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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灣紡織業憑藉多樣性及差異化的產品開發能力，成功扮演全球機能性紡織
品供應鏈的一環，尤其布料新產品開發與設計能力更獲得國際品牌商的肯定，已
將台灣視為採購重鎮，確立台灣紡織產業在全球市場的重要地位。
2018 年紡織產業年鑑內容延續掌握國際大環境趨勢變動、國內外各次產業
主要發展、新興技術開發趨勢之精髓，以及主要廠商最新發展動向與於海外布局
情況，進行完善的產業剖析。產業的變動趨勢亦與國際大環境動向息息相關，新
增大勢解析，並重新調整架構分為導覽、大勢解析、國際掃瞄、臺灣產業生態等
分篇剖析各區域及次產業發展現況。
期望業界可因年鑑的資訊共享而匯聚共識，有利於業者未來彼此間的跨業合
作、整合或開發新產品與技術製程，並就掌握終端銷售市場的變化趨勢，得以更
有效的掌握需求動向及市場開發機會。
本年鑑在完整記錄紡織產業年度歷程的使命下，期許持續提供業界最新產業
發展動向與國際政經環境變動對紡織產業的影響分析，始有助於業者能正確掌握
產業發展脈絡及佈局先機。出版在即，仍感有不盡完善之處，有待各界先進不吝
賜教。本年鑑承蒙學研界及業界專家費心撰稿，以及紡織所同仁的戮力參與，謹
致由衷的謝忱。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所長

謹識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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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篇

導覽篇

一、產業定義與範疇
紡織產業可依其製程技術定義為從纖維、紡紗、織布、染整及終端製成品，
並含括其相關應用技術，如：材料、紡織機械、生產管理、污染防制、產業資訊、
分析鑑定、紡織用化學品等相關應用技術，以形成完整的紡織產業。
纖維製程可區分為人造纖維與天然纖維，人造纖維係將上游原料粒子以化學
合成方法，經由加熱、融化、押出、加壓、抽絲、延伸，或再經切棉等相關物理
製造程序，製成聚酯纖維、耐隆纖維、嫘縈纖維、醋酸纖維、壓克力纖維等；至
於天然纖維主要有棉花、蠶絲、羊毛、亞麻等，其中棉花係經由軋棉、蠶絲則從
蠶繭開始揀選、羊毛需洗去砂土油脂，亞麻要經脫膠等程序，才能進行至下一個
紡紗製程。
紡紗業則是以纖維為主要原料進行加工的產業，將纖維開清、併合、牽伸，
或在牽伸的同時利用針排進行分梳，使纖維進一步伸直平行，然後逐步拉細，先
紡成粗紗，再紡成細紗。
織布則藉由梭織、針織製程，甚至不經過織製過程而形成織物。其中從事梭
織、針織或編織布製造的產業為織布業，而不經由織造製程的即是不織布業。
至於染整業主要製程大致可分成染前處理、印染過程及染後處理三部分。染
前處理是為去除纖維的雜質，以免影響後續的印染作業；印染則包括染色與印花
過程，主要目的是賦予紡織品顏色；染後處理則是為增加纖維或布的使用性，或
做特殊用途之加工處理。而終端製成品則是涵蓋衣著用、家飾用和產業用等 3 大
類別紡織品；由以上多樣的紡織品加工處理過程中，可知紡織產業的複雜度及其
應用之技術與人力資源的豐富性。
由此定義紡織產業範疇廣泛，可概分為六大產業：(1)紡織原料業、(2)紡紗業、
(3)織布業、(4)染整業、(5)終製品製造業及相關機電、(6)化工與儀具業。未來紡
織業除衣著與家飾用紡織品。多項產業用紡織品則應用在工業、農業、建築、過
濾、醫療、軍事國防、安全防護、紡織結構複合材料、交通運輸、運動娛樂與其
他等用途，業已成為發展之重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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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發展對臺灣紡織產業的影響

第一章

第一章

區域經濟發展對臺灣紡織產
業的影響

摘要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經貿體系由全球經貿整合逐漸向全球多邊貿易轉型，
而近年來更朝向雙邊或區域多邊貿易，並逐步發展為全面性區域經貿整合。全面
性區域經貿整合是當前及未來重要經濟發展趨勢的一環，其最大的特色包含多元
內容並具有彈性，除了傳統多邊貿易的核心－貨品關稅的調降之外，也可以納入
更多原先不易達成的項目，涵蓋更全面性的經貿合作內容。
全球三大區域經濟組織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
、北美自由贸易
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以及東南亞國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除了上述已生效之區域協
定外，目前正在協商的包含：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太平洋
聯盟（Pacific Alliance, PA）
，以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 Mercado Comun
del Sur）
。其中涵蓋層面最廣、最受到矚目的莫過於 CPTPP 及 RCEP，此外，
受到川普經貿政策之影響，美國正式退出 TPP 後，雖部分程度降低越南對外資
的吸引力，然台灣紡織業者在越南建構產業群聚的速度將僅減緩而非停止。而目
前剩下 11 國組成的 CPTPP 仍持續進行中，台灣是否可順利加入仍不明確。
NAFTA 部分，美國自墨西哥進口的成衣品項以款式簡單的棉質褲為大宗，面臨
NAFTA 協議的不確定，美國品牌商將採購部分分散至亞洲及中美洲地區，與台
灣向來供應的高附加價值及高機能性多層次加工布料有別，預估造成的影響較不
明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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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製造

第二章

第二章 美國製造

摘要
「美國製造」呼應了川普的政策，也為美國製造業開啟了嶄新的風貌。儘管
現階段嚴格說來，自動化技術仍未能普及，但事實也已證明自動化技術的應用不
僅可突破製造業對勞力密集的需求、節省人力成本，品牌亦得以更貼接近目標市
場。
工序簡單的 T-Shirt 是自動化生產的首例，加以美國豐富的棉田資源，相關
的產業聚落正在形成中。台灣紡織業的競爭力在於需進行二次加工、三次加工等
較複雜工序的布種，以 Outdoor 服飾為高階應用領域。如何將自動化生產結合
生產管理、逐步調整現行產線作業應為台灣業者的當務之急。
展望未來，與台灣紡織業密切合作的 NIKE、adidas、lululemon、Under
Armour 等國際 Sports 品牌勢將要求供應商積極進行技術升級，以數位化提高生
產力和預測力，縮短交貨時間並提升服裝採購的精準度，屆時能否達到數位化的
標準將是維繫供應商與大型品牌客戶間合作關係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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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 2018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電商平台崛起－亞馬遜案例

第三章

第三章

電商平台崛起－亞馬遜案例

摘要
從西雅圖起家的線上書店開始，今天的亞馬遜已橫跨五大主要產業：零售、
物流、消費端技術、雲端運算及最新跨入的媒體和娛樂產業。
2017 年亞馬遜以 137 億美元買下雜貨連鎖店 Whole Foods，及 2018 年 1
月正式開幕的 Amazon Go，皆代表亞馬遜正計畫深耕實體零售業。身為美國最
大的線上零售商，消費者付給亞馬遜的金額約佔美國整體零售額的 4%、佔美國
整體電子商務的支出比重則高達 44%。亞馬遜已經上市二十多年，然其銷售額
自 2013 年以來大幅增長，至 2017 年的複合成長率為 24%，高利潤的收益也讓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師大膽將其 2018 年的目標價格訂為 2,000
美元/每股。
台灣 Google 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即指出，亞馬遜以低毛利的銷售模式起家，
再藉由更低毛利的模式擴大銷售版圖，從而在股票市場中獲利。儘管如此，亞馬
遜近年的諸多創舉已開始對產業既有的營運模式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紡織業更將
因此而出現顛覆過往的供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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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永續紡織品發展與推動

第四章

第四章

環保永續紡織品發展與推動

摘要
全球紡織業積極投入環保永續議題的運作，包括纖維原料供應、紡織品開
發、推動環保永續發展計畫等，致使環保永續議題在全球紡織業持續熱絡，甚至
影響未來臺灣紡織業的發展。而臺灣回收聚酯纖維廠商在過去 10 多年來，因為
產品品質優異、價格具競爭力，更因為臺灣回收聚酯纖維廠商的信譽佳、交期準
確，深獲國際戶外與運動品牌商的青睞，長期以來更成為國際品牌商的指定供應
來源。
臺灣紡織業擁有健全的產業價值鏈，同時具備深厚的開發能量與製造經驗，
近幾年在國際機能性紡織品市場成功扮演機能性布料供應商的角色，未來可以在
既有的機能性紡織品發展基礎上，注入環保永續的經營理念，包括：環保永續機
能性人纖原料開發、環保永續製程、綠色標章推廣、環保永續產品的品牌經營等，
可望為臺灣紡織業再創造另一階段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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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掃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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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五章

第五章

全球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2016 年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下降
2.4%，達 7,260 億美元；其中紡織品貿易為 2,840 億美元，佔 39.1%，成衣貿
易為 4,420 億美元，佔 60.9%。主要出超國家為中國大陸和印度，已經蟬聯 12
年以上分別位居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出超國家的第 1 大和第 2 大；入超主要
國家則為美國與日本，亦分別位居全球紡織品及成衣貿易入超國家的第 1 大和
第 2 大排名。
而全球服裝市場規模在 2017 年達到 1 兆 3,777 億美元，主要包括童裝、男
裝、女裝、襪類、服裝配件等各類別服飾皆呈現成長；在運動結合休閒風潮的促
動下，兼具機能性及舒適性服飾的市場需求亦將呈現成長趨勢，同時也是帶動臺
灣紡織業未來繼續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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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主要運動及戶外服飾品牌電商銷售分析

第六章

第六章

歐美主要運動及戶外服飾品
牌電商銷售分析

摘要
全球主要大廠相繼投入 AI 技術發展，並以自身所擁或累積之數據分析能量
持續挖掘市場趨勢洞見，進而提供企業客戶、或自身投入布局最佳戰略位置。對
紡織服飾製造業者而言，若能掌握消費市場需求，將可快速反應市場、減少商品
開發從概念到最終產品的時間、及降低進行商業決策時之風險。
過往我國紡織業者被動等待品牌客戶單向提供預估下單量的情形，勢必隨著
滾動式訂單（Rolling Order）的不確定性增加，及急單/追單（Chasing Order）
的頻率提升而改變。對此紡織綜合所結合台灣大學團隊共同建立「運動服飾市場
情報系統」
（Sportswear Market Intelligence System, SMIS）平台，於 2017 年
將機能性紡織品之相關指標及功能完整建構並標註（Tag），透過爬蟲及語意分
析技術，系統性地即時且主動追蹤歐美主要市場消費喜好、品牌新品趨勢等，將
可作為台灣紡織供應鏈備料因應、規格開發、新業務拓展等決策之數據參考，掌
握終端需求變化並挖掘潛在市場商機。
本章以 2018 年 1～6 月 SMIS 之「電商熱銷模組」
、
「社群口碑模組」及「新
品趨勢模組」的資料為例，分別呈現 Amazon US、NIKE、Columbia 等國際運
動及戶外服飾品牌電商銷售平台之大數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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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七章

第七章

美國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2017 年美國服裝市場規模較上年微幅成長 0.75%，達 2,674.7 億美元。面
對氣候暖化及多變的零售環境，美國服裝市場將緩慢成長，佔比近 5 成的女裝
仍然是服裝市場的要角。
進口方面，2017 年美國紡織品及成衣進口值達到 1,060 億美元，年成長
1.3%，而中國大陸仍是美國最大的紡織品及成衣進口來源國，紡織品及成衣合
計進口量佔比達 48.9%、進口值佔比則達到 36.6%。
出口方面，美國在纖維、紗線、布料、其他紡織製成品及成衣的出口金額皆
有不錯的表現，2017 年紡織品四項產品的總出口金額為 229 億美元，年成長
10.6%，成衣則為 57 億美元，年成長 1.8%。依出口地區，美國紡織品及成衣以
出口至北美洲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區域
為主，合計出口總金額為 152 億美元，年成長 3.4%，佔所有出口地區比重達 56%。
2018 年開始，美中貿易大戰正式開打，短期而言，貿易戰可能對台灣紗線
出口中國大陸有負面影響，但長期來看台灣製造的紗廠不無可能會有機會得到部
分市場的轉單效益，將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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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八章

第八章

歐洲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2017 年歐洲服裝消費市場較 2016 年成長 0.13%，達 3,190.1 億歐元。歐
洲零售市場中，2017 年西歐及東歐前四大服裝品牌同樣由 NIKE、H&M、adidas、
Zara 所組成，五至十大服裝品牌則有變動。2017 年歐盟紡織品產量成長 2.9%，
服裝產量則下降 2.4%，處近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歐洲提出紡織產業的相關政策，為提高其技能發展及就業機會，制定了為期
四年的「Skills 4 Smart TCLF」計畫。此外，歐盟為保護染料工人，修訂染料現
有兩種致癌物的限制值，減少紡織工人接觸致癌物或致突變物造成的傷害。而歐
洲服裝協會為了減少水循環中的塑膠微粒汙染，力圖解決人造纖維紡織品洗滌過
程中的微纖維釋放問題。
繼美國取消對墨西哥、加拿大及歐盟的鋼鐵和鋁關稅豁免後，歐盟決定對美
課徵報復性關稅，對一系列美國產品徵收額外關稅，其中包含服裝和紡織品。貿
易關稅壁壘是歐洲發展的阻礙，近年來歐盟積極與許多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
定，以消除長期貿易障礙，由於歐盟加強了市場戰略，未來歐盟在國際出口市場
將更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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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九章

第九章

日本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2017 年日本服裝市場規模微幅衰退 0.5%，達 74,186 億日圓。日本 2017
年前十大市占率最高的服裝品牌，除 adidas 以外均屬日本品牌，表示日本消費
者對於本國品牌忠誠度高，服裝市場的品牌集中度也相對較高。2016 年日本紡
織業出貨金額較上年減少 4.6%，與歷年來紡織產業的工廠家數與從業員工人數
規模均逐漸縮小有關。
日本自 2000 年至今，衣著用紡織品的比重逐年降低，2016 年衣著、家飾
及產業用紡織品之結構比為 18：49：33。日本國內紡織產業投資誘因不足，因
此外資對日本國內紡織產業投資金額較少，2016 年外資對日本紡織產業投資金
額僅 1,900 萬日圓；2016 年日本紡織產業對外投資金額約 17.2 億日圓，其中對
美國的投資金額佔 72%，達 12.33 億日圓。
日本政府為銜接虛實整合與超智慧社會 Society 5.0 的到來，以「連結產業
（Connected Industries）
」為核心，創造新附加價值。近幾年來日本多項智慧型
紡織品開發皆已進入實際驗證階段，2017 年 4 月針對智慧型紡織品的策略合作
改訂更新日法纖維合作協定，並由產官學共同展開研究開發。目前日本紡織產業
發展的著重重點與台灣紡織產業現階段發展策略有許多相似之處，觀察日本紡織
產業發展，除了可做為台灣紡織產業升級及轉型方向的參考，台日雙方未來也可
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藉此增強彼此的紡織產業發展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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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章

第十章

韓國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韓國紡織產業在 2015～2016 年間，因受到全球景氣混沌、歐盟需求不振，
及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調整排擠等因素影響，服裝市場規模分別衰退 4.8%和
0.5%；2017 年則恢復成長趨勢，較 2016 年成長 3%，達到 242.5 億美元。韓
國成衣業具有流行設計開發技術，下游之成衣業具有競爭優勢，其服裝市場以男
女裝為主，佔整體市場規模 88%，值得注意的是，運動服裝市場規模則有逐年
成長的趨勢。除此之外，為因應全球紡織消費市場需求，韓國紡織產業積極朝工
業用纖維、高科技複合材料等市場發展，強化材質研發。不僅如此，韓國紡織產
業期望成為全球第四大紡織品出口國，因此將加強與先進國家進行纖維技術的合
作開發，以實現訂定的遠景與目標，將其紡織業轉型升級與擴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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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中國大陸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中國大陸 2017 年服裝市場規模成長 4.53%，達 2,847.72 億美元，受到 GDP
成長之影響，民眾因而對消費產生信心，反映於服裝市場上。2017 年中國大陸
紗線及布料產量皆有所提升，成衣產量則下降，源自於中國大陸成衣廠外移，因
此成衣產能呈現下滑的趨勢。
近年來中國大陸注重環保，制定環境保護政策，迫使部分紡織業面臨停業。
中國大陸紡織產業未來三年將有重大變革，極有可能淘汰或被迫改革之企業有五
大類別，分別為環保不落實及產品規範無法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刻意壓低價格
與惡性競爭的企業、技術落後的企業、不重視品牌的企業、產品附加價值低的企
業。
中國大陸目前雖為製造業全球第一大國，但以代工和仿製為主，故中國大陸
提出製造策略計劃、進行改革，且預計 2025 年，達成從「製造大國」變身為「製
造強國」的目標。中國大陸積極的改革與紡織業製造能力的進步，使其未來在全
球紡織產業更具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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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越南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越南紡織成衣業在過去幾年中出現快速且持續的成長，在越南社會經濟發展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2016 年越南紡織品進口值成長 3.8%達 155.3 億美元；成
衣進口值成長 10.6%達 5.4 億美元。2016 年越南紡織品出口值成長 7.9%達 62.9
億美元；成衣出口值成長 4.6%達 224.1 億美元。近年來，越南消費者意識到改
善形象的重要性，透過購買知名品牌產品來炫耀自己的地位，而這在河內市及胡
志明市，更為明顯，其因具有眾多人口、以及大量中、高收入消費者的聚集，近
年來逐漸成為新興國際品牌鎖定的客群。
受惠於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等區域間貿
易的合作，使外資大量前往越南布局設廠，越南紡織供應鏈越趨完善。隨著越南
政府致力於推行更友善的投資環境，越南有望成為各國全球佈局中的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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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印尼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印尼紡織及成衣業在 2017 繳出亮眼的成績單，主要來自於政府政策支持、
國內市場消費信心增加、本土及外資的投資挹注等多方面因素，漸漸擺脫前三年
疲弱的狀態。2017 年印尼紡織及成衣業產值較 2016 年成長 4.7%達 1.093 億美
元，出口值亦成長 6%至 125 億美元，創三年來的新高。
印尼擁有東南亞國家發展最健全的紡織供應鏈，惟重心仍在中下游之成衣
業，未來印尼計畫發展中上游紡織產業，以降低對中國大陸原材料的進口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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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印度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隨全球景氣復甦，加上印度服裝市場規模日益增大，印度紡織品與成衣在
2017 年的進出口都較 2016 年有顯著的提升。2017 年印度紡織品進口值成長
7.8%達 59.4 億美元，成衣進口值成長 14.2%達 6.9 億美元。紡織品出口值成長
7.8%達 200 億美元；成衣出口值成長 2.7%達 174.3 億美元。
此外，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實施棉花減產政策，使印度在 2015/16 年之後成
為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產國。2016/17 年印度棉花產量增加 3.9%達 345 萬包，收
成率也較前兩年有顯著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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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柬埔寨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柬埔寨紡織業生產模式以來料加工方式為主，進口紡織品製作成衣出口，
2016 年紡織品進口值成長 9.6%達 41.5 億美元；成衣進口值成長 13.2%達 0.87
億美元。紡織品出口值成長 33.8%達 1.7 億美元；成衣出口值成長 12%達 66.3
億美元。
柬埔寨擁有充足的勞動力與低廉的工資，且東協與各國具有許多區域性經濟
協議，政府亦釋出投資優惠，建立許多經濟特區供外資布局，然目前仍存政治不
確定因素，恐影響歐美國家給予的關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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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緬甸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緬甸紡織及成衣業的中上游原料仰賴進口，透過來料加工製做成衣出口。
2016 年紡織品進口值成長 81.2%達 7.6 億美元，以中國大陸的棉花、人造纖維
為主；成衣進口值成長 84.9%達 0.８億美元。紡織品出口負成長 26.4%至 0.7
億美元；成衣出口值成長 61.1%達 15.8 億美元。
以緬甸整體情勢來看，自 2013 年以來歐盟與美國等國家相繼解除對緬甸的
經濟制裁，恢復對緬甸的關稅優惠，使歐美品牌商逐漸開始下單；而政府方面持
續增設經濟特區以吸引外資設廠，此舉所帶來的貿易效益將有助於緬甸經濟發
展，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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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業生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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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台灣紡織產業發展趨勢

摘要
2017 年台灣整體紡織產業總產值為新台幣 3,882.8 億元，較 2016 年負成
長 2.6%。次產業中沒有表現成長者，影響產值下降的主因為：(1) 延續 2016
年下游需求疲弱的負面影響；(2) 國際品牌商採取延後下單的方式，緊縮的供貨
時間使得供應商採取於東南亞國家就地供應服裝原物料的方式；(3) 在新興市場
低廉成本的追趕下，台灣已漸往高值化產品進行轉型。各次產業的產值表現如下：
一、 人造纖維業已經連續五年負成長，2017 年台灣人造纖維業產值為新台幣
1,038.5 億元，較 2016 年負成長 0.5%，佔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從從 26.2%
上升至 26.7%；
二、 紡織業 2017 年產值為新台幣 2,643.6 億元，較 2016 年負成長 2.9%，佔整
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從 68.3%下降至 68.1%；
三、 成衣及服飾品業 2016 年產值為新台幣 200.7 億元，較 2016 年負成長
8.1%，其佔整體紡織產業產值比重從 5.5%下降至 5.2%。
整體而言，預估 2018 年將延續 2017 年下半年美國景氣回升影響，消費市
場需求增加帶動國際品牌下單量增加，以及國際油價帶動上游報價的正向影響，
各次業產值將呈現成長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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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纖維業

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人造纖維業

摘要
人造纖維產業乃是帶動臺灣紡織業發展的上游關鍵原料產業，歷經多年來業
界努力轉型與研發投入，已經能充分供應國內紡織中、下游的織布業及成衣業優
質平價的高科技、高機能，以及環保性纖維素材。2018 年的世界杯足球賽，國
際運動品牌商再度採用臺灣「機能性環保紗」製成的球衣，不只排汗快、重量減
少 13%。國際 NBA 官方球衣，亦是採用臺灣生產的 100%寶特瓶回收環保紗，
同時加入輕量化、彈性與吸濕快乾功能。
臺灣人造纖維產業繼續往上、下游垂直整合發展，並強調價值創造，避開價
格競爭。台灣紡織品的高值化與產品研發設計能力早被國際市場肯定，臺灣紡織
業更應積極投入機能性時尚、環保再生、智慧穿戴等未來潛力市場研發創新，發
展成創新且完整的紡織產業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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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紗業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紡紗業

摘要
據經濟部統計處產銷資料顯示，2017 年台灣紡紗產業產量為 25.05 萬公噸，
較 2016 年 27.53 萬公噸減少 9.0%。
出口方面，2017 年台灣短纖紗出口量與金額呈現量減值增現象，總計出口
量為 15.92 萬公噸，較前一年減少 5.2%；出口金額為 4.37 億美元，較前一年增
加 1.0%。
進口方面，2017 年台灣短纖紗進口量與進口金額均呈現成長，其中進口量
為 4.49 萬噸，較前一年增加 7.4%；進口金額為 1.36 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
12.5%。
展望 2018 年國際經濟環境對紡紗產業之影響，新興國家紡織業已逐漸往中
上游發展，可能加劇國際競爭；而中國大陸棉花收儲政策改變及戰略儲棉拍賣影
響，使境內外棉花價差縮小，將使中國大陸棉紡業競爭力增強，我們預期 2018
年台灣紡紗產業整體產銷表現可能較 2017 年限縮，建議紡紗業者應持續積極尋
求提高特殊產品開發比重，與鄰近國家區隔市場，以提升競爭力，積極拓展外銷，
尋求國際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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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業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針織業

摘要
2017 年台灣針織布出口金額為 24.13 億美元，較 2016 年的 23.74 億美元
成長 1.61%，占紡織品總出口額 100.73 億美元的 23.96%，顯示台灣針織業面
臨世界經貿局勢瞬息萬變的激烈挑戰，在技術升級、創新研發的前提下，不斷推
出符合國際潮流的「時尚」
、
「機能」
、
「環保」及「智慧」四大需求的產品，提供
國際客戶布料及成衣「全方位(Total Solution)」優質服務，以快速打樣及少量多
樣化的生產模式獲得國際客戶青睞而穩定成長。
2018 年世界盃足球賽於俄羅斯登場，在台灣智慧機能性布料領航下，全球
主要運動品牌商已將台灣機能性布料視為最佳採購來源，加諸世足賽事及運動休
閒潮流雙重助力帶動下，台灣機能性針織布及成衣將仍以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扮
演台灣紡織業主力出口產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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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業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織布業

摘要
台灣織布業的主要競爭優勢為具有開發少量多樣、差異化產品之優勢，2017
年面臨全球消費市場不確定性成為新常態，受到台商生產基地持續轉至東協國家
的影響，台灣織布產業出口表現僅較 2016 年微幅成長 1.13%，達 68.15 億美元。
2017 年台灣織布產業面臨的挑戰包括：
（1）新台幣大幅升值影響換匯後的
獲利表現；（2）品牌客戶對短交期、少量多樣化的採購需求持續提高；（3）基
層勞動力不足問題仍在；（4）上下游供應鏈逐漸崩解，快速反應優勢漸失；(5)
台灣織布廠產能及技術人才往越南移動。
台灣的機能性紡織品一向以品質佳、具備多樣性及差異化產品開發能力贏得
優勢，2017 年面對上述諸多挑戰，其因應策略包括：（1）朝向「智慧製造」及
「數位化工廠」發展；（2）擴大機能性布料的應用範疇，逐步往產業用機能服
飾發展；（3）發展智慧紡織材料。
本文分析 2017 年台灣織布產業供給端之相關統計及代表性廠商海外布局情
形，並展望 2018 年因應面臨之問題，提供發展方向供業界參考。

307
版權所有© 2018 經濟部技術處 產業技術基磐研究與知識服務計畫

成衣業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成衣業

摘要
成衣及服飾品業多為中小型企業，在整體紡織製造業中係屬最終端的產業，
亦是紡織產業中加工層次及附加價值最高的產業。因成衣服飾屬勞力密集產業，
台灣因勞動力不足，自 1985 年以後即漸次移往勞動力充沛的中國大陸、東南亞
國家或地區生產，因此也造成台灣成衣業的產值及出口值呈現逐年衰退的趨勢。
2017 年台灣成衣及服飾品業產值減少 10.2%至新台幣 208.29 億元，僅佔整體
紡織產業產值的 5.4%，出口額則減少 3.67%至 5.5 億美元。
2017 年由於國際油價回穩，國際事件影響趨緩，以及歐美消費市場景氣回
升，加上品牌商去庫存化成效佳，因此對於整體下單行為有正面的效應，觀察台
灣成衣供應鏈的情況可知，即便產值及出口值成長仍無法由負轉正，但單價方面
卻有顯著的成長，顯示台灣朝向高值化產品開發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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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紡織品業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產業用紡織品業

摘要
2011～2017 年長期以來，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出口金額大致維持在新台幣
750～930 億元。台灣產業用紡織品長期以來深受來自新興市場產品的競爭，
2017 年台灣的車縫線、嫘縈高強力織布等產品的出口量衰退幅度較大外，其餘
產品大多持平或出現成長；出口量成長比較明顯的產品項目則有聚酯高強力絲、
高強力化纖織布、不織布、安全氣囊、碳纖維等產品。
依各產品觀察，2017 年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出口量前五大，與 2016 年一樣，
仍為玻璃纖維及製品、不織布、浸漬紡織品、聚酯高強力絲、胎簾布。2017 年
進口量前五大產品則是玻璃纖維及製品、不織布、包裝用袋、耐隆高強力紗、胎
簾布。
縱然全球經濟景氣面臨多重的環境變數與考驗，但全球產業用紡織品市場規
模仍將因為創新產品的開發與應用面的拓展，而逐漸成長。預計 2018 年全球產
業用紡織品市場規模將可以成長至 1,600 億美元；其中亞太地區最具成長力，其
佔全球產業用紡織品的生產量比重也將日益擴大，預計從 2011 年的 45%比重將
擴大至 2018 年的 47%，其市場影響力與重要性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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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電子檔及各章節下載點數，請參考智網公告

電話 l 02-27326517
傳真 l 02-27329133
客服信箱 l itismembers@micmail.iii.org.tw
地址 l 10669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號 19 樓

匯款資訊 l 收款銀行：兆豐銀行南台北分行 (銀行代碼：017)
匯款資訊 戶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收款帳號：39205104110018 (共 14 碼)

服務時間 l 星期一~星期五
am 09:00-12:30 pm13:30-18:00

如欲下載此本產業報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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