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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及成衣的研發與創新 

2020.7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全球紡織業持續研發符合人類需求的創新紡織品、成衣及相關技術，期

望提供更優化、更方便的產品，滿足市場所需。不論是客製化，或是染

料、織物、成衣，還是穿戴式技術，皆可看見紡織業及相關學術單位的

努力，也因為有了這些創新研發，讓紡織品及成衣為人類的日常生活增

添更多便利性。 

客製化 

Levi Strauss & Co推出網路客製化平台 

美國 Levi Strauss&Co 推出 Future Finish 網路客製化平台，並設置於 

Levi Strauss＆Co 網路商店中，提供美國客戶訂製一系列個性化牛仔褲，

包括經典及窄管造型男用牛仔褲，以及短版及緊身女用牛仔褲。客戶可

選擇牛仔布料的洗滌及加工整理效果、圖案，亦可選擇使用替代品來取

代傳統的皮革後腰牌（back patch），共有3,400種不同的客製化選項組合。

一旦使用該平台下單並完成訂購，客製化牛仔褲將在該公司位於美國內

華達州 Sky Harbor 的工廠生產，然後以特殊設計的包裝送到客戶手中。 

Levi Strauss＆Co 執行副總裁兼直接面對消費者行銷總裁 Marc Rosen 

表示：「此客製化平台將公司與消費者的關係提升至新的層次，不但加深

與消費者的關係，亦強化消費者與品牌的連結。這是個將牛仔布與消費

者設計結合在一起的時代」。 

染料 

休閒健身服及運動服織物染色用分散染料 

瑞士紙類、紡織品與乳化劑產業用特種化學品供應商 Archroma，開發出 

Foron SP-WF 新型分散染料，用於休閒健身服及運動服織物的染色。該

染料可與100％聚酯纖維織物（包括以聚酯微纖維製成的織物）及聚酯／

彈性纖維混紡織物結合使用，並透過浸染（exhaust dyeing）進行染色，

涵蓋的色彩範圍很廣。 

根據 Archroma 表示，用於聚酯運動服織物染色的傳統染料會著色於織

物基材表面，因此洗滌過程中容易釋出，並產生交互染色的問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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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物製造商試圖以洗去織物上多餘染料來消除交互染色的風險，但卻耗

費大量水資源及能源。 

相較之下，使用 Foron SP-WF 染料染色的織物具極佳耐洗色牢度。

Archroma 開發此染料滿足了消費者對鮮豔織物的需求，且在織物洗滌

過程中避免交互染色。 

Foron SP-WF 染料可與 Archroma 開發的 Fast Sport 染色系統一起使

用，該系統為可用於運動服應用產品的針織聚酯織物，目標在於最小化

完成染色製程的所需時間，以及確保織物極佳的耐洗與耐光色牢度。同

時，Fast Sport 系統可與 Archroma Foron S-WF 或 Lumacron XLD 分散

染料結合使用。 

此外，在該系統中也使用許多其他助劑，包括：Cyclanon MSA p 鹼性還

原劑、Cyclanon Eco plus Liq 酸還原劑，以及 Lyocol RDN 或 Lyocol 

PRDN 分散劑。與使用傳統分散染料染色的織物相比，採用 Fast Sport 

系統染色的織物可在較短時間內染色，因此有助於減少與染色製程相關

的能源與水資源消耗，並減少所需的化學助劑數量。整體而言，該系統

可提高染色製程效率及環保永續性。 

Archroma 汽車與合成染料全球能力中心（Global Competence Center for 

Automotive & Synthetic Dyeing）負責人 Mark Dohmen 表示：「在休閒運

動風趨勢下，休閒健身服及運動服領域的成衣需求不斷成長，消費者想

要持久的纖維飽和色彩，品牌也因應此一需求研發。Foron SP-WF 染料

可為運動服紡織品製造商提供解決方案，將高水準的濕牢度（wet fastness）

與高生產率及低資源消耗結合在一起」。 

織物 

仿真絲聚酯纖維 

Teijin Frontier 研發出適用各種上衣與外套等應用產品的仿真絲聚酯纖

維，且為生產此織物，開發出獨特製造流程，包含一個原纖化1 工序。 

1 原纖化（fibrillation）是纖維或長纖之縱向分裂，可產生超細表面茸毛或奈米纖維。在成衣用織物

中，原纖化可用來創建出各種表面紋理及美觀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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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jin Frontier 仿真絲聚酯織物 

資料來源：Teijin Frontier 

一般來說，纖維已被原纖化的織物色牢度較差且容易皺縮；然而，Teijin 

Frontier 開發的新型織物經久耐用、抗皺縮，在乾燥及潮濕條件下均有

極佳色牢度2。Teijin Frontier 期望該織物銷售量可逐年成長，預期將於

2022年3月31日結束的2021-22財政年度期間，銷售達15萬米。 

2 使用日本工業標準（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s, JIS）L 0849-2013 耐摩擦色牢度試驗方法（II型），

在乾燥及潮濕條件下，該織物色牢度為1~5等級中之4或更高。 

織物技術 

Lycra FitSense 新技術 

美國  Lycra Company 推出  Lycra FitSense 新技術，其中包括了 

Coolmax、Elaspan、Lycra、Supplex 及 Tactel。 

Lycra FitSense 是種水基分散體，使用了與 Lycra 彈性纖維相同的聚合

物。以分散體處理過的織物具有增強模量，並在拉伸後表現出更好的回

復性，因而有助支撐穿著者身體。Lycra Company 表示，Lycra FitSense 

技術可提供「目標部位最需要的加壓、支撐與抬高」。該分散體適於透過

網版印刷（screen printing）施加至含有 Lycra 纖維的織物上，此外，亦

可以將其直接網印至成衣，以便為特定部位提供支撐。 

該分散體不但可以與染料結合使用，以便在織物與成衣表面上製作圖案，

亦適合應用於成衣內部或外部，且不會被洗除。使用該分散體可排除使

用縫製或貼合的嵌板賦予壓縮力或提供額外支撐的需要，故可望簡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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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製造過程，並適用運動服、運動休閒成衣、牛仔成衣、女用貼身內衣、

塑身衣、游泳衣及內衣等。 

最初，該技術僅為 Lycra Company 歐洲與美國等主要客戶使用，但因客

戶反應積極，所以目前該技術推廣至全球各地。Lycra Company 新事業

與市場行銷執行副總裁 Serge Vigouroux 表示：「這項創新技術是公司成

衣事業的改革者，截至目前為止，公司的成衣事業主要集中在纖維技術

方面。我們已經著手研究新的方案、附加的應用程序及其他成衣最終用

途，以進一步擴展該技術」。 

外套 

適於城市環境的新型戶外夾克系列 

德國運動成衣巨擘 adidas 專為適於城市環境之穿著而開發 Myshelter 

新型戶外夾克系列，試圖帶動居住在城市地區的消費者，花費更多時間

於戶外。 

在該產品設計過程中，adidas 進行了研究，以確定居住在具特定天氣模

式城市中的消費者需求，包括：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中國大陸上海及

日本東京。 

目前該系列共有三種夾克款式：Myshelter Climaheat Parka Down Jacket、

Myshelter Rain Jacket 及 Myshelter Three-in-One Rain Parka，每款夾克均提

供男、女版本，有傳奇大地色（Legend Earth）與黑色兩種色彩可供選擇。 

 Myshelter Climaheat Parka Down Jacket 

為高度絕緣的夾克，提供穿著者防寒防雨的防護，係以84％尼龍與

16％彈性纖維製成的平織表布織物（woven shell fabric），經過耐久

拒水（DWR）處理。此外，夾克亦採用 HyperDRY 90％鵝絨、10％

羽毛保暖材料，以及 PrimaLoft Gold Series 合成保暖材料。 

該夾克交疊的隔間3 有助維持穿著者保暖，同時具有可調整及可移

動的便攜帶（carry straps），方便穿著者無需穿著時攜帶。 

3 隔間（baffle）是兩塊織物之間用來固定保暖材料的腔室（chamber）。隔間之設計是為了防止保暖

材料在成衣或睡袋內游移。 

 Myshelter Rain Jacket 

係輕質防水夾克，可為穿著者提供防雨防護，以三層貼合織物製成，

包括透氣薄膜及含有84％聚醯胺與16％彈性纖維之平紋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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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夾克其他設計細節有：反光標誌、完全密封的接縫、可收納兜帽、

高領及後覆肩（back yoke），同時亦有可調整與可移動的肩背帶，方

便夾克未穿著時攜帶。該夾克有金色及黑色兩種色彩可選擇。 

Myshelter 防雨外套 

資料來源：adidas 

 Myshelter Three-in-One Rain Parka 

為穿著者提供防雨及防雪的防護。包含拆卸式保暖背心（可在乾燥

天氣條件下單獨穿著）及防水透氣外表布。該防水透氣外表布以含

有84％聚醯胺與16％彈性纖維的平紋織物製成；保暖背心則由兩種

平紋織物製成（外層織物和內襯）。外層織物以100％聚醯胺製成，

內襯則以100％衍生自回收聚酯廢料製造。 

此款外套的美學靈感來自傳統風衣，其他設計細節包括設置了耳機

用通道的前拉鍊口袋、可收納風帽及後延長下襬（droptail hem）。與 

Myshelter Climaheat Parka Down Jacket 及 Myshelter Rain Jacket 一

樣，此外套亦採用可調整及可拆卸的彈性肩背帶以利攜帶。此外，

提供傳奇大地色及黑色兩種色彩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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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奢華外套產品 

義大利經編針織無縫（warp knitted seamless）成衣製造商 Cifra 與葡萄

牙數位印花、加工整理及雷射切割業務製造商 Petratex 將攜手合作，透

過合作協議簽署，將開發使用 Cifra 的 Warp Knit Seamless（經編針織

無縫，WKS）生產技術，製造高端奢華外套產品。同時，在 Petratex 的

葡萄牙總部設立專用 Cifra／Petratex 商品展示間。 

該技術可讓包含多種複雜針織結構的整件成衣進行客製化設計，並視為

單一無縫部件來製造。其產生的廢棄物料很少，因此被認為具有環保永

續性。目前，該技術主要用於製造基底層成衣。 

運動服 

有助運動後復原的運動成衣 

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運動服公司 Acabada，開發出一系列注入大麻二酚

（cannabidiol, CBD）的 ProActiveWear 女性運動服，有助加速運動後的復原。 

CBD 是種源自於大麻植物之非精神活性化合物（non-psychoactive 

compound），可與存在人體各處中的內源性大麻素受體（endocannabinoid 

receptors）相互作用，因而有助調節身體的多種功能，包括免疫功能、新

陳代謝、疼痛及睡眠。研究顯示，CBD 具有抗炎特性，而且能緩解疼痛，

因此有助加速運動後的復原。 

ProActiveWear 系列包括兩款運動胸罩、兩款緊身褲、兩款七分緊身褲

（cropped leggings）、兩款背心（tank top）、一款短褲、一款夾克、一款

連身褲（jumpsuit）及一款帶袖短披肩（shrug）4。 

4 帶袖短披肩（shrug）是種類似於短版開襟衫之成衣款式。 

上述成衣採用由比利時特殊化學品供應商  Devan Chemicals 以塗覆 

CBD 處理劑的織物嵌片。該處理劑為 Devan Chemicals 之 R-Vital 系

列產品之一，含有微膠囊化之 CBD。該塗覆織物嵌片經過策略性置放，

以便覆蓋於人體的關鍵肌肉群上。 

在穿著成衣時，微膠囊外殼會逐漸破裂並釋放出 CBD，隨後 CBD 則

經由皮膚被穿著者吸收了。該系列中的每件成衣最多含有25克 CBD，其

具體含量取決於成衣尺寸與款式。每款成衣的設計均能承受40次洗滌與

穿著周期，並在使用壽命終止時，可透過 Acabada 的回收再利用升級

（upcycling）5 計畫變成再利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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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 CBD 之運動服 

資料來源：Acabada 

5 回收再利用升級（upcycling）是種涉及將副產品、廢料或不需要之產品轉化為品質更高或價值更高

的新材料或產品之回收形式。與回收再利用升級相反的是回收再利用降級（downcycling），其為將

廢料或無用產品轉化為品質較低且功能性降低之新材料或產品的製程。 

由於成衣是在葡萄牙一家只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工廠所製造，因此被認為

具有環保永續性；此外，該工廠擁有自己的水處理系統、水再利用系統，

以及致力於減少與優化水資源消費的工作團隊，並且工廠獲認證符合歐

洲僱傭法規與標準。 

穿戴式技術 

智慧型紡織品用之防水、可洗滌、可拉伸超級電容器方法 

澳洲墨爾本 RMIT University（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為了解決與智慧型成衣產品電源相關問

題，開發出經濟高效且可擴充升級的方法，可用於生產智慧型紡織品之

紡織基石墨烯超級電容器（textile-based graphene supercapacitors）6。 

6 超級電容器的功能與電池類似，並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為其裝備充滿電力。 

因應消費者、醫療及國防應用而開發的智慧型成衣產品，提供了一種便

利方式以持續蒐集大量數據，如：與穿戴者生命體徵相關之數據。然而，

為了有效發揮作用，智慧型成衣產品必須使用耐用且可信賴的能源來提

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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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智慧型成衣產品中最常用的電源是鈕釦型電池（coin cells）

或聚合物鋰離子電池（pouch cell lithium-ion batteries），通常黏附或縫合

在智慧型成衣產品上。不過，若是曝露在潮濕環境中，此類電源可能會

發生短路或機械故障。 

使用研究人員之研發方法所製造的超級電容器尺寸為10 cm x 10 cm，可

在短短3分鐘內被製造出來。此外，擁有柔韌彈性性、防水性及可拉伸性，

並容易與太陽能電池或其他能源結合使用，以為智慧型成衣等智慧型紡

織品提供動力。開發出的方法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 將以聚二甲基矽氧烷（PDMS）製成的彈性體溶液（elastomer solution）

施加至尼龍織物的一面，以賦予防水性。 

2. 該織物未塗覆的另一面則用氧化石墨烯（Graphene Oxide, GO）和

無光澤黏合溶液塗刷塗覆，以形成薄膜。 

3. 使用二氧化碳（CO2）雷射光束將電極製成薄膜層。 

4. 將含有聚乙烯醇（PVA）與硫酸凝膠（sulfuric acid gel）之電解質填

充物施加至薄膜層中的電極上，以打造出超級電容器。 

5. 透過將織物縫製到另一片 PDMS 塗覆的織物上來包覆超級電容器。 

RMIT University 科學學院（School of Science）研究員暨該研究論文合

著者之一的 Litty Thekkekara 博士，在該方法發展時表示：「目前智慧型

紡織品能量儲存的方法多半是將電池縫在成衣上或使用電子纖維（e-

fibres）7，既麻煩又沉重，並可能產生容量問題。這些電子組件與汗水或

環境中的水分接觸時，也可能遇到短路及機械故障的問題。我們開發的

石墨烯基超級電容器不僅完全可清洗，而且可儲存智慧型成衣供電所需

的能量，並可在數分鐘之內進行大規模生產。透過解決與電子紡織品相

關的能量儲存，可望為下一代穿戴式技術及智慧型成衣提供動力」。 

7 電子纖維（e-fibres）是使用包含了電極、隔板和電解質之方式所構成的纖維。然而，這種纖維具有

低表面積與低能量儲存能力，因此必須被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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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覆氧化石墨烯之尼龍織物 

資料來源：RMIT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