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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秋冬主題

三大核心創新 -「智慧紡織、永續環保、機能應用」升級
台北紡織展建構智慧紡織價值鏈體系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指導，紡拓會主

辦的台北紡織展(Taipei Innovative 
Textile Application Show, TITAS)本年邁

入第22屆，有來自台灣、法國、土耳其、

瑞士、瑞典、德國、日本、韓國、印度、

香港、新加坡及中國大陸等12個國家及地

區的456家廠商參展，展出規模達1,003個
展位。為了提供展商與買家一次到位的服

務，今年特別與台北市針車商業同業公會

合作，擴大邀請台灣縫製機械業者參展，

俾益紡織成衣產業供應鏈體系朝向智慧製

造升級。此外，智慧紡織、永續環保，以

及高科技創新機能紡織品仍然是TITAS的

指標性產品，展出陣容堅強，並有逾百家

國際品牌商採購代表應邀來台，與參展商

進行超過千場的一對一採購洽談會，預期

將再為參展商創造龐大商機。

海內外廠商共襄盛舉

　本屆台北紡織展的台灣指標性參展商包

括：台塑企業、遠東新世紀、新光合纖、

新光紡織、南緯實業、台南紡織、宜進實

業、旭榮集團、儒鴻企業、福盈科技、鼎

基、台灣永光、菁華工業、佳紡公司、昊

紡公司、尚益染整、三洋紡織，以及工業

技術研究院、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南台

灣紡織研發聯盟、台灣優質內衣聯盟、產

紡協會及紡紗、人造纖維製造、毛紡織、

絲織、織布、針織、絲綢印染、棉布印

染、製衣、織襪、手套、帽子、毛巾、不

織布、台北市針車等研究機構與公協會之

會員廠商。

　在成衣智慧製造方面，台北紡織展邀請

了縫製設備業者如高林、台灣歐西瑪、名

匠公司等，展出省時省力且高效率的成衣

縫製自動化及智慧化設備，預期智慧製造

將為台灣紡織成衣業掀起新一波的焦點話

題與商機。

　海外展商以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最

具規模，例如：三木理研持續來台參展，

Unitika和纖維評價技術協議會則是首度

來台參展；韓國大邱慶北紡織產業聯合會

本年亦持續組團參展，並有韓國Dain Sky
及Ibigeng兩家業者首次參展；中國大陸

展團本年亦不缺席。在其他國家方面，包

括：土耳其ISKO、瑞典Polygiene、法國

Protechnic、德國Emtec、瑞士bluesign 
technologies等。

　此外，印度工商總會(FICCI)組織10家會

員廠商來台參展，期望經由TITAS平台促

成印度與台灣紡織相關企業更多交流的供

需互補。在海外參觀團部份，越南紡織服

裝協會(VITAS)本年續組團來台參觀，以

進一步建立雙贏與共創互利的合作契機。

台灣創新紡織品立足國際

   台北紡織展以創新應用作為台灣紡織業

的核心推廣平台，持續聚焦在「智慧紡

織、永續環保、機能應用」三大核心主

題，展出具有高新技術及高質量的智慧機

能兼具環保與流行之紡織品。本屆增設智

慧紡織專區，從「智慧紡織品」領域擴大

延伸及深化至「智慧製程應用」與「智慧

解決方案」，藉以形塑智慧紡織體系，因

應即將到來的紡織業自動化與智慧化發

展，從而得以快速反應且滿足市場需求。

將在本屆TITAS亮相之智慧紡織系列，例

如：溫控保健、定位功能、電療照護緩

痛、警示用穿戴式智慧熱感衣與導電織

物；透過科技創新來突破製程智慧化思維

的色彩品管軟硬體；以IT、AI、RFID 軟
體作為系統解決方案，結合光、電、熱之

微處理器，以超越傳統服飾對於供給的限

制，進而實現新型多重功能織物在多樣變

化與多元應用的層次領域。

一對一採購洽談會備受期待

　時值美中貿易大戰鏖戰正酣，全球國際

品牌尋求轉單效應陸續浮現，本屆台北紡

織展將有來自19個國家超過100個國際品

牌之採購代表應邀來台，三天展期將進行

超過千場的一對一採購洽談會，希望能為

參展商建構與各國品牌商洽談的機會，預

估本屆TITAS現場採購洽談將更加熱絡、

接單商機亦高度期待。

　本屆展覽之一大亮點為邀請到許多在

戶外及運動領域之專業級品牌商來台，首

度來台參與TITAS採購洽談會者，例如：

美國戶外品牌OUTDOOR RESEARCH、

狩獵領導通路品牌CABELA'S、戶外服

裝品牌KHANGRI、法國運動及戶外集團

BOARDRIDERS、英國自行車服裝品牌

ENDURA、知名運動服裝集團UMBRO、

加 拿 大 自 行 車 及 三 鐵 品 牌 L O U I S 
GARNEAU，以及大陸運動品牌李寧等專

業買家。

　在功能性紡織品之應用已跨足時尚領域

之際，流行時尚品牌如：美國COACH、

RALPH LAUREN、PERRY ELLIS、

KASPER等，都是連續多年來台採購的國

際重量級品牌，今年更特別邀請到香港知

名時尚集團I.T及美國休閒時尚品牌CLUB 
MONACO來台。

　產業用及家用紡織品市場亦持續成長

中，今年TITAS邀請到美國工作服CINTAS
集團、英國童車品牌BRITAX、巴西知名

家用紡織品COTEMINAS、丹麥全球知名

鞋類品牌ECCO，以及法國運動休閒鞋品

牌DC SHOES等具國際領導地位之品牌來

台，期望為本屆參展商帶來新商機。

透視產業脈動的專業研討會及產品

發表會

　本屆台北紡織展將舉辦11場研討會，包

括：紡拓會發表之「智慧型紡織品創新趨

勢」；絲織公會、絲綢印染公會及產紡協

會合辦之「台灣紡織品新趨勢發表會」；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發表之「台灣機能性

紡織品的下一步」；國際羊毛局發表之

「運動與功能羊毛的挑戰」；毛紡織公會

發表之「創新毛紡織品推廣交流會」；愛

克智慧科技「時尚未來 – 建構您的網際網

路」；台灣檢驗科技的「ZDHC及功能性

紡織品相關測試介紹」；土耳其ISKO公

司「ISKO ARQUASTM 運動系列和創新模

式」；星展銀行「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

影響及企業應對策略」；以及新纖維、新

技術發展趨勢等各項議題之研討會，場場

精彩可期，千萬不要錯過。

TITAS 2019 預告
　台北紡織展是台灣紡織業年度盛會，紡

拓會將持續增進展效，為參展商與品牌商

創造雙贏局面。2019年台北紡織展將於10
月15-17日舉行，屆時歡迎各位紡織業先

進再度共襄盛舉，相約TITAS 2019台北紡

織展見！

　本屆增設智慧紡織專區，從「智慧紡織品」領域擴大延伸及深化至「智慧製程應用」

與「智慧解決方案」，藉以形塑智慧紡織體系，因應即將到來的紡織業自動化與智慧化

發展，從而得以快速反應且滿足市場需求。

　紡織業與電子業是台灣兩大創匯產業，原本並無交集。如今因智慧製造衍生出的智慧

穿戴趨勢，讓兩個原本互不相關的產業有了聯結。台北紡織展順應產業趨勢，本屆首次

設立「智慧紡織品專區」，規劃智慧型紡織品、智慧製程應用及智慧解決方案三大主題

內容，並設置展示區、互動區及發表區，以不同型態呈現智慧紡織品的發展概況與未來

趨勢。展示區以展示參展商的智慧紡織品與設備為主；互動區呈現啟發性的趨勢方向；

發表區則邀請紡織業、電子業及紡織機械業，於展覽期間分享各自領域的智慧紡織品開

發趨勢及智慧製造的解決方案。

　根據美國 Grand View Research 公司的預測，2024 年全球智慧型紡織品及智慧衣市

場將成長至 93 億美元。另根據美國 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 公司針對全球智慧

紡織發展過程的調查發現，雖然智慧紡織尚處於前置發展階段，但從其成長動力與投資

均加速之情況看來，智慧紡織已進階到結合奈米科技、生物感知偵測、新材料材質以及

電子元件極小化，在生活作息上有實質的運用，並過高端科技功能，於多重領域發揮用

途。

　21 世紀的工業 4.0 強調的是智慧製造。智慧製造係以物聯網 (IoT) 為主軸，透過大數

據與雲端運算擬訂機動而彈性的製程解決方案，並連結上游的原物料、機械設備、生

產線、產品以及物流網、供應商等，形成製造端與客戶端互聯的網絡實體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s, CPS），提供數據化、客製化、差異化的有效遠端服務，並據此創造

新的生產組織與商業型態。因應這股趨勢，紡織業勢將迎來自動化與智慧化發展，從智

慧紡織品領域擴大深化至智慧製程應用與智慧解決方案，藉以形塑智慧紡織體系。

TITAS 2018 智慧紡織專區 — 紡織攜手科技  預見未來創意

智慧紡織專區主題
● 智慧型紡織品
　主要展示應用在感官和監測功能的醫療保健、健康照護、運動、安全防護配備、流行

時尚、娛樂、軍事、航太等領域之智慧型紡織品及智慧衣。TITAS 參展常客如遠東新、

南緯、福懋、儒鴻、豪紳以及北科大、工研院、紡綜所等學術及研發單位，均展出精采

的研發成果。例如豪紳展出整合溫控、定位功能的智慧熱感衣，以及結合溫控與電療功

能的智慧電療照護緩痛產品，充分展現出結合各式創新纖維與穿戴式裝置的新思維；北

科大展出複合材料發光智慧衣及3D立體織物複合材智慧紡織模組。新參展商薈聚公司展

出智慧導電織物；京澔公司則展出溫控保健和警示用智慧型紡織品。

● 智慧製程應用
　以提供智能製造的設備、儀器或系統等為主，例如鎮揚實業的色彩測量科技，是突破

「小色樣無法測量」的色彩品管軟硬體；歐旺公司展示的 Zwick/Roell 智慧型紡織材料

試驗設備及系統，結合自動控制、機器手臂、自動軟體功能，達到節省人力效果；系統

使用的同時有建立資料庫的功能，測試完成便可將數據自動上傳至雲端，並可透過手機、

平板電腦等掌握機台的即時訊息與測試過程。

● 智慧解決方案
　以軟體提供的 IT、AI、RFID 作為系統解決方案。例如流亞公司透過強大軟體功能，

結合染整控制器與機械，從化驗室滴定系統一直到後整理定型機加工等全系列染整製程

系統，皆可提供染整廠自動化建置的總體解決方案；京澔公司的智能織物加熱科技與紡

織 EMS 科技，結合光、電、熱的微處理器與紗線來進行研發及應用，生產出多重功能

織物來滿足消費者對於不同環境與消費心理的需求，實現新型布料因應多樣變化與多元

應用的優點；集佳公司的 Scannel 系列產品，以超高頻 (UHF) 為基礎，將 RFID 技術應

用到工廠自動化、現場資訊監控及倉儲管理等各種系統，是讓客戶邁向工業 4.0 的一大

步。
 歡迎踴躍參與，智慧紡織發表會 ! 

（展位號碼：L502）

第一場 (10 月 16 日 )

時間 題目 公司 主講人

14:00-14:10
iQmax 智慧型紡織品

模組與 2018 創新產品
豪紳纖維

李春麟

醫材事業部 / 副總經理

14:20-14:30 智能織物科技 京澔公司 劉秋蘭 總經理

14:40-14:50 紡織的物聯網世界 薈聚智能科技 林志強 經理

15:00-15:10 打造染整智慧化工廠 流亞科技 陳啟瑋 業務高專

15:20-15:30 LED 陣列顯示服飾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周子偉 專案經理

徐志山 品牌設計師

第二場 (10 月 17 日 )

時間 題目 公司 主講人

11:00-11:10
智慧衣於智慧

養老上之應用
AiQ Smart Clothing 康琦婌 行銷長

11:20-11:30 智能化色彩品管 鎮揚實業 李碧桂 總經理

11:40-11:50 當紡織遇上 RFID 集佳公司 陳威駱 業務代表 

12:00-12:10
耐水洗導電薄膜在

紡織品之應用
工業技術研究院 孫文賢 經理

活動訊息

印度工商總會 (FICCI) 與印度紡織部組

團參加 TITAS 2018 台北紡織展，眾多

廠商將展出高品質纖維、長絲、紗線、

針 / 平織布料、OEM/ODM 服飾等紡織

品及設備 !                ( 展位號碼：L102)

時間� :10 月 17 日 14:00~14:30  
講座主題 : �科技與生活結合的藝術

內容� : 內嵌式智慧紡織模組與

          LED 陣列顯示服飾

                                ( 展位號碼：L502)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歡迎蒞臨印度館 



展出精華

儒鴻企業自成立以來即專心致志於紡

織本業，以對紡織的堅持與持續創

新精神，推動產業價值與日俱進。儒鴻專

精研發與生產高機能布料及服裝，擁有垂

直整合染整、織布、成衣的供應鏈，秉持

一貫高品質的生產技術，提供全球客戶優

質創新的產品與服務，提高消費者舒適的

衣著感受，並以符合國際環保標準的生產

流程，降低對地球環境的汙染，達到企業

與環境的和諧，邁向永續經營之路。

儒鴻企業 最新機能性布料備受矚目

   不斷創新精進的儒鴻企業，TITAS 2018
年以機能性布料最重要的：快乾速率、透

氣性、水分管理、輕量化、可塑性等5個
元素，做為整個展覽的主軸，並結合電腦

自動化與織紋設計，將科技與工藝同時呈

現於消費者衣著上。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挑戰，儒鴻將持續

創新研發，讓消費者在衣著上不只穿得好

看，更能提升在運動上的表現。

                               （展位號碼：M820）

遠 東新世紀多年來致力於開發各種新

產品，並於TITAS 2018 台北紡織展 
呈現其豐碩之成果。

��● �FENC® Water Free Dyeing是遠東新世

紀與品牌合作開發的聚酯織物無水染色

技術，利用可重複使用的二氧化碳超臨界

流體取代水，在高溫高壓複雜的循環流程

中將染料注入布料或纖維，不產生染整廢

水，並節省能源及染色所需化學品。2018
年更開發出無水染尼龍的技術，讓尼龍染

色更環保！�　

��● FENC TopDry® Filament 為遠東新世紀

研發不含氟元素之疏水快乾PET長纖，完

全符合ZDHC規範，不增加後段染整的負

擔，充分展現對環境友善的一面，並能維

持長效疏水快乾效果，是應用於水分管理

紡織布料的最佳選擇。

�● FEFC® Stretch & Comfortable Nylon 
6,6 Filament 是具柔軟彈性特性的創新尼

龍6,6加工紗線，無需使用彈性纖維就可用

以製作平織彈性布，並具備輕量、柔軟、

高色牢度及高尺寸安定性等優點。針織布

料採用此優異之加工紗則能展現豐厚、舒

適及高穩定度之優點。

�● FENC® Wicking Yarn為全新的聚酯原

遠東新世紀 致力研發創新 眾多產品聞名於世

料，不需後整理加工即可增加聚酯纖維的

親水性，提昇吸濕排汗效果；同時賦予面

料柔軟如棉一般的手感，亦大幅降低面料

的起毬問題。

��● OTIZ® NY66 Solution Dyed Products 
為高強力尼龍6,6色紗，可填補車用產品

市場的空白，避免後道染色產生的環境污

染，可有效節約染色成本。

��● FENC 100% Lyocell TM Bed Linens 擁
有卓越吸濕功能，不易有細菌塵�生長，且

擁有冰涼膚觸恆溫舒適。纖維表面如絲綢

般的光滑觸感，可提供絕佳的睡眠環境。

　遠東新世紀為國際品牌開發一系列的

產品，廣泛運用於全世界主要的運動賽

事中，如「2018 澳洲網球公開賽冠軍戰

球衣」其吸濕快乾技術有助於保持乾爽舒

適；關鍵部位以精工針織，增加上肩揮拍

及下肩延展性，利用衣著形變在比賽中達

到最佳平衡點。「2018 世界盃足球賽英

格蘭/沙烏地阿拉伯球衣」則使用環保回

收紗。關鍵部位以精工針織，強化通風作

用，減少風阻。穿著�時可以從皮膚帶出汗

水，有助運動時保持身體乾燥及舒適。

                               （展位號碼：M106）

旭    榮集團規劃以U r b a n  C a s u a l、
Athleisure、Functional、Outdoor、

New Development五大展區，於TITAS 
2018台北紡織展中盛大展出，呼應現今運

動與休閒市場甚至是時裝市場無界線的混

搭風潮，無論在素材、款式輪廓、或用色

上均能交相應用。「舒適性」及具備「良

好手感」是各大品牌及買家的主要訴求，

旭榮集團依循此流行趨勢，研發創新面料

及設計精美的樣衣款式，做為此展之主

軸。

　因全球暖化問題日趨嚴重，進而提高消

費者的環保意識，再搭配運動品牌龍頭及

旭榮集團 
知名時裝品牌，皆同時對外宣佈 2022 年

前所有服飾單品將全面採用 Recycle Poly
之素材，該集團亦展示使用 Eco-Poly, 
Recycle Poly 之精美針織面料，提供買主

選購。

　近兩年來因應潮流趨勢，消費者開始追

求與大自然的契合，導致天然素材的選用

及需求大幅提高，不論是天然素材的混紡

或混織、純天然素材、亦或是化纖切短仿

短纖 Spun，都在呼應人類身心靈與大自

然結合的需求，相關產品亦於五大分區內

分別陳列，歡迎業界先進蒞臨指導 !
                               （展位號碼：M810）

五大展區 精銳盡出

花」可應用於包含彈力布和防水布在內的

不同材質的針織、梭織布料上。

　此類反光發光材料在光照時既可反光和

吸光，吸光後又可發光，使其不管在有沒

有光照的情況下都可以發光。其彩虹反光

效果，除可提高警示作用與安全性，也比

一般白光反光更為美觀；其蓄光、發光效

果良好，不僅可節能，光害亦比路燈少。                          
                              （展位號碼：N1303） 

吉使達企業採用可集彩虹反光、發

（夜）光和變圖效果三合一技術，

除了已開發出「彩虹反光+夜光」之反光

膜、反光布（T/C布底，單面彈性布及雙

面彈性布）及彩虹反光及夜光滾條外，在

2018元宵新北平溪天燈節，製作出光照時

可反光、變圖並吸光，在無光黑暗中可見

到發光餘輝的節能路標，做為入口處背板

路標，比前一年使用的LED燈更節能、環

保。近期吉使達再運用該專利製出可同時

反射彩虹反光及夜光之紗線和印花，可用

於車線、針織和梭織的面料及副料。「反

光夜光紗」則可用以製造如服裝、鞋、

包、家紡、家俱等的車縫線、針織布、梭

織布、繩、帶等不同行業。「反光夜光印

吉使達 成功研發眾多反光新產品

台塑企業 科技智能 創值永續

TITAS 2018，台塑企業以「科技智

能，創值永續」為參展主題。強調台

塑企業在紡織纖維專業領域上，落實科技

生活化、品質精緻化以及綠能生活化的決

心。

　TITAS 2018，「台塑企業館」係由台

化、台塑、南亞與福懋公司共同展出規

劃，全館涵蓋五大形象區：時尚&羽�絨、

流行運動、�戶外運動、休閒生活、�產業

資材；呈現台塑企業主力產品在流行、運

動、戶外與產業資材各產業別之全方位

的應用發展，同時展出最新紗線與布料

�● 台化纖維級PP膠粒採用日本CHISSO最

新氣相製程法，纖維級PP粒規格具有高結

晶，廣泛應用於PP細丹尼複絲、PP/PE複
合棉、不織布等用途。

�● 高丹尼嫘縈纖維，適合為良好的毛衣料

材。經碳化後，可用於航太工業隔熱材，

具有隔熱、隔音及可生物降解之特性。

�● 不織布專用嫘縈纖維，適合於可拋棄式

內衣用材、裡襯用布、塑膠底布及衛生用

材等，且因親膚性佳可為醫療美容素材。

�● 彩色嫘縈纖維(CRAYON)可用於相關擦

拭用布、衣料、裡襯、塑膠底布及衛材

等。而高丹尼黑色嫘縈纖維可耐熱溫度至

350℃，與聚酯及亞克力纖維混扎後具隔

熱、隔音及防震之特性。

�● 台化耐隆以機能性材料合成技術開發

直紡粒抽絲，開發細丹尼耐隆機能絲，長

效機能性的高品質布料，可創造輕量、流

行、時尚、機能的市場需求。

�● 耐隆「深染原絲」與一般耐隆絲搭配

織造，經一次染色即能達雙色層差色彩效

果。

�● 台化開發具4種健康機能耐隆纖維均屬
長效型機能絲，有奈米能量絲、發熱纖

維、涼感絲、親水絲等。

�● 台化公司持續深耕「回收耐隆纖維」的

產品，並與福懋合作開發耐隆回收環保布

種，來提高對環境友善的企業責任。

台化公司

�● 「LuminMax」蓄光纖維為高機能蓄光

聚酯絲，具快速蓄光並於黑暗中釋放綠

光的特性。目前可供應綠光及藍光二種規

格。

�● 「CHROMUCH」新原著色絲經熱處理

也能確保牢度大於4級。解決傳統原液紡

絲色牢度與鮮豔度(深色化)不能並存的難

題。

�● 「CHROMUCH-lux」可應用於緯紗、

絲織布因此具有優雅漸層效果。配合經紗

使用尼龍，透過酸性染料染色，可使色澤

更為豐富有趣。

��● 舒適彈性素材「SPANFIT」，利用特

殊紡絲技術使紗線具有彈簧般的結構，除

布面光澤較鈍外，彈性更大且手感也更柔

軟。「TOPFIT」專為針織布開發的機械

彈性絲，除彈性提升外其抗勾紗及抗UV性
能亦較一般布種佳。 
�● 「ECOGREEN」為回收使用過的寶特

瓶再製成聚酯纖維，其規格更為多樣化(約
99%的規格均可轉化成回收版本)。
�● 「SUNCOOL」專為輕薄織物開發的抗

紫外線纖維，於纖維內添加特殊UV吸收劑

以達到防護效果。 
�● 「TOPFRESH」抗菌聚酯絲解決了一

般抗菌絲無法染色的缺點，其染色後布料

實測，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及黑黴菌均有良

好的抑制效果，即使運動流汗後也不會有

異味產生。且具優越的耐水洗性，經50次
水洗後仍可保留良好的抑菌效果。

南亞公司

�● SMART CLOTHING智慧衣—運用科技

織物原理及手機APP藍芽連結，穿戴科技

再升級。目前設定的功能有發熱控溫及彩

色LED顯示，既安全防護，又搶眼酷炫，

另外還可配合客戶需求量身打造功能，既

有娛樂趣味導向，又有養身健康導向，潛

力無窮。

�● Ultra Light 7~15丹尼之尼龍或聚酯為素

材，所產生系列之極輕薄布料；賦予超撥

水、防風、防絨、Silicone Coating防水

等功能，可應用於超輕薄擋風夾克、羽絨

衣、睡袋等。

�● Lyocell長纖為環保型再生纖維素纖維，

具有蠶絲般光澤、輕柔觸感、絕佳之垂墜

感，以及冰涼觸感。製程中採用不含石油

之可回收性溶劑，因屬纖維素材質可為生

物所分解。

�● Econyl® / 海洋回收尼龍織物，由義大
利AQUAFILL公司所開發之新一代回收尼
龍素材，回收自漁網及以尼龍地毯等民生

用品，有別於一般工業回收更貼近主流環

保訴求概念。

�● 10立方 & 超輕量防水透濕織物，以10
丹尼龍布、10微米薄膜和10丹針織布作
貼合加工，所開發的超輕量3層防水透濕
貼合織物。產品具有超輕量、軟手感及高

防水透濕機能，是戶外運動及休閒夾克

衣料最輕便的選擇。

�● AQUAOFF* Pigment Print 環保印花為
福懋無水製程的創新成員，印染後可省

去蒸洗過程，是節省用水量以及汙水排

放的環保綠能產品。

�● Permacool® & Air leaking/ Permacool®

涼感 & 孔洞織物運用特殊涼感纖維、組
織設計及高層次的後處理加工技術所製

成，此系列織物接觸肌膚產生的瞬間接

觸涼感(Q-max)，其值可達0.17W/m2以

上，並具有可迅速吸收水份、快速乾燥

的特性，能享受最佳的涼爽、舒適、吸

溼排汗功能。

�● BOOMETEX®是回收再利用聚酯、陽

離子可染型聚酯和尼龍環保布料，搭配

福懋之各種特殊加工，例如PFOA/PFOS 
Free環保撥水、環保透濕防水貼合等高
科技、高附加價值布料。

�● 機能性紗種BODYTEK®—運用各種不

同纖維素材，開發各式多元、創新與高

附加價值的紗線產品。產品應用範圍廣

泛，依紗種機能別區分為四大系列：保

健系列、環保系列、功能系列以及防護

系列。

福懋興業
� �● 「台麗碳絲」是台塑公司自行研發生

產原絲並經碳化處理之碳纖維，該材料擁

有比鋼強、比鋁輕、耐酸鹼、導電性佳等

特性，廣泛應用於運動器材、風力發電葉

片、汽車、飛機、船舶、高壓氣瓶、電

纜芯、土木結構補強等領域，目前年產

能8,750公噸。台麗碳絲擁有1.5K小絲束

至48K大絲束產品、一般模數至高模碳纖

維，不但規格產品線齊全，品質亦已躋身

一流水準。

�● 「彈性纖維」是本公司係引進日本旭化

成纖維(株)之乾式紡絲Spandex生產技術

製程，品牌延用旭化成纖維(株)之彈性纖

維註冊商標ROICA@。Spandex 俗稱「PU
彈性纖維及氨綸」，具有如橡膠般之高彈

性及伸縮性，其拉伸強度、拉伸應力、耐

磨損性、耐老化性、耐化學藥品性上均較

橡膠更為優越。目前市場上一般係將少量

彈性纖維(5-20%)與其他主要纖維一起混

織使用，由於彈性纖維特性可令織物在結

構上改變，故在各類紡織品上都有應用，

如平織品、經織品、針織品均有採用，從

內衣到外衣，蕾絲帶到襪子，家庭紡織品

到醫療用品皆可適用。

台塑公司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 (Green Peace) 多
年來致力於推廣防治污染愛護地球，

並倡導無毒生產、無毒排放，保護環境和

人類健康。近年來這股無毒旋風亦影響了

紡織業，無毒的美麗時尚理念引起世界的

迴響和關注。

   2016年JINTEX開始擔任ZDHC化學品安

全管控訓練講習示範單位，為綠色紡織規

範擔任重要的把關角色。

   福盈科技化學身為台灣重要的紡織及

皮革特化化學品的生產商，在綠色化學

層面長年耕耘，陸續推出各式無毒，符

合EH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 Health 
/ Safety)的環保產品，爾後更攜手瑞士

福盈科技 推廣綠色化學不餘遺力

BST(Beyond Surface Technology)推出

miDori® 系列環保生質助劑，並持續增加

淨味抗菌、涼感、防蚊等高階加工助劑。

   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的調查

(2015)，在已開發國家中，75%的人口經

常把環保視為購物時的決定因素之一，品

牌為迎合綠色消費者所需，紛紛推出綠色

產品，在全球環保共識下，環保問題已成

為另一種貿易制裁的手段。因此，與其受

制於法令，不如以更前膽性的眼光維持環

保與經濟活動的發展。因此，「綠色化學 
」將成為JINTEX深入內化，並且戮力實行

的目標。                 
                               （展位號碼：M830）

之開發。台塑企業一貫作業生產涵蓋七項

纖維：「聚酯纖維」、「聚醯胺纖維」、

「嫘縈纖維」、「彈性纖維」、「碳纖

維」、「聚丙烯纖維」、「機能纖維」，

透過福懋公司搭配運用，並以「福懋成品

布」集大成，展現走一趟台塑企業展館，

即可全盤瞭解上述八項產品，以及融合科

技綠能，引領時尚之新創紡織品，見證環

保與品質超凡的台塑企業纖維系列產品形

象。

（展位號碼：M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