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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電腦與數位化在成衣產業的應用已經快速增長。第一個數位化的流程是排

版，縮放碼的版型可以被數位化儲存，然後就向前延伸至成衣生產，往回延

伸至成衣設計。與此同時，數位化也被引進到零售面，應用在電子化的銷售

點與店面布置規劃。而隨著數位管理資訊系統的發展，整個行業各階段的管

控，包括企業資源規劃，商品系列規劃，與供應商的來往交易，製造，倉儲，

出貨及售後服務在內，都得以改進。 

 

相對而言，縫製作業現場一直都是勞力密集的，這個狀態很可能會保持下去，

因為在處理不同布種自然垂墜及布料特性具困難度，一名訓練良好的作業

員，其靈巧度與技術很難自動化，也難以取代。因此，為了因應對快速時尚、

多樣及個人化成衣需求的增加，大量生產方式正被多技能、快速反應的團隊

所取代。不過，大量標準化成衣的生產，例如 T 恤，則正在引進自動化與

機器人。多年來成衣某些部位的製作也已半自動化，創新的方法每年都在出

現，包括製作缝褶、口袋、褶襉、接縫、門襟、腰帶、鈕扣與扣眼的自動化

機器。電子化也用於改進品質與增加效率，因為幾乎所有機器的設定與特殊

作用都能預先設定。機器的送布作用、收攏及放鬆全都可以預先設定，不同

的縫線張力、針數、針的位置及剪線亦然，以利作業員的工作。同樣地，用

來壓燙西裝的機器可以依照各個款式與布種的所需的參數預先設定，只需

掃描條碼、QR code或 RFID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標籤就可設定參數。成衣

後處理機器、處理通道、黏合壓襯及貼合器的作業都可以採取類似的方式。 

 

工業 4.0不是數位革命，而是數位演化，數位科技使用的成熟過程；在這過

程中，本來是獨立的數位資訊、特色及功能被組合成形，形成一個全方位的

數位實體。成衣產業也如同所有產業，未來無可避免會納入這個數位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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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根據許多政府、國際組織、工業團體及顧問公司的說法，世界正處於第四次

工業革命的開端，亦即一般所知的工業 4.0數位革命。 

 

工業 4.0的字眼是德國政府的原創，被定義為「從內建式系統到網路實體系

統(又稱為「虛實整合系統」)的技術進化，工業生產機器不再只是『製造』

產品，而是產品與機器溝通，精確地告訴機器要做甚麼」。 

 

今日的工業 4.0含括下列內容 

•  3D BDA (3D大數據分析) 

•  AI (人工智慧) 

•  AR (擴增實境) 

•  雲端運算 

•  CPS (網路-實體系統) 

•  打造實體世界的虛擬版本 

•  數位生態系統 

•  數位工廠 

•  數位智商 

•  IIoT (工業物聯網) 

•  IoT (物聯網) 

•  IoP (人聯網) 

•  IoS (服務聯網) 

•  MES (生產製造執行系統) 

•  RFID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  SaaS (軟體即服務) 

•  智慧生產 

 

簡言之，工業 4.0是將企業內所有的數位資訊與自動化連結在一起。 

 

工業 4.0不只是製造或設計的部分，而是結合生產的整個生命週期，亦即從

概念到售後的完整過程。 

 

1950年代末，Jack Kilby與 Robert Noyce兩位發明家彼此毫無所知，卻幾乎

同時發展出幾乎完全一樣的積體電路。Jack Kilby說「我們那時不知道的是，

積體電路會將電子功能的成本降到百萬分之一；那是前所未見的」。 

自此之後，電腦與數位化的使用幾乎提升到商業與個人生活的每個層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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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個現在估計每年約值 1兆美元的全球積體電路或晶片市場。 

 

根據瑞典公司易利信(Ericsson)的《2015年行動裝置報告》，先進的行動科技

將於 2020年前普及全球；世界人口將有七成使用智慧手機，其中九成皆可

使用行動寬頻網路。 

 

數位科技正在取代類比科技，這個過程也使得包含數位晶片的文字、相片、 

聲音及其他物件得以整合。 

 

傳統成衣業上是勞力密集、低生產力的產業，但在工業 4.0推動下，這個觀

念就要改變了。例如，「縫紉機器人」這個成衣自動化的重要突破最近就還

蠻引領風頭的。 

 

本報告視工業 4.0為電腦時代的數位進化，而不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這個進

化有助於將紡織成衣業內所發展的數位資訊、特色與功能等個別領域組合

成為一個成熟且全方位數位化的整體。 

 

工業 4.0並非一個商業策略，雖然我們可以說，要實現商業策略就需要數位

化。成衣業就如其他產業，無可避免要歷經數位化，而且愈快愈能見效。 

 

到達工業 4.0的階段 

企業要達到目標就必須以最有效的方式應用所有可以獲得的科技。這並不

代表所有現有科技都得被取代。這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因此，許多多年來都

存在的科技仍是適合的。 

 

在這之前，應先回答一個基本問題，我想要達到甚麼並且要如何著手?實際

上，是有一套現成的關鍵檢視問題(表一)可用來處理實際上的困難以找出最

好的解決方法，包括找出達到完全數位化企業的最佳路線。 

 

基本上，關鍵問題為 

 

• 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實際達成了什麼? 

•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 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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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 

 

每一題都可以再延伸，用「何處?」、「何時」、「如何做?」及「誰?」來取代

「什麼?」，以檢視企業裡正在做的每件事，達到最好的結果。 

 

表一：工業 4.0 關鍵檢視問題 

 首要問題 次要問題 

目的 做了什麼? 

為什麼要做? 

還可能做甚麼? 

應該做甚麼? 

地點 在哪裡做的? 

為什麼是那裏? 

還有哪裡可以做? 

應該在哪裡做? 

順序 何時做的? 

為什麼在那時做? 

還可能在何時做? 

應該在何時做? 

人 誰做的? 

他為什麼做? 

還有誰可能做? 

誰應該做? 

方法 如何做的? 

為什麼是這樣做? 

還可能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工業 4.0的好處 

有關運用工業 4.0及其好處的調查與評估 

總部位於美國的國際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公司評估工業 4.0 對企業一般的

好處包括 

• 整體生產力增加 3-5% 

• 產品上市的速度提高 20%~50% 

• 預測正確性增加 85% 

• 品質成本減少 10-20% (品質成本是與預防、檢測及修補與產品品質相關問

題的成本。這種成本分成四類 預防成本、評鑑成本、內部失敗成本、外

部失敗成本。) 

• 庫存成本降低 20%~50% 

 

而麻省理工學院則發現經過數位改造的公司比未經過改造的公司賺錢程度

增加 26%。 

 

總部位於英國的普華永道會計審計跨國服務網站於 2016年對超過 2,000家

公司進行名為《工業 4.0 建立數位企業》的調查，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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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工業 4.0的採行狀況 

• 探索一家企業水平與垂直價值鏈數位化及建立產品與服務數位組合的好

處(價值鏈是將一項產品或服務從概念、製造過程到最終消費者所需要的

一整套活動。) 

 

根據普華永道的說法，領導的產業公司正將內部作業過程中的基本功能以

及與價值鏈夥伴合作過程中的基本功能數位化。此外，他們也正在擴增產品

組合內容，增加數位功能性並推出創信、以數據為基礎的服務。 

 

受調的 2,000 家公司皆期望大幅提升整體數位化的程度，僅有 33%的公司

自認在此方面先進，但有 77%的公司預期在 2020年前可以成為數位化先進

企業。 

 

普華永道的結論是 在轉型(進入工業 4.0)過程結束時，成功的公司會變成真

正數位化的企業，以實體產品為核心，加上數位化介面及以數據為基礎的創

新服務。這些數位化企業會以數位化的產業生態系統和顧客及供應商一起

合作。這樣的發展將根本改變許多產業裡的個別公司，以及轉變市場動力。

這在全世界的公司都一樣，不論是在已開發國家或新興市場。 

 

不過，一家公司要能成為真正數位化的企業，基本要素是要將公司所有的系

統、機器及科技都視為一個全方位的實體，一起合作整合達到期盼的目的。 

 

英國政府在 2017 年 10 月公布一份產業數位化的檢視報告，報告中宣稱，

英國的製造業如果展開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未來十年將釋出 4,550億英鎊並

創造數千個工作機會。 

 

領軍這項報告的英國西門子公司執行長 Jürgen Maier宣稱，政府與產業如果

達成合作協議，足可將英國帶至新科技的前鋒，譬如機器人、人工智慧、3D

列印、擴增及虛擬實境，帶來極度需要的生產力劇增 175,000個高技術、報

酬好的工作。他還說，雖然機器人及人工智慧會讓些傳統工作機會消失，但

藉著產業的成長及資訊科技、分析、研發等帶來的新工作，工作機會的淨增

加是可能的。如果採行報告中的建議，可以讓製造業的年成長率額外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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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成衣業對運用工業 4.0及其好處的看法 

德國最大的紡織公會 IVGT認為，工業 4.0為紡織業帶來的最大機會就是生

產效率的改進、加快貨品上市速度及降低管銷費用。 

 

最大的挑戰則是投入金額的不確定性，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價值鏈上的供應

商與顧客所需的系統與組織結構都不明。其他的問題則與 IT(資訊科技)、數

據安全性、可靠性及法律框架有關。 

 

2017年Euratex (歐洲紡織成衣聯合會)啟動一個名為Project eBIZ 4.0的專案，

計畫的一部分是建立一套應用在成衣價值鏈上的歐洲數位數據交換標準。 

 

Project eBIZ 4.0的目的是讓中小企業也能享受到大型服裝企業使用 IT工具

的好處，以便大幅改善中小企業的流程管理以及和供應商與顧客的聯繫。 

 

藉著使用 RFID和結合電子商務的其他溝通科技就可達到其目的。 

 

Project eBIZ 4.0 發展出的解決方案將會被至少 100 家公司應用，包括紡織

及成衣生產商，鞋類生產商，零售商，以便改進 

• 與整個供應鏈上的供應商的數位數據交換 

• 產品履歷 

• 產品上市時間 

• 倉儲管理 

 

專案裡的合作夥伴包括 

• Clave Informatica，西班牙 IT解決方案供應商 

• Enea，義大利技術夥伴 

• Euratex 

• Kyklos，義大利 IT解決方案供應商 

• Schaeffer Productique，法國 IT解決方案供應商 

 

Cematex (歐洲紡織機器製造商委員會)的理事長 Fritz P Mayer表示，反應夠

快才能趕上這股數位潮的製造商，會發現新機會，並較競爭者多出優勢。 

 

VITAS(越南紡織成衣協會)主席武德江也表示同意「成衣業非常競爭，生產

週期現在甚至更短，因此我們需要跳出框架思考，利用新科技會讓我們變得

更有生產力與效率。從製程到材質都有許多創新解決方案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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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過，大約九成的柬埔寨和越南的紡織、成衣、鞋業

勞工最終將被機器人取代。不過，傳統的成衣生產方式很可能大部分仍將在

低工資國家持續，因為使用傳統方法製造的大部分成衣，其生產方式無法自

動化。傳統生產方式的數位化會被使用在打造更快更好的設計與產品開發，

溝通及協同作業上。 

 

工業 4.0對紡織成衣產業的意義 

科技與先進的軟體在成衣業裡組合成為緊密統合的智慧系統與工業物聯網，

這都是工業 4.0的一部分。服裝業傳統上是靠著企劃以及使用傳統模式來推

動，但是設計一個系列並上市可能會耗時一年，現在則需面對迫不急待的消

費者，希望在幾天或幾小時內就看到產品。結果使得數位化改變了生產風貌。 

 

成衣零售也因類似的原因，在巨幅成長的電子商務下被迫轉型。 

 

與此相關的是，個人化的生產變得愈來愈重要，特別是那些大型知名的高檔

品牌，這股趨勢一定會持續。 

 

企業因此應該追求一種策略，發展出一個靈敏、消費者導向的基本架構，有

著互動彈性的整合流程。 

 

要注意的是，這樣的策略是一個使用數位科技的策略，而不是必得將公司轉

變成數位企業。 

 

工業 4.0的實踐 

理論上，消費者現在可以坐在家中或辦公室中，透過線上零售網站，訂製合

身合意的衣服。他們可以 

• 選擇喜歡的布料 

• 在線上調整版型 

• 以虛擬 3D方式觀看衣服穿在身上的結果 

• 在線上訂購衣服 

 

然後在生產衣服的工廠裡，符合訂單的版型會自動挑出，並調整成訂單所需

的式樣。利用訂單提供的細節，即可自動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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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布可以自動從倉庫調出，輸入數位印花機，印好的布料輸出後直接送至自

動裁切機。然後裁片會運送到成衣生產作業流程，透過自動化處理與監測設

備，直到衣服完成。生產指令可以直接下達機器或作業員，成衣從完工到出

貨的每個階段都可被監督。 

 

如果是在商業區零售店銷售的成衣，企業可以使用 RFID或類似科技來了解

某個尺寸、顏色或款式的成衣被選出、試穿、購買及退貨的次數。同時，也

可自動建議消費者有哪些其他款式可以搭配所選擇的成衣。 

 

一件成衣的完整生產履歷都可以獲知，從使用哪一批布，來自哪個供應商，

採用哪一個生產作業皆然。系統還可以和供應商連結，讓消費者知道他們的

訂單在供應商系統裡的進度；此外，消費者還可以依照自身需求的改變，改

變訂單的優先順序。 

 

對零售商而言，可以自動評估出一項商品在店內不同部門的銷售狀況，從而

辨識出其中銷售最佳的部門，並得以最有效的方式陳列這項商品。 

 

銷售分析還可以提供給店面商品空間規劃者、庫存管控部門及其他部門，並

可用來自動啟動庫存補充、追加訂單及其他功能。 

 

在成衣製造方面，1980 年代就有一些公司提供能夠取得成衣縫合即時生產

數據的系統。這些先驅公司其中包括 

• 現已不存在的美國公司 Satellite  

• 也已不存在的英國公司 Universal CMS 

• 美國公司 Leadtec，現在改名為 BlueCherry 

• 瑞典公司 Eton Systems 

 

不過，似乎要等到企業開始進入工業 4.0的階段，即時生產數據的好處才普

獲認知。 

 

這些系統的功能最近已擴展到含有 

• 與生產機器無縫整合，可以設定縫合參數、整燙參數及其他變數 

• 裝置的改進，亦即作業細節的示範影片在需要時可以輸入播放給操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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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可以和自己負責的機器連結，讓他們得以 

• 甚至身處不同國家都可以在線上辨識機器的問題及改正的方法 

• 自動訂購需要的零件 

• 更新與升級機器的維修規劃 

• 直接看到機器自我診斷的部件 

• 從機器供應商獲得專家建議 

 

生產主管可以取得每部機器、每一名操作員或每間工廠的即時資訊，可以馬

上了解可能發生的瓶頸、效率不彰、機器問題、品質問題。 

 

企劃主管可以立即了解 訂單的進度，在甚麼時候需要甚麼，在哪裡需要。

而且無論何時何地，當進度不順時，他們都會得到事先的示警。 

 

科技讓很多事化不可能為可能，科技的發展又日進千里, 因此企業必須 

• 重新檢視他們的系統、方法與作業 

• 辨識出現在與可見的未來哪些是可能的事物；以及利用全方位及橫向思考

來決定什麼才是有用的事物 

• 進而以此重新發展他們的作業 

 

從國家的層級來看，斯里蘭卡的專家已經在研究工業 4.0 如何讓成衣業獲

益，德國的專家則是以所有產業獲益為研究主題。許多跨國性公司都在走這

條路，包括其他產業在內。譬如汽車產業就應用工業 4.0於自動化汽車製造。 

 

不過，成衣企業如果不利用他們累積的資訊並從而獲益，那麼就是徒勞無功

了。根據《採購期刊》(Sourcing Journal)的一篇報告，包括會員獎勵計畫、 

商店信用卡、點閱率、購物紀錄等，成衣業已經醒悟到蒐集盡可能多的消費

者資訊的必要性，以便設計出理想的產品，瞄準正確的顧客，打造有吸引力

的促銷活動。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拿這些事實及數據怎麼做，一切都是枉然。

「數據是新的石油」這句話是在表達數據的價值，但單單數據本身是不值錢

的，就像石油一樣。 

 

英特爾的企業與政府資料中心集團副總裁 Lisa Davis認為，數據分析與人工

智慧可以協助提升速度與靈敏度，但是企業必須記住下面三件事 

• 營運成果要能推動你的數據策略，數據只有在能達到某個特定目的時才有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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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必須「民主化」，意思是分析結果在一個組織內必需要容易了解，並

且有更多人能取得，讓那些需要這些資訊的人能馬上取得並有所反應。 

• 基本建設必須最佳化以發揮利用數據的力量。 

 

Davis提醒說，不要只是修補現有系統的缺點，轉型必須是一件全方位的事情。 

 

電腦輔助設計(CAD)科技 

提供 CAD 的公司一直在成衣產業數位轉型上扮演領頭羊的角色。CAD 技

術的例子包括 

•  電腦輔助排版 

•  打版與縮放碼 

•  數值控制(NC)裁剪與設計 

•  3D設計 

•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系成衣公司用來整合供應鏈上設計、採購與製

造活動的工具) 

 

所有重要的 CAD公司現在都可提供完整系列的 CAD軟體，從概念設計一

直到數值控制裁剪檔案(cut files，一個裁剪檔案包含一整套指令，指示裁剪

機依照平面圖將一塊布裁出合乎需要的形狀與尺寸的成衣裁片。平面圖是

一個裁剪規劃圖，通常規劃以達到原料的最大使用率。平面圖由好幾層高的

長幅布料組成，展開放置在裁剪平台上，以依照平面圖裁剪。)，結合 

•  3D透視與模擬 

•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  自動裁剪次序規劃與排版 

 

有些CAD公司也生產數值控制裁剪機，其他公司則專攻軟體。美國的Gerber 

Technology公司就提供下列軟體： 

•  PLM軟體，名為 YuniquePLM 

•  版型設計、放縮碼、排版及生產規劃軟體，分別名為 AccuMark、AccuMark 

3D、AccuPlan。 

 

Gerber Technology 的軟體採用一般的檔案結構，因此可以輕鬆轉送數據到

裁剪室，那兒的智慧型機器，譬如 GERBERspreader XLs 系列及 Gerber 

Paragon多層裁切機系列，僅需掃描與生產次序有關的條碼，即可處理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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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機器是一個封閉循環、頭尾銜接設置的一部分，這個設置整合了軟體與

智慧型機器，讓成衣製造商將「從概念到剪裁」的過程自動化，並讓數據與

工作流程一體化。 

 

美國紐約的 EFI Optitex公司最近推出據稱是首創的網路版「Saas(軟體即服

務) CAD 解決方案」，名為 O/Cloud Collaborate。 

 

O/Cloud Collaborate讓所有參與者，包括紡織設計師、服裝設計師、技術設計

師、打版師以及其他為品牌、採購辦公室、供應商工作的相關人員，透過一個

安全的雲端環境，可以即時在螢幕上看到和分享他們正在合作的工作。 

 

這對進行產品樣本開發、相關文件與圖像等工作很有幫助。特別是這個系統

會集中儲存並更新成衣最終樣式的 SVOT(單一真實版本)及如相片寫實的

3D數位圖像。如此可以在實體樣本產生前就很容易發現問題，並執行設計 

想法。 

 

O/Cloud Collaborate推出時，該公司產品副總裁 Guy Alroy說明，有了這個

直接與 CAD工具結合的平台，使用者可以非常有效率地交換想法與意見，

加速決策過程及產品上市時間。 

 

在實體樣本完成前，就能虛擬實境地體現「虛擬縫合」的版型，這具有巨大

的價值。經由 3D透視科技結合強有力的版型製作軟體，設計可以虛擬分享，

處於不同地理位置的多個團隊、技術人員、辦公室、工廠都能在幾秒內連結

起來。 

 

這個系統提供 3D模擬來幫助顧客以更快、更永續的方式獲得他們想要的產

品。衣服不需要在設計師與消費者之間來來回回多次才能合身，3D模擬的

方式讓衣服能在與消費者身軀完全相同的模型上試穿。 

 

不過，根據專精於 CAD系統的 Assyst公司(隸屬 Human Solutions 集團)的

說法，以 3D方式模擬衣服穿著人體的作法其實很難達成，這就是為什麼服

裝設計的 3D模擬手法會落後於其他產業的 3D模擬作法，那些產業製造的

是靜態或無彈性的物品。套用一句 Assyst人員的說法布料披覆於人體的 3D

模擬方式比火箭科學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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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披覆的外觀各有不同，視下列因素而定 

• 布料的重量 

• 布料的纖維、經紗與緯紗 

• 布料的斜向(布紋與經、緯方向成 45° 的方向) 

• 布料的質地(此處指視覺效果與觸感，部分取決於顏色、反射性、結構、透

明度) 

 

已經存在能將布料的 3D資訊輸入公司的 CAD或 PLM系統的軟體。德國

Vizoo公司專精於他們所謂的「3D材質數據獲取」，提供名為 Vizoo xTex的

軟體，能夠獲取與布料特質相關的數據，包括顏色、反射率(材質表面的反

射率係指其反射輻射能的效力，以計算入射的電磁波從界面反射出去的比

率來衡量)、結構、透明度。 

 

這些數據是使用一台相機與數十個以複雜方式互動的光源來獲取，取得後

經過處理，使用軟體內各種工具無縫複製出布料外觀。 

 

成衣可以使用名為 Assyst 3D的系統以 3D方式模擬。此系統包含一個名為

Vidya的套裝軟體，使用 2D的布料版型及樣片，依據預先輸入的指令將它

們虛擬縫合，以產生模擬的 3D成衣。 

 

然後這套系統可以容許布料設計的精準定位，讓布料的印花經過測量定位

在一個版型樣片內。這個設計非常適合數位印花，因為要使用的布料印花限

制在版型樣片內，因此無需印出布料全部的幅寬，只要印出成衣裁片需要的

部分即可，有助於減少耗費的時間及墨水耗材。 

 

然後可以將版型樣片輸入 Assyst的自動排版軟體 Automarker內，即可準備

好列印與裁剪。這些資訊可以輸入任何數位印花機來列印。 

 

數位印花的裁片是使用數值控制的裁剪機從布料裁切出來的。這種裁剪機

是葡萄牙的Mind Technology公司與瑞士的 Zünd Systemtechnik公司合作的

產品。 

 

機器分成三塊工作區 

• 區塊一 - 布料裁片取得與比對接合。布匹的布料被放置在平坦延展的檯

面上，布料的取得、辨識、自動疊放及裁片比對接合都在此進行。 

 



 

13 
 

• 區塊二 - 自動裁切。布料自動移動到同一檯面的這個工作區塊，排版機

與布料對齊，再使用高精密度的自動裁切機與裁切工具裁剪布料。使用的

是一套動態的真空系統，而不是紙與塑膠，將耗材的使用減至最少，也因

此減少廢料。 

 

• 區塊三 - 選取裁片。這個區塊仍位於同一個檯面，配備有一部投射機，

凸顯要選取的裁片，以確保在區塊一比對好的接合點能排列整齊。 

 

紡織數位印花 

紡織數位印花僅占紡織印花市場相對小的比重，不過近年來成長迅速，反映

出布匹印花的傳統方法是耗時費錢的過程，需要龐大人力，並產生許多污染

的化學廢棄物。 

 

隨著新的廠家進入市場，紡織公司設計出新的印花、新的列印頭，打造出更

快速的機器，紡織數位印花的市場會繼續成長。 

 

根據一份 2017年 5月提出的報告，預計 2016至 2019年間，數位印花紡織

品的產量會以年均率 17%成長，從 16 億平方公尺成長到 26 億平方公尺。

因此，數位印花紡織品預計在 2019 年時占所有印花紡織品的比重會達 7.2%，

2016年時是 4.6%，2011年僅為 1.0%。 

 

以印花技術來細分數位印花布料的產量會顯示出，2016年多達 45%的數量

是採用熱昇華轉印的方法，不過，2016至 2019年間最強勁的成長將是直噴

成衣(DTG)的印花方法，特別是用在大面積列印時的「一次即成」技術。 

 

就地區而言，中國大陸預計於 2014至 2019年間數位印花產量會翻一倍。 

 

從數字來看數位印花的使用增加非常明顯。僅 2016年，高速數位印花機的

銷售就成長了 34%，而全球安裝數位印花機的數目預期從 2014年的 23,503

台上升到 2020年的 47,000台。 

 

數位印花的增加反映出採用這項技術有很多優點 

• 擴大創作力 

• 更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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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降低能源及水的使用以及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可改進環保程度 

• 加快產品上市速度 

• 低管銷費用 

 • 因為不需要雕刻網版或滾筒，只需要最少的準備時間及費用，也因而有

更快的週轉周期 

• 可靠的再製能力 

• 可以包含具備不同功能性的區域，譬如腋下的抗菌區域 

• 可以將布料的某一設計部分準確放置在成衣所設計的放置部位。譬如，

成衣可能設計要讓一朵花放在上衣背部正中央 

• 印製高品質印花的能力 

• 可以僅印製少量成衣的能力，減少墨水浪費 

• 可以製造網路印花(web-to-print)個人化產品的能力，且操作容易 

• 使用色彩的數目無限制 

 

數位紡織印花的快速發展有幾個原因： 

• 根據 Epson America 產品經理的說法「數位紡織印花不是傳統類比生產

方式的取代，傳統方式用在相同設計的大量印花作業時較具優勢。數位

紡織印花最重要的好處在於用在生產小至中長度、為數達數千件的成衣

上可以有利潤，無需準備作業成本及時間延誤就可立即改變印花設計，

成本可以預估，更快的「從伸展台到貨架」的生產週期，設計的尺寸或

色彩的數目沒有限制」。 

• 根據 SPGPrints數位紡織品商業經理 Jos Notermans的說法「採用最新的

墨水和墨水輸送系統，譬如 SPGPrints的 Archer技術，提供較傳統方式

廣闊的色域。因為它能精準複製非常細的線條、強烈的大片色彩、清晰

的幾何圖形，特別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微型花朵圖案，因此可以達成範圍

廣大的創意設計。由於數位印花的工作流程簡單，並能從檔案隨選印出，

企業因此可減少庫存準備量，倉儲費用大量降低，貨品上市時間也快多

了」。 

• 數位印花機與墨水的製造商以色列 Kornit Digital公司擁有一項專利技術

Fixation on the Fly(FOF)。使用這項技術，固定液透過列印頭以噴墨方式

直接噴到布料上，因此無需執行額外步驟，例如前處理及後處理，就可

以大量降低設備時間與人力費用，製程也較永續。FOF技術在高速生產

模式下可以維持列印速度在每小時 18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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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nit Digital公司將 FOF技術融入其無水紡織數位印花機 Kornit Allegro之

中。這項產品能夠在一次過程裡印製成匹紡織品，無需執行印前處理或印後

處理作業。 

 

Kornit Digital 也供應一系列專利墨水 NeoPigment，可以取代酸性、反應性

及分散性染料，用在不同的布種上。因此只需要一套墨水，就可以在範圍廣

泛的紡織底材上進行數位印花，無需考慮材質的纖維成分。 

 

NeoPigment 墨水是水性無毒無害的，符合嚴格的人體健康與環境標準。因

為印花過程是無水的，無需任何外部流程，譬如前處理、蒸烘、洗滌。此外，

所有 NeoPigment系列的墨水都是可生物分解的，印製過程也很節能，因此

Kornit Digital公司宣稱這項產品提供「最環保的印花解決方案」。 

 

NeoPigment系列包括 NeoPigment直噴成衣(DTG)墨水、NeoPigment Intenso

成匹印花墨水、NeoPigment Rapid大量生產所需的快速墨水。 

 

數位色彩管理 

同一色彩在不同的光源與表面材質上顏色會變化，例如，絲絨布料的顏色從

一個方向與另一個方向看時會顯得不同；此外，人們對顏色的生理感覺也有

所不同。所有這些因素在比對樣本顏色時都會造成困難。 

 

實體樣本製造的速度不快。色樣可能需要多達六週的時間完成，可能還需要

跨洲運送以便核可。溝通色彩也有困難，因為設計師可能想要「偏藍一點的

顏色」或是「亮一點的顏色」。 

 

數位色彩管理可以移除許多這類的障礙。色彩可以準確測量，出來的數值可

以讓顏色精準地複製。染料配方可以自動化，光譜值可以取代視覺判斷，即

使跨洲也可以立即確認顏色。 

 

數位色彩管理的重心在於使用分光光譜儀，這種儀器是用來測量樣本在光

線穿透過後，吸入光線的強度，以光子(photon)為單位來表達。分光光譜儀

也可用於測量在某一已知化學物質偵測到的光線強度，以決定該化學物質

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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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color 800 的分光光譜儀，內建一處理器及數據儲存設施。Datacolor 宣

稱全世界 100家領導性紡織成衣品牌裡超過 80家都選擇他們的色彩管理產

品，Datacolor 800分光光譜儀則是「市場上唯一真正精密的光譜儀」。 

 

以 Datacolor 800光譜儀取得的數據可用來產生一個光譜反射圖，這相當於

色彩的「指紋」。這種指紋可以用來與預先同意的容差範圍標準核對，因此

供應商可以自行驗證其色彩精確度。 

 

德國的 Caddon Printing & Imaging公司是數位化的大面積列印、色彩管理、 

多光譜成像(multispectral imaging)及色彩測量機器的專門製造商與服務提供

者。該公司宣稱將上述的色彩指紋技術進一步發展，不論布料的結構、圖案

或平坦度，使用一種多光譜影像捕捉系統以準確地測量及溝通色彩，能夠將

布料上的每一種顏色，以精密到每一條畫素的程度，準確地測量色彩。使用

標準型的分光光譜儀無法提供如此高度精密的多種色彩測量。 

 

該公司宣稱這種「全球首創獨一無二的科技讓色彩效果，變得客觀，明顯不

同於傳統色彩管理」。 

 

這個系統包含一個名為 can:scan 的掃描裝置，所產生的相片裡的每一條畫

素都有光譜測量值。另外也包含一個名為 can:view 的檢視器，將布料相片

在希望的照明情況下以最佳狀態顯示在螢幕上。此外，系統還包括一個名為

can:connect 的軟體，使用內含個別畫素光譜的多光譜檔案來計算正確的色

值，以顯示在顯示器或列印機上。 

 

另外，一種名為 color:communication 的影像測量方法可以準確測量有彩色

圖案與組織的表面。 

 

英國 VeriVide 公司專精於照明與影像設備的設計、開發與製造。該公司提

供一種名為 DigiEye的非接觸式的數位色彩影像系統。這種系統的特色是具

備一台單眼相機(SLR)，記錄下數百萬點的色彩數據，可以捕捉含有高度複

雜細節的影像。 

 

需要測量色彩或外觀的布料樣本被放置於 DigiEye 密閉照明盒裡的中性灰

色背景上，如此可以排除周圍照明，只暴露在符合 CIE D65 照明標準這種

可管控的一致照明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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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照明幾何結構是可能的，包括角度及擴散式照明。數位單眼相機捕捉

目標物數百萬點的畫素數據，色彩與組織以極高的解析度被準確地記錄下

來，DigiEye軟體將數據轉送到經過校準的顯示器和列印機，可以立即比較，

需要時可以印出圖像作為母版產品標準。 

 

此系統並採用智慧型濾鏡，可以輕鬆準確地測量多組件、多種組織或多彩印

花的圖案及印花產品；起絨效果；特殊混紡極平織格紋。 

 

刺繡 

瑞典公司Coloreel於2017年以一項新技術贏得Texprocess Innovation Award(紡

織加工創新獎)。該技術讓縫線可以隨選上色，未染色的縫線在生產時可以即

刻上色，因此可以生產獨特設計的縫線，並大幅改進整體生產效率。 

 

生產出來的縫線品質好，色牢度佳，可以水洗及乾洗，洗滌溫度可達 60℃。 

 

第一項使用這個技術的產品是一項附帶裝置，名為 Embroline。這是一個單

獨的裝置，使用四色墨水，可以生產獨一無二的刺繡，色彩範圍無限制，也

可以有色差與漸層效果。 

 

這項裝置可以附於已有的主要廠牌的刺繡機器上。它被設計成放置在刺繡

機器的頂端，無需機械式地附屬安裝或調整任何機器。 

 

這項裝置僅需單一針頭和一卷縫線來執行功能，因此，只需最少的重新穿線

時間，也比較不需要保持不同顏色縫線的庫存。 

 

圖一：使用 Embroline的刺繡布 

 

 

 

 

 

 

 

 

資料來源 Color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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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技術目前僅限用在刺繡機器上。如果附加在縫紉機上，提供給縫製短周

期、常需變換色彩產品的團隊使用，會有很大的好處。 

 

縫合 

工業縫紉機製造商日本 Juki 公司推出一種專門軟體，可以監督縫紉機進行

的一些過程，包括 

• 縫紉機在特定款式上進行的作業 

• 生產效率 

• 縫紉時間 

• 停機時間 

使用這項軟體的每一部機器需要配置有終端機、RFID讀取機或條碼掃描器。 

 

利用這項軟體，每一台縫紉機搭配需要的技術後，其縫合的針法可以自動轉

換成高達 999種預先設定的針法；此外，有數種其他的縫紉參數可以轉換，

包括壓腳高度、針距長度、車縫速度及車線張力。軟體的另一個特色是，可

以在一台縫紉機上先人工設定縫紉參數，然後利用近距離無線通訊(NFC)方

式將資訊自動轉送到一排的縫紉機器。數據也可以透過縫紉機上的的 USB

接口轉送出去。 

 

Juki於 2017年以 DDL-9000C縫紉機贏得「紡織加工創新獎」。這台縫紉機

能經由機器上的觸控螢幕或透過特別的應用程式來調整車線張力及針距長

度並儲存設定數據，是全球首創的機種。 

 

有一些縫紉機還能自動更換梭心線軸，並可附加上感應器，以自動偵測品質

問題，譬如跳針。 

 

另一家縫紉機製造日商Brother公司則推出一個物聯網技術為基礎的工業縫

紉機系列，名為 NEXIO(Next Society)。 

 

這種機器具有雲端網路互聯性，提供生產經理和維修工程師許多資訊，包括

與下列各項相關的數據與分析 

• 縫紉機作業時間 

• 每件平均作業時間 

• 停機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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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率 

• 作業員績效 

• 預防性維修 

 

此外，可以透過雲端或使用隨身碟將參數輸入機器。 

 

機器並包含防止斷針的功能，該公司宣稱，DigiFlex Feed是世界首創的單針

平車縫紉機電子送布控制系統。 

 

德國的 Vetron Typical Europe 公司開發出一種名為 v_sion 的智慧互聯作業

網絡(Smart Interoperating Network)，將生產與作業數據和工程師的分析與流

程技術結合。 

 

v_sion 連結網絡裡的每一個工作場所，不論是設備周全的縫紉場所或是人

力作業的縫紉場所，並能監督及分析與不同流程相關的數據，包括 

• 生產線與工作場所的效率 

• 每分鐘/小時/班的產出 

• 廢料水平 

• 修復時間 

• 停機時間 

 

圖二：v_sion 智慧互聯作業網絡 

 

 

 

 

 

 

 

 

 

 

資料來源 Ve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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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能提供作業員 

• 流程指令與教學影片 

• 工作場所與個人效率有關的活動流程資訊 

• 工資、獎金資訊 

• 直接召喚支援的方法，譬如需要督導員或技師的時候。 

 

所有需要的人在任何時地都能清楚看到及取得所有相關的生產數據；數據

可以從任何可上網的裝置獲得。 

 

數據的輸入或輸出可以結合使用 USB裝置、條碼及其他掃描裝置。 

 

德國工業縫紉機供應商 Dürkopp Adler因 Qondac Networks生產監督系統而

獲得 2017年的紡織加工創新獎。 

 

採用 Qondac Networks系統可以在線上監督一座擁有多達 1,500台縫紉機的

工廠，可以在任何時間測量其生產力與分析生產狀態。重要數字可以透過生

產監督系統即時獲得，包含與產能及資源利用率有關的數據。此外，可以配

合用戶客製化選擇提供的數據以符合公司的特定需求。 

 

有下列情況時，生產經理會自動收到警示 

• 材料的流通遇到瓶頸 

• 機器使用無效率 

• 超過維修期限 

 

軟體更新、教學影片及維護資訊也可以透過網路傳到每台機器。 

 

Qondac Networks是一種「隨插即用」的系統，因此容易安裝。此外，未經

授權無法取得機器上的資料，其模組式的設計也使得未來新增的發展可以

與原有系統結合。 

 

美國縫紉技術公司 SoftWear Automation成立於 2015年，旨在革新成衣的設

計、開發與定製化，就如同 3D列印改造了耐久財的設計、原型及生產。 

 

該公司建立一套單一生產線，使用一系列名為 Sewbots 的成衣自動製造機

器。Sewbots是該公司開發的專門機器人，用來處理布料及產品的縫合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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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bots 是專利產品，以數個品牌名銷售，包括 LOWRY、Budger、ASM 

Sewbots。 

圖三：Sewbot 

 

 

 

 

 

 

 

 

 

 

資料來源：SoftWear Automation 

 

SoftWear Automation是應用兩項專利技術 Threadvision及 Qualisight打造出

Sebots，每一台 Sewbot 都有一套獨特的技巧與能力，得以運用微妙的區別

來處理與組合布料。 

 

該公司的目的是要達到有彈性的自動化，因為有些布料會比其他的布料難

縫製。目前能夠處理的是棉布及棉/聚酯混紡布，尚未能處理絲質布。 

 

該公司現在瞄準的是大量生產，一年超過 100-150萬件，且生產時僅需要十

道以下不同工序的產品。T恤就是一個大量生產的明顯例子，全球每年生產

超過 120億件的 T恤。 

 

因此，該公司計畫開發一條全自動的 T恤生產線，從裁剪完畢到整燙完畢，

希望在 2019年前能完成。 

 

其他適合自動化生產的產品包括浴室腳墊、汽車腳墊及毛巾。同時該公司也

表示會持續準備好開發小型商店個人化產品及短周期產品所需的生產線。 

根據 SoftWear Automation的說法，在傳統的生產環境下，由 10名作業員組

成的小組在一輪 8小時的班裡，可生產 669件 T恤。相較之下，單一作業

員使用一台 Sewbot在一輪 8小時的班裡可生產 1,142件，相當於一年約 125

萬件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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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遽增的生產力讓製造商得以將供應鏈移到靠近客戶的地方，也就是在

地生產而不是在開發中國大陸家生產。採全自動生產一件T恤的成本是 0.33

美元。 

 

該公司主要產品 LOWRY是一台輕量、四軸機器人，可以用來 

• 處理布料 

• 揀取與放置作業 

• 直接車縫 

 

LOWRY據稱是使用一種「高速視覺系統來準確追蹤與預防布料歪曲，因此

機器人的精準度與正確性會比作業員的高」。這種視覺系統基本上是使用包

含一件襯衫上每一片布料的路線圖，每秒鐘接收一千張圖像，在任何特定時

間都可追蹤布料的去處。 

 

2017年 SoftWear Automation宣布與中國大陸蘇州天源服裝有限公司達成合

作協議，將協助天源公司位於阿肯色州小岩城的工廠每日生產80萬件T恤。

工廠將於 2018年下半年開幕。天源公司是品牌 adidas成衣最大的製造商。 

 

整燙 

德國 Veit 集團是整燙機器的供應商。所有機器的控制裝置與零件現在都標

準化了，所有機器也都能與一個資料庫連結，經理可以從遠端了解到 

• 每台機器正在做的事 

• 可能發生瓶頸或停機的地方 

 

這項發展首先是由汽車產業開發出的，但現在 Veit 集團所有系列的機器與

設備都具備這類功能。機器與設備的作用包括 

• 裝袋 

• 整理 

• 黏合壓襯 

• 熨燙 

• 貼合 

• 壓燙 

• 蒸汽 

• 蒸汽整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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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工程師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檢查任一機器；每一台機器自動精確地分

析有利規劃維修。品質管控部門會收到每一批次的準確資訊，譬如有關壓力、

速度、蒸汽、溫度及時間等參數的數據。 

 

舉例來說，當一個新款式通過蒸汽整理通道時，關於款式的 RFID或條碼資

訊就被讀取。機器會自動計數進入通道的成衣，用於該款式的每一個蒸汽箱

的參數會自動設定，包括在蒸汽箱的時間在內。每件成衣出來時機器也會自

動計數，並記錄下時間。裝袋機也會自動設定參數，成衣會自動送入裝袋機。 

 

義大利Macpi公司生產 

• 熨燙、壓燙及整理機器 

• 工業洗滌技術 

• 貼合技術 

 

該公司新的Macpi 4.0設備系列將壓燙機器的電子資訊輸入電腦，機器透過

Wi-Fi連結，因此任何時間都可以看到與獲取每台機器進行狀況的準確資訊。

因此可以在遠端設定機器，以及提供診斷與管理資訊。 

 

此一設備還可利用條碼、智慧掃描機及 RFID為每一種成衣類別設定程式及

設定可變參數。 

 

另一家專精於製造整燙與工業洗滌設備的義大利公司 Rotondi 所供應的每

一台壓燙機器也可以與一套集中式生產控制系統連結，因此可以提供下列

集中式的資訊與數據 

• 每台機器的即時生產力 

• 品質管控 

• 給作業員的指令 

同時，每一款待熨成衣的機器參數可以經由掃瞄條碼自動設定。 

 

德國 VAV Technology公司開發、生產及行銷雷射、機器人及自動化技術，

用於世界各地的丹寧服飾洗滌與整理。 

 

例如，該公司的 Da Vinci OB48 Spraying Robot(噴灑機器人)機器一天可以處

理大約 4,500-5,000 件牛仔褲，僅需一或兩名作業員來裝上或卸下機器的 8

個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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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款與另一款最近推出的機器，設計的目的是讓單寧服飾產業對作業員及

環境都更安全，同時又更有效率。像高錳酸鉀就常在牛仔褲完工後用來噴灑

其上達到褪色作用，但噴灑作業可能對人體有害。為了降低人體接觸，Da 

Vinci OB48 Spraying Robot利用機器手臂模擬人體動作以標準方式噴灑水性

化學品。在水幕及抽氣裝置協助下可以消除污染。 

 

該公司的 Eraser MD48 Scraping Robot將傳統人工磨刮牛仔褲的方式自動化。

這款機器人產能約為一天 3,000-3,500件，僅需一或兩名作業員來裝上或卸

下機器的 8個人台。 

 

VAV T使用一套名為 Clone Mac Eraser的系統來設定機器人，可以模擬人體

動作，特別是複製人手的動作。 

 

管理資訊系統 

美國 Simparel 公司為成衣、鞋類、配件、家用紡織品及其他非耐用品產業

開發專業管理軟體，其所提供的 SFC(Shop Floor Control，生產場所管理)軟

體利用無線科技與現成的行動裝置來立即收集與生產有關的現場數據，不

論是何種機器設備。因此，可以透過任何瀏覽器獲取這些資訊，並提供下列

現場管理數據 

•個人與小組的生產力與效率 

•平衡生產線負荷 

•多種語言支援 

•不合標準的時間計算 

•追蹤正在進行的訂單與作業 

•品質管控 

•即時數據收集 

•個人即時的獎金總額 

•訊息及電郵的收發 

•時間與考勤 

•停機狀況追蹤 

•員工績效 

•給員工的指示(訊息與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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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C 是套裝軟體的一部分，這個套裝軟體是專門用來協助成衣與家用紡織

品品牌、製造商及零售商，改進整個營運與全球供應鏈的績效。 

Simparel公司宣稱「透過整合企業資源規劃(ERP)、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

供應鏈管理(SCM)、製造資源計劃(MRP)、生產場所管理(SFC)、電子數據交

換(EDI)、倉儲管理系統(WMS)及其他生產力工具成為一個環環銜接、服裝

導向的企業解決方案，以提供全球流程的可見度、管控及合作」。 

 

這種環環銜接的能力提供與會計、法規符合、成本、預測、存貨管理、物流、

訂單狀況、生產、品管、報告、樣品、生產規格表及其他活動等相關的數據

與資訊，而且資訊都是最新的。 

 

該公司也表示，「所有從概念到成品過程的即時可見度使得主管與團隊得以

做出更明智與快速的決策，可以改善反應及獲利」。 

 

德國的 Setlog公司專精於開發供應鏈管理的軟體，以設計出一個名為 OSCA

的套裝軟體，專門用於即時雲端的使用，因此無論何時何地，需要時均可提

供相關資訊。此一套裝使用單一平台以確保整個供應鏈最大的透明度。這項

產品是無線雲端數位整合的例子，這樣的整合就是工業 4.0的中心所在。 

 

OSCA採模組結構形式，在同一個雲端平台上，個別產品的組成環節互相連

結，以提供一個聰明的連結中樞來整合複雜的價值鏈流程(從對內到對外)。

整個系統裡供應商都可直接地輸入與接收資訊。 

圖四：OSCA平台 

 

 

 

 

 

 

 

 

 

 

 

資料來源: Se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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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A還有兩種變化版 

• OSCA SCM(供應鏈管理)套裝軟體提供採購訂單、生產監督、產品品質及

物流的報告與分析 

• OSCA VCM(供應商與符合標準管理)套裝軟體提供供應商協同合作、社會

責任稽核與評比 

 

美國軟體公司 PTC專精於提供成衣、鞋類、零售及消費性商品公司用軟體。

其 FlexPLM軟體提供生產線規劃、規格管理、商品企劃和其他基本的產品

生命週期管理(PLM)等能力，以及商店連結管理(CSM)的零售解決方案和與

外部系統的整合，譬如企業資源規劃(ERP)。因此，可以提供即時關鍵數據

用來最大化內部與外部團隊之間的效率。 

 

這樣的連結能力是藉助於 PTC的 ThingWorx技術，這項技術整合來自實體

產品、線上資源及企業軟體系統的數據。 

 

為了接收實體產品的資訊，可以在每個產品內建 RFID或其他感應器，銷售

後資訊就可以送回系統內。 

例如，adidas 和 PTC 合作就可知道它的鞋子被穿的頻率、穿的方式、合不

合腳、穿著走或跑時的腳步有多大等許多資訊。這些資訊可以透過將手機當

作 RFID掃描器來使用，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傳回 adidas，adidas可以將資訊

用在產品開發時的參考。 

 

這個應用程式還可以用來回饋資訊給顧客，譬如通知顧客何時應該換鞋了，

相關的新產品何時上市，何時有特別折扣等。 

 

舉例來說，假如一只網球拍有內建感應器，就可以回傳打球者一些比較資訊，

例如打球者的比賽與職業球員的比賽相較分析，以及一些細節資訊，例如擊

球的力道如何等。 

 

零售 

在零售店、銷售據點的商品展現，是成衣系列開發的最後一個步驟。 

 

德國 Koppermann 公司專精於服裝與零售產業的軟體開發，其軟體產品

Virtual Floor Management 能讓企業在產品系列開發的最初階段就將產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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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電腦模擬的實境。產品系列能用高解析度的相片、虛擬 3D圖像材質及設

計圖表現出來，店面裝置、配備及陳列亦然。令人印象深刻的 3D表現得以

實踐公司的商品展示布置與品牌訊息。 

 

這款軟體有助於 

• 店面空間的分析研究 

• 店面空間管理與商品貨架管理 

• 店面空間指南 

• 店面空間互動式反應 

• 模組式系列規劃 

• 商品售罄分析、銷售分析、利潤分析 

• 款式分類規劃 

 

希臘的 Polytropon公司也提供類似的系統。 

 

智慧工廠 

adidas 藉著利用機器人及例如 3D 列印的新穎製造技術，正在將一些跑鞋及

其他運動鞋的生產轉回其位於德國 Ansbach市的高科技 Speedfactory(快速工

廠)。目前這類鞋款的生產多集中在中國大陸、印尼及越南的工廠，供應全球

市場。全球的運動鞋零售市場規模估計一年達 3億雙，價值 800億美元。 

 

Speedfactory 是 adidas 與 Ansbach 當地製造生產機器的 Oechsler Motion 公

司一起建造的，預期將改造跑鞋製作的方式。工廠於 2017 年終開始運作，

預期年產 50萬雙跑鞋。 

 

adidas正在美國亞特蘭大市附近建造第二座Speedfactory，以供應美國市場，

並計劃在其他市場建立更多的在地 Speedfactory。 

 

adidas 建造 Speedfactory 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立即想要時尚鞋款的需

求。現有的供應鏈對愈來愈升高的短交期需求因應困難。adidas的技術創新

總監在一篇概論 Speedfactory發展的報告中說道「我們行業運轉的方式可能

正和消費者的企盼相反。從一雙全新跑鞋的第一張設計圖，經過原型的製作

與試驗，訂購原料，樣品來往修正，調整工廠，生產完畢一直到商品出貨到

達商店，可能需時 18個月，但現在的跑鞋約有四分之三在市面銷售的時間

卻少於一年。除非用空運，否則追加一款現有但需補貨的訂單可能需時兩、

三個月才能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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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factory的主要優勢是能縮短供應鏈及上架時間到少於一個星期，如果

跑鞋的設計已經完成，甚至可能只需一天的功夫。 

 

設計過程本身已經愈來愈數位化，合腳度及功能測試亦然。為了強化設計過

程，這個階段也有一個類似 Speedfactory的數位化版本用一個虛擬的電腦模

型來模擬新跑鞋的生產。一旦順利，數位產品就會被移到實體的生產系統。 

 

adidas宣稱其新的生產系統極度快速，高度有彈性，部分原因是因為跑鞋的

組件都是內部製造的。 

 

此外，Speedfactory的存在讓該公司得以實驗新材質，譬如 Biosteel，這是德

國生技公司 AMSilk製造的合成蠶絲。 

 

生產也會變得更客製化，有可能提供訂製的跑鞋，是由電腦掃描一個人走路

或跑步的方式來製作。 

 

有了 Speedfactory，adidas可以和消費者一起開發、測試與共同打造商品，

並時時發明和翻新設計，界定品牌如何創造新產品的未來。 

 

執行這些工作的機器會是高度自動化的機器，並且會使用到諸如電腦針織、

機器人裁剪、3D列印等製程。 

 

工業 3D列印機器有許多不同形式，而且能處理愈來愈多種材質。 

 

由軟體驅動的機器人、針織機、3D列印機直接從電腦輔助設計程式接收指

令，因此設備得以從製造這件東西迅速轉換成製造另一件東西，無需數天的

停機時間。使用傳統的機器會需要轉換產品的設備調整時間，並需要下達指

令給人工作業員。 

 

在 Speedfactory裡並非每項工作都自動化。機器人在某些工作上可能反而較

慢，也比較不精確，譬如在鞋子最後的成形階段。因此每一間 Speedfactory

裡會創造出 160種生產工作，相較之下，在標準的亞洲工廠裡，則會有 1,000

種以上的工作。新的工作也比較需要高度技巧。 

 

adidas意在讓新的工廠補強亞洲業務的生產，而不是彼此競爭。但是隨著尖

端製造的擴張，亞洲工廠需要大量人力的需求自然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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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品牌Nike也同樣熱中於縮短新產品上市的時間。方案之一是一種電腦化

針織形式，名為 Flyknit，利用這個類似織襪的方式製作一系列跑鞋的上半部。 

 

另外，Nike在奧瑞岡州 Beaverton的總部設立了一個先進產品製作中心，鑽

研其他自動化生產方式，包括 3D列印。該公司已經採用這些技術為一些頂

尖運動員製作訂製的鞋款。 

 

在針織業方面，日本島精機(Shima Seiki)與德國 Stoll公司相信，在三年內就

可能發展出經由掃描個人身軀而客製化全自動針織成衣。這對服裝業及醫

療業都有巨大的意義，衣服會更個人化而更合身，繃帶也更符合部位需要。 

 

位於美國西雅圖市的 Amazon Technologies 於 2017 年 4 月獲准一項有趣的

專利，這是一項「隨選」(on-demand)的成衣製造系統，可以迅速執行洋裝、

套裝及其他成衣的線上訂單。這項編號 US 9623578 B1的專利，製造系統包

含一台紡織列印機，紡織裁剪機，紡織縫合生產線，以及協調作業的運算環

境或裝置。 

 

根據專利說明，製造過程包括從不同的客戶裝置處收集或集合紡織產品訂

單。訂單係由電腦網絡收集，來自不同地理位置以規格說明書(tech packs)的

方式提供。 

 

如果是紡織產品，規格說明書的訂單會由運算裝置依照一個或多個生產力

因素組織成一個或多個訂單群組，這些因素諸如出貨地點、布種、形狀或尺

寸。 

 

運算裝置然後會收集訂單群組的紡織產品裁片，並將它們聚集起來排列成

為紡織裁片板型。為了減少廢料，運算裝置會將板型上的裁片彼此緊密排列，

或在送入機器的布料上定好裁片的方向。 

 

接著運算裝置會指示紡織列印機，將紡織裁片板型上的裁片列印在一或多

層的布料上。任何需要的裁片形狀或格式均可印出，還可以包含訂單內載明

的各種印花圖案。裁片形狀印好後，運算裝置就會指示紡織裁剪機從布料上

裁切出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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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裁好的裁片，運算裝置會產生指令進行縫合訂單中的紡織產品，協調出

一個有效率的產品縫合過程，下達縫合指令給紡織縫合生產線。紡織縫合生

產線會依照這些指令導引裁片到各個縫紉工作台縫合。 

 

當不同的紡織產品都依據訂單列印、裁切、縫合後，可以安排經過品管流程，

拍照用於電子商務系統(譬如銷售用)，出貨到顧客處，或存放於貨物搬運設

施場所以完成訂單。 

 

藉著集合來自不同地理位置的訂單以及能大規模地協調成衣縫合流程。這

套系統提供提升成衣製造效率的新方法。 

 

結論 

成衣產業自 1970 年代後就大量快速採用電腦與數位化。排版是第一個數位

化的流程，一旦縮放碼的版型被儲存後，電腦就可將數位化向前延伸至成衣

生產，往回延伸至成衣設計。 

 

電子化的銷售點與管理資訊系統已被用來改善企業經營所有層面與所有階

段的管控，包括企業資源規劃，系列規劃，與供應商的來往交易，製造，店

面布置，倉儲，銷售點及售後服務。 

 

縫製作業現場一直都是勞力密集的，隨著對快速時尚、多樣及個人化成衣需

求的增加，這個狀況很可能會保持下去。 

 

大量生產方式正在被多技能、快速反應的團隊所取代，因為在處理類似不同

布種自然垂墜及布料特性具有困難度，一名訓練良好的作業員，其靈巧度與

技術很難自動化，也難以取代。 

 

不過，大量標準化成衣的生產，例如 T 恤，則正在引進自動化與機器人。

多年來成衣某些部位的製作也已半自動化，創新的方法每年都出現。明顯的

例子包括缝褶、口袋、褶襉、接縫、門襟、腰帶、鈕扣與鈕扣眼。 

 

電子化也間接用於改進品質與增加效率，因為幾乎所有機器的設定與特殊

作用現在都能以電子方式預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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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生產最需要技巧的作業之一，是替有彈性的洋裝或外套上袖的部分。這

涉及熟練地(此處指的是能充分接合，穿起來舒適；或是將成衣一個較大的

部分與一個較小的部分接合，此時需要一點一點地摺疊或收攏需要接合的

邊緣，直到較大的部分與較小的部分大小相同)將一個凹面的曲線附著在一

個凸面的曲線，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每件衣身及袖片伸展、放鬆、垂墜的

方式都不相同。 

 

不過，機器的送布作用、收攏及放鬆全都可以預先設定，不同的縫線張力、

針數、針的位置及剪線亦然，這些設定都有助於作業員的工作。 

 

同樣地，用來壓燙西裝的機器可以依照各個款式與布種的所需的參數預先

設定，只需掃描條碼、QR code或 RFID標籤就可設定參數。成衣整理機器、

整理通道、黏合壓襯及貼合器的作業都可以採取類似的方式。 

 

工業 4.0不是數位革命，而是數位演化，是數位科技的成熟使用。本來是獨

立數位資訊、特色及功能被組合成形，形成一個全方位的數位實體。 

 

成衣產業也如同其他產業，未來無可避免會自動納入這個數位演化。 

 

Gerber Technology的總裁在 2017年的一份報告中說「數百年來，服裝成衣

產業一直在追逐低成本。今日，隨著服裝週期愈來愈短，更多的顧客在網路

購買，企業被決策錯誤的庫存和顧客退貨壓垮。現在，科技的進步，尤其是

彈性材質，企業轉向數位科技來解決這些問題...這種轉變的推動力量是更精

通科技的顧客、更快的「快速時尚」周期、以及解決大量庫存與退貨問題的

需求」。 

 

2017年 Human Solutions Group的執行長也說「數位式工作正在將服裝產業

電動化。有一股令人陶醉的感覺，好像即將產生橫掃千軍的變化與樂觀主義。

現時我們與顧客和夥伴的談話明顯顯示，數位化已不再被挑戰與質疑，企業

都變得主動積極在鋪設自己通往數位化的道路。我相信如果想要以快速及

講求成本效率的方式為特定目標顧客群開發成衣產品，一個持續的流程鏈

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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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ra公司於 2017年 10月公布的白皮書《服裝數位化》結論說到「很快地

大部分的產品都可以數位方式構思、設計並傳送到其他部門尋求進一步的

技術開發。從那兒再被縫合，由工業機器人接受指令，在沒有人為干預下繼

續作業。最終會以電子方式送出、追蹤、配送、行銷給數位連結的消費者，

這樣的消費者是 2016年網路零售業績成長 15%的貢獻者。 

 

透過這些及其他管道，服裝正迅速成為高度數位化的產業，巨量的數據、數

位合作、網路社群互動、數位行銷、電子商務都集合在一起打造與販售一件

實體產品給數位原生代的人口。 

 

數位化的四大支柱大數據、物聯網、平台經濟及人工智慧結合在一起，帶來

了自從大量製造出現後，可能是服裝產業歷經過的最深刻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