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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運動鞋設計之首要目的是為了幫助運動員呈現最佳績效。為了實現此目標，已開發出多

種用於特定體育活動----包括有氧運動、籃球、足球、高爾夫、登山和跑步----之專業運動

鞋。這些類型的運動鞋在其構造和所提供之功能特性方面都有所不同。 

然而，運動鞋被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作為日常穿著之一部分而使用。這種趨勢因服裝風格

之休閒化、關注健康生活型態之選擇以及參與體育活動之增長而方興未艾。而由於運動

鞋所提供之高度舒適性，也讓消費者更樂於穿著。 

創新發展受到運動鞋消費者的重視，而運動鞋供應商則面臨著於最短時間內在市場上推

出新產品之壓力。此外，由於消費者----尤其是千禧世代消費者（millennial consumers）--

--尋求有助於他們展現個人風格的獨特產品，因此客製化產品之需求度很高。來自消費

者的這種壓力為產業帶來了挑戰，因為該產業嚴重依賴位於亞洲之生產工廠。此外，某

些鞋款包含了由數個獨立部件所組成的鞋面，因而需要勞力密集之生產製程。 

針織鞋面之開發克服了一部分這些挑戰。通常針織鞋面由單片織物組成，因而可快速且

輕易地被製造。它們穿著起來也非常舒適，因此深受消費者歡迎。此外，數家公司正在

嘗試使用積層製造技術（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以讓他們可快速地開發客製

化產品。 

永續性環保是該產業面臨的另一項挑戰。然而，該鞋類之發展已經有所進展，它們採用

了來自回收廢料之纖維。而在開發新合成皮革材料方面也已有所斬獲。 

簡介 

運動鞋旨在幫助運動員----在業餘和職業水準上----發揮最佳效果。因此，龍頭運動服公

司為了開發完全符合運動員需求之鞋款而投入了大量資金以致力於其研發（R＆D）業務。 

同時，由於運動鞋所提供之舒適性，許多消費者偏好運動鞋尤甚於傳統的時尚鞋類。 

此外，消費者對運動鞋之需求正因服裝風格的休閒化、運動休閒（athleisure）1的普及以

及對健康生活型態的日益關注而與日俱增。 

1 運動休閒（athleisure）成衣與鞋類之設計是為了適於在運動活動和日常穿著中使用。 

因此，2015年運動鞋佔全球製鞋業總產量之25%就不足為奇了。 

運動鞋市場正在迅速發展，全球龍頭運動服品牌要在儘可能的最短時間內進行創新並將

新產品推到市場上之壓力很大。 

而且，運動鞋供應商對客製化產品的需求也越來越高，這對於使用高度勞力密集型製程

來製造產品之產業而言，是一項全新的挑戰。 

運動鞋市場 

據估計，2015年全球製造了約250億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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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5%或約60億雙是運動鞋。 

2015年全球運動鞋市場----包括登山靴、運動鞋、背包旅行鞋和插入鞋（insert shoes，即

鞋墊）----之市值約達800億美元。 

而且，預估在2016年至2024年期間此一數字之年均複合成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將約達2%2。 

2 這些數據為依據美國加州市場研究和諮詢公司Grand View Research所發行之報告：

"2016~2024年運動鞋市場分析、市場規模、應用分析、區域展望、競爭策略與預測（Athletic 

Footwear Market Analysis, Market Size, Application Analysis, Regional Outlook,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Forecasts, 2016 to 2024）"。 

在2015年總市值中，男款運動鞋之市值佔60%，而女款運動鞋則佔30%。 

從地域上看，預估在2016年至2024年期間亞太地區之銷售額將以最快速度成長。預估在

該地區的銷售額將受到以下因素影響： 

 ̇ 對品牌和高級時尚鞋類之偏好； 

 ̇ 不斷成長之中產階級人口；以及 

 ̇ 成衣和鞋類之支出增加了。 

依據美國市場研究公司NPD集團之數據，2016年美國運動鞋銷售額高達175億美元。相較

2015年，此一數字成長了3%。銷售量也成長3%。因此，美國運動鞋之平均售價仍然相當

穩定，為60.81美元。 

影響成長之因素 

許多因素正在助長運動鞋市場的成長，其中包括： 

 ̇ 消費者對健康生活型態之重要性以及健康生活型態之趨勢的認知提升了，因而增加體

育活動之參與； 

 ̇ 服裝休閒化和"運動休閒"趨勢之日益普及； 

 ̇ 舒適性之需求；以及 

 ̇ 新興市場增加運動鞋之需求。 

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大陸----運動鞋需求之成長頗為可觀。 

中國大陸政府正在推動體育作為國家政策之一，而這又助長了參與跑步等活動的熱潮。 

穿著風格之休閒化和運動休閒的普及意味著越來越多運動鞋款被穿著於日常活動中。這

對期望看起來健康又時尚之年輕消費者而言格外重要。 

為了舒適起見，消費者也會在日常生活中穿著運動鞋。 

零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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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實體零售商店採購之市值佔總成衣及鞋類採購市值之85%，而網路採購佔14%。

其餘的1%則為在其他零售通路採購。 

有部分零售商正在採用多通路（omnichannel）策略，即消費者可以透過實體零售店或網

路商店購物。 

根據Euromonitor之資料顯示，2015年透過網路商店銷售或電子商務銷售之銷售額佔全球

鞋類銷售額的12%。 

電子商務在千禧世代消費者中尤其受歡迎，並廣泛用於在中國大陸購買成衣和鞋類。它

在德國、英國和美國也是一種流行的零售方式。 

消費者越來越頻繁地使用電子商務來購買鞋類產品，因為這讓他們可輕鬆地： 

 ̇ 比較各式鞋款而無需造訪各家實體零售商店； 

 ̇ 比較不同零售商之間的價格；以及 

 ̇ 購買客製化產品。 

越來越多品牌供應商和其他企業透過電子商務網站供應產品，這些網站可以由消費者依

據其美學或適合度來進行訂製（請參見第8頁）。 

客製化產品特別受到千禧年消費者之青睞，他們從中尋求可讓他們脫穎而出的獨特產品。 

但是，與電子商務銷售相關的關鍵問題之一是，因不合適而產生退貨產品的百分比。 

的確，網路零售商如Zalando和Asos之報告指出，其退貨率分別高達50%和30%。 

為克服此問題，幫助消費者選擇正確尺碼之產品從而減少退貨的新技術正在開發當中。 

這種技術的案例之一是美國True Fit公司所開發的True Fit。 

True Fit技術使用由品牌商或零售商提供之產品數據以及與消費者個人測量和款式偏好

相關之數據來建議最合適的產品尺碼，同時也提供該產品寬鬆度或合身度之尺碼的相關

資訊。 

據True Fit表示，如果產品尺碼確實，消費者回歸品牌忠誠度之可能性高出81%。 

許多品牌商和零售商正在使用該項技術，其中包括： 

˙Aldo； 

˙Deckers； 

˙Finish Line； 

˙House of Fraser； 

˙Saucony；以及 

˙Under Ar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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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鞋：主要企業 

全球運動鞋市場由少數幾家主要企業主導，其中包括： 

 ̇ adidas----德國運動服企業； 

 ̇ Asics----日本運動成衣和鞋類供應商； 

 ̇ New Balance----美國運動成衣和鞋類供應商； 

 ̇ Nike----美國運動服企業； 

 ̇ Puma ----德國運動服企業； 

 ̇ Skechers----美國鞋類企業； 

 ̇ Under Armour----美國運動服企業；以及 

 ̇ VF Corporation----美國成衣和鞋類企業，旗下擁有包括Vans在內之諸多品牌。 

儘管如此，有些較小型企業正在進行競爭，為重視創新運動鞋之消費者開發最先進的產

品。 

主要企業：財務業績 

adidas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年會計年度中製造了3.6億雙鞋3，相較2015年製造

的3.01億雙，成長了20%。 

3 包括adidas、Reebok、adidas Golf和Ashworth等品牌之鞋類產品。 

該公司97%的鞋類在亞洲製造，而僅在越南製造的即佔了42%。 

2016年該公司鞋類產品銷售營收達101.35億歐元（約合112.09億美元），相較前一年度，

成長了21%。 

此外，此數額佔該公司當年度總營收之53%。 

該公司的電子商務銷售額快速成長，其跑步鞋（running footwear）產品之銷售額尤其強

勁。然而，該公司宣稱，籃球鞋市場仍然充滿了挑戰，並反映出籃球鞋款趨向時尚化的

轉變。 

Asics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年會計年度中之銷售營收為329.649億日元（約合

30.31億美元）。雖然相較2015年鞋類銷售收入之346.08億日元，衰退了5%，但仍佔該公司

當年度總營收之83%。 

儘管如此，其在巴西、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等多個新興市場的銷售額持續在快速成長中。 

Nike品牌鞋類在截止於2017年5月31日之2016/17年會計年度中的營收達210.81億美元，相

較前一年度，成長了6%。 

整體而言，Nike品牌鞋類的營收佔當年度總營收之65%。 

Nike品牌鞋類在所有市場之銷售都有所成長。但在日本、大中華地區----該公司將其定義

為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和新興市場----該公司將其定義為包括南美洲和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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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地區和不包括大中華地區與日本之亞洲----的成長尤其強勁。在日本之鞋類銷售額

成長17%，達6.66億美元，大中華地區銷售額成長12%，達29.2億美元，而新興市場銷售

額則成長了11%，達28.16億美元。 

Puma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年會計年度的鞋類營收為16.27億歐元。 

該數額佔公司總營收之45%，相較前一年度，成長了8%。 

該公司電子商務之銷售額尤其強勁，與跑步鞋、多功能訓練鞋以及時尚/生活型態鞋類之

銷售額同步成長。 

Skechers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會計年度的銷售額達到了創紀錄的35.663億美元，

相較上一年度，成長了13%。 

該公司國際商務之銷售成長尤為強勁。 

該公司在2016年間聚焦於擴大其實體零售商店的網路。此外，該公司也表示，他們將在

2017會計年度期間持續聚焦於提供功能性產品以及適用於千禧世代消費者之產品。 

Under Armour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年會計年度的鞋類營收為10.135億美元，相

較前一年度，成長50%。 

整體而言，鞋類營收佔該公司當年度淨銷售額之22%。籃球鞋和跑步鞋的銷售尤其強勁。 

VF Corporation在截止於2016年12月31日之2016會計年度的營收為120.19億美元。其中

Outdoor＆Action Sports4業務部門之營收即高達75億美元，相較前一年度，成長2%。 

4 VF Corporation之Outdoor＆Action Sports業務部門包括lucy、Napapijri、The North Face、

Timberland以及Vans等品牌。 

據報導，該公司銷售功能性和休閒鞋類之Vans品牌在該年度的表現尤其出色，該品牌之

銷售額成長了6%，達23億美元。 

代言、贊助以及與名人合作 

贊助運動員和賽事 

有些龍頭運動鞋供應商利用贊助高知名度運動員、球隊和賽事來推廣他們的產品並達到

品牌之高曝光率。事實上，其中有幾個品牌以擁有大量贊助運動員名單而以引以為豪。 

例如，adidas、Nike和Under Armour投入了大量資金以與主要動賽事的運動員和球隊簽有

贊助合約。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賽事是全球數百萬觀眾所觀看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根據英國的英國廣

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之資訊，BBC Sport在線轉播2016年里約奧

運會（Rio 2016 Olympic Games），在英國達6,830萬台接收轉播，而在全球則達10,230萬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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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里約奧運會為期15天的賽事中，在美國平均每天觀看電視轉播之人數為2,750萬人，

而2012年倫敦奧運會（London 2012 Olympic Games）則平均每天觀看電視轉播之人數為

3,030萬。 

像奧運會這樣的賽事為運動成衣和鞋類品牌提供了展示他們最新開發之產品並與競爭

對手進行比較的絕佳機會。 

而品牌產品由獲勝之團隊或運動員穿著時，其行銷效益被認為是特別卓著的。 

與運動員的合作關係還為運動服公司額外提供了設計合作和高檔市場行銷活動之商機。 

例如，Under Armour與美國籃球運動員Stephen Curry合作開發了一系列籃球鞋款和成衣款

式。 

這些產品以品牌名UA Curry作銷售，並利用Curry先生為號召進行行銷活動。 

adidas開發了一款名為Nemeziz 17的足球靴，並以"如同Lionel Messi所穿（as worn by Lionel 

Messi）"5為行銷口號。某些Nemeziz 17足球靴版本還搭配了"Messi "字樣的圖案。 

5 Lionel Messi是阿根廷籍足球運動員，效力於西班牙足球隊Futbol Club Barcelona（FC 

Barcelona）。 

adidas還開發了一款名為Ace 17的足球靴，以"如同Paul Pogba所穿（as worn by Paul Pogba）

"6為行銷口號以及一款名為X 17的足球靴，以"如同Luis Suarez所穿（as worn by Luis Suarez）

"7為行銷口號。 

6 Paul Pogba是法籍足球運動員，效力於英國足球隊Manchester United。 

7 Luis Suarez是烏拉圭籍足球運動員，效力於西班牙足球隊Futbol Club Barcelona（FC 

Barcelona）。 

贊助活動為品牌提供了更多的促銷空間。例如，Reebok於2010年與CrossFit----一個健身方

案品牌）達成了為期十年之合作關係，成為CrossFit Games的贊助商。Reebok從此開發出

一系列為提供CrossFit運動員穿著之Reebok CrossFit鞋類和成衣品牌。2016年adidas贊助了

2016年歐洲盃足球錦標賽（UEFA Euro 2016 football tournament）8。 

8 歐足聯（UEFA）= 歐洲足球聯盟（Union of European Football Associations）。2016歐洲盃

足球錦標賽（UEFA Euro 2016 football tournament）於2016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在法國舉行。 

與名人合作 

有幾個運動鞋品牌已與體育界以外的名人合作。建立這樣的合作關係通常是為了讓名人

成為品牌大使----然後他們在行銷活動中進行號召----或者提供一個開發以高價出售獨家

產品的機會。 

德國運動服品牌Puma聚焦於其女性商品業務，並與多位女性名人合作以推廣其產品並開

發獨家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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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Puma在2014年12月宣佈，它與知名歌手及名唱片藝人Rihanna已達成了為期多年之

合作關係。該公司隨後發言表示，其與Rihanna合作開發之Fenty款式是其最暢銷的產品之

一。有些Puma Fenty鞋款的零售價格為160美元。 

2017年7月，該公司又簽署美國真人秀電視名人Kylie Jenner為品牌形象大使。透過與Jenner

女士的關係，該公司開發出Puma Fierce之膠底運動鞋款。 

2017年9月，Puma宣佈簽署美國女演員、歌手兼製片人Selena Gomez為品牌形象大使。

Gomez女士將在Puma即將進行的Phenom運動鞋款之行銷活動中代言。 

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旗下的美國運動服品牌Reebok同樣地與眾多知名人士建立了合作

關係，其中包括： 

˙Gigi Hadid----美國名模；以及 

 ̇ Ariana Grande----美國名歌手兼唱片藝人。 

adidas與美國企業家、饒舌歌手、歌曲創作者兼音樂製作人Kanye West合作開發了一系列

以Yeezy品牌名作銷售的產品。該系列包括獨家限量版運動鞋款。 

與時尚品牌和設計師合作 

一些運動服品牌還與時尚品牌進行合作，以開發獨家產品系列，而它們的目的通常是為

了將兩個品牌之美學風格結合起來。 

adidas與英國奢華時尚品牌Stella McCartney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透過該品牌所開發之成

衣和鞋款以Stella McCartney和adidas StellaSport品牌在adidas旗下銷售。 

2017年9月Puma推出了與英國配件和鞋類設計師Sophia Webster合作開發之成衣和鞋類系

列。 

該系列產品採用了易於讓人聯想起Sophia Webster作品之鮮豔色彩和圖案。 

2017年8月Asics宣佈與英國印花公司Liberty Fabrics合作開發女性運動服和鞋類產品。該系

列產品之設計細節包括使用Liberty Fabrics的印花圖案。 

圖1：Puma x Sophia Webster Women's Pearl Cage Mid鞋款 

 

資料來源：Puma 



8 
 

圖2：Asics X Liberty Fabrics Collection GEL-Fit Sana 3 SE 

 
資料來源：Asics 

客製化 

有幾家運動鞋供應商正在提供客製化鞋款，以滿足消費者對這類產品日益增長之需求。 

許多客製化鞋款透過網路零售商店銷售。這是因為網路零售商店可讓客戶輕鬆輸入他們

的款式偏好，並可查看他們所希望訂購之產品的虛擬造型。 

Under Armour：UA Icon 

Under Armour提供如下四種客製化鞋款，它們以品牌名UA Icon作銷售： 

 ̇ UA Icon Charged 24/7鞋款； 

 ̇ UA Icon Curry 1籃球鞋款； 

 ̇ UA Icon Curry 1 Low籃球鞋款；以及 

 ̇ UA Icon Drive 4鞋款。 

每種產品都可透過Under Armour網路零售商店進行訂製和訂購。鞋子的每個組件都可依

色彩進行訂製，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依圖案進行訂製。事實上，消費者還可上傳他們選擇

之圖片並印在該鞋子的鞋面上。 

消費者在購買之前可觀看到他們鞋子的虛擬造型。美國消費者可預期在他們下單的五週

內收到他們訂購之產品。然而，該公司處理日常訂單的產能有限。 

adidas：adidas Glitch和mi adidas 

adidas Glitch 

adidas開發了一款名為Glitch之客製化足球靴。該足球靴可透過專用的app9購買。 

9 app是一種軟體應用程式，應用於電腦、智慧型手機或其他行動設備上。它透過應用程

式發送平台提供服務，該平台通常由行動設備操作系統之所有者操作。這些平台包括

Apple App Store、BlackBerry World、Google Play和Windows手機商店。 

Glitch足球靴包括內部組件和外部組件。消費者可依各個組件之多種不同款式購買，並可

依他們的個人喜好混合搭配其組件。 

mi ad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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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i adidas服務，消費者可依色彩、圖案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之固定機制來訂製特定的

adidas籃球鞋、跑步鞋和adidas Originals鞋款。 

消費者可透過adidas網路商店或到設有mi adidas設計工作室之adidas實體零售商店訂購客

製化鞋款。 

Nike：NikeiD 

Nike可讓消費者使用其NikeiD服務來建立幾種鞋款之客製化版本----包括其針織Flyknit鞋

款。消費者使用該服務可改變鞋款之各種組件的色彩和/或圖案。 

消費者可透過Nike網路商店或到設有NikeiD設計工作室之Nike實體零售商店訂購客製化

鞋款。 

他們可預期在五週內收到訂製之NikeiD產品。 

Reebok：YourReebok 

Reebok透過其Reebok網路商店之YourReebok服務提供客製化鞋款。消費者使用該服務可

改變鞋款之各種組件的色彩和/或圖案。 

消費者可預期在三到五週內收到訂購之客製化鞋款。 

New Balance：NB1 Customise 

New Balance透過其NB1 Customize服務可提供客製化棒球鞋和"生活型態"鞋類。 

 ̇ 棒球鞋款可依裁剪和防滑鞋底造型進行訂製。鞋款之每個組件也可依色彩進行訂製。 

 ̇ 生活型態鞋類可依組件色彩訂製，在某些情況下可進行材質訂製。 

這些商品可在訂購後的兩到三週內交付給消費者。 

鞋類解剖 

鞋類之製程頗複雜。大多數鞋子包括許多組件，而且它們大多數是由不同材料製造而成

的。 

通常，一雙鞋子可分為兩大部分： 

˙鞋面；以及 

 ̇ 鞋底。 

鞋子之鞋面包括： 

 ̇ 領口（collar）----鞋面上緣； 

 ̇ 鞋跟後踵片（heel counter）----一小塊附著於鞋跟外側之領口下方的材料； 

 ̇ 鞋跟舌片（heel tab）----一小塊附著於靴子或鞋子鞋跟外側之領口下方以利加固的材料； 

 ̇ 鞋腰（quarters）----或鞋的側面和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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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鞋頭（toe cap）----用於增強鞋面腳趾區域外側的一塊材料； 

 ̇ 鞋面前幫（vamp）----是鞋面的一部分，位於鞋頭後面，在某些情況下，如果鞋子沒有

鞋頭，則鞋面前幫會含括鞋頭在內；以及 

 ̇ 鞋舌（tongue）----為覆蓋穿著者腳背而連接在鞋面前幫上之翼片狀鞋面材料。 

 在某些情況下，鞋面還包括邊條（foxing）----通常是以橡膠製成之附著於鞋底邊緣的薄

條。 

鞋子的鞋底包含三個組件： 

 ̇ 鞋跟（heel）； 

 ̇ 外底（outsole）；以及 

 ̇ 鐵芯（shank）（見第15頁）。 

在高功能性鞋類中，它是以結合了高功能性纖維和織物之鞋面為主。 

外底不是以紡織材料製作而成。但它具有舉足輕重之重要性，因為它是鞋子直接受到磨

擦與耗損的部分。外底會根據不同之應用類型而在結構上具有不同的厚度和柔韌度。理

想的外底材料必須防水耐用，並提供足夠的摩擦力以防止鞋子在地面打滑。 

外底採用獨特的圖案與界限分明的脊紋可以增加額外之抓地力特性。 

此外，外底也可被模塑出孔腔來減輕重量。 

在某些情況下，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密度之材料可以結合到外底中，以提供耐用的外表

面和更柔軟、更富彈性的中底以獲得更大之舒適感。 

鞋墊（insole）或內底（inner sole）----夾在穿用者的腳底和外底之間的材料層----也很重

要，因為它可用高功能性纖維和織物製作而成，雖然它通常是以纖維素紙板或合成鞋墊

板製作而成的。 

在大多數組裝方法中，鞋墊覆蓋了鞋面和外底之間的連接處，並為鞋面提供附加層。 

而運動鞋通常具有襯墊，襯墊是放置在鞋墊板頂部的一塊材料。它以黏膠固定住或它是

可移動的。 

大多數鞋墊是以諸如棉花之纖維素纖維製作而成，並利用助劑加工處理以抑制細菌生長。 

組裝 

將鞋面之所有組件連結成一個部件來組裝鞋子。有些鞋面可能包含多個必須連結在一起

的獨立部件。 

一旦鞋面完成了組裝，它再與鞋墊連結，然後再連結外底。 

現代科技導入許多新材料和許多機械化之製程。儘管如此，鞋類的製造仍然屬於勞力密

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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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鞋底與鞋面連結的方法有很多，但商業上只使用到少數幾種方法。大多數情況下，鞋

子仍採用傳統方法製造，並包含兩個階段： 

 ̇ 鉗入楦頭（lasting）；以及 

 ̇ 連結鞋底（bottoming）。 

鉗入楦頭是在鞋楦周圍拉伸待縫合之鞋面的過程，以便將中底和外底連結起來。 

楦頭是建造鞋子的樣版。它通常是以金屬、塑料或木頭製成的。 

連結鞋底是鞋底與鞋面連結的製程。用於連結鞋底之製程類型取決於鞋子之預期功能性、

價格和品質。 

專業運動鞋類型 

近年來，由於專業類型之鞋類的優點已顯而易見，鞋類也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了。 

事實上，美國足科運動醫學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diatric Sports Medicine, AAPSM）

長期以來一直主張需要活動專用的鞋子才能減少受傷機會以及提高績效。 

有氧運動鞋 

有氧運動涉及持續一段時間的快速橫向運動，如跳躍和跳動。 

由於此緣故，專為這個活動而量身訂製之防止受傷的鞋子，至關重要。 

有氧運動鞋具有如下引人矚目之特點： 

 ̇ 它們通常比跑步鞋高出腳踝； 

 ̇ 它們的重量比跑步鞋輕些；以及 

 ̇ 它們的外底之踩踏面積比跑步鞋少些。 

來自有氧運動之效能可達到重力的六倍，並且傳遞到整個足部。 

因此，有氧運動鞋必須提供足夠的緩衝和減震以彌補在這種類型之運動中所施加到足部

的壓力。 

此外，有氧運動鞋應具有良好的內外側（左右側）穩定性，以彌補該運動之左右律動。

跑步鞋對此運動沒有足夠的支撐度，因此它是效率低下的。 

通常將厚皮革結合到鞋面上可獲得良好的內外側支撐度。 

另外，有氧運動鞋通常用托帶（strap support）覆蓋腳踝以提供穩定性並防止足部滑脫。 

棒球鞋 

棒球鞋有低統（low top）、中統（mid-top）和高統（high top）等類型。 

大多數棒球鞋的外底上都有用塑料、橡膠或金屬製成之防滑釘或鉚釘。但是，有些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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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使用金屬鉚釘，因為它比塑料或橡膠鉚釘更易於造成傷害。 

另外，棒球鞋有時可能採用適用於人工草皮的模塑橡膠外底或較小型之鉚釘。 

打棒球是需要重複包括短距離衝刺和突然停止之動作的運動。為此運動而設計的鞋子必

須是： 

 ̇ 耐用； 

 ̇ 輕巧；以及 

 ̇ 耐衝擊。 

它們還必須能夠管理濕氣和細菌。 

棒球鞋通常是以皮革或合成皮革製造而成。 

籃球鞋 

籃球運動含括跳躍、跑步和快速而突然的動作。它主要在以硬木地板製成的室內場地上

進行。 

就像棒球鞋一樣，籃球鞋也有低統、中統和高統等類型。 

籃球運動員可依據他們的球位和踢球型態來選擇特定之鞋款。例如，低統鞋可能最適於

那些專注於速度並花費大量時間在籃球場上來回跑動的球員。 

高統鞋款----通常比低統鞋重----則可能會被那些專注於跳躍而需要在腳踝部位周圍提供

更多支撐的球員所偏好。 

大多數籃球鞋都是為適用於在硬木地板球場上打球之球員穿著的。 

因此，它們有幫助球員平衡之寬大平底外底。 

而且，鞋底之設計也加強了抓地力以防止球員打滑。 

籃球鞋有幾種不同固定裝置之款式可供選擇。大多數都是用鞋帶固定的，但也有一些款

式是使用拉鍊固定或用黏釦帶固定。 

多功能訓練鞋 

多功能訓練鞋（cross training shoes）是全能鞋，可用於大多數需要向前或側向運動之體育

活動。這些活動包括下列，但不只限於這些： 

 ̇ 有氧運動； 

 ̇ 籃球； 

 ̇ 慢跑； 

 ̇ 網球；以及 

 ̇ 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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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訓練鞋之抓地力通常以跑步鞋為依據，因此訓練鞋具有最基本的胎面。 

所以多功能訓練鞋不適於進行越野跑步或在光滑之地面上跑步。 

大多數多功能訓練鞋都是中統款（mid-cut），可提供足夠的腳踝支撐度以進行橫向運動。 

多功能訓練鞋應具備水分管理特性，而更理想的則是具備抗菌特性。 

此外，多功能訓練鞋之中底通常具有充分的緩衝作用。 

然而，誠如為各種應用而設計之鞋類所被預期的那樣，相較專為特定活動而設計之鞋類，

一些多功能訓練鞋之功能性特色是被大打折扣的。 

足球靴 

最早期的足球靴是環繞腳踝以提供防護之厚重靴子。 

多年來，北歐依然保持這種設計標準，因為靴子需要適用於冬季的泥濘球場。 

然而，在球場通常比較堅硬而不太泥濘的南歐和南美洲，一種更輕型的類似鉚釘鞋

（studded shoe）而並沒有腳踝防護之靴子開始盛行起來。它最後終於成為世界各地之標

準款式。 

目前足球靴有低統、中統和高統之款式可供選擇。 

足球靴必須提供合腳的穩固感，而且通常是以鞋帶來固定的。 

儘管如此，在開發無需鞋帶之靴子方面已有所進展，例如德國adidas公司的Ace 17+ 

PureControl靴子。 

足球靴通常具有在草地上提供抓地力的鉚釘。鉚釘可有不同之配置，取決於各種條件，

甚至球員的球位。 

針對堅硬地面而言，業餘參與者可能會穿著膠底運動鞋（sneaker shoes或trainers），或者

在外底上模塑鉚釘----即所謂的"刀鋒狀鞋底（bladed sole）"或"模塑鞋底（moulded sole）

"----的靴子。 

這在大多數比賽和場地中是足夠的。但是，在草地或潮濕的地面上，則建議使用螺旋嵌

釘（screw stud）之鞋底以獲得更好的抓地力。 

螺旋嵌釘有塑料、橡膠和金屬製可供選擇。 

足球靴之功能性特色與其他運動鞋類似。足球靴使用的織物必須： 

˙輕量化； 

 ̇ 提供水分管理，這可透過鞋墊和襯裡以及透過鞋面上之氣孔來達成；以及 

 ̇ 提供防風雨性，這可透過諸如耐久防水劑（durable water repellent，DWR）處理或聚氨

酯塗覆（polyurethane coating）等加工處理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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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爾夫球鞋 

傳統的高爾夫球鞋由皮革製成，而且被設計成非常堅固耐用。 

然而，運動型高爾夫球鞋款----以合成皮或織物製造而成，而且更像傳統的膠底運動鞋--

--變得日益盛行起來。 

運動型高爾夫球鞋的款式比傳統款式更靈活、更透氣，因此穿起來也感覺更舒適。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高爾夫球手在打高爾夫球時可能要步行數英里。 

許多類型之高爾夫球鞋都經過加工處理，所以它們是防水的，因此而有助於在濕地環境

下保持穿著者舒適。 

高爾夫球鞋之設計旨在防止穿著者在比賽中滑倒或失去穩定性。因此，他們應有合腳的

穩固感，並且有些款式採用了鞋釘之外底以提高抓地力----尤其是針對使用濕地或起伏山

區之高爾夫球場的穿著者。 

登山和健走靴 

登山靴之構造是為了保護登山者的足部不受水、泥、岩石和其他障礙物的影響，同時在

登山者行走於崎嶇之地形上時可提供舒適感。 

大多數登山鞋也是為其他戶外活動而設計的，例如攀岩、爬山和越野跑。 

登山靴一般由如下八個部件組成： 

 ̇ 鞋面； 

 ̇ 外底； 

 ̇ 鞋帶； 

 ̇ 鞋舌； 

 ̇ 襯裡和襯墊； 

 ̇ 鞋墊； 

 ̇ 鐵芯；以及 

 ̇ 屏護鞋領（scree collars）。 

鞋面是靴子材料之一部分，它圍繞腳的上部並繫綁鞋帶。其功能是讓足部保持在固定之

位置並提供保護。 

鞋面必須具備防水功能，同時可讓足部呼吸，以防止因多餘的水分而引起水疱和其他不

適。 

大多數鞋面使用滲透膜，其可讓水分蒸發，但又可防止水滴滲入皮膚。 

登山靴之外底通常以硬化橡膠製成，並具有蜂窩紋鞋底（waffle tread）之設計。 

這提供了摩擦力，並且防止穿著者在潮濕或不穩定的地面上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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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底還必須吸收和重新導向衝擊力以防止受傷。 

鞋帶幫助靴子貼合足部。登山靴有不同的繫帶方式，有採用孔眼、D形環、掛鉤或兩種

這些方式之組合。登山靴的鞋帶通常是編織之尼龍細繩，因為它們具有良好的耐用性。 

鞋舌是位於鞋帶下面並覆蓋鞋面入口的翼狀物。 

鞋舌通常以與鞋面相同之材料製成，並確保水分、塵土和碎屑不會進入靴子裡。 

襯裡和襯墊位於靴子的內側，有助於保護足部並提供舒適感。襯墊也有助於足部防護低

溫。 

鞋墊是位於足部和靴子之間的腳形插入物，通常可拆移。它以泡沫材料製成並包覆於織

物內。 

鐵芯是硬塑料或金屬板，內置於緊鄰腳底之外底上。它提供穩定性並防止靴子扭歪，因

而防止腳踝和膝蓋受到傷害。靴子採用全長、四分之三長或半長之鐵芯來製作。鐵芯越

長，靴子越堅硬。 

屏護鞋領是柔韌之覆蓋物，設置於跟腱和腳踝周圍，以防護它們免受擦傷。 

使用之材料 

在這些部件當中，使用高功能性纖維和織物之部分是鞋面、鞋墊、鞋舌和屏護鞋領。 

傳統上，登山靴之鞋面是以皮革製成的。但是，目前有很多是以皮革與合成材料組合而

成的，這些材料可以改善靴子之功能性特色並提供以下： 

 ̇ 增加耐用性； 

 ̇ 增加防水性； 

 ̇ 增加透氣性；以及 

 ̇ 減輕靴子之重量。 

此外，在寒冷環境下使用之登山靴必須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暖。由於足部在生理上距離身

體的溫暖核心最遠，所以它們是身體最難以保暖的部位之一。因此，在許多情況下，絕

緣材料被納入登山靴之襯裡中，以協助該部位保暖。 

跑步鞋 

跑步鞋的解剖構造與大多數其他類型之鞋類略有不同。 

由於鞋底包括中底和外底以免受到跑步之衝擊而受傷，所以跑步鞋的鞋底往往在結構上

更加複雜。 

相較之下，跑步鞋的鞋面往往比其他鞋類的鞋面之構造更簡單，以確保鞋子重量輕而提

供緩衝和支撐力。 

在大多數情況下，跑步鞋包括三個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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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鞋面； 

 ̇ 中底；以及 

 ̇ 外底。 

鞋面以織物製成，圍繞腳的上部並繫綁鞋帶。其功能是讓穿著者在跑步時將足部固定在

適當之位置。 

中底是鞋面和外底之間的泡沫緩衝層。它通常以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物（ethylene vinyl 

acetate，EVA）----一種輕質材料----製成，或以較堅固之材料如聚氨酯（polyurethane）製

成。 

外底是鞋外部的橡膠部分，它與地面接觸以針對堅硬之地面和石塊來提供防護。外底具

有彈性以讓足部可自由活動。此外，它還提供抓地力以防止跑步者在潮濕或光滑之地面

上打滑。 

跑步鞋也具有一些較細部之組件，包括： 

 ̇ 鞋後跟支撐架（heel counter）； 

 ̇ 鞋跟舌片（heel tab）； 

 ̇ 腳趾前套（toebox）； 

 ̇ 鞋墊；以及 

 ̇ 鞋楦。 

鞋後跟支撐架是一個堅硬的杯狀物，通常以塑料製成。它嵌入鞋面並環繞著鞋跟。它有

助於提供良好的合腳度，並防止腳後跟過度位移。 

鞋跟舌片是一個附加的織物部件，位於織物鞋面之上緣，或位於腳跟部的"鞋領"上緣。 

它提供了安全的合腳度，而且通常在頂部有一個V形切口以防止跟腱受到刺激而疼痛。 

腳趾前套也是織物部件，它位於織物鞋面之前部並環繞腳趾。它提供額外的支撐和緩衝

以保護腳趾。 

鞋墊是位於足部和鞋子之間的腳形插入物，通常可拆移。它以泡沫材料製成並包覆於織

物中。 

鞋楦是一個建造鞋子的腳形模具。鞋楦形狀對鞋子之功能具有極大的影響。 

在跑步鞋之不同部件當中，使用高功能性纖維和織物之部分是鞋面、腳趾前套、鞋跟舌

片和鞋墊。 

用於製造跑步鞋的纖維和織物需要具有許多特性。然而，跑步鞋應用於範圍廣泛之不同

活動。 

為了適應這些不同的活動，跑步鞋經常分成如下獨立之類別來選定它們的應用： 

˙混合型，包括具有足夠緩衝性和穩定度之日常訓練用輕型跑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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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用，包括為街頭慢跑或長途馬拉松而設計之跑步鞋； 

˙賽跑用，包括重量輕且為速度而設計之跑步鞋； 

˙鄉野用，設計為強化耐用性和額外抓地力以因應險峻地形之跑步鞋類型；以及 

˙田徑運動用，包括設計用於速度和用於除跑步外之其他活動的跑步鞋，例如跳高或跨

欄賽跑；田徑鞋重量輕，並可能還有"鞋釘（spikes）"或薄鉚釘，其與外底融為一體以

提高對田徑跑道之抓地力。 

在每種類別中，其所需的功能性特色取決於該跑步鞋之活動項目。 

運動鞋主要特性 

舒適合腳 

運動鞋經常長時間穿著跑步或長距離穿著步行。 

因此，對於參加體育競技活動之運動員而言，舒適度和良好的合腳度可能被認為是格外

重要的。 

不合腳的鞋子會導致穿著者身體上的疼痛和不適，而相對的，也會對運動成績產生負面

影響。 

水分管理 

水分管理是幾種功能性鞋類之關鍵需求。 

它被定義為織物將水分從皮膚上運送並分散出去，以使皮膚和鞋子在運動過程中保持乾

爽的能力。 

人體以汗水之形式釋放濕氣----這是人體為防止過熱而啟動的過程。當體溫升至37。C（98.6。

F）以上時，汗腺會將汗水經由毛孔輸送到皮膚。汗水從工作中之肌肉吸收熱量，而肌肉

產生的熱量會讓汗水蒸發。這些過程共同為身體降溫。 

在正常情況下，每天大約半公升的水分會透過皮膚流失。然而，在劇烈運動中，僅僅一

小時內可能會流失高達2公升。 

為了保持身體在運動過程中之乾爽舒適，鞋子必須具備將水分從皮膚運送到可蒸發的外

表面之功能。 

水分管理對所有功能性成衣中使用之織物都是很實用的。然而，它對鞋類而言是個特別

重要的考量因素，原因有三。 

˙其一，雙腳含有比任何其他身體部位更高密度之汗腺。事實上，每隻腳大約有25萬個

汗腺。 

 ̇ 其二，由於出汗或暴露於自然環境中以及反覆摩擦其他表面而導致皮膚變濕，從而形

成水疱或引起擦傷。在大多數型態的運動中，足部比身體之其他部位受到更多的摩擦。 

 ̇ 其三，出汗導致存活在皮膚表面之細菌數量增加。這些細菌在黑暗和潮濕的環境中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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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成長，例如在鞋類中存活之細菌，它們的存在會導致難聞之異味。 

在吸收少量水分之同時可迅速排出濕氣之織物是水分管理的最佳選擇，這是普遍受到認

同的。 

以合成纖維製成之織物相較以天然纖維製成之織物更具有這方面的優點。 

此外，近年來，製造商透過局部加工整理之應用或透過在紗線中嵌入內建效果，將其他

效果與水分管理結合在一起。例如，抗菌性能可抑制細菌之積聚並減少異味。 

耐用性 

耐用性是運動鞋之關鍵性能。例如，登山靴和跑步鞋必須耐用，足以長時間穿著並在崎

嶇地形上行走或長距離跑步。大多數跑步鞋之生命週期為500英里。 

在鞋類的所有部件當中，鞋面所遭受到之磨損最小。 

也就是說，用於鞋面的材料需要耐用，以便它們比外底使用得更久。同時，它們需要物

有所值。 

此外，用於長距離跑步之鞋類的鞋面需要比用於短距離跑步之鞋類的鞋面更耐用。而在

較堅硬地面上使用的鞋類也需要比在田徑跑道上使用的鞋子更耐用。 

在鞋面上提供耐用性之纖維包括聚醯胺和聚酯。這些是耐磨纖維，不會伸展變形。在需

要增加耐用性之情況下，鞋頭也可用合成皮革來製造以增加鞋子的耐磨性。 

重量 

重量是多種類型之運動鞋的重要考量因素。 

尤其是跑步鞋必須輕便。否則，它們可能會拖慢穿著者並妨礙績效。 

然而，鞋子的最佳重量取決於其所被使用之活動項目。 

重量最輕的跑步鞋是賽跑步鞋。簡單來說，賽跑步鞋是為了提高跑步者速度而去除掉許

多傳統跑步鞋中常見之部件製作而成的。 

然而，這意味著賽跑步鞋之設計者為了讓跑步鞋輕量化而不得不在其他功能性----例如耐

用性和支撐度----上讓步。 

" least lightweight"的跑步鞋是越野跑步鞋。它需要增加耐用性、更重的外底和更大的支撐

度。因此，它不能像賽跑步鞋一樣輕便。儘管如此，在高度耐用且輕質之材料和織物開

發方面已有所進展。 

防水性 

防水性對於長時間在戶外穿著之運動鞋類型----例如足球靴、登山鞋或越野跑步鞋----是

一項重要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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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分管理一樣，有效的防水功能有助於防止擦傷或起疱，因此而大大提高鞋子之舒適

度。 

使用經過耐久防水劑（DWR）加工處理或聚氨酯塗覆處理過的織物可達到防水特性。 

能見度 

對於那些在道路上或在夜間跑步的人而言，能見度（Visibility）是一項重要之考量因素。 

針對這些情況，大多數跑步鞋都採用反光纖維和織物，例如美國3M公司所生產的

Scotchlite。 

支撐度 

在涉及跑步的運動活動中，運動員之腳後跟、腳踝、膝蓋和脛骨受到很大的衝擊力。事

實上，每次足部踩到地面時，其衝擊力相當於跑步者體重之3.5倍。 

因此，跑步鞋的主要訴求之一是它們必須具有吸收、緩衝以及消除這種衝擊力以防止對

腳踝，膝蓋和小腿受到傷害的能力。 

用於製造運動鞋之材料 

棉 

棉花提供鞋類柔軟性與舒適性之完美結合。它也具有良好的保色性（colour retention），使

棉織物易於印染。 

然而，棉花也具有吸收和保持水分之特性，因而增加鞋子的重量。 

此外，棉花在潮濕時乾燥緩慢又冰涼，因而導致皮膚降溫與不適。 

這些特性使得棉花不適用於高水分----無論是出汗還是降雨----以及環境溫度較低之情況

下。 

然而，最近在降低棉花吸濕性之同時又保持其芯吸性能之研究已經有卓越的成果，而且

可改進棉花水分管理性能之各種局部加工整理與其他力學和濕法製程已進行了檢測。 

聚酯纖維 

聚酯纖維由於其易護理特性、低吸濕性和低成本而被使用於鞋類。 

而且，它還具有抗拉伸性和防縮性，因此在整個鞋子之生命週期中保持穩定。 

聚酯適用於鞋類之其他特性是其強韌度和耐磨性，即使在潮濕時也是一樣。 

此外，聚酯適用於安全鞋（safety footwear），因為它能抗拒大多數化學物質，並且在暴露

於此類物質中時也不會受到損壞。 

在某種程度上，聚酯也具有內建的抗菌性能，這意味著它可抗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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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聚酯纖維適用於在潮濕情況下的鞋子。 

聚醯胺纖維 

聚醯胺纖維是一種強韌而具有彈性之纖維。因此，它非常耐用並且具有優異的耐磨性。

這讓它適於應用在高度使用之鞋類，如長距離跑步，或應用於需要提供防護之鞋類。 

聚醯胺纖維也是耐用的，並且一旦被熱定型就保持其形狀不變。這讓聚醯胺纖維易於護

理，並且意味著以聚醯胺纖維製成的鞋子不會變形。 

此外，聚醯胺纖維還針對如下物質有顯著高阻抗性： 

 ̇ 某些化學品； 

 ̇ 昆蟲和真菌；以及 

 ̇ 黴菌、霉變和腐爛。 

還有，除了耐用以外，聚醯胺纖維具有較聚酯纖維更高之回潮率（moisture regain）10，並

且具有更好的芯吸性能。 

10 回潮率（moisture regain）被定義為紡織材料中所含水分重量佔無水烘乾重量之百分比。

回潮率之測定是在被測試的織物之溫度和濕度含量在測試實驗室的空氣中穩定之後進

行。 

聚醯胺纖維也具有良好的可染性，這意味著可易於賦予聚醯胺織物鮮豔之色彩。 

在緊密紡（tightly woven）織物中，聚醯胺纖維之低透氣性可保暖並提供絕緣。 

但是，聚醯胺纖維之低透氣性會導致穿著者出汗，而這又會引發異味的產生。因此，聚

醯胺織物應該與抗菌整理劑結合起來以防止異味的產生。 

羊毛 

羊毛纖維具有多種功能性特性，這有利於製造功能性成衣和運動鞋產品，而且其在這類

應用中之使用不斷增加。 

羊毛纖維之關鍵特性是其吸收濕氣的能力。所以羊毛纖維可吸收汗水，並因此而防止汗

水與細菌相互作用並產生氣味。美麗諾羊毛在抗菌方面效果特別優越，並且還可吸收汗

水中的氣味分子（odour molecules）。 

羊毛纖維的其他優良特性還包括： 

 ̇ 高透氣性； 

 ̇ 自然彈性； 

 ̇ 自然阻燃性； 

 ̇ 優異之形狀保持性； 

 ̇ 抗靜電性；以及 

 ̇ 高保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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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和合成皮革 

皮革廣泛用於製造運動鞋。它是一種耐磨材料，因此非常適於製造需要用來支撐足部之

鞋類的鞋面。 

皮革之其他功能性特性包括： 

 ̇ 高耐磨性； 

 ̇ 高抗撕裂性；以及 

 ̇ 高拉伸強度。 

皮革鞋是透氣的，而且可依足部形狀模塑。 

因此，它穿起來很舒適。 

合成皮革也廣泛用於製造鞋類，因為它是較天然皮革更具成本效益之替代品。合成皮革

可透過熱塑性聚氨酯（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TPU）或聚氯乙烯（PVC）材料塗覆紡

織品基材來製造，以提供與天然皮革相似的外觀。 

合成皮革易清理並具有防沾染性。而且，相較天然皮革，它更易於剪裁和縫製。 

然而，與天然皮革不同，合成皮革不具有透氣性或可塑性，其耐用性也不如天然皮革。 

以再生材料製成之纖維 

最近幾家運動鞋供應商開發了採用回收材料製成之纖維的鞋類產品。 

這些產品之開發是為了響應鞋類產業和消費者日益關注的永續性環保問題。 

在最近的一項發展中，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與Parley for the Oceans合作開發一系列採用

Parley Ocean Plastic纖維之運動鞋產品。 

Parley for the Oceans是美國Cyrill Gutsch所創建的一項倡議，旨在提高消費者廢棄物對海

洋造成損害之認知。 

Parley Ocean Plastic纖維的製造過程如下： 

 ̇ 首先，Parley之合作組織從沿海地區收集塑料廢棄物和漁網。 

 ̇ 其次，該材料被託收並運送至Parley之供應鏈合作夥伴。 

 ̇ 第三，該材料被切碎並轉化為聚合物碎片。 

 ̇ 第四，將聚合物碎片熔化並將熔融聚合物紡成長纖維。 

同時，Nike也利用回收聚酯聚合物製造之紗線生產其Flyknit鞋款。 

該聚合物是將消費後廢棄之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PET）塑

料瓶加工而獲得的。 

運動鞋材料之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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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ilk：Biosteel  

Biosteel是由100%基因工程蜘蛛絲蛋白製成的纖維，完全可生物降解。因此，它被認為是

非常永續性環保的。該纖維為德國生物技術公司AMSilk所開發。 

這種纖維已被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用於開發名為adidas Futurecraft Biofabric之原型功能

鞋。該鞋之特色為採用了100% Biosteel纖維製成的鞋面。 

該纖維被用於製造該鞋的鞋面以利用其功能性特色。尤其是，據說該纖維具有與天然蜘

蛛絲相當之拉伸強度，其比重為鋼的五倍，但其重量較傳統合成纖維輕15%。 

圖3：adidasFuturecraft Biofabric原型功能性鞋款 

 
資料來源：adidas 

Asics和Toray Industries：Chameleoid Mesh織物 

Chameleoid Mesh是由日本運動服和鞋類供應商Asics與日本先進材料公司Toray Industries

為應用於運動鞋而開發之新型織物。 

Chameleoid Mesh織物之色彩依觀察角度之不同而異。例如，該織物的某個類型從一些視

角看是綠色，而從其他視角看則為紅色。 

這種織物結合了"空間結構（spatial structure）"----它是利用可在微觀層面控制組件線程

（component threads）位置之專業技術而創建的。 

圖4：Chameleoid Mesh織物 

 

資料來源：A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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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織物具有網狀結構，並因此而具有高水準之透氣性。 

此外，它也具有高水準的伸展度和復原度，因此可與足部的形狀一致。尤其是，它在直

向方面比在橫向方面具有更高水準之拉伸度。 

ECCO Leather：Apparition和Dyneema Bonded Leather 

Apparition是荷蘭皮革材料供應商ECCO Leather所開發之透明牛皮皮革。 

該材料柔韌、柔軟、結實，以及可防護穿著者免於受到水分侵害。 

它適用於製造各種產品，包括鞋類。 

同樣由ECCO Leather開發之Dyneema Bonded Leather是一種薄如紙之皮革，其為採用細薄

表面研磨的（thinly skived）11牛皮黏合到Dyneema Composite Fabric複合織物上。該複合織

物是荷蘭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UHMWPE）供應商

DSM Dyneema所生產的，而且採用了重量非常輕而結實的Dyneema UHMWPE纖維。 

11 表面研磨（Skiving）是皮革工藝中使用的一種製程，可減少皮革之厚度。 

一旦牛皮和織物黏合在一起，該材料還需經過許多加工整理程序。 

該材料適用於製造多種高功能性產品，包括鞋類。 

Modern Meadow：Zoa 

Zoa是美國生物技術公司Modern Meadow所開發之新型合成皮革材料。 

這種材料是以特殊設計的酵母菌產生之膠原蛋白製造而成的，它被認為是永續環保之天

然皮革替代品。 

該膠原蛋白組合在一起形成三重螺旋膠原蛋白分子，相對的，它又形成纖維網。 

將該纖維壓成薄片並使用永續環保之鞣皮加工製程。 

如此產生之材料是耐用的、柔韌的和柔軟的，而且其外觀與天然皮革類似。 

該材料相較天然皮革具有多個優點。與天然皮革----其大小取決於它的衍生動物之大小--

--不同，合成皮革材料的尺寸沒有限制。 

而且，合成皮革材料沒有瑕疵，不像天然皮革可能會有一些不適於使用的瑕疵區域。此

外，Modern Meadow可依特定客戶之需求調整其材料的性能。 

Nike：Flyleather 

Flyleather是美國運動服公司Nike與英國E-Leather公司合作開發的一種新型永續環保皮革

材料。 

它被設計成具有優質天然皮革之外觀和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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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材料是利用水刺法（hydroentanglement）之製程將皮革纖維、合成纖維和紡織基材組合

成單一材料製造而成的。 

然後再將該材料加工並轉移到可供切割和縫製之滾筒上。 

Flyleather材料由至少50%的皮革纖維組成，所有皮革纖維均來自製革廠所收集之廢棄牛皮。 

Nike表示，用於製造Flyleather之製程比用於製造傳統皮革之製程少用了90%的水。 

還有，其碳排放量比製造傳統皮革之製程少80%。 

此外，相較傳統皮革之常規裁剪與縫製方法，由於Flyleatheris採用捲筒生產，切割效率提

高也減少浪費。 

採用Flyleather的第一款鞋類產品是Nike Flyleather Tennis Classic膠底運動鞋。 

Nike公司還開發以下採用了Flyleather之限量版鞋款： 

 ̇ Air Force 1； 

 ̇ Air Max 90； 

 ̇ Cortez；以及 

 ̇ Jordan 1。 

圖5：Nike Flyleather Tennis Classic膠底運動鞋 

 
資料來源：Nike 

運動鞋製造之進展 

消費者對運動鞋品牌快速地將新產品推出市場，並以具有成本效益之方式提供客製化選

項的需求日益增長。 

某些亞洲國家之運動鞋供應商面臨工資成長的額外挑戰，尤其是鞋類之生產製程是勞力

密集型的。 

為了克服這些挑戰，許多運動鞋品牌在其設計和製造業務方面進行了大幅投資。 

另外，他們也在更接近西方主要消費市場的國家建設工廠。 

據估計，高達87%的鞋類生產工廠位於亞洲地區。在此地區中，中國大陸是鞋類的龍頭

生產國，而柬埔寨、印度、印尼和越南也都是主要生產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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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大多數產品設計和開發是在西方國家的工廠進行。因此，設計工廠和製造工廠

之間的地理位置相距甚遠，這導致產品開發之流程被拖延了。 

事實上，從產品設計到交貨到零售商店之整個過程可能需要18個月的時間。 

此外，零售商店補貨有時可能需要長達三個月的時間。 

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在亞洲的125家工廠中生產鞋類產品，佔其全球所使用之158家工廠

的79%（表1）。 

然而，該公司最近於德國Ansbach投資興建一個名為"Speedfactory"的新生產工廠（見下文）。 

adidas：Speedfactory 

adidas最近於德國Ansbach投資興建一個名為"Speedfactory"的新生產工廠。 

表1： adidas： 鞋類生產工廠所在地, 2017年7月 

國家 工廠家數 員工人數 

阿根廷 6 3,444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1 423 

巴西 20 12,257 

柬埔寨 3 11,685 

中國大陸 42 75,894 

德國a 2 127 

印度 18 16,836 

印尼 22 98,857 

義大利 1 50 

日本 1 7 

賴索托 1 1,307 

緬甸 3 6,327 

葡萄牙 1 177 

南韓 5 242 

臺灣 1 19 

美國 1 62 

越南 30 148,180 

合計  158 375,894 
a 不包含位於Ansbach之Speedfactory。 

資料來源：adidas. 

該工廠之建立符合其聚焦於開發新鞋類製造流程並減少鞋類生產對手工勞力依賴之策

略。 

該工廠裝備了最新的自動化製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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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術讓adidas可在最短時間內製造出符合客戶具體需求和功能性要求的鞋類產品。 

此外，將製造工廠開設於更接近消費者的地理位置，adidas將進一步加快其上市速度。 

該公司正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建設另一家Speedfactory工廠。 

每家Speedfactory工廠將擁有每年生產50萬雙鞋之產能。 

Speedfactory鞋款 

位於Ansbach的Speedfactory製造之第一隻鞋是adidas Futurecraft M.F.G.（Made for Germany，

德國專有）。 

2016年9月宣佈該鞋款之開發，並以限量版作銷售。 

2017年10月adidas宣佈推出其AM4系列產品，所有這些產品都將在Speedfactory製造。 

AM4系列包括如下六種跑步鞋款式： 

 ̇ AM4LA----旨在符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跑步者之需求； 

 ̇ AM4LDN----旨在符合英國倫敦跑步者之需求； 

 ̇ AM4NYC----旨在符合美國紐約州紐約市跑步者之需求； 

 ̇ AM4PAR----旨在符合法國巴黎跑步者之需求； 

 ̇ AM4SHA----旨在符合中國大陸上海跑步者之需求；以及 

 ̇ AM4TKY----旨在符合日本東京跑步者之需求。 

作為該系列的一部分所推出之第一款產品是AM4LDN和AM4PAR。這些款式於2017年10

月開始上市銷售。 

這兩種鞋款都設計得非常輕便，適合在各種地面上跑步，包括柏油、鵝卵石、混凝土和

草地。 

該鞋款採用黏合技術製造而成，因此而提供了高度的舒適感。 

此外，該鞋款在外底添加了扭力桿以提升高度的靈活性和舒適性。 

AM4LDN和AM4PAR鞋款之美學靈感分別來自倫敦和巴黎。 

AM4LDN之設計細節包括帶藍色條紋"縫綴補強（patch reinforcements）"的瀝青灰色鞋面。

該鞋款之設計也使其在低光照情況下具有卓越的能見度。 

AM4PAR之設計細節則包括柔和的粉色鞋面和反光鞋帶。 

這兩種鞋款都在鞋舌中納入了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晶片12。 

12 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技術是無線射頻識別（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的一種形式。NFC標籤可透過放置在離標籤4厘米距離內之智慧型手

機進行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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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慧型手機或其他行動裝備可掃描晶片以獲取額外之資訊。 

AM4系列中之一部分其他鞋款將於2018年推出市場銷售。 

Under Armour：UA PDX 

美國運動服供應商Under Armour投資了鞋類設計之業務。2017年9月，它在美國俄勒岡州

波特蘭市開設一家名為UA PDX的鞋類設計中心。透過該中心之開張，該公司期望"透過  

全球設計師和開發人員與創新團隊和運動員績效分析之即時連結"來加速設計流程。 

該中心佔地面積70,000平方英尺（6,503平方米），並設有生物力學實驗室和運動員測試產

品之績效訓練中心。 

該中心擁有100名聚焦於如下產品設計之員工： 

 ̇ 籃球鞋； 

 ̇ 高爾夫鞋； 

 ̇ 戶外鞋； 

 ̇ 跑步鞋； 

 ̇ "運動時尚（sportstyle）"鞋類；以及 

 ̇ 訓練鞋。 

製造技術：針織鞋 

採用針織鞋面之運動鞋款已被證實深受消費者歡迎----特別是因為它們所提供之舒適性。 

針織鞋面之合腳度與襪子之合腳度類似，同時它也為足部提供了高度的支撐力。 

此外，針織織物之結構具有高度透氣性並可製造出重量極輕的鞋款。 

有幾家公司正在嘗試使用橫編針織機、經編針織機，甚至圓編針織機來開發鞋類之針織

鞋面。 

傳統的運動鞋款通常包括多個部件製成的鞋幫，並且使用勞力密集型之製程來製造。 

相較之下，針織鞋面通常包括以單一接縫連接起來之單片織物。 

因此，採用針織鞋面之鞋款製造起來更快、更輕易且更便宜，並大幅減少所需要投入的

勞動力。 

此外，與傳統之裁剪和縫合鞋面相較，使用針織鞋面顯著減少了浪費。 

針織織物也以墊片織物（spacer fabrics）之形式被用於製造運動鞋的襯裡鞋墊。 

墊片織物有利於高度之通風性，因此而以這種織物製成的鞋墊被認為是非常舒適的。 

Nike Flyknit 

美國製鞋公司Nike於2012年2月推出了採用針織鞋面之第一款Flyknit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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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時起，該公司開發了多樣類型的Flyknit鞋款，包括用於跑步、高爾夫、訓練、橄欖

球（英式足球< soccer >）、籃球和美式足球之鞋款。 

所有的Flyknit鞋面均採用聚酯纖維製成的包芯紗（core yarn），這種聚酯纖維來自消費後

廢棄之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塑料瓶。 

其鞋面還採用可提供防水性之熱塑性聚氨酯（TPU）紗線。 

圖6：Nike Flyknit針織鞋面 

 

資料來源：Innovation in Textiles 

Flyknit鞋面之製造採用現代化平編針織技術的複雜組合，創建了一個內建支架的二維

（2D）組件，該組件可輕鬆操控成三維（3D）鞋面以連接至外底。 

該鞋面採用短行（short row）針織、嵌花、提花、集圈組織（tuck stitches）和線圈轉移（stitch 

transfer）技術來塑造外形和功能，並採用套口（binding-off）技術來密封織邊。置入織帶

以作為繫綁鞋帶之環圈，並在鞋子側面提供支撐。 

該針織技術讓紗線和織物之變化僅在需要的地方作精確設計，即可形成輕量化而貼身的

和幾乎無縫的鞋面。 

adidas：Primeknit 

Primeknit是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所提供的一系列針織鞋面運動鞋。 

2012年7月，倫敦2012年奧運會開幕前，該公司推出了第一款Primeknit鞋 ----adizero 

Primeknit跑步鞋。 

該adizero Primeknit跑步鞋具有連續編織成單片之無縫鞋面。 

adidas使用Primeknit鞋面來製造多款鞋類，包括跑步鞋。 

該公司還開發了Primeknit鞋類系列，作為其聚焦於休閒和時尚膠底運動鞋（fashionable 

trainers）之adidas Originals系列的一部分。 

此外，adidas還利用針織織物製造足球靴之精選款式。尤其是，它採用靈感得自包紮定位

膠布（sports tape）之"360靈活繃帶系統（360 Agility Bandage System）"開發出一系列無鞋



29 
 

帶足球靴。該鞋款的鞋面有如第二層皮膚般合腳，而且其外觀類似於繃帶包裹足部之方

式。 

圖7：adidas Originals NMD_R1 Primeknit Shoes 

 

資料來源：adidas 

圖8：adidas Men's Nemeziz 17+ 360 Agility Soft Ground Boots 

 

資料來源：adidas 

積層製造 

積層製造方法（additive manufacturing processes）----例如三維（3D）列印----是另一項運動

鞋供應商所探討之領域。 

這是因為積層製造方法可在短時間內用來輕鬆創建客製化產品，同時還有助於減少廢棄

物之產生。 

adidas：Futurecraft 4D 

Futurecraft 4D是實驗性鞋款，其中採用了在整個部件中具有不同機械性能之客製化中底。

該鞋款為德國運動服公司adidas所開發，是採用積層製造方法生產的。 

積層製造方法的使用是必要的，因為使用傳統製造技術如注塑（injection moulding）或壓

塑（compression moulding）不可能製造出在單片部件中還具有不同機械性能之中底。 

在開發Futurecraft 4D鞋款之中底時，adidas與美國積層製造專家Carbon合作，並使用了

Carbon專有的數位光合成（Digital Light Synthesis，DLS）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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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的DLS製程採用名為CLIP之技術，相對的，該技術利用投射之光線與透氧性光學

元件（oxygen permeable optics）作結合（見圖9）。 

使用CLIP技術，將3D設計之橫截面的紫外光圖像投射到液態樹脂浴槽上。而這又使樹脂

部分固化成所需要之橫截面形狀。 

圖9：CLIP技術圖解 

 

資料來源：Carbon 

圖10：adidas Futurecraft 4D鞋款 

 
資料來源：Carbon 

 

3D設計一次建構一個層次。CLIP技術利用透氧光學元件來產生"死寂區（dead zone）"，

因此而確保了固化樹脂下方有連續流動之液態樹脂。 

使用這種技術，部分固化樹脂之組件看似從液態樹脂浴槽中"生長（grow）"出來般。 

該組件被熱固化，以完成該製程。 

Nike：Nike Zoom Superfly Flyknit 

Nike Zoom Superfly Flyknit是一款利用3D列印製作之客製化防滑跑步鞋。該跑步鞋是由美

國運動服公司Nike為美國運動員Allyson Felix量身製造的。 

為了印製該鞋款之防滑釘，Nike使用了選擇性雷射燒結（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SLS）3D

列印技術。 

 

1.構建平台 

2.樹脂 

3.透氧窗口 

4.死寂區 

5.發光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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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Nike Zoom Superfly Flyknit 

 
資料來源：Nike 

SLS每使用雷射一次將粉末轉換為一層固體橫截面。 

使用這種技術，一旦燒結了一層粉末，就在其頂部塗上一層新的粉末，不斷重複該製程

直到完成該部件。 

利用3D列印技術，Nike公司可快速生產多個防滑釘原型，並可輕易地修改防滑釘之設計，

以最大限度地符合Felix女士之需求。事實上，透過3D列印技術可縮短製造原型的時間達

數周到數天。 

Nike正致力於在其原型製作業務中擴大3D列印技術之使用，並於2016年5月宣佈與惠普

（Hewlett-Packard，HP）達成合作關係以達成其目標。 

Nike希望3D列印技術的使用將有助於其在最短時間內達成開發創新產品之目標。 

New Balance：Zante Generate  

Zante Generate是一款採用了3D列印之中底的跑步鞋鞋款。這款鞋是美國運動服公司New 

Balance開發的。Zante Generate鞋款於2016年4月推出限量版。共生產44雙，每雙售價為400

美元。 

在開發該鞋款時，New Balance與美國3D列印專家3D Systems合作。中底以3D Systems之

DuraFoam TPU彈性熱塑性聚氨酯（Elastomer 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TPU）粉末製造而成。 

該粉末使用於所謂的選擇性雷射燒結（SLS--參見上文）之製程，該製程中每使用雷射一

次將粉末轉換為一層固體橫截面。 

該中底非常有彈性，也具有複雜的蜂窩狀"透氣小孔（open cells）"結構以提供緩衝作用。 

圖12：New Balance Zante Generate 

 
資料來源：New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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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bok：Liquid Factory 

Liquid Factory是用於製造名為Reebok Liquid Speed概念鞋之外底和鞋帶部件的新製程。 

該鞋款最初於2016年10月由德國adidas公司推出。 

該鞋款是透過與德國跨國化學品公司BASF和美國複合材料、聚合物、生產系統及工具系

統專家RAMPF Group合作所創建的。 

Liquid Factory製程採用先進的機器人技術和軟體，並利用BASF專為Reebok創作的專屬液

體材料"繪製（draw）"該鞋款之各個部件。 

顯示Liquid Factory製程之影片可透過以下網頁瀏覽：http：//bit.ly/2eibRbe 

在Reebok Liquid Speed鞋款中，鞋底和鞋帶部件被"繪製"成一個整體。因此，繫綁鞋帶之

部件包裹了腳的側面。 

繫綁鞋帶部件是可拉伸的，而且一旦繫好鞋帶就可模製成腳的形狀。 

該Liquid Factory製程之開發是為了加快功能性鞋類的製造並無需使用模具。Reebok表示，

在鞋類製造中使用模具既昂貴又耗時。 

此外，Liquid Factory製程有助於製造客製化鞋款之組件。 

圖13：Reebok Liquid Speed 

 

資料來源：Reebok 

Reebok Liquid Speed鞋款是只生產300雙之限量版產品。每雙售價為189.50美元。 

展望 

運動鞋設計之首要目的是為了幫助運動員表現最佳績效。事實上，已開發出多種類型的

運動鞋，以滿足運動員在各式各樣運動活動中競賽之需。 

但運動鞋款也受到越來越多消費者之青睞，因為他們關注健康的生活方式並選擇休閒式

之穿著品味。 

此外，消費者也重視運動鞋所提供之舒適性。 

許多消費者選擇透過網路零售商店購買運動鞋。 

網路購物的優勢在於可讓消費者輕易地比較多種鞋款和價格。 

http://bit.ly/2eibR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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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零售商店也可讓消費者訂購客製化鞋類。隨著消費者對具有特色並有助於他們展現

個人風格之產品的需求，客製化在運動鞋產業中日益重要。 

客製化還可以幫助運動服公司來滿足運動員個人表現之需求，並協助他們發揮最佳績效。 

該產業的主要公司之間存在許多競爭，而這促使他們在研發（R＆D）業務中投入巨資。 

強勁的競爭也促使他們投資於以高知名度運動員和名人作為號召之行銷活動。 

運動鞋供應商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必須在短時間內迅速將新款式和客製化產品推出市

場。 

這些需求為以亞洲製造工廠為主之產業帶來了重大的挑戰。 

還有，許多鞋款是採用勞力密集之方式生產的。 

因此，該產業的幾個主要品牌正在探索使用自動化製程----包括積層製造方法。 

它也促使品牌探索建立與消費者距離更近的新生產設施，以加快上市速度。 

Nike Flyknit和adidas Primeknit等針織鞋面的發展使該行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具有針織

鞋面的鞋款很受消費者之歡迎，因為它們提供了舒適性和功能性。 

不過，針織鞋面的使用也為鞋類品牌提供了幾個好處，包括： 

 ̇ 減少製造時間； 

 ̇ 減少勞動力； 

 ̇ 需要更少的獨立部件；以及 

 ̇ 產生更少的廢料。 

創新受到運動鞋消費者的重視，許多人願意為新穎或獨家產品付出額外費用。 

數個品牌充分利用這一點而提供限量版產品----包括與時裝設計師合作開發的產品。 

永續環保性是關鍵，市場上的產品數量顯著增加，其中包含以回收廢料製成之纖維。 

在開發永續環保的皮革替代品方面也有所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