司所說的話，能夠整理出精

要與重點再進行闡述，而不是照本宣科就

好。

二、身為一個主管坐下來要能夠寫。

在日常中與人交談及學習時，能夠在話

語中擷取重點並用筆寫下來，加深自己的專

注力，最後再經過整理彙總成精隨。

從今天就要開始計畫明天的工作甚至後

天的工作，不要等到當天早上才開始計畫，

很多時間往往就因此被浪費掉了。

三、 身為一個主管走出去要能解決問題。

身為中階主管，很多時候就應該要有解

決問題與下決定的魄力，不是每當遇到問題

時，所有的問題都要問上司，自己要試著去

解決那些問題並且學著去過濾，把最重要的

1~2 個問題留下來與上司做討論，自己也必

須針對重要的問題提出三項建議方案，而不

是單單把問題丟給上司就好。

最後期許在呂俊德老師課程結業的我，

把所有學習的知識，透過不斷的練習練習再

練習，在日後的管理工作上得到充分的發

揮，有朝一日有所成就時，能夠充滿自信的

說我是來自新光紡織，而且曾經受過老師的

教導唷。

不改善就會被取代，不創新就會被淘汰

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祚政

當人類在追

求全球化的過程，

卻被一隻病毒給

打亂了， 全人類

的行為及經濟損

失， 也讓每個企

業將面臨百年來

難得的挑戰。 若

企 業 未 能 改 變，

將被這浪潮淹沒。企業要適時改變，及時調

整競爭力，以對抗此一衝擊，將是目前要面

對的挑戰，畢竟目前尚未看到何時可以結

束。面對後疫情時代要如何突圍。

有幸的參加此次「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

公會」舉辦的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

班，身為企業幹部的我覺得受益良多，也願

將此所學於結訓後，投入更多心思於自身企

業，讓企業能改變，因為不改善就會被取

代，不創新就會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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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執行力，哪有競爭力」，往往很

多會議討論的結果，未能徹底實行或半途而

廢，甚至反覆發生，一點效率都沒有。

此次老師提到戴明博士所提〝戴明循環〞

P.D.C.A (PLAN → DO-CHECK-ACTION)， 強

調如何把事情做完、做對、做好。若能確實

運作，定能提高效率及競爭力。

一般開會最怕的是：會前不備，會而不

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

1. 會議計畫 (PLAN)：首先要了解計畫的意

義，要達成目標的解決方案、程序、步驟

及方法，這一切要建立在 5W、3H 的架構

下。

2. 下達命令 (DO)：命令要如何下達？工作

要如何分配？

首先要運用適材適所的工作分配，搭配完

整的溝通。運用：說、聽、問、答、覆

（確認）的技巧。

加上運用 5W、3H 的說明，及 5W、3H 的

分析事實。

( W H Y 、 W H AT 、 W H E N 、 W H E R E 、

WHO、HOW TO、HOW MUCH、HOW 

MANY)

3. 工作管控的方式 (CHECK)：

當在執行中需要收集所有資料，掌握事

實、適時檢討。評估其原因及成果比較，

若有錯誤需及時修正、排除障礙。

運用走動式管理 (MBW)：

a. 巡查不可固定時間。

b. 必需有固定頻率。

c. 巡查要有巡查表，而且是有計畫的，須

寫清楚哪些是重點，過程中若發現問題

須立即處理。

工作進行中成功的部份， 列入標準化

SOP。對不足點提出修正，再次啟動 P.D.C.A

以達改善的目的。

為達有效會議的效果，事前的充分計畫

及準備，在會議中讓大家充分討論建議，最

後做成會議記錄。然後依會議決議做成「會

議決議事項執行追蹤表（甘特圖）」，以便隨

時追蹤執行進度及發現問題。這樣才能徹底

執行會議討論的案子。而不致於讓會議決定

的事項流於形式，浪費大家開會時間，一點

執行力都沒有。

時間是寶貴的，是稀少的資源，除非時

間被妥善管理，否則任何其它資源皆無法被

妥善運用。任何人都要做好時間管理，達到

高效率。 而時間管理也就是「自我管理」，

讓我們改變「習慣」，讓自己更有績效更有

效能，使公司更有競爭力，而不是當一個

805（8 點上班，5 點下班，上班績效 0），成

為企業的負擔。

不論是什麼企業，最珍貴的資源與資產都是

" 人 "

日禕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東諺

對於尚未有

管理職務經驗的

我， 第一次接觸

這種課程有些難

以 融 入 的 感 覺，

但很感謝公司給

了我這樣一個機

會， 能夠在平時

上班學習實務外，

還可以透過這樣的培訓培養全方位的能力，

如同呂老師在課程開始說的：給我競爭力，

其餘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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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不幸遭遇新冠肺炎的衝擊，各行

各業都受到了劇烈的影響，百業蕭條。面對

這措不及防的景氣寒冬，與其對這不景氣抱

怨生氣，不如爭氣地對抗不景氣！不斷學習

提升自我優勢。

不論是什麼企業，最珍貴的資源與資產

都是「人」，管理只有單單兩個字，但卻是

需要透過人的努力而後有效運用手邊的資

源，最終達到組織的目標才可說是管理的真

諦。畢竟人是最可活用以及擁有無限潛能的

資源，同時也存在最感困難及最大變異的不

穩定因素，如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能夠尊

重各式各樣的人才並活用其最大價值才是關

鍵。

對於課程中讓我有種醍醐灌頂的體驗是

在老師談到時間管理的部分，在平時工作中

經常看到上級主管尚未處理完手頭的勤務，

馬上又有新的任務交代下來，時常忙得焦頭

爛額。當時的我就在思考，若是我升為主管

後如何去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呢？

這時我才意識到，升為主管善用及分配

自己的時間變為更需要注意的課題，要懂得

輕重緩急，排定優先順序，把手邊待處理的

事情分為：重要緊急、重要不緊急、不重要

緊急和不重要不緊急四個分類。重要緊急為

優先處理事項需要馬上處理；重要不緊急放

為第二優先，需要好好規劃；不重要緊急為

第三優先，可集中處理請人代辦。

也可以透過每天下班前的十到十五分列

出隔天的工作事項，預先做好事前準備了解

一天會有怎樣的行程，一切按部就班處理，

即使有新派發的任務也不至於手忙腳亂。運

用這些方法來分配手頭的事情確實是能夠提

高工作效率的！不然一時間工作都湧過來沒

有好好分配再處理很容易事倍功半。

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曾說過：所謂的主

管，站起來能說，坐下來能寫，走出去能解

決問題。我很慶幸這樣的特質本公司高階主

管都兼具，成為我學習的目標，經由這次的

課程我對於成為主管的學習之路上有了更深

的見解，最後還是再感謝公司給了我這樣一

個機會，我會比努力、努力、再努力達成期

許的！

呂老師在管理階層豐富的經驗，讓學術模型

更貼近管理工作內容

富順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林德

上了「紡織業主管管理能力提升培訓班」

後覺得受益良多．

強力推薦給所有

各年齡層管理階

層 的 好 學 朋 友

們。

呂俊德老師

讓原本教科書的

東 西 透 過 舉 例，

以輕鬆幽默的小

故事及透過小組

活動來讓管理模型更加好玩。

我特別喜歡小組討論時可以了解其他人

工作上碰到的瓶頸，還有別人如何處理困境

及各種難題，透過其他組員的分享也學習到

相當多。

也因為呂老師在管理階層豐富的經驗，

讓這些學術模型能夠更貼近每日管理工作內

容，讓模型更加好理解及運用。

不只是商業模型，老師也有教導我們創

造力的重要性．這堂課從管理人員到研發人

員都可以受益良多。

強力推薦給所有管理階層或非管理階層

的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