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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有可能改變人們穿著、溝通、處理突發事件、管理自己健

康，甚至自我娛樂的方式。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產業匯集了各種行業的學術和專業知識，包括電子、通

訊、生物科技、醫藥以及紡織等。因此，它們為苦於和低工資國家同行競爭的已開發世

界之紡織產業，提供了一個蓄勢待發的潛在動能。 

近年來，儘管剛開始發展時不盡理想，隨著越來越多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產品

的商業化，市場一直維持著良好的成長步調。因此，估計到2015年，市值可能高達18億
美元。然而，如何讓這些產品被廣泛利用的障礙仍然有待克服，假設產業能夠充分發揮

其潛能，則可開發出超越防護服和軍事用服裝等僅限於專業應用之範圍狹隘的利基市

場。尤其是能源供應、成本和用戶使用方便性等問題，也都必須一一加以解決。 

最後，在市場上推出產品的成功關鍵，是在於實際使用時的可接受度。特別是，用戶必

須認為它們是舒適的、不突兀的、可憑直覺使用的，以及易於維護的。成功的產品都是

基於用戶的需求和期望，而不是那些以技術取向為主的商品。 

導論 

在過去，紡織科學家大多將其注意力集中在紡織品的物理特性上，如強度、孔隙度和色

牢度等。而現在，他們已經把注意力轉移到其他可強化服裝功能的特性上。 
其中的部分附加功能，可由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之範疇下的新世代產品來提

供。 
 
這些產品可讓成衣展現出各式各樣在一般情況下不會與服裝產生關聯的多種功能，包

括： 
・散發光或熱； 
・顯示數位影像； 
・收集能量； 
・通信； 
・生理監測。 

此外，由於服裝具有第二層皮膚的功用，可穿戴式科技代表了越來越常用於執行上述功

能的可攜帶式裝備，已有了更便利的選擇。 

事實上，可穿戴式科技對這些裝備提供一項重大的優勢，它可以在雙手忙碌的情況中，

例如在駕駛時，或是在發生危險的情況下執行功能。 

 

更重要的是，將該功能從傳統的生硬產品改變為柔軟而有彈性的產品之發展潛能，可讓

消費者產生極大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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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定義和特性 

智慧型紡織品 

就其最廣泛的意義而言，所謂智慧型紡織品是指紡織品： 
・可以感知環境條件或刺激物而作出反應；或 
・已作了提供諸如抗皺性、耐沾污性和氣味控制等額外功能的處理。 

智慧型紡織品可以感知和反應的環境條件或刺激物，包括： 
・電； 
・光； 
・熱； 
・磁力； 
・機械壓力； 
・化學品； 
・生物狀態； 
・濕氣和水分。  

智慧型紡織品可以根據它們在接觸到這些刺激物時的行為方式，分成以下四類： 
・被動式的智慧型紡織品； 
・主動式的智慧型紡織品； 
・非常聰明的智慧型紡織品； 
・有智慧的智慧型紡織品。 

被動式的智慧型紡織品只能感知環境條件或刺激，而主動式的智慧型紡織品則可感知環

境條件或刺激物，並對其作出反應。 

非常聰明的智慧型紡織品除感知環境條件或刺激物和作出反應外，並相對應地會調整它

們的行為。 

而當有智慧的智慧型紡織品被啟動時，會以預編程式的方式執行功能。在一般情況下，

它們包含了導電纖維和感應器，而且能與智慧型手機和iPod等行動電子裝備作聯結。 

可穿戴式科技 

可穿戴式科技是指結合了技術與諸如手錶、眼鏡和助聽器等配備的成衣。 

然而，就服裝而言，該術語只指結合了科技的成衣。這些類型的成衣通常被稱為"可穿

戴式"或"科技性特殊服裝(tech-togs)"。 

可穿戴式科技是一個跨學科的領域，因為它匯集了各種學科的概念和專業知識，包括電

腦工程、材料科學與紡織品設計等。 

可穿戴式電腦 

可穿戴式電腦是以能夠穿著或攜帶在身上的方式所組裝而成的電腦裝備。可穿戴式電腦

的兩個關鍵特徵是，它們有"永遠上線"的功能和可讓用戶持續性地就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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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紡織品 

電子紡織品(e-textiles)是結合電子功能而具有紡織特性的素材。 

該電子功能乃以一種不會影響其固有之懸垂性等特性的方式，將電子和其他組件在紡織

材料中整合而成。 

電子紡織品可具體作為： 
・一個被動元件，如電阻器、感應器或電容器； 
・一種能源，如電池； 
・一個半導體，如二極管或晶體管； 
・一個轉換器1，如光電轉換材料或發光材料。 
電子紡織品可應用於信號的發送或轉換。 

可穿戴式電子產品 

可穿戴式電子產品被定義為在服裝和其他可穿戴的物品，如眼鏡、皮帶和手錶等物件中

嵌入電子裝備的產品。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發展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是相對較新的概念。直到1980年代，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

戴式科技只在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中被少數人當作業餘嗜好，而不是個實際可行的產業。 

在1980年代，大量具有電子功能的智慧型成衣之原型（prototype）被發表出來。在此期

間，電子技術的組件過大，不能舒適地穿戴，所以那些原型因過於笨重而完全不適於給

用戶使用。 

不足為奇的是，事實上它們並沒有辜負潛在用戶的基本需求和期望。因此，它們仍然成

為從未付諸生產的概念證明的作品(proof-of-concept pieces)。 

到了1990年代，智慧型服裝領域的研究由於得利於大量政府資金的投入而開始抬頭。事

實上，刺激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之基礎研究的主要資源，是來自軍事機構。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是首批研究服裝結合電子

產品的學術機構之一。此外，該學院在1990年代的研究工作也啟發了其他的學術機構，

紛紛跟進研究。 

到了1990年代中期，許多投入智慧型紡織品和可攜帶式產品研究的人士已經確信，智慧

型服裝與可穿戴式電腦裝備，將在十年內吸引大量消費者高昂的興致。 

然而，終究這個消費者的興致，只是多出一點好奇心而已，銷售並不如許多人之預測般

大幅成長。事實上，雖然推出了大量的原型，其中只有少數被商業化，甚至只有更少數

被應用到主流商品中。 

由歐系的Levi Strauss企業和荷蘭的電子公司Phillips以及義大利設計師Massimo Osti聯合

創設的服裝公司Industrial Clothing Design Plus，在2000年開發了所謂ICD+的外套。該外

套被普遍認為是第一件結合了可穿戴式科技的商業成衣。 

--------------------------------------------------------------------------- 
1轉換器是一種可將能源從某一種型態轉換成另一種型態的電子裝置。 



儘管作了許多銷售上的炒作，但該產品的推出卻毀譽參半，因為外套的設計相當複雜。

除電子元件不完全與外套整合，而是另設口袋置放外，在清洗外套時也必須將它們移除。 

圖1：ICD+jacket 

 
資料來源：Fibretronic 

該外套不能成為成功的商業產品，其部分原因是約 900 美元的高昂價格。但它卻彰顯出

服裝和電子產品沒有全面整合的問題，讓其他開發人員能夠在未來省思其解決方案。 

到了 2000 年，該領域的研究繼續快速的發展。在這十年中最有影響力的原型之一是所

謂的喬治亞理工學院可穿戴式主版(Georgia Tech Wearable Motherboard，GTWM)的軍用

成衣。 

這是由喬治亞理工學院在美國海軍的資助下開發的，而且是可用於監測戰場上士兵之健

康狀況的第一件成衣。 

該成衣是由含有光學纖維的單片布料所製作而成，也就是說，它是可以傳遞信號的。該

纖維在穿著者身體周圍形成一個連續的迴路，並連接到穿戴在臀部的監視器上。 

該原型啟發了一大批所謂的智慧型襯衫和例如為防範嬰兒猝死風險的健康監測背心等

類似配備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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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喬治亞理工學院可穿戴式主版(Georgia Tech Wearable Motherboard) 

 
資料來源：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0 年中期，數量龐大的可穿戴式產品已成功地商業化，這得部分歸功於廣泛普及的

iPod 商品。 

從那時起，可穿戴式產品的數量不斷持續成長，這不僅是因為越來越多的人被吸引到這

個產業，也預期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使用將變得更普及，就算還不是到那麼

普及時，包括卡內基美隆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和麻省理工學院(MIT)在
內的一些學術機構，都已紛紛引進可穿戴式電腦的課程。 

目前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開發是最為精深的，而中國大

陸、南韓和台灣也正在快速進展當中。 

製造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產品所應用的材料和技術 

相變材料(phase change materials，PCMS) 

相變材料被引進成衣、配件和家用紡織品中，用來吸收、儲存和釋放熱量。 

該材料是在1980年代後期由三角研究與發展公司(Triang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TRDC)為美國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而開發的。 

起初，它們的主要目的是用於太空服裝和手套，用來保護太空人免於受到極端寒冷和酷

熱之間溫度波動的影響。  

相變材料之所以被如此稱呼，是因為它們有能力因應溫度的變化而從一物理狀態改變到

另一物理狀態，例如，從固體變成液體。 

由於材料在不同的物理狀態中來回變動，它們可以存儲、釋放或吸收熱量。 
8 

 
 
 



相變材料應用在成衣的情況下，最常利用的活性成分是石蠟，它是以液體的形態包裹在

微膠囊裡，以防止其漏洩出來。 

圖3：嵌入紡織纖維中的相變材料(PCMs) 

 
資料來源：Outlast 

一個相變材料可以被設定具有特定的轉移溫度，根據它已被設計出來的應用方式，是從

-29ﾟC到50ﾟC(從-20ﾟF到122ﾟF)。在服裝的應用中，石蠟被配製成低於皮膚(37ﾟC)的熔融

溫度。在應用於外套的情況下，其熔融溫度為35ﾟC，而手套和鞋襪類，則是在較低的31ﾟ
C。 

當相變材料被身體、溫暖的環境或兩者的組合加溫時，石蠟熔化了。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從身體吸收了多餘的熱量，因此而創造了衣服的冷卻效果。 

由於身體冷卻下來，相變材料也逐漸從液體改變成固體狀態。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們則

釋放出熱量來保持穿著者的溫暖。 

相變材料可以嵌入紡織纖維當中，或以噴霧或泡沫的形式作為塗料塗覆在織物上。 

導電性纖維、紗線和織物 

利用傳統的方法，導電性織物通常是在其製造過程中，將金屬導線連結到織物結構當中

而完成的。 

這賦予織物具有提供以下功能特性的能力： 
・升溫； 
・發送信號或數據； 
・屏蔽電磁輻射。 

最近，本身含有導電性能之紗線的紡織品已經被開發出來了。 

該紗線可以透過織布、針織或刺繡的方式植入基底織物中而建立出電路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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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電紗線可利用各種材料製造出來，包括： 
・含有金屬、金屬氧化物或金屬鹽的纖維； 
・含有導電碳的纖維；及 
・以本質型導電聚合物(intrinsically conducting polymers,ICPs)2所製成的纖維。 

導電性纖維和紗線提供了一些超越電線的優點。例如，它們是： 
・重量更輕； 
・更柔軟； 
・非腐蝕性； 
・更容易處理；  
・更具成本效益。 

導電纖維和紗線已經廣泛地使用了一段時間，但它們被用來促進軟性電子網路與布料的

整合，只不過是相對較近期的發展。 

形狀記憶材料 

形狀記憶材料對刺激物作出改變形狀的反應，其中最顯著的是對溫度變化的改變。當刺

激物被移除時，該材料將恢復到先前之"記憶"的形狀。 

在遇熱而改變形狀之情況下的材料，可以根據形狀記憶效應被觸發的溫度，來量身打造

該材料所欲完成的最終用途。在應用到服裝的情況下，該溫度應接近人體的正常溫度。 

在服裝上，可以將形狀記憶材料的屬性，利用夾心的方式，將該材料置入服裝的夾層之

間。當溫度增加時，材料的形狀改變了，致使服裝夾層間之空氣間隙的厚度減少了，因

此提供絕緣的量也降低了。相反的，隨著溫度下降後，服裝夾層間之空氣間隙的厚度增

加了，因此提供絕緣的量也增加了。 

變色材料(chromic materials) 

變色材料能反應外部的刺激物而改變顏色，然後一旦外部的刺激物移除時，又再變回原

來的顏色。外部的刺激物，包括光、熱、電、壓力、液體和電子束(表1)。 

表1：變色材料類型與其相對反應的外部刺激物 

類型 外部刺激物 
光致變色材料(photochromic) 光 
熱致變色材料(thermochromic) 熱 
電致色變材料(electrochromic) 電 
壓致變色材料(piezochromic) 壓力 
溶劑致色變材料(solvatochromic) 液體 
電子束致變色材料(carsolchromic) 電子束 

資料來源：www.tktk.ee 

--------------------------------------------------------------------------- 
2本質型導電聚合物 (ICPs)包括聚乙炔(polyacetylene)、聚苯胺 (polyaniline)、聚吡咯

(polypyrrole)和聚噻吩(polythioph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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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光或熱來改變服裝顏色的技術已經有超過40年的歷史。但是其他如利用電荷來改變

顏色等類型的變色材料，則是相對較新的發展。 

在紡織應用中，可以透過對變色材料與導電性纖維和加熱元件組合而成之外部電子信號

的反應，而將其圖案加以改變。 

發光材料(luminescent materials) 

發光材料是指那些對刺激物產生發光反應的材料。發光效果有兩種主要的類型： 
・光致發光，產生"在黑暗中發光"的效果； 
・電致發光，對電荷反應所產生出來的亮光。 

能量收集和清除系統(energy harvesting & scavenging systems) 

科學家們正在積極尋找極為便於攜帶和高效能的新能源。他們的研究已因手持式消費性

電子產品，特別是行動電話的普及而快速發展。 

該研究的特定領域之一，包括一種可從環境或成衣穿著者收集或清除能量的材料。 

不可否認的，這種材料產生的能量是相對較小的。但是，如果啟動電子裝備所需能量降

低的話，這種能量在未來可能是足夠的。 

光能材料(photovoltaic materials) 

有許多研究人員已經利用光能材料開發出收集太陽能源的產品，該材料可將太陽能轉換

成電力。 

例如，在澳大利亞，研究人員已經開發出可以穿戴的太陽能板。該面板主要是為了減輕

士兵所攜帶的裝備和配件的重量而開發出來的。 

據說該面板除了靈活和輕便外，也是高度耐用的，而且每個面板還足以產生高達 140 瓦

的功率。 

每個面板的厚度相當於三到四張紙片，可以黏貼在士兵的制服、頭盔、背包或帳篷上。

該面板也可以捲起來以便於收存。 

壓電材料(piezoelectric materials) 

壓電材料在彎曲或受到壓力時會產生電壓。因此，它們可用於將機械能轉換成電能。 

最高效的壓電材料之一是鋯鈦酸鉛(lead zirconate titanate，PZT)，因為它可將高達80％的

機械能轉換成電能。 

原則上，機械能可收集自身體的任何運動。例如，當步行時，腳跟的敲擊可產生超過60
瓦的功率。如果只有5％的功率可被收集，它已足以運作多種類型的電子裝備，如手機。 

美國的研究人員已經開發出一種可以從一些身體的動作而產生功率的織物。這種能量的

關鍵是包覆了氧化鋅奈米線3的Kevlar對位芳香族聚醯胺纖維，其可將機械能轉化為電

能。當這些奈米線在如步行等輕微的運動時，可由互相摩擦而產生出電流。 

--------------------------------------------------------------------------- 
³奈米線是一種直徑長度為1奈米(10 -9米或1米的十億分之一)的線狀物。 

http://zh.wikipedia.org/wiki/10000000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B3_%28%E5%8D%95%E4%BD%8D%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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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研究人員表示，1平方米由這些塗層纖維所製成的織物可以產生高達80毫瓦的電力。 
預料應用該織物的產品將包括"電能襯衫(power shirt)"、鞋和生物植入物，如心律調節器

等。 

熱電裝備(thermoelectric devices) 

熱電裝備是一種將熱能轉化為電能的裝置。更具體而言，它是在裝備的一側和另一側之

間有溫差時所產生的電荷。 

當該裝備被放在皮膚上時，只要環境溫度低於體溫，它就會產生電能。 

人體是利用熱電裝置來收集能源的理想場所，因為它會不斷的產生熱量，雖然熱量產生

的多寡取決於當時所從事活動之類型。 

表2：身體在各種活動過程中所產生出來的熱能(瓦) 

活動類型 熱能 
睡覺 81 
坐著 116 
站立 128 
開車 163 
打掃房屋 175 
以每小時8英里之速度跑步 407 
游泳 582 
爬山 698 
長跑 1,048 
短跑 1,630 

資料來源：www.tktk.ee 

拉脹材料(auxetic4 materials) 

拉脹材料是一種當它被拉伸時會變得更厚實的材料。因此，它的表現違反了直覺的常理。 

會發生增厚的現象，是因為該材料具有類似鉸鏈的結構，當它被拉伸時，會伸縮折曲。 
有些拉脹材料是原本就自然存在的，包括軟木、骨頭和某些皮膚。 

這些天然的和其他的拉脹材料之特殊性能，引導科學家對其獨特的結構進行研究，並因

而促進合成拉脹纖維的發展。 

合成拉脹纖維可以單獨使用，或與其他材料組合而製作出具有優良能量吸收和耐衝擊性

的紡織品。 

這些特性讓拉脹紡織品適合應用於如頭盔和防彈背心等產品的開發。 

--------------------------------------------------------------------------- 
4"auxetic"這個名詞源自於希臘字"auxetikos"，意思是生長、助長或有生產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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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切增稠材料(shear-thickening matarials) 

剪切增稠材料是隨著剪切應變率而增加其黏滯度的材料。這種材料的例子之一是剪切增

稠流體(shear thickening fluid，STF)，它是由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和二氧

化矽(silica)的奈米顆粒所混合製造出來的。PEG是一種無毒的液體，並廣泛應用在各產

業中，包括食品、化妝品和藥品工業。 

STF中的液體和硬質顆粒的組合致使該材料具有獨特的性能。 

在正常操作期間，STF像液體一樣流動，可讓材料保持在靈活狀態。但當受到突然的、

快速的或強力的施加自外來的活動時，該材料就會立即凝固。 

發生這種固化是因為硬質粒子互相碰撞，並防止進一步的活動。這限制了結合該材料之

織物的活動能力。 

一旦來自施加外力的能量消除時，該材料將恢復其液體狀態。 

高強度纖維可塗覆在剪切增稠流體上，以生產受到機械壓力時可變堅硬的織物。這種織

物主要是應用在防彈背心。 

金屬有機骨架分子(metal organic framework molecules) 

金屬有機骨架分子(MOFs)是聚集而成的結晶化合物，可以控制在奈米等級，用來選擇性

地捕捉如化學戰劑等有毒氣體，並將其分解成降低危害的物質。 

MOFs材料所形成的"牢籠"狀物體，它們的尺寸與預計被捕獲的氣體是相同的。 

當整合到棉織物中時，MOFs材料可有效地充當成過濾系統，它可以在暴露於有毒氣體

的高風險情況下協助保護軍事人員、第一線的救援人員和其他人員。 

重要的是，整合了MOFs材料的棉織物對織物原有的特性並沒有影響。不過，它確實改

變了織物的顏色，因在織物中的纖維承接了用來生產MOFs之金屬所原有的色澤。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計畫和企業合作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發展計畫 

在過去的十年裡，已經啟動大量的發展計畫，以探索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潛

力，並推廣其應用領域。 

其中有許多計畫都獲得了政府和企業的大量資金。 

大範圍順應性電子整合平台(Platform for Large Area Conformable Electronics by 
InTegration，PLACE-it) 

大範圍順應性電子整合平台(PLACE-it)是歐盟資助的計畫，該計畫旨在建立一個為發展

輕量級、伸縮性和柔性發光系統的科技平台。 

該項目涵括一個由12家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所組成的集團。預定在2013年該計畫完成

時發表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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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範圍應用的可拉伸電子產品(Stretchable Electronics for Large Area Applications，
STELLA) 

大範圍應用的可拉伸電子產品(STELLA)之計畫，於2010年1月完成，其目標是開發可以

整合到織物中的 "可拉伸電路板 "。該計畫主要是由歐盟執行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EC)所資助的。 

拉伸性容許電子元件在衣服穿或脫時承受拉伸的張力。 

在該計畫項下所開發的方法之一，是將銅與柔性塑料貼合而創建出一個可拉伸的銅電路

板(stretchable copper board，SCB)。 

另一種方法則是透過印花的技術將一個可拉伸的聚合物板(stretchable polymer board，
SPB)整合在不織布之上。 

該STELLA計畫的目標主要是針對三種可拉伸電子的應用領域： 
・第一個應用領域是繃帶，它利用了壓力傳感器，以確定包紮傷口時最適宜的壓力。 
・第二個應用領域是聰明的鞋墊，其目的是幫助糖尿病患者透過檢測壓力標記來避免創

傷和潰瘍。 
・第三個應用領域是將呼吸傳感器置入嬰兒的衣服中，旨在幫助嬰兒避免猝死。 

防護性電子紡織品 (Protection e-Textiles，ProeTEX) 

防護性電子紡織品(ProeTEX)是另一項歐盟資助的計畫，其目的在發展可供緊急救援人

員穿戴的產品，以提高他們在例如消防等危險行動中的安全和效率。 

該計畫開發的第一個原型是一件以智慧型織物製作的消防員外套，它可達成： 
・記錄消防員的生命跡象歷程； 
・溫度過高時警告消防員； 
・提供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以讀取消防員的位置；及 
・有任何消防員失去知覺時警示指揮中心。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企業合作 

越來越多的企業已為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之市場聯手開發了創新的產品。 

特別是，一些運動服的龍頭企業已與技術供應商合作，在過去的10年中，開發了聯合品

牌的產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機能性的成衣企業在可穿戴式產品的發展上都選擇了單打獨

鬥的方式，並雇用擁有電子或電腦科學背景的人。 

蘋果公司(Apple)和伯頓滑雪板(Burton Snowboards) 

美國的計算機和消費電子企業--蘋果公司與美國的滑雪器材和成衣製造商--伯頓滑雪板

是兩家最先合作的企業之一。 

合作的結果推出了伯頓擴音器滑雪外套(Burton Amp snowboarding jacket)，它於2002年推

出，是全球第一台整合iPod的電子外套。 

該外套能完成創作，歸功於製作袖子的布料中嵌入一個觸摸感應的數據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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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iPod放置在外套胸前的口袋裡時，穿戴者即可以經由觸摸外套袖子上的控制面板來改

換歌曲或調整音量。 

蘋果公司和Nike 

最近，Nike與蘋果公司聯手開發一個名為Nike+iPod Sport Kit的健身監測系統。 

該系統包括一個無線傳感器和一個接收器。該傳感器被置入Nike鞋之鞋墊的囊袋裡，而

接收器則被嵌入iPod中。 

該傳感器傳送跑步者之時間、距離、速度和消耗熱量的訊息。然後該訊息可以被傳送到

Nike的網站，跑步者則可以： 
・評估他或她之跑步、運動的歷程紀錄； 
・設定跑步標的； 
・與其他訪問該網站者進行的虛擬比賽。 

Polar Electro公司和Adidas 

Adidas也在努力為提高其產品的機能性而尋求與電子產業合作。 

2005年，該公司與運動訓練設備製造商Polar Electro公司建立了夥伴關係，為跑步者創建

一個將心跳速率、速度和遠程監控裝備全部整合到Adidas成衣中的選手培訓系統。 

該系統的主要元件是嵌入Adidas之上衣或運動型胸罩之布料中的傳感器。 

來自傳感器的數據被傳送到一個顯示和記錄即時訊息的手腕元件當中。然後該訊息可以

下載到電腦上，讓跑步者對自己的表現進行全面性的分析。 

Google和蘋果公司 

以開發可穿戴式科技為目標的合作夥伴關係，也在非機能性成衣專業的公司間組成。 

例如Google和蘋果公司，根據2011年12月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它們已聯合進行可穿戴

式電腦領域的開發。 

據說這兩家公司已啟動了一項計畫，旨在發展可穿戴式裝備和可以連接到身體或衣服，

以及同時可以傳送資訊到智慧型手機中的周邊裝備。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應用 

在近幾年中，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應用範圍和數量都有極大的發展。因此，

在這一領域的產品幾乎全都應用在機能性成衣的每一種類別當中。 

它們最大的終端用途是在於防護用和軍事用的服裝、配件和器材。 

 

 

 



圖4：2011年智慧型織物的終端用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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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14.4%  

噢

資料來源：IntertechPira 

運動及健身  15.4% 

          

流行時尚 

一些服裝設計師正在跟隨著可穿戴式科技發展的腳步前進，以提升其作品系列的吸引力

並創造宣傳效果。 

有幾個互動式洋裝的原型已被創作出來，而且其中有許多置入了發光二極管(light 
emitting diodes，LEDs)，它們可回應聲音或穿著者之移動等刺激而發出亮光。 

置入發光二極管的成衣和服飾，對一些名人造成相當大的吸引力。在最近幾年中，它們

已被一些流行歌手和唱片藝術家，包括Rihanna和Katy Perry等所穿戴。 

圖5：歌手Rihanna穿著LED服裝演出 

 
資料來源：www.fashioni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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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shioningtech.com/


17 
 
 
 

通訊、娛樂和資訊性娛樂系統(infotainment) 5 

在通訊、娛樂和資訊娛樂的領域中，越來越多可穿戴式科技被利用來與他人溝通、播放

音樂和獲取資訊。 

近年來，由於生活方式的演變，導致人們移動性日益擴增，以及對即時可取之資訊與通

訊的強烈需求。 

因此，不足為奇地，置入音樂和通訊裝備的外套已成為目前可穿戴式產業中最流行的產

品。 

醫療和健康照護 

醫療及健康照護產業用智慧型服裝在過去的20年裡已有顯著的發展。 

這樣的發展歸功於醫學知識的成長，以及光纖技術、奈米技術、電信和資訊處理技術的

進步。 

智慧型醫療服裝在以下幾方面有令人振奮的發展潛能： 
・健康監測； 
・管理慢性病，如糖尿病和呼吸系統疾病等； 
・預防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等。 

這種類型的服裝是專門針對以下族群： 
・希望保持身體健康狀況的人們； 
・知道他們有罹患特定疾病之風險的人們； 
・想要有效地管理他們的身體狀況的長期病患；和 
・面臨更高生病風險的弱勢族群，如老人和手術後復原中的病人。 

可以監測健康和檢測疾病的智慧型醫療服裝，有提高個人生活品質的前景，也可滿足越

來越注重健康的人們之需求。 

研究智慧型醫療服裝的終極目標，是為了每一個人在任何時間可提供個性化的健康服

務。 
如果此一目標實現了，醫療保健將不再被限制在診所或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如家裡。 

以紡織品為主的可穿戴式健康監測系統 

以紡織品為主的可穿戴式健康監測系統最初是為了給太空人使用而開發的，它可將太空

中的太空人之一些重要的生理資訊進行監控、記錄並傳輸到地球的控制站。 

從那時起，該系統已在醫學界被用來監測病人，尤其是當他們手術後離開醫院時的復原

情況。 

以紡織品為主的健康監測系統使用傳感器來監控穿戴者的生理狀況，並記錄他或她的健

康歷程。這些傳感器以平織或針織方式製作成衣物，以便它們可與皮膚直接接觸。並使

它們能夠獲取如下訊息： 

--------------------------------------------------------------------------- 
5"資訊性娛樂系統(infotainment)"是一種結合了資訊與娛樂的傳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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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跳動率； 
・血壓；  
・體溫。 

由傳感器獲取的訊息可以被傳送到一個電子監視裝置中，並被用來通知穿戴者或醫生是

否有必要介入醫療。 

以紡織品為主的健康監測系統提供了一個超越傳統胸帶監測系統的主要優勢。 

後者可能會不舒服，以及當患者移動時易發生位移，而以紡織品為主的健康監測系統則

可以設計成為像是第二層皮膚般。 

職業健康和安全 

許多個人防護設備(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的龍頭供應商都在探索智慧型紡

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潛力，期能開發足以保護以下在危險環境中工作者的材料： 
・消防員； 
・急難救援人員； 
・軍事人員。 

軍事和國防 

軍事和國防部門是首批進行研究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單位之一，而它們也在

利用該研究發展的領域中保持領先。 

在這一領域研究的目的是開發系統，提供士兵有關其自身和他們的環境之訊息，給他們

一個明確的領先其敵人的優勢。 

它的目的也在於建立能夠監測自己健康的系統。在這些系統中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在於

使用了含有導電紗和以紡織品為基底的電子傳感器。 

該系統還包含縫製在成衣接縫裡的微小傳輸器，以及可以連接到電腦或類似裝置來顯示

訊息的接收器。 

這些軍事用成衣主要的好處是，它們讓醫務人員得以遠程執行病情鑑別(triage)6。從成衣

傳輸過來的訊息，醫務人員可藉以判斷士兵是否受傷，以及，如果是的話，他們傷口的

位置和受傷的程度如何。 

基本上，該訊息使醫務人員能更迅速回應士兵在戰場上的醫療需求和將要採取傷亡治療

的優先行動。 

其他由軍方正在開發的智慧型服裝系統，還包括 " 變色龍偽裝 (chameleonic 
camouflage)"7。穿著變色龍偽裝的士兵可以在場景和照明條件改變時反應出其外觀上的

變化，使其有效的好像變成反射其周圍環境的一面鏡子。 

--------------------------------------------------------------------------- 
6在軍事上，病情鑑別(triage)是指將受傷士兵依病情排序的過程，以確定優先處理的醫療

事項 並增加倖存者的人數。 
7"變色龍偽裝(chameleonic camouflage)"也被稱為"主動積極的(active)"或"自我調整的

(adaptive)"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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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偽裝的例子之一，是利用類似紡織形態的塑膠片，嵌上發光二極管，它可以顯示出

由一個小相機所拍攝到的環境之影像。而這些塑膠片看起來像是隱形的。 

在軍事部門的研究也促成了可以刺激肌肉之纖維的發展，該纖維在士兵作舉高或跳躍等

體能活動時，可提供更大的力量。 

該纖維是由具有導電性的高分子聚吡咯(polypyrrole，PPy)所製成，它能如同人的肌肉般

作用，但更強勁100倍。 

該聚合物是由電力啟動的。當施加電流時，聚合物的分子會伸展開來，像手風琴的形狀

般。而當電流被移除時，它們則緊縮起來。 

該人工肌肉可用來連接以機器人支撐腿骨的外部骨骼支柱(external skeletal support)，或

外骨骼(exoskeleton)。 

人工肌肉和骨骼的結合，將大大提高士兵之移動性和承載的能力，使他們能夠： 
・在長距離的行進時更快速； 
・抬起較重的物體； 
・跳得更高；  
・隨身攜帶更多的彈道防護和重型武器。 

高能見度成衣(high visibility apparel) 

傳統的高能見度產品，依賴外部的光源來使其可被看見，例如那些被緊急救援部門、自

行車騎士和高速公路維護工人等所使用的產品。 

此外，它們在低亮度的情況下是無法發揮功效的，如果穿著者未被及時看到的話，可能

導致事故的發生。 

因此，科學家們已經開發以電池供電的導電紗線所製作的高能見度成衣。 

該紗線是電力發光的。因此，穿著者永久可被看得見，而這將使個人安全獲得改進。 

每根紗線內部包含一個塗覆了電力發光油墨的導電芯紗，當電流通過它時會發出亮光。

每根紗線外部還有一個包裹著它的導電紗線。當紗線由電池供電時，由內部紗線和外部

導電紗線之間所聯合產生的電場，促使了電力發光塗層發出亮光。 

運動 

運動行業是歷史上較早採用科技紡織品和高科技服裝的產業，這反映出運動員本能的需

求，冀望提高他們的運動成績，及增進高科技材料在幫助他們的潛力。 

越來越多可穿戴式科技被運動行業中的運動員和他們的訓練師使用，以監測和評估他們

的表現，並提供即時回覆來改善他們的運動成績。 

直到不久之前，運動員如希望監測其表現，必須置身於類似實驗室環境下的笨重機器

裡。然而，由於科技的進步，運動員現在已可以在跑道上或運動場中監測其成績。 

隨著越來越廣泛的可穿戴式訓練系統的使用，具有訓練輔助作用的運動服也已被開發出

來，以幫助穿戴者有更佳的表現。 

連結心跳速率監視器的T恤和胸罩已在健身房裡司空見慣。跑步者和自行車騎士也經常

使用可穿戴式系統來幫助他們的訓練。有趣的是，現在有一些知名的運動和戶外服裝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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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他們的產品開發團隊裡雇用了科技和電子專家。 

未來，預料為運動目的而使用的可穿戴式科技，將因生理監測技術的進步和動作感測

(motion sensing)的開發而進一步發展。 

美妝紡織品(cosmetotextiles) 

美妝紡織品是結合了具有特殊性能的化妝品物質或製劑的紡織品，通常是包裹在微膠囊

裡的物質或製劑。 

最常在紡織品中使用的化妝品物質，是用來滋潤皮膚和塑身減脂的。 

這種類型的紡織品被認為是有智慧的，因為它對物理性的刺激會作出反應。更具體而

言，微膠囊對織物和皮膚之間所產生的摩擦，或織物與身體之間產生的壓力有所反應而

裂開了。這讓微膠囊裡的物質釋放出來並附著在皮膚上。 

由於化妝品的物質以這種方式被轉移到皮膚上，美容效果可保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事

實上，大多數美妝紡織品的耐洗濯次數高達40次。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市場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市場一度被視為是怪異產品的大本營，很少人願意去購

買。然而，它已因不斷有高知名度的企業如Nike、Adidas和蘋果公司等的參與而獲得了

相當多的公信力。 

可穿戴式電子產品在最近幾年也取得了大眾的青睞，尤其是網際網路世代(Internet 
generation)8，他們和電子及其他高科技裝備如iPod和智慧型手機等，有密切的關連。 

而且，當應用在這些裝備的技術變得越來越先進時，對它們的興趣也會更為顯著而廣泛。 

此外，消費者也對可穿戴式科技表現出越來越高的興趣，以及開放的態度。 

根據ISPO慕尼黑國際運動用品及時裝展(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ports Equipment and 
Fashion，ISPO)在2006年夏天進行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皆表示，他們樂於將

某種類型之電子裝備整合到他們的服裝當中。 

這項調查的結果，顯示出可穿戴式科技已經有了顯著的進步，同時表明，即使消費者的

興趣不再提高，也已經維持在相當高的水準了。 

鑑於這種高度的興趣，難怪越來越多的企業投入這個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領

域。 

2008年Adidas併購了杜邦公司 (DuPont)旗下發展可穿戴式紡織傳感器的龍頭商

Textronics，是一個新的里程碑。 

該併購案也顯示出，Adidas認為可穿戴式紡織傳感器有打入主流消費市場的潛力。 

--------------------------------------------------------------------------- 
8 "網際網路世代(Internet generation)"，也被稱為"i世代(iGeneration)"或"Z世代(Generation 
Z)"，通常是用於稱呼1990年以後出生的族群。 



 

問卷調查回應數(%) 

圖6：消費者期望整合到自己服裝中的裝備 

行動電話 RFID* 
麥克風 

音樂播放器 

定位系統 耳機 

生命跡象監測器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無線射頻辨識系統

資料來源：www.wearable-technologies.de 

表3：應用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製造商及其產品 

製造商 產品 
Adidas 智慧型運動服裝及配件 
AiQ Smart Clothing 整合電子元件的襯衫和外套 
Badira 連結電視機的外套 
BodyMedia 生理監測器 
Clothing+ 以紡織為主的傳感器系統 
CuteCircuit 連結發光二極管(LED)的成衣 
Equivital 活動式健康監測系統 
Exmovere Holdings 生理傳感器 
 
Fibretronic 

紡織開關、柔性鍵盤、iPod和iPhone控制器、行

動電話界面、成衣加溫系統、織物傳感器、可穿

戴式照明系統 
Humotion 人體運動監測和生物反饋系統 
 
Innovalley 

結合LED顯示螢幕的智慧型運動衫、具全球定位

系統(GPS)功能的鞋子，及使用紡織太陽能電池

的筆記型電腦包 
Intelligent Clothing  生理監測器 

Interactive Wear 娛樂和通信系統、成衣加溫系統、移動式電力系

統、照明解決方案、紡織互連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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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ashion Machines 電子紡織品 
Lucentury 整合發光二極管(LED)的成衣 
Marktek 導電紡織品 
Nike 智慧型運動服裝及配件 

Ohmatex 紡織導體、彈性電纜、傳感器、可伸縮的電極、

消防員用熱感應防護裝備 
O'Neill 內建鍵盤操控MP3播放器的滑雪外套 
Outlast 溫度調節紡織品 
Peratech 互動式成衣產品 

Philips 以發光二極管(LED)為主，可以與成衣和家居用

品結合的技術 
Polar 生理和運動表現的監測器 
Schoeller 智慧型布料 
Smartex 生理監測器 
SmartLife 生理監測器 
Technology Enabled Clothing 將電線導入服裝的系統 
Viking Life-Saving Equipment 智慧型防護服 
WarmX 可加溫內衣 
Zephyr 生理監測器 
 

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市場剛開始發展時的步伐是緩慢的，但現在似乎以相當

快的速度在成長，這可從越來越多的產品充斥市場，以及越來越多的企業投入此產業而

得到證實。 

這個成長主要是由於技術的進步而促進了產品的開發，並達成了消費者的期望。 

依據市場研究和諮詢公司IntertechPira指出，估計2011年全球智慧型織物的市值約達2.4
億美元，同時預測到了2016年的複合年均成長率(CAGR)，將成長幾達23％。 

該公司又預估在2016年和2021年之間的成長率，將不超過30%，而在此時期末的市值則

將超過25億美元。 

依據另一家市場研究公司Global Industry Analysts指出，2015年智慧型織物和互動式紡織

技術的市場將達到18億美元。 

這個市場的成長，預計將先由生理監測產品之類的行業來帶動。 

在市場上的機會和威脅 

機會 

人口統計的轉變 

人口老齡化的結果，衛生保健的成本顯著增加了，尤其是在已開發國家中。 

這將創造出提供醫療衛生服務之替代方案的需求，而可穿戴式科技正可滿足這方面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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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式科技可在此領域提供如下的諸多好處： 
・減少住院； 
・更好的藥物治療的劑量管理； 
・更低的成本； 
・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 

尤其是生理監測系統的使用，預計在未來幾年內將顯著擴增，這也將有助於推展電子保

健(eHealth)9市場的成長。 

由政府資助的研究和開發 

在工業化國家中已有大量的公共基金指定用於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領域的研

究和開發。 

希望這筆資金將有助於振興已開發國家的紡織工業。 

越來越多人使用傳感器和其他電子產品 

以傳感器為主的裝備和其他電子產品的使用正在快速增長，這不只是因為這些產品變得

尺寸更小、重量更輕和價格更便宜，而且是變得更"聰明"。 

據估計，到了2016年，市場上將有3億個左右以傳感器為主的裝備問世。 

日益普及的智慧型手機和社交網站 

普羅大眾對高科技產品的著迷將刺激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需求。 

特別是智慧型手機不斷擴增的普及率，也將導致智慧型織物使用量的增加，尤其是那些

為傳感和監測而設計的產品。 

此外，對顯示訊息之新方式的需求，也因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網站對大眾的吸引力

而得到激發。 

Twitter服裝(Twitter Dress)即是在這方面有創新概念的產品，它在2010年的格萊美獎

(Grammy Awards)典禮中由英國歌手Imogen Heap所穿著。 

這件衣服有它自己的Twitter及時公告訊息(Twitter Feed)，並可將其透過嵌在衣服中的無

線路由器(wireless router)將訊息顯示出來。 

藍牙低耗能(Bluetooth Low Energy，BLE)技術的廣泛使用 

據估計，70％的手機和大多數的新筆記型電腦都使用藍牙低耗能技術。 

這項技術將使許多以傳感器為主的新裝備，得以透過手機連接到網際網路上。 

--------------------------------------------------------------------------- 
9電子保健 (eHealth)是指在醫療保健過程中使用了資訊和通信科技（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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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 

成本高 

可穿戴式產品的供應商收取相對較高的價格，以得到適足的投資報酬回收。 

許多消費者則認為，這些價格是負擔不起的，或者是物非所值的。 

然而，由於電子元件的成本不斷下降，可穿戴式產品的生產將變得更具成本效益，並因

而讓它們被更廣泛的使用，這樣一來，單位價格也將隨之而調降。 

經濟衰退 

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之下，一些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投資計畫已被擱置。 

例如，在美國，美國太空總署(NASA)計劃發展的結合了可穿戴式科技的太空服，為因

應經濟危機，已被歐巴馬政府無限期地延後了。 

紡織和電子產業之間的分歧 

紡織和電子產業之間幾乎沒有什麼共通之處。這兩個產業之間的合作往往是非常困難

的，因為其生產週期、生產實務、產品開發的時程規劃和行銷策略上都有極大的差異。 

此外，在生產電子紡織品時，需要進行重大投資以重新調整現有的紡織生產設備。 

缺乏標準 

產業標準在新產品獲得市場接受度和提高產品質量信心上，普遍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一環。 

目前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並沒有訂定這種標準。 

但這並不是說，這個問題是被忽略掉的。例如，歐洲於2006年成立了一個工作小組，探

討其性能、測試，以及符合法律之規範等問題。然而，依據此項研究工作而訂定的一整

套標準迄未問世。 

電力供應問題 

阻礙可穿戴式電子市場成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用來存儲和提供電力之裝備的體積和重

量。通常，這些都是以電子紡織品製成之成衣最大和最重的部分。 

整合了電子功能的成衣，主要是使用電池作為電力來源。但電池應用在服裝上十分不理

想，因為它們是堅硬的，不能完全融入紡織結構當中。 

雖然針對電池的微型化，已經作了很多的研發，它們仍然是體積太大的，相對過重的和

累贅的。 

此外，它們的生命也相對較短，而且在衣物清洗前必須先將它們移除。 

因此，如要擴大可穿戴式科技的應用，電力供應器必須變得有彈性，而且重量必須夠輕，

才能連結到服裝之中。 

永續發展的隱憂 

如何生產可永續發展的產品是日益備受關注的議題，例如產品元件中，比織物耐用更久

的電子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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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電子系統、電池和連結線路等典型的連結到智慧型服裝的材料，當它們被掩埋或焚燒

時，被認為是對環境有負面影響的。 

電子廢棄物是工業化國家的廢物流中增長最快的代表性類別之一。根據聯合國的統計，

雖然有部分回收的比例，但每年仍產生5千萬噸左右的電子廢棄物。 

不幸的是，截至目前都還沒有任何能夠回收電子紡織品的技術。而且，只要設計者專注

於創造一個產品，而不是產品的最終生命的話，電子廢棄物的嚴重挑戰將不會獲得解決。 

產品過時 

科技發展的腳步太快，以至於許多電子裝備往往會變得過時。 

由於技術進步和快速流行週期的因素，使產品很快就陳舊過時，但這個可能性，毫無疑

問的，將讓很多消費者對最新一代產品的投資望而卻步。 

可穿戴式裝備之間的不相容性 

可穿戴式科技產品只有在它們的組件合作無間時才能達到最佳性能。如果其中某些元件

使用了不同的無線通信標準，可能就無法互通。 

為了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強制應用一個國際通用的標準，例如藍牙技術。 

創新的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的實例 

CuteCircuit：M-Dress和擁抱襯衫(Hug Shirt) 

專門從事智慧型服裝供應業務的英國公司CuteCircuit，設計了一套取名為M-Dress的衣

服，它可兼當行動電話使用。 

該衣服使用絲質針織素材，並設有一個用戶識別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或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module，SIM)卡10和天線，隱藏在衣服下擺的摺縫處。 

這件衣服有內置的動作感應器和手勢識別軟體，使穿戴者可抬起手腕到耳邊來撥打或接

聽電話，或放下手腕來結束通話。 

CuteCuircuit還開發了所謂的擁抱襯衫(Hug Shirt)。它可讓穿戴者發送一個擁抱的感應給

另一個同時穿戴著擁抱襯衫的人。 

這件襯衫有發熱和振動傳感器。擁抱傳感器上的數據可以透過行動電話從撥打電話者傳

送給接收電話者。 

該襯衫被"時代(Time)"雜誌評為2006年最佳的發明之一。 

--------------------------------------------------------------------------- 
10用戶識別模組(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或 subscriber identification module，SIM)卡包含

一個積體電路，可安全地存儲國際行動用戶識別碼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IMSI），其相關資訊可在手機和電腦等行動電話裝備上用來識別和驗證用戶的

身份。該卡還可以在不同的行動裝備之間作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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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can：噴霧織物(spray-on fabric) 

英國公司Fabrican開發出一種可在任何物體表面上噴塗纖維，以創造出即時不織布的方

法，包括噴在人的皮膚上。該方法包括在氣溶膠罐或噴槍中製造和存儲液體懸浮液。 

該技術的開發是為了工業、家庭、醫療保健和時尚等方面的應用。 

該公司已獲得該織物和用於製造該織物之技術的專利。 

當噴到表面的液體乾燥後會形成一層薄薄的織物，它可被剝離、洗滌並重覆使用。 

而該噴霧還可以各種顏色，甚至氣味來創作複雜的圖案。 

Fabrican的技術曾被"時代(Time)"雜誌評為2010年最佳的發明之一。 

Freer Logic：BodyWave 

美國的Freer Logic公司推出了取名為BodyWave的腦波監測器，它可以連接到人的手臂或

腿上。 

該監測器有三個傳感器，可收集腦波。然後該腦波可通過藍牙(Bluetooth)無線連結或

Wi-Fi無線區域網路傳輸到電腦上，以供評估注意力、認知處理、放鬆或焦慮的程度。 

BodyWave還可作多方面的應用。例如，它可以用來警告開車不專心的駕駛者。 

此外，它也可以用來提醒壓力指數過高的空中交通管制員。 

Orange公司：聲音充電(Sound Charge) 

法國電信公司Orange開發了取名為Sound Charge的以聲音充電之T恤，它可將聲音轉變成

電能。 

該T恤設有一個壓電薄膜，它可吸收聲壓波，就像麥克風般。 

而該聲波可轉換為功率足夠的電荷，以供應大多數品牌和型號的手機充電。 

蒙特利爾理工學院(Polytechnic School of Montreal)：軟性電池 

加拿大蒙特利爾理工學院的科學家們已經建立了一個可織入織物中的電池。 

科學家們以包夾的熱塑性材料組合成電池，當微溫時可被拉伸。一旦電池建置完成並接

觸到熱源，它會被拉伸成條狀，並可織入棉織物中。 

科學家們使用導電絲線，將布料中的一連串電池連接到發光二極管上。 

有人宣稱，這些軟性電池是首創不使用液體電解質的電池。 

也有人宣稱，以電池供電之織物製作而成的成衣，可以提供數百伏特的電荷。 

應用該布料發展的產品，包括健康監控成衣和背包。 

但在這樣的應用得以實現之前，科學家必須先設計一種電池防水的方法，使織物可以洗

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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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Life公司 

英國的SmartLife公司以發展智慧型可穿戴式監控系統見長，應用範圍包括： 
・醫療保健； 
・生活安寧； 
・運動； 
・電子遊戲； 
・防護和安全性。 

也許該公司最出名的是其HealthVest，它是嵌入電極、感應器和導電通路的成衣，它建

立了一個"隱形的"健康監測系統。 

SmartLife目前正在尋求商業合作夥伴關係的發展，以便將其專利系統推廣到市場上。 

Under Armour公司：E39襯衫 

美國壓縮成衣供應商Under Armour公司，聯合另一家美國公司Zephyr，一起開發了智慧

型襯衫，它可以監測穿戴者的心臟活動、有氧代謝能力和其他顯示運動員之表現和健康

的生命跡象。位於馬里蘭州安納波利斯(Annapolis，Maryland)的Zephyr公司，宣稱其公

司為全球即時生理和生物力學監測的龍頭商。 

該襯衫的特色在於裝置了一個薄圓版，其中包含傳感器、一個電池、一個藍牙發射器和

存儲設備。 

來自傳感器的數據可以被發送到無線裝置中，如智慧型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 

ViewSport公司：智慧型健身服 

美國的ViewSport公司推出了一系列的健身服，它是由含有會感應汗漬之化學物質的織物

所製作而成的。 

當穿著者出汗時，先前看不見的印在健身服前面的標語會變得醒目。隨著運動者活動量

的增加，該標語也會愈來愈清晰可見。 

WarmX公司：可升溫內衣 

德國公司WarmX生產以電池之電力升溫的針織內衣。 

WarmX成衣之加熱性能的關鍵在於使用了以銀塗覆的尼龍紗，並將其直接置放在身體易

發生低溫的部位，如腎臟和足部等。 

電池存放內衣的小口袋內，並供應穿戴者長達六小時足以充分保溫的電力。 

展望 

過去十年中在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之領域的發展，已經顯示出電子產品是可以

穿戴、無線連結和便於攜帶的。 

這些發展由電子元件的小型化而得以實現，而且將這個領域從科幻小說的國度引領到現

實的商品化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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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量針對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發展的研究成果，展現在專利、原型、概念作品，

甚至是商業化的產品當中。 

但其發展仍處於相對早期的階段，而且尚未對主流市場有所突破。此外，由於缺乏一個

"殺手級應用(killer application)"而持續在需求上有所侷限。 

然而，智慧型紡織品及可穿戴式科技已通過了"渲染炒作"的階段，而且在未來的五到十

年內，當新產品和新應用出現時，即將變成一個成熟而炙手可熱的市場。 

從長遠來看，可以預見電子產品將像服裝和傢俱般納入日常生活用品當中。 

根據飛利浦公司(Philips)的一位發言人表示：「最終極的夢想並不在於有更便利的工具，

而是在於完全不需要為工具費心！然後下一步就是將機能整合到我們生活上讓我們覺

得困擾的物件當中。因此，將科技融入服裝的想法是個合乎邏輯的步驟。....我們未來的

環境將涵括無形的互動系統，它將被融入我們的生活空間和服裝當中，從而創造出一個

可以自然成為我們生活中之一部分的智能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