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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無縫成衣具有獨特之性能組合，可在諸多最終用途中賦予特殊的吸引力。這些特性包括

舒適性、平滑貼身、輕盈、具美感外觀以及易於護理。無縫成衣之製造可使用無縫針織

（seamless knitting）技術，或例如膠黏劑黏合（adhesive bonding）或熔接（welding）之無

接縫（stitch-free seaming）技術，或兩種方法的組合。 

無縫針織是一項令人振奮之技術，它可在單一生產過程中製造成衣。此外，它在設計、

圖案結構和造型方面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可能性。用於製造無縫成衣之技術曾一度侷限於

襪子和內衣之生產。然而，它自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這主要是歸功

於針織機和程式軟體之進步。因此，它已經邁入範圍廣泛的成衣應用，包括外套、運動

服、壓縮成衣和醫療成衣。 

無縫針織和無接縫為生產者和消費者提供了一些主要之優勢。對生產者而言，它們可使

產品增加可觀之價值。而對消費者而言，提供了舒適性和活動自由度，這是一般接縫的

成衣所無法比擬的。近年來出現之一些最具創新性的無縫成衣是透過設計師、布料製造

商和針織機供應商之間的合作所創造出來的。例如，無縫針織機主要供應商 Santoni 於

2016 年與來自紡織產業不同領域之三家龍頭公司----Lenzing、Tonello 和 Unitin----合作開

發針織牛仔衣系列。而在另一個例子中，經編針織布料龍頭公司 Eurojersey 於 2017 年與

成衣製造商 Cifra 合作，推出一系列以混合經編針織所生產之健身運動成衣。 

有鑑於無縫針織和無縫紉接縫所帶來的廣泛優勢，專家們毫不懷疑這些技術將更深入地

跨向功能性成衣產業之主要領域----尤其是在最重視舒適性的健身運動服和運動服等應

用中。 

簡介 

辨別無縫針織技術和無接縫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在成衣製造中使用無縫針織技術（seamless knitting technology）----也稱為三維（three-

dimensional，3D）針織----產生完全沒有接縫之產品。 

而使用無接縫技術（stitch-free seaming technologies）----例如膠黏劑黏合和超音波熔接----

則產生的產品雖然確實有接縫，但仍然具有無縫之外觀。 

現在許多成衣都使用這些技術製造，儘管只有相對較小的比例是完全沒有縫紉接縫的。 

無縫針織和無接縫可以互補使用。例如，在無縫針織機上製作的成衣可使用熔接來完成，

以生產沒有縫線或針孔之產品。 

無縫針織和無接縫技術為消費者和成衣製造商帶來了諸多優勢。對於消費者而言，它們

解決了與傳統縫紉接縫相關的許多缺點，例如： 

˙ 蓬鬆性； 

˙ 因摩擦和擦傷而造成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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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縫線鬆脫而引發成衣完整性之風險；以及 

˙如縫線受拉扯而引發接縫縮皺之風險。 

對於成衣製造商而言，使用這些技術可能產生： 

˙ 更快的生產時間； 

˙ 減少勞動力需求；以及 

˙ 幾乎無限多的設計可能性。 

全成型成衣針織（complete garment knitting）是無縫針織類型之一。這個製程代表了成衣

生產中的一體成型（all-in-one）方法，這種方法是從 1980 年代後期由剪裁與縫紉生產（cut 

and sew production）開始發展而來的。 

全成型成衣針織在成衣功能和設計方面具有多種潛在機能，因此在功能性成衣市場和時

尚市場中非常受到歡迎。 

圖 1：成衣製造方法比較 

 

 

 

 

 

資料來源：KNIT.melbourne 

無縫針織和無縫紉接縫在功能性成衣產業之重要性於 2018 年 1 月舉辦的 ISPO Munich1

（慕尼黑國際運動器材和時裝博覽會<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ports Equipment and 

Fashion >）中備受矚目，許多參展商展示其利用這些技術的創新產品。 

1
 ISPO Munich（慕尼黑國際運動器材和時裝博覽會<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Sports Equipment and Fashion 

>）是全球規模最大而最多樣化的運動界展會。 2018 年展會由 Messe München 主辦，於 2018 年 1 月 28 日

至 31 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ISPO Munich 2019 則將於 2019 年 2 月 3 日至 6 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行。 

無縫針織之吸引力由許多達成的合作協議而得到肯定。 

其中一項協議是如下兩公司於 2016 年底成立之合資企業： 

˙Fast Retailing，日本龍頭休閒成衣品牌 Uniqlo 之母公司；以及 

˙Shima Seiki，日本全成型成衣針織機之龍頭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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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針織和無縫紉接縫之發展 

自 1940 年代以來，許多針織商的目標是開發出可在單一製程中製造全成型成衣之方法。 

許多不同的方法在隨後的幾年中獲得了專利，但直到 1990 年代才開始商業化。 

在推出全成型成衣針織機之前，完全成型的成衣先在平型針架針織機（straight bar frame 

knitting machines）上編織縫織嵌片，然後再接縫連結在一起。 

無縫針織機首先出現在 1980 年代後期，接續於襪類機械製造商的整合浪潮之後，而相

對的，這也是襪類生產衰退之結果。 

1988 年，義大利襪類專業機械製造商 Santoni 成為義大利同為製造襪類機器的知名集團

Lonati Group 的旗下企業。 

為了克服產業面臨危機所受到的影響，Santoni 接受了製造可生產圓編針織布之機器的挑

戰。 

結果製造出來之原型針織機，它採用的技術與用於製造襪類之技術類似，但它還可製造

內衣。從那時起，生產無縫內衣的概念迅速地傳播到世界各地。 

在 1990 年代，日本 Shima Seiki 公司和德國 Stoll 公司推出了全成型成衣技術，它們的問

世代表了無縫針織之重大進展。 

這些技術使製造商能夠生產出具有精密成型和織紋組合的高品質成衣產品。 

1990 年代也代表了無縫紉接縫技術的創新時期。不可否認的，這些技術在 1990 年代之

前已被用於成衣的製作，但那些成衣僅供作專業之應用。 

無縫紉接縫技術首先出現在使用熔接接縫方法的貼身成衣中，其有利於將織物黏合在胸

罩中的彈性部件上並儘可能保持接縫平整以獲得平滑之外觀。 

內衣熔接接縫之成功引起了外衣製造商的關注。 

熔接技術目前已用於組合口袋、拉鍊、皺褶和下襬，而且它還為外衣製造商提供了如下

諸多好處： 

˙減輕重量； 

˙纖巧的外形；以及 

˙增加防水性。 

無縫針織 

無縫針織----有時也稱為三維（three-dimensional，3D）針織（參見第 1 頁）----誠如該術語

所指出，免除了在成衣上進行接縫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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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在單一製程中生產完整的成衣，只需進行極少的或不需要縫紉。相較之下，在傳統

的成衣結構中，內衣中的加固布片和褲腿開口、緊身褲之褲腿內側、衣領滾條、衣袖配

件，以及用於諸如胸罩和吊帶背心類產品之吊帶，都需要進行接縫。 

無縫針織與針織本身一樣歷史久遠。它存在的證據被發現於西元 250~420 年前之一雙襪

子中，它們於 19 世紀末在埃及被挖掘出來。 

全成型成衣針織也有悠久的歷史。其可以追溯到 14 世紀，當時利用了需要使用四支織

針的手工編織技術。這種技術被描繪於同一世紀的一幅畫中，它顯示出聖母瑪利亞在編

織一件深紅色襯衣。 

由於大多數成衣需要經過一些縫製，因此許多人認為無縫這一術語用詞不當。因此，該

術語經常導致消費者感到混淆。 

儘管如此，無縫針織確實可減少許多勞動密集型生產之製程（如剪裁與縫紉），並且可以

免除許多製程。因此，它還可節省成本。 

此外，由於無縫針織需要較少的勞動密集型剪裁與縫紉製程，因此使用無縫針織生產之

成衣可較使用傳統技術生產之成衣可更快速地完成製造。 

事實上，無縫針織成衣的製作時間比剪裁與縫紉製品約少了 30~40％。舉例說明，一件

無縫運動衫大約可在 20 分鐘內即可完成製造。 

這樣的速度有助於減少生產樣品所需之時間，因此而縮短新產品開發的總交貨期。而且，

無縫針織得以更快速地進行產品改進，因為它可讓設計者利用電腦之設計工具在電腦螢

幕或其他電子設備上進行"虛擬環境（virtual environment）" 的修改。 

更短的生產時間為成衣製造商提供了競爭優勢，並且可在不損及所生產成衣之功能性、

耐用性和整體品質的情況下完成生產。 

事實上，以這些參數為依據，無縫針織成衣被許多人認為優於透過裁剪、縫製和整理/縫

邊（cut, make and trim, CMT）2方法所生產的產品。 

2
 裁剪、縫製和整理/縫邊（cut, make and trim, CMT）是製造商為客戶生產成衣之系統，製造商將客戶提供

的織物裁剪並將裁剪之織物依客戶之需求縫製成成衣。在許多情況下，客戶還準備了布料、飾物和配件之

供應。一般而言，以 CMT 生產方式的製造商不參與成衣設計或材料採購，而僅專注於生產。 

無縫技術之使用減少了在裁剪作業中產生織物廢料的浪費。此外，由於減少了製作成衣

所需之步驟，因此而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瑕疵品的風險。 

根據"紡織成衣技術與管理雜誌（Journal of Textile and Appare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之報導，無縫針織對製造商和設計師有幾個潛在的優勢。尤其是，無縫針織可產生： 

˙最大限度地減少或免除勞動密集型裁剪與縫紉製程； 

˙節省生產時間和成本； 

˙減少紗線和織物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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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生產力； 

˙為多針距（multi-gauge）針織創造機會； 

˙更穩定之產品品質； 

˙成衣成品之緣襬更易於作修整； 

˙更多創意設計之可能性； 

˙快速創作樣本； 

˙適應生產規模和款式變化之快速反應； 

˙準時化（just-in-time）生產； 

˙作大規模訂製之機會； 

˙易於修改或改進設計和圖案；以及 

˙在生產製程中最小化人為干預。 

無縫針織成衣使用專門設計之電腦控制針織機來製作，該針織機預編程式以生產完整的

成衣。 

全成型成衣可利用如下兩種類型之針織機生產： 

˙無縫圓編針織機；以及 

˙無縫平台型或 V 型針織機。 

無縫圓編針織機長期以來一直用於生產襪子，但近年來它們越來越多被用於直接以紗線

製作和組裝成衣。 

顧名思義，圓編針織機以連續螺旋形產生一定長度之織物，因此而形成管狀結構物。然

後可將該管狀織物製作成全成型成衣，其尺寸則由該結構物之直徑決定。或者，它可於

一側切割並打開，成為平長形的織物，該織物可裁剪為成衣之部件，然後再將它們縫合

在一起。 

無縫平台型針織機最初僅用於生產長條形織物。目前它們已普遍用於生產作為鞋面用之

成形織物片。 

它們也廣泛用於同時創建 3D 結構物和 2D 嵌片，然後再將兩者編織在一起。 

實際上，無縫平台型針織和無縫圓編針織的主要差異在於後者是一種更為快速之製程。 

然而，只有透過平台型針織才能真正製作無縫產品，因為圓編針織成衣還需要加以縫合。 

無縫圓編機器和無縫平台型機器都可將不同的針織結構組合到單一成衣中。這種組合之

例子如：平紋針織緊接著網眼針織，而網眼針織又緊接著羅紋針織。 

將特定針織結構策略性地放置於成衣內部可開發其功能特性。例如，網眼針織物可以放

置於身體的發熱部位上----例如手臂下方、背部中心和胸部下方。相反的，保暖織物或雙

層織物則可放置在易於受寒的身體部位上，例如腎臟。 

此外，無縫圓編機器和無縫平台型機器可在成衣之預定部位中大量創作各種圖案、織紋

和造型特色，並且相對容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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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無縫針織布料中之織紋和造型特色 

 

資料來源：T.Evo 

在運動服中之高彈性織物嵌片----即具有相對高彈性體纖維（elastomeric fibre）3含量之布

料----通常用於壓縮特定肌肉群以改善運動績效 4。這種嵌片還可利用討人喜歡的方式勾

勒出身體輪廓之形狀以用於提高成衣的美學品質。 

3
 彈性體纖維（elastomeric fibre）可定義為具有極高的斷裂長度並從其高伸長率至其斷裂點都可完全迅速

恢復之彈性纖維。術語"彈性體的（elastomeric）"衍生自術語"彈性體（elastomer）"，而這又衍生自詞語"彈

性聚合物（elastic polymer）"。 

4
 據說肌肉壓縮可為運動員和其他運動中及運動後之運動員提供許多好處。這些好處包括減少肌肉振動、

減輕疲勞，並增強熱身和整體循環。 

用於無縫針織之纖維和紗線 

廣泛的天然和合成纖維類型用於生產無縫針織布料，包括聚丙烯腈纖維、竹纖維、棉、

彈性纖維、聚酰胺、聚酯、聚丙烯和縲縈纖維。 

無縫針織中最常用的纖維是聚酰胺超細纖維。這些產品具有高功能性，利用它們製造之

成衣具透氣性、快速乾燥，並可承受多次家庭洗滌周期。從舒適的角度來看，使用這些

纖維可讓織物輕盈、平滑並具有柔軟觸感。 

無縫針織中之電腦輔助設計 

電子與電腦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和控制系統的出現讓襪子製造原理

得以應用於無縫針織成衣之生產。如無電腦輔助設計，無縫針織就難以實現。 

CAD 軟體在成衣結構中扮演著與硬體（針織機）本身一樣重要的角色。實際上，這個軟

體徹底改變了成衣之製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可以虛擬地模擬成衣，而無需實際進

行任何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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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針織機主要供應商 

Santoni 

義大利公司 Santoni 是無縫圓編針織機領域廣受推崇之龍頭商。自 1919 年成立以來，該

公司已在針織產業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全自動機器。目前，全球 95％以上無縫針織機之

需求都是由該公司供應的。 

Santoni機器可在無縫管狀織物特定區域之嵌布中插入襯墊彈性紗線（laid-in elastic yarns），

以便在織物中建造具有漸變壓縮（graduated compression）之區域 5。這些區域乃是利用電

子控制來逐漸減少進入每個針織線圈之紗線的長度而產生出來的。縮小織物在某些部位

之區域可改變織物的幾何結構，並透過降低延展性來改變織物之拉伸彈力性能。 

5
 參見 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0 年第 1 季，No. 32："產業快迅：肌肉力量----壓縮成衣之優勢（Fast 

track: muscle power----the benefits of compression apparel）"；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4 年第 3 季，No. 

50："壓縮衣和塑身衣：緊身成衣提升功能性和健康福祉（Compression wear and shapewear: skin-tight apparel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6 年 3 月，No. 54："產業快迅：

慕尼黑 ISPO 展之功能性成衣纖維及布料新發展（Fast track: new developments in performance apparel fibres and 

fabrics at ISPO Munich）"；以及 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6 年 7 月，No. 55："醫療成衣：健康和福

祉之有益應用（Medical clothing: beneficial applications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該公司的圓編針織機可製作不同針型之成衣，如羅紋、網紋、提花、充紗羅、條紋和蕾

絲，以及預成型結構、隱藏式支撐物、口袋、衣領和兜帽。 

Santoni 產品系列包括 50 種不同類型之針織機。其中有 SM8-TOP2V 和 SM8-EVO4J 兩種

是八錠式單面針織（eight-feed single jersey）電子圓編機。兩者都可以織造運動服、內衣

和外套等無縫成衣。 

圖 3：以 Santoni 機器製造之長袖上衣 

 
資料來源：Sant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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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oni 之產品範圍正在逐步增加。最新的產品系列是用於製造無縫鞋面之 X 機器。根據

Santoni 表示，這台機器為圖案和色彩組合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它完全是電子式的，它

的織針含括一個革命性之鑲嵌系統（inlay system），可製作出"不尋常的 3D 圖案（unusual 

3D patterns）"。 

此外，該機器可在 5~7 分鐘內製作出無縫產品。這種快速的生產速度----再加上機器之品

質、可靠性和易用性----可確保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除了製造業務外，Santoni 還提供各種無縫技術之培訓課程。其課題包括： 

˙電子產品； 

˙繪圖軟體；以及 

˙紗線及其應用。 

Shima Seiki 

日本 Shima Seiki 自 1962 年成立以來即成為無縫針織之先鋒公司。該公司開始製造第一

台可製作無縫手套的自動化針織機，它無需處理後期縫紉，而此一目標在 1965 年實現

了。 

該公司於 30 年後的 1995 年推出了 Wholegarment 全成型成衣針織機。 

它可在 30 分鐘內即製作出一件不需要縫製的完整毛衣。以傳統方式編織之毛衣通常包

含前身、後背和袖子之織片，然後再將其縫合在一起。在推出該產品時，一位記者讚不

絕口地表示，這項發明將改變針織產業之全貌。 

目前，Shima Seiki 生產了一系列電腦化的 Wholegarment 全成型成衣針織機，每種針織機

各有不同的規格，可用於不同之目的。 

與無縫針織產業的其他主要廠家一樣，Shima Seiki 也提供培訓課程和教育活動，而其中

大多聚焦於縮小成衣設計和成衣製造之間的落差。 

Karl Mayer 

德國公司 Karl Mayer 向來被描述為"經編技術之王（the lord of warp knitting technology）"。 

該公司 1937 年成立，是一家家族企業。從那時起，它已發展成為一家在亞洲、歐洲和美

國設有子公司之國際組織，擁有 2,300 多名員工。 

該公司提供一系列用於成衣和非成衣應用之經編機，其中四種採用了無縫技術。 

此外，該公司還提供多項支援服務。它們包括了紡織技術諮詢，客戶透過該諮詢可利用

到該公司紡織工程師的專業知識。 

Karl Mayer 目前聚焦於鞏固其在經編機械領域的之主導地位。2016 年，它收購了 Santoni

的經編技術，並將其整合到日本子公司之雙梳櫛（double-bar）針織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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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yer 最重要的客戶之一是義大利無縫成衣生產商 Cifra6。 

6
 參見 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8 年 6 月，No. 62："Cifra 簡介：創新的針織無縫成衣製造商（Profile 

of Cifra: an innovative manufacturer of knitted seamless apparel）"。 

該公司以擁有全球最大數量的雙梳櫛拉舍爾提花經編針織機（double-bar raschel jacquard 

warp knitting machines）工廠而自豪，其中大部分都是由 Karl Mayer 提供的。 

這些機器使其能夠利用其專有的經編無縫（warp knitted seamless，WKS）技術將袖子和褲

腿部分編織到衣身中，並將織物嵌片放置於成衣之解剖學上的正確位置。 

自 1960 年代成立以來，Cifra 在內衣、襪類、家居服和時尚領域享有強大的市場地位。 

然而，近年來，該公司在運動成衣方面獲得極大進展，目前它佔據了總產量的一半以上。 

2017 年，Cifra 宣佈進一步投資 Karl Mayer 新機器的計劃，以滿足對其無縫產品日益增長

之需求。 

Stoll 

德國公司 Stoll 成立於 1873 年。其創始人發明了第一台平台型雙反面（flat-bed purl）針織機。 

該公司提供各種平台型針織機以及軟體和培訓服務。 

它擁有 1,000 多名員工和四家子公司，分別在孟加拉、印度、義大利和美國各有一家。 

Stoll 在成衣產業中可能以其 Stoll-knit 針織機和穿戴用品針織機最為知名。和 Shima Sheiki

的 Wholegarment 機器一樣，Stoll-knit 針織機和穿戴用品針織機皆可以快速且經濟的方式

生產成衣。 

Stoll-knit 針織機和穿戴用品針織機之最大用戶可在義大利的成衣製造業中發現到。 

為了保持良好之市場地位，Stoll 投入巨資以生產更多功能且更具成本效益的機器。 

無縫針織技術之侷限性 

無縫針織技術並非沒有限制。最大的限制是相較裁剪、縫製和整理/縫邊（CMT-參見第

4 頁）之成衣生產方法，該技術是昂貴的。 

對成衣製造商而言，購買現代無縫針織機代表著龐大金額的投資，而且許多公司並不認

為降低勞動力成本----這些機器之關鍵賣點----是一項主要的優勢。 

事實上，例如對於亞洲一些製造商而言，支付額外成衣組件相關之成本比支付這些機器

之一所需的大筆金額更具經濟效益。 

儘管如此，過去十年來亞洲對現代無縫針織機之需求大幅增長，而且在 2018 年 6 月，估

計有超過 40,000 台 Santoni 機器在該市場上被使用。 

無縫針織技術的另一個限制是它相當複雜，需要高水準的成衣設計和專業技能才可充分

利用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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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設計師和技術人員之間的密切合作對於將設計理念轉變為成功的產品至關重要。 

這種合作在義大利尤其明顯，義大利是無縫針織技術領域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義大利擁

有蓬勃發展之針織品產業，而且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針織機器程式設計師之大本營。 

然而，義大利無縫針織產業成功背後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產品可以在當地生產，因為機

器、技術人員和設計師都在同一個國家。在一些將成衣生產外包給低成本生產國製造商

之市場中，機器、技術人員和設計師之間存在很大的地理距離，而這阻礙了無縫技術之

發展。 

無縫針織的挑戰之一是缺乏品質管制。這是因為需經接縫的成衣製造涉及更多步驟，而

每個步驟都提供了審查品質之機會。但是無縫成衣之製造減省很多生產步驟，因此也減

少了品質檢驗的機會。 

例如，無縫成衣中的瑕疵嵌片無法被丟棄和更換。因此，無縫成衣中所產生任何瑕疵意

味著整件成衣是瑕疵品。因此，無縫成衣中產生之瑕疵會導致高昂的後果，而製造商必

須努力避免在織造過程中出現瑕疵。 

關於無縫針織品之合身性，有證據顯示還有很大的改進餘地。儘管針織品得利於固有的拉

伸彈性，但如認為它適合各種體型和尺寸是不正確的。然而，可寄予很高期望的是，在不

久的將來具有成本效益且易於使用之成衣試衣系統（garment fitting systems）即將問世。 

無縫紉接縫技術 

縫紉之優點和缺點 

縫紉一向是連結成衣部件的首選方法，包括襯裡、拉鍊、織帶和裝飾物等服飾配件。這

種方法的主要優點是它產生之接縫的強度和靈活性。然而，雖然縫紉接縫適合製造大多

數成衣，但它們有如下幾個缺點： 

˙縫紉線隨著時間之推移而劣化； 

˙連結點之材料具有厚度；以及 

˙生產速度之侷限性。 

成衣製造商正在開發創新之成衣設計，其對成衣部件的連結方式提出了關鍵而嚴苛之要

求。相對的，即對連結點或接縫在強度、耐用性、柔韌性和舒適性方面之品質有所要求，

而所有這些都會對製造商產品的價值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成衣生產企業還面臨著提高加工速度和降低成本之壓力，並且許多企業一直在尋

求連結成衣部件的替代方法，以期減輕這種壓力。無縫或無縫紉技術----例如膠黏劑黏合

（參見第 13 頁）和熱熔接（thermal welding）（參見第 14 頁）----掌握了可做到這一點的

保證。 

無縫或無縫紉技術 

無縫或無縫紉技術首先使用於貼身成衣，以作為連結織物邊緣並包覆胸罩中之彈性嵌條

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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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也用於這種成衣類別來保持接縫儘可能平坦，以提供舒適感並使外觀平滑。 

目前，無縫技術經常用於： 

˙附加口袋和拉鍊； 

˙製作縫合褶和褶皺；以及 

˙處理成衣下襬。 

此外，它們還可用於建立使用縫紉技術時無法達成之設計功能。鑑於這種能力以及廣泛

的其他優勢，不足為奇的，目前越來越多成衣製造商選擇了無縫紉接縫來代替縫紉接縫。 

無縫紉接縫之優點 

無縫紉接縫通常是為了美觀因素。例如，據稱它可消除襯衫的肩部、側面和袖孔上之接

縫的褶皺等通常因縫紉而產生之相關問題。 

技術性因素也是無縫紉接縫之優勢。例如，由於材料的重疊較少並且未使用縫線來連結

接縫，因此使用無縫紉接縫可減少成衣之總重量。事實上，據稱無縫成衣的重量可較等

量縫紉接縫成衣之重量輕了 15％。然而，重量減輕的程度確實取決於與無縫紉接縫進行

比較之縫紉線的類型。 

無縫紉接縫通常使用於接縫強度具高度重要性之應用中，例如運動服、防護服和鞋類，

因為它比縫紉接能更有效地抵抗張力。在傳統的縫紉接縫中，例如由於拉扯而導致單一

縫線斷裂，即可能損害了整個接縫之抵抗張力的能力。 

在戶外產業用成衣市場中，無縫紉接縫技術應用於防水成衣，以避免縫紉所產生之針孔

讓水進入而產生問題。 

在用於在寒冷和潮濕環境下穿著的高科技夾克中，隔間（baffle）7 可利用熔接而不是縫

合以有利於更高度之保暖性，因為由縫紉造成的孔隙可讓濕氣和冷空氣進入夾克中。 

7
 隔間（baffle）是兩塊織物之間用來固定保暖材料的腔室。隔間之設計是為了防止保暖材料在成衣或睡袋

內游移。 

在例如化學品防護服和醫療成衣之成衣應用中，由縫紉引造成的孔隙可能損害成衣之完

整性，而對穿著者具有潛在的嚴重後果。 

對於許多防水成衣而言----例如用於戶外運動的防水成衣以及醫療和工業領域之防護服-

---熔接是優選的方法，它不僅用來密封接縫，而且用來附加拉鍊和繫帶之孔眼。 

無縫紉接縫不僅限於成衣之應用。實際上，它也廣泛應用於許多其他非成衣之紡織品類

別，包含： 

˙航空紡織品； 

˙汽車紡織品； 

˙土工織物； 

˙家用紡織品； 

˙不織布衛生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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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用紡織品；以及 

˙傢俱裝飾品。 

製作無縫紉接縫之方法 

連結成衣之織物組件的無縫紉方法可依製作連結之基本機械裝置或材料來分類。 

所有這些方法都需要以熱能來激發並在織物組件之間形成黏合。 

表 1：連結成衣組件之主要方法 

膠黏劑黏合 熱活化薄膜；熱活化粉末；反應液體；溶劑型膠黏劑；水性膠黏劑 

機械黏合 縫紉或縫合；纖維纏結；穿孔；壓力壓花 

熱黏合或熔接 熔合；加熱工具；高頻輻射；熱氣熔接；雷射熔接；超音波熔接 

資料來源：取材自Rajkishore Nayak和Rajiv Padhye編輯之"成衣製造技術（Garm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5 年，Woodhead Publishing 出版。 

為特定成衣而選擇之連結製程取決於各種不同因素，包括： 

˙所要黏合之基材的類型和性質；  

˙成本 8； 

˙生產實用而經濟的連結所需要之生產速度； 

˙該連結將面臨之張力程度；以及 

˙成衣所需之穿著舒適性。 

8
 在本文中的成本包括在黏合或熔接製程中使用之材料的成本以及執行該製程的成本。 

在功能性成衣產業中，使用了如下兩種無縫紉連結技術： 

˙膠黏劑黏合；以及 

˙熱黏合或熔接。 

這兩種技術都可用於高速自動化之生產製程。 

黏合或熔接接縫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接縫強度。尤其是，當進行拉伸強度試驗時，織物之

斷裂應早於接縫 9。令人安心的是，製造商聲稱黏合接縫和熔接接縫都可如同縫紉接縫

般牢固。 

9
 縫紉接縫可進行設定，以讓織物之斷裂早於接縫。尤其是利用雙針縫紉，可分散負荷並進一步增加強度。

熔接接縫也可設定成與織物一樣牢固。最重要的是，需要設定接縫結構以達成所期望之強度。 

表 2：用於連結紡織品基材之膠黏劑黏合和熔接製程概述 

製程 概述 基材 

膠黏劑黏合 將膠黏劑材料置於兩個基材

之間，並在接合界面處化學地

或機械地結合到基材上；膠黏

大多使用梭織布或是不織布

之合成或天然織物；膠黏劑黏

合也可用於將非紡織材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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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可以是化學的或熱反應性

的，也可以在載體（水或溶劑）

蒸發時黏合。 

金屬薄片和珠飾亮片黏附到

紡織品基材上。 

傳統之熱熔接 一種透過加熱熔合織物材料

之熱加工製程；透過基材與熱

空氣或與加熱工具的表面直

接接觸來達到加熱。 

 

全部或部分使用梭織布或是

不織布之合成織物；待連結之

織物的熱塑性組分在熔合在

一起時必須在化學上和物理

上相容。 

先進之熱熔接 高級熱熔接類似於傳統的熱

熔接，不同之處在於其加熱是

透過織物與諸如超音波喇叭、

電磁場或雷射之類的來源間

接接觸而達成的；也可以使用

單獨的熱活化膠黏劑材料。 

全部或部分使用合成纖維織

物，通常是梭織布；待連結之

織物的熱塑性組分在熔合在

一起時必須在化學上和物理

上相容。 

資料來源：取材自Rajkishore Nayak和Rajiv Padhye編輯之"成衣製造技術（Garm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015 年，Woodhead Publishing 出版。 

膠黏劑黏合 

膠黏劑黏合是將天然或合成織物片透過放置在它們之間的黏合材料來連結的製程。該製

程還可用於密封織物中被針穿刺而產生之孔洞。 

該製程可使用特殊裝置的縫紉機來進行。事實上，幾乎任何類型的縫紉機都可裝置膠黏

劑黏合設備。 

一般而言，由於環境問題和健康與安全法規，使用溶劑的膠黏劑黏合方法（參見表 1）

已經不受歡迎。 

因此，它們在許多應用中已被水基膠黏劑或熱活化膠黏劑之黏合製程所取代。 

為了使用熱活化膠黏劑來進行膠黏劑黏合，將膠帶或薄膜狀之黏合材料或熱塑性材料置

入待黏合的兩層織物之間，並折疊織物以形成接縫。 

利用加熱壓腳（壓板）施加必要的熱量和壓力以熔化熱塑性材料，熔融物質隨即滲透織

物並在織物自身與製造織物的纖維之間形成黏合。然後，該物質也隨之變乾燥、冷卻和

硬化。 

每種類型之熱塑性材料都具有特定的性能組合，並且材料的選擇取決於所連結之織物所

需的性能組合。所需的性能又取決於許多因素，如下所述。 

˙因素之一是製作熱塑性材料的聚合物。尤其是，必須選擇適當的聚合物以獲得良好的

黏合。典型之聚合物類型包括尼龍、聚酯、聚烯烴和聚氨酯。 

˙因素二是熱塑性材料的厚度或隔距，這有助於確定其重量。較重的織物需要較厚的材

料以達到最佳黏合，而較輕的織物則需要較薄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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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三是熱塑性材料之軟化點，或材料開始熔化和流動的溫度。一般情況下，例如，

活化熱塑性薄膜所需的最低設定溫度比其軟化點高 15℃。重要的是，薄膜之熔化溫度

應低於黏合織物的熔融溫度。 

˙因素之四是熔體流動指數。這顯示出熱塑性塑料一旦熔化即會如何流動。具有高熔體

流動指數的熱塑性塑料在熔化後將以類似於水流之方式快速流動，而具有低熔體流動

指數的熱塑性塑料將以更像蜂蜜之方式流動得更慢。高熔體流動熱塑性塑料比低熔體

流動熱塑性塑料更快地滲透織物，因此而產生更好的力學性黏合。 

為了活化熱塑性材料，可以使用熱封壓力機（heat seal press）。 

在黏合過程中，必須精確控制如下三個關鍵變數並進行監控，以確保牢固和持久的黏合： 

˙熱量； 

˙壓力；以及 

˙時間。 

施加熱量直至達到臨界溫度。該臨界溫度是膠線溫度（glue line temperature, GLT），它是

兩層織物間之界面處的溫度。如果 GLT 太低，則織物將不會彼此黏附。但如果 GLT 太

高，則存在著損壞織物之風險。 

該黏合通常透過氣壓缸（pneumatic cylinder）來施加壓力。 

為了使熱塑性塑料充分熔化並流入織物內，需要在一段精確之時間內施加熱量和壓力。 

美國 Bemis 公司是紡織品膠黏劑黏合技術領域先驅之一。如今，該公司是熱塑性膠黏劑、

薄膜和塗料生產的龍頭商。 

該公司的產品用於成衣縫合，以及嵌入與創製袖口、束繩通道、下襬、口袋和拉鍊。 

Bemis 以其用於黏合織物的 Sewfree 系列膠黏薄膜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幾乎任何布料組

合都可用 Sewfree 來連結在一起，包括棉、尼龍、聚酯和聚酯/棉混紡。它也可黏合經耐

久防水（durable water repellent，DWR）、聚氨酯或乙烯基塗覆處理之織物。 

Sewfree 薄膜透過加熱活化並受到壓力，以在織物片之間形成輕質且持久的黏合。 

Bemis 聲稱與 Sewfree 黏合之接縫的重量比傳統縫紉之接縫輕了 6％。該公司還聲稱，與

縫紉接縫相比，這些膠黏劑為成衣提供了更大的拉伸彈性和回復性以及更好的防水性。 

實驗室和現場測試顯示，Sewfree 黏合強度與縫紉接縫一樣強或更強。 

與傳統縫紉線不同，用 Sewfree 黏合之接縫不需要匹配色彩，因為同一批薄膜可使用在

各種顏色之中。 

熔接 

由熱塑性材料製成的織物可有幾種熔接方法。在所有方法中，都是將織物的溫度升高到

足以在兩層界面處熔化熱塑性材料而將織物連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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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風熔接和熱楔熔接 

傳統的熔接方法包括熱風熔接（Hot air welding）和熱楔熔接（hot wedge welding）。在熱

風熔接中，使用噴嘴來傳送熱量，以便在兩層界面處熔化熱塑性材料。而在熱楔熔接中，

使用可精確控制溫度之金屬楔形物將熱量傳送到界面。 

在該兩種方法中，都施加熱量來熔化熱塑性材料，並施加壓力以利纖維透過熔融材料之

流動而被潤濕。 

熱風熔接和熱楔熔接產生相同的結果。 

但是，每種製程都有其獨特之優點，因此根據生產需求而選擇使用其中一種最合適的。

一般而言，熱風熔接製程比熱楔熔接更快，但它消耗更多能量並產生更多噪音。 

使用這些傳統導熱方法將織物連結在一起之製程比先進的熔接技術----例如超音波熔接、

高頻輻射熔接和雷射熔接（見下文）----更慢且受到更少操控。 

超音波熔接 

倡導者聲稱超音波熔接快速、準確和有效。 

此外，使用這種技術連結的織物保持其柔軟性和透氣性。 

因此，超音波熔接在醫療和其他防護服之製造中非常受歡迎。 

超音波熔接涉及引導高頻振動波（通常為 20kHz 或更高），以便它們在合成織物中快速

積聚熱量。 

該技術需要利用熱塑性材料以在織物層之間形成黏合。熱塑性材料可使用織物本身的組

分或織物之塗層，或者它也可以膠帶或薄膜 10的形式被使用。 

10
 商業上，術語"膠黏薄膜（adhesive film）"通常用於描述熱塑性薄膜或膠帶，但嚴格來說，這些都不是真

正的膠黏劑。 

材料放置在振動式喇叭（vibrating horn）和滾筒（rotary drum）之間，該滾筒具有不規則

的凸起部位。 

由於振動式喇叭的高頻機械運動和喇叭與滾筒之間的壓縮而產生熔接。該動作在喇叭與

材料接觸點處產生了摩擦熱。 

超音波熔接可用於切割或熔接如下材料： 

˙尼龍； 

˙聚酯； 

˙聚乙烯； 

˙聚丙烯； 

˙氨基甲酸乙酯（urethanes）；以及 

˙聚氯乙烯（polyvinylchloride，P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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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產生連續且不透水之接縫，至少 60％待超音波熔接的材料必須由熱塑性材料構成。

如果不是這樣，該接縫必須再用熱塑性膠帶或薄膜加固。 

儘管如此，部分製造商在超音波加熱時始終都使用熱塑性膠帶或薄膜來確保接縫之完整

性。 

高頻輻射熔接 

高頻輻射熔接，也稱為射頻（radio frequency，RF）熔接或介電熔接（dielectric welding），

廣泛用於防護服之生產。 

該技術也廣泛用於防水戶外成衣之生產。 

通常，該技術使用高頻----27.12MHz----電場來加熱絕緣體並因此而升高其溫度。 

在這種情況下，該絕緣體為織物或熱塑性薄膜。 

然而，並非所有材料都能以這種方式加熱。該製程依賴於織物的某些特性，這些特性在

快速交流的電場中可造成熱量之產生。 

該電場使偶極材料中的分子----例如一些熱塑性塑料----振盪。然後這種振盪可被轉換成

有利於材料熔接之熱量。 

這種技術的最佳材料類型是聚氯乙烯（polyvinylchloride，PVC）和聚氨酯（polyurethanes）。 

雷射熔接 

雷射技術使用於熔接塑料部件已超過 30 年。然而，最近它才被用於成衣產業。 

與其他熱熔接方法一樣，雷射熔接使用熱量來熔化兩層織物之熱塑性組分，並因此而將

該織物層熔合在一起。 

當來自雷射束的能量聚焦在該兩織物層其中之一上並被其吸收時，產生了熱量。 

通常，低功率雷射（小於 50 W / mm 2）使用於紡織應用。 

重要的是，雷射熔接不會損壞織物的外表面。不可否認，它確實在這些表面上留下了一

些痕跡，但是該痕跡並不如透過超音波加熱熔接在接縫上所留下的痕跡般明顯可見。 

成衣結構和穿著舒適性 

成衣結構對穿著舒適性有很大影響。無縫成衣被廣泛認為比縫紉縫合更舒適，因為它們

緊貼皮膚穿著時具有平滑的感覺。 

穿著無縫成衣還有其他幾個潛在的優勢，它們當中有許多直接影響到穿著舒適性。它們

包括： 

˙它們重量輕； 

˙更美觀； 

˙更合身和相同尺寸適用於範圍更大的不同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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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活動自由度； 

˙外套成衣具有卓越的防水透氣性； 

˙易於護理；以及 

˙長久的形狀保持性。 

從製造之角度來看，使用無縫成衣製程避免了將接縫放置在解剖學上的正確位置或避開

有擦傷風險之部位的必要。 

製作成衣時考慮穿著舒適性之重要性不容小覷。在 2009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的一項

調查 11中，近 90％受訪者認為穿著舒適性是無縫成衣之最重要因素。 

11
 該調查由葡萄牙 Braga 之 University of Minho 的研究小組執行，調查結果於 2009 年 9 月 14 日~15 日間在

葡萄牙 Porto 舉行之第一屆設計、工程和創新管理一體化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ion of 

Desig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for Innovation，IDEMI 09）中提出。 

以下四種舒適性測量有助於穿著者如何評估特定成衣之整體舒適性（參見表 3）： 

˙符合人體工程學之舒適性； 

˙心理上之舒適性； 

˙感官之舒適性；以及 

˙熱生理之舒適性。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測量可強烈影響一個人穿著成衣時的幸福感。 

表 3：與成衣穿著相關之舒適性類型 

舒適性類型 註解 

感官之舒適性 感官之舒適性涉及穿著者的皮膚對成衣感覺如何之主觀評價；

感官之舒適性與無縫成衣的舒適特性有很大關係，因為沒有被

接縫摩擦皮膚敏感部位之風險。 

符合人體工學之舒適性 符合人體工學之舒適性與穿著者可在成衣內活動自如的能力

有關。關於無縫成衣，人們已經注意到穿著者應該體驗到更高

符合人體工學之舒適性，因為據稱無縫結構較有接縫的針織成

衣可更有效地拉伸和塑身。 

熱生理之舒適性 當人們對熱環境感到滿意時，就可以獲得熱生理之舒適性；可

在一件成衣內使用各種針織結構是有助益的，因為每一種結構

都是為了解決身體特定部位之熱生理需求。 

心理上之舒適性 心理上之舒適性與某人在成衣中的感受有關，並受到各種因素

的影響，諸如造型、色彩、時尚和美學；心理上之舒適性也可

能與成衣所提供的熱生理、人體工程學和感官舒適性之效能有

關。 

資料來源：由 Steven George Hayes 和 Praburaj Venkatraman 編輯之"運動服和表演成衣的材料和技術（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for Sportswear and Performance Apparel）"，2015 年 11 月，CRC Press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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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無縫成衣較有接縫的成衣更舒適，因為它們免除或至少減少摩擦和擦傷皮膚

之風險。 

舒適性對運動服尤其重要，因為它會影響績效。值得注意的是，更大的舒適性有助於活

動，而這顯然是對運動有利的，尤其是那些需要重複活動的運動，例如高爾夫、游泳和

網球。 

在心理舒適性方面，使用無縫針織或無縫紉接縫技術製成的成衣被認為比縫紉接縫之成

衣更美觀。 

這是因為沒有接縫來標記身體輪廓。同樣地，使用無縫針織或無縫紉接縫技術製成的成

衣之穿著者的肌膚也是無標記性。 

這種心理舒適性的優點受到戶外成衣和裝備龍頭供應商 Patagonia 之研發（R＆D）技術

設計師 Nichola Napora 的讚揚：「我也很喜歡它（無縫黏合）所創造出來的高科技美學。

看不到衣服上的縫線給人一種未來主義之外觀。」 

無縫針織使設計師能夠創建複雜的圖案、織紋和造型特徵，事實上這是使用其他成衣結

構方法所無法實現的。 

成衣合身性 

針織物的結構和性質可對外形產生重大影響，而歸根究底，織物以何製造而成影響了成

衣之合身性。 

緯編針織物----這已成為無縫圓編針織的同義詞----在其寬度和長度以及對角線上都是可

伸展的。這種結構使該織物較梭織物可更輕易地塑造成三維（three-dimensional，3D）形

狀，例如人體。通常，梭織物需要作縫合褶或接縫以達成 3D 形狀。 

但這並不是說在生產無縫應用之織物時，可排除機織作為針織的可行替代品。事實上，

紡織工程師已經開發出直接在織機上織造無縫對稱 3D 形狀之方法。 

有一種調節經線和緯線間之空間數量的方法可製作出所需之形狀，例如金字塔，其可用

來作為無縫胸罩之罩杯。 

在羽絨外套生產中，已開發出在織造過程中產生隔間（baffles）之雙層織物，以減少成衣

製作所需的整體縫紉量。 

人體構圖 

無縫針織使成衣製造商能夠充分利用人體構圖（Body mapping）或精確分區取樣（precision 

zoning）作為提高穿著舒適性之工具。 

人體構圖是一項技術，根據其開發公司 W L Gore＆Associates 之說法："透過功能性織物

的策略性佈局，讓身體各種氣候帶之需求可獲得更專業且更有效地解決"。在無縫針織製

程中，可透過包含括不同纖維類型和紗線結構的針織成衣嵌片來完成人體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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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縫針織和無縫紉接縫在功能性成衣中之應用 

無縫針織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無縫針織品的應用範圍不斷擴展。這種擴展主要是因為針織機械

發展之故。 

使用無縫成衣製程已在如下幾種成衣類別中逐步發展：  

˙健身運動服（activewear）； 

˙運動休閒成衣（athleisure apparel）12； 

˙貼身層衣物（base layers）； 

˙海灘裝； 

˙緊身連衣褲（bodywear）； 

˙休閒服； 

˙壓縮衣； 

˙孕婦裝； 

˙醫療成衣； 

˙體態矯正成衣（posture garments）； 

˙塑身衣（shapewear）13； 

˙運動服； 

˙游泳衣； 

˙產業用外套；以及 

˙內衣。 

12
 運動休閒成衣（athleisure apparel）之設計是為了適於在體能活動和日常生活中穿著。 

13
 塑身衣（shapewear）也被稱為瘦身衣（slimwear）、塑身內衣（body shaper underwear）、緊身榙（foundation 

garments）和調整型成衣（control garments）。 

無縫針織布料被採用到大量成衣和鞋類產品以及服飾配件中。採用無縫針織布料之成衣

和鞋類產品及服飾配件包括：背包、手套、夾克、牛仔褲、緊身褲、跑鞋、運動胸罩、

泳衣、T 恤以及上衣。 

在作為外衣穿著之衣服中，無縫技術提供了減輕重量和減少接縫的優點。 

在緊貼皮膚之穿著中，該技術可讓人體構圖（參見第 18 頁）之優勢透過將功能性特性

用於身體的特定部位而被利用。 

鑑於無縫針織可提供非常高的舒適性和免於擦傷的能力（參見第 16 頁），無縫針織之應

用領域將持續擴增。該技術甚至被用於生產女性防彈衣，因為它比傳統的生產方法可提

供更貼合女性身體形狀之防彈衣。 

壓縮衣 

壓縮衣被稱為是無縫針織的"殺手級（killer）"應用。壓縮成衣 14 是緊身之衣物，其對身

體的特定部位施加輕微壓力。通常，這些成衣由經編織物或圓編針織織物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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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壓縮成衣有時被稱為壓力成衣。參見 Performance Apparel Markets，2014 年第 3 季，No. 50："壓縮成衣和

塑身衣：提高功能性和健康之緊身成衣（Compression wear and shapewear: skin-tight apparel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 and well-being）"。 

壓縮衣長期以來一直被用於處理醫療狀況，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它的使用已經在健身

運動服、運動服甚至休閒服中根深蒂固了。 

運動服製造商聲稱，壓縮成衣可透過提高運動員績效、降低受傷風險以及加速運動中與

運動後復原，為運動員提供競爭優勢。 

在這方面重要的是要注意，任何結合在運動成衣內之壓縮嵌片被妥當定位，以利該成衣

被穿著時可覆蓋住目標肌肉群。否則，將無法達成這些優勢。 

由於無縫針織結構是標靶性壓縮的極佳載體，因此它們廣泛應用於智慧型織物和可穿戴

技術。 

在這些應用中，它們已被用於將感應器整合到織物中，以利收集和處理穿著者相關之心

跳率、溫度和許多其他生命體徵的數據。 

運動服 

運動服是無縫針織之另一個利潤豐厚的市場區塊。目前，大多數以彈性織物製成的運動

服都採用無縫技術來製造，因為使用該技術可讓其功能性特性創作出滿足穿著者在舒適

性和美觀性方面之特定需求。 

產業用外套 

與運動服有共同之處的產業用外套也從無縫技術中獲益匪淺。 

被歸類為產業用外套之沒有接縫的成衣變得更合身，因此在外觀上不那麼笨重，同時又

保留了諸如防水透氣性之類的重要功能性特性。 

外穿式內衣 

"外穿式內衣（Innerwear-as-outerwear）"是一種作為外衣穿著之內衣型成衣，近年來這種

成衣的穿著趨勢一直在發展。一個這類成衣的主要例子是直接穿在夾克下面的胸罩。 

無縫結構被認為是這類成衣的重要特徵。 

運動休閒衣 

運動休閒衣是在歐洲和美國等無縫針織產品更成熟的市場中銷售成長最快的區塊。 

無縫紉接縫 

無縫紉接縫，和無縫針織一樣，廣泛應用於許多功能性成衣類別中。 

事實上，使用黏合接縫之該技術的特色在許多健身運動服、運動服和戶外成衣市場的如

下龍頭公司之成衣產品中都有所展現： 

˙adidas；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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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lemon Athletica； 

˙Nike； 

˙Patagonia； 

˙The North Face；以及 

˙Under Armour。 

無縫針織和無縫紉接縫之創新 

Bemis：Versafilm 

Versafilm 是一種熱塑性薄膜，是以無縫紉接縫技術而享有盛譽之美國公司 Bemis 的最新

創新產品之一。 

Versafilm 的理念是改善無縫針織運動服腰帶之功能性和外觀，使其體積更小、重量更輕

及外觀更時尚。相較傳統剪裁與縫紉的腰帶，採用 Versafilm 之腰帶在結構上所需要的材

料減少了 30％。事實上，由於免除額外織物之必要，該薄膜也排除了透氣性的障礙。 

此外，Versafilmis 表示將提供"無與倫比的拉伸彈性與復原之水準"。 

Versafilm 的結構可根據運動型態來訂製，以改變薄膜表面之圖案來供使用。 

提供如下三種模式： 

˙犬牙（houndstooth）； 

˙"階梯（ladder）"；以及 

˙鑽石晶格（diamond lattice）。 

Eurojersey 和 Cifra：混合型經編針織成衣 

義大利經編針織布料龍頭商 Eurojersey 與 Cifra（參見第 9 頁）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用於健

身運動服之名為 Sensitive 品牌（參見下文）的混合經編無縫成衣。 

將 Eurojersey 之專有經編技術和 Cifra 之經編針織無縫（Warp Knit Seamless，WKS）技術

結合在一起，使得此一推出成為可能。這些成衣以其功能性和風格備受讚譽。 

由於該技術使用於 Eurojersey 之 Sensitive 品牌布料，該系列成衣聲稱即使經常使用和洗

滌之後仍然具有極佳的形狀保持性。 

它們聲稱還具有快速乾燥時間和極佳之抗紫外線輻射防護作用，因為它們具有 50+的紫

外線防護係數（ultraviolet protection factor，UPF）15。 

15
 織物之紫外線防護係數（ultraviolet protection factor，UPF）被定義為透過空氣的紫外線輻射量除以透過

織物的紫外線輻射量之數值。 

此外，Cifra 之 WKS 技術有助於用來為成衣提供透氣部位和圖案結構之人體構圖（參見第

18 頁）。 

該成衣部件使用超音波熔接（參見第 15 頁）連結，以防止傳統接縫技術所引起之摩擦

和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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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us：Freelite 

瑞士滑雪服供應商 Kjus 推出了名為 Freelite 之高科技滑雪夾克。據 Kjus 表示，該夾克花

了三年多的開發時間，採用提花針織編織成型，並具有毛衣之手感。該夾克不是以無縫

紉製造的，但由於是編織成型，該夾克的針腳數量很少。 

該夾克以聚酯針織物製成，具有貼合之透氣膜，並且經過了耐久防水（durable water 

repellent，DWR）處理。 

Kjus 聲稱 Freelite 是"世界上第一款全針織超彈性滑雪夾克"，製作該夾克的針織布料所提

供之拉伸彈性力度是傳統梭織布料的兩倍。 

因此，它提供了更大的穿著舒適性和活動自由度。 

Freelite 可滿足滑雪夾克高端市場之需求，而這反映在男士用和女士用的零售價高達約

700 歐元（860 美元）。 

圖 4：Freelite 針織滑雪夾克 

 

資料來源：Freelite 

New Textile Technologies：SensElast 

SensElast 是由德國紡織品黏合專業公司 New Textile Technologies 所開發之無縫技術。 

義大利經編針織布料龍頭商 Eurojersey 聲稱 SensElast 技術之使用增強了其 Sensitive 品牌

布料製成之成衣的舒適性，並為成衣設計師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來創造額外之功能和獨特

的設計。 

為了展示這些優勢，Eurojersey 在 2018 ISPO 慕尼黑展會上展示了一系列使用 SensElast 技

術之 Sensitive 布料製成的健身運動成衣（參見第 2 頁）。 

NIKE：FE/NOM Flyknit Bra 胸罩 

美國運動成衣供應商 Nike 開發了 Nike FE/NOM Flyknit Bra 胸罩，該公司將其稱為運動胸

罩領域之"遊戲規則顛覆者（game 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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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胸罩採用 Nike 公司的 Flyknit 技術製造，它是一種平針針織技術，以其生產重量輕、

合腳和幾乎無縫之鞋面而聞名。該技術在 2012 年倫敦奧運會上首次亮相，使用於製造

Nike Flyknit Racer 跑鞋。 

該胸罩包括兩層由尼龍和彈性紗線混合而成之單層織物嵌片。該嵌片利用這樣的方式連

結在一起而讓胸罩感覺像是無縫般。 

該胸罩本身之設計讓某些部位可提供高度支撐，而其他部位則提供較少支撐。Nike 宣稱，

儘管該胸罩並沒有使用襯墊和金屬線等部件，它所提供之整體支撐度非常卓越，並且該

胸罩穿著起來非常舒適。 

在設計該胸罩時，Nike 之設計團隊利用運動員的身體掃描來確定運動過程中受熱氣、汗

水和體能活動影響最大的身體部位。 

相較 Nike 其他高支撐度運動胸罩----可包含多達 41 個部件和 22 個接縫----該胸罩採用更

少的材料製造而成，並且結構更簡單。 

此外，它比 Nike 運動胸罩系列中的其他胸罩輕了 30％。 

該胸罩適合在參加各種體育活動時穿著，包括拳擊、高強度體育訓練、普拉提課程

（Pilates）、跑步和瑜伽。 

圖 5：Nike FE/NOM Flyknit Bra 胸罩 

 
資料來源：Nike 

Nike：Flyweave 

Flyweave 是 Nike 在 Flyknit Racer 跑鞋取得商業成功後所開發的一系列鞋子。 

然而，與使用針織製程之 Flyknit 技術不同的是，Flyweave 技術以編織為主。 

這種新技術有助於為鞋面製造出更堅固的材料，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腳部自然律動之效果。 

此外，該技術使鞋子的形狀和設計可依據個別運動員和運動項目之耐久性、強度和穩定

性的具體要求而進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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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自 2002 年以來即一直在 Nike 公司工作的設計師 Thomas Bell 表示：「Flyweave 是我

在 Nike 所看到的最令人振奮的創新之一，它來自傳統編織方法的啟發，但卻具有航太材

料之強度和可靠性。」 

圖 6：Flyweave 

 
資料來源：Nike 

ODLO：Active Spine 

Active Spine 是使用一種具有"活性的姿勢控制系統（active posture control system）"之無縫

針織技術的成衣。它的創造者 ODLO----瑞士運動成衣公司----聲稱這種組合使穿著者能

夠控制自己的姿勢。據說這種控制可改善運動績效和自體能活動中恢復健康狀況。 

2018 年 ISPO 慕尼黑（參見第 2 頁）展會中，Active Spine 因其在健康和健身類別中展出

傑出消費產品而獲獎。 

該成衣可作為男士用和女士用貼身層衣物，也可作為運動胸罩。 

Picture Organic Clothing：ENO Jacket 夾克 

由法國活性運動服設計專業公司 Picture Organic Clothing 所開發的 ENO 夾克，是該公司

以其 ENO 功能性外套品牌下銷售之一系列夾克的一部分。 

該夾克以來自回收聚酯之紗線所製成的提花織物製造而成，具備原有的拉伸性能。 

使用人體構圖技術，根據該夾克特定部位之功能性要求來調整織物的針織密度（參見第

18 頁）。 

較寬鬆的針織物用於手臂下方和夾克背面，以增強透氣性，同時肩部採用較緊密的針織

物來提供耐磨性。 

這種結構顯著減少接縫之需求。更具體地說，在需要加固的暴露部位----例如肩部----緊

縮針織物，而不需要附加織物，因此也不需要以接縫來強化這些部位。 

ENO Jacket 提供終身維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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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am：C9 

C9 是由印度公司 Sangam 推出之女士無縫成衣品牌。該公司聲稱自己為印度紡織事業的

先驅和楷模。 

該 C9 系列包括如下多種女士用成衣類別： 

˙健身運動服； 

˙休閒服； 

˙貼身內衣； 

˙外衣； 

˙塑身衣；以及 

˙瑜伽服。 

推出 C9 系列代表了 Sangam 首次涉足無縫成衣領域。該公司已宣佈其計劃積極進軍印度

內衣市場，該市場 2015 年零售額約為 150 億盧比（23 億美元）。該市場正在快速成長，

這由近年來的年銷售成長率在 20~25％之間可見端倪。這種成長反映出印度城市地區之

女性穿衣模式的顯著轉變，從正式服裝到舒適型休閒成衣。 

Sangam 執行董事 V. K. Sodani 先生評論無縫成衣之投資，他說：「我們的第一個零售品牌

Channel Nine [C9] 將改變印度女性之著裝風格。」 

該公司擁有每天生產 10,000 件無縫產品產能的設備。 

Santoni：鞋類用無縫鞋面 

Santoni 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無縫鞋面，在其新款 X 機上進行編織（參見第 7 頁），此為生

態設計師 Tiziano Guardini 獨家時裝系列的一部分。 

該鞋面以義大利 Fulgar 公司生產之 Evo 紗線製成，並具有 Santoni 所聲稱的"未來主義線

條（futuristic lines）"。 

Evo 紗線含有生物基，因為它來自蓖麻油植物----一種可再生資源，其種植不需要大量的

水，也不佔用農業用地。 

據說 Evo 紗線製成的布料為： 

˙重量很輕；以及 

˙具有極佳拉伸彈性、透氣性和抗菌性。 

據 Santoni 表示，創造一種完全由生物基材料製成之鞋子的概念可能"讓鞋類產業發生革

命性劇變"。 

Santoni、Lenzing、Unitin 和 Tonello：DEN/IM 

DEN/IM 是一種創新的針織牛仔系列，包括牛仔內搭褲（jeggings）、露臍上衣（crop top）

和西裝外套，其於 2016 年由紡織和成衣產業不同領域之如下四家龍頭公司所聯合開發： 

˙Santoni----義大利無縫針織機製造商； 

˙Lenzing----奧地利人造纖維素纖維供應商； 



26 
 

˙Unitin----西班牙靛藍紗和牛仔織物供應商；以及 

˙Tonello----義大利成衣加工整理專業公司。 

這些公司開發此系列的目的是為了展現針織牛仔成衣作為運動休閒服、內衣或休閒服等

傳統成衣之可行替代品的潛力。DEN/IM 被描述為跨界產品（crossover product），它結合

了針織品之更靈活屬性和梭織牛仔布料之美學魅力。 

該系列中的產品採用兩層雙向拉伸之 Tencel 布料製作而成。 

據說這比傳統的梭織牛仔布更舒適，因為它重量更輕，並提供卓越的吸濕排汗和溫度調

節。 

DEN/IM 代表了牛仔布市場首次引入無縫概念，而且該系列之目標是針對所謂的"功能性

牛仔布"之不斷成長的市場。 

根據參與開發 DEN/IM 之公司表示，傳統的梭織牛仔布市場可從這個概念所提供之內容

受益，即"準時化（just in time）"生產和半成品成衣，以滿足快速變化的時尚世界之需求。 

使用 Santoni 最新的機器之一----SM8/EVO4J GG20，在幾分鐘內即可製作出半成品之

DEN/IM 成衣。 

此外，該機器還可提供多種造型和設計選項。 

Santoni 行銷經理 Patrick Silva 介紹了這台機器的功能，他說：「該機器適用各種原材料，

它可生產圖案、透氣部位、加溫區、支撐區、腰帶、褲腿褶邊、圖標等等，都在一個單

一的編織製程中。」 

圖 7：DEN/IM 牛仔內搭褲（jeggings） 

 

資料來源：Unitin 

Studio Eva X Carola、Pauline van Dongen 和 Santoni：Radius 

Radius 是一款具有實用性和未來主義設計之旅行背包。該設計是一位對可穿戴技術有濃

厚興趣的荷蘭時裝設計師 Pauline van Dongen 和使用無縫與圓編針織技術開發紡織品的

Studio Eva X Carola 所合作開發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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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s 在位於中國大陸上海的研發實驗室開發，該實驗室由 Santoni 營運。 

該背包的主體由包括不同紗線之三維（three-dimensional，3D）羅紋織物構成。 該 3D 結

構具有裝飾效果，並在背部和肩帶附加了帶來額外舒適感的襯墊。 

橫過背包前部的吊帶以嵌有太陽能電池珠之針織物製成，其可讓該背包為行動電子設備

充電。 

該吊帶附有一個磁吸按鈕，其可打開以利進入收納有充電纜線的口袋中。 

The North Face：FuseForm 登山夾克 

FuseForm 登山夾克為美國戶外成衣公司 The North Face 採用提花編織技術製造而成。 

該夾克不是以無縫製造，但它外表看起來像是無縫的，因為在它的結構中只使用了最少

量的縫紉。 

FuseForm 技術可在織造過程的不同階段將兩種類型之紗線編織到同一塊織物中。 

這兩種類型是較高旦尼爾的 Cordura 紗線和較低旦尼爾的 Cordura 紗線。 

Cordura 紗線以其耐用性和耐磨性著稱，廣泛被利用於製造功能性成衣。 

在該 FuseForm 登山夾克中，較高旦尼爾之紗線強化了易受磨損和撕裂的部位，例如肩部

和肘部。 

同時，較低旦尼爾之紗線則強化了身體前面和後面的透氣性和活動自由度。 

使用 FuseForm 技術導致沿著織物長度之撕裂強度和拉伸強度產生變化。因此，所需要的

織物類型較少，也因此需要較少接縫。由於兜帽之織物中的紗線與成衣主體之織物中的

紗線交織在一起，因此兜帽附件中甚至沒有接縫。 

展望 

近年來，無縫和無縫紉接縫技術已有長足進步，而且發展速度正在加快。 

程式軟體之進展推動了無縫成衣的開發，使其具有設計水準、高科技功能性和合身性，

這是透過傳統的裁剪與縫紉方法所無法實現的。 

有人建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會使縫紉縫合過時，但考慮到縫紉縫合的成本優勢，

這種情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太可能發生。 

儘管如此，用於成衣製造之複雜電腦軟體可以為"虛擬成衣試衣（virtual garment fitting）

"預先鋪路，這對於無縫領域來說是個好消息，並且可為量身訂製成衣之生產提供了完美

的合身性。Shima Seiki 和 Stoll 相信，到了 2020 年，透過人體掃描自動生產個人化全成

型針織成衣將是可能實現的。 

隨著消費者對無縫成衣優點的認識不斷提高，其對成衣之需求似乎將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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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斷推出了具有創新設計、各種結構與功能特徵之新產品，供應方面也日益增長。 

鑑於無縫技術為消費者帶來的好處，再加上它為成衣製造商添加之價值，令人驚訝的是

無縫技術之潛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這可能是由於消費者----雖然接受無縫內衣的概念----似乎對購買無縫外衣猶豫不決。這

種猶豫可能是因為目前產品供應的選擇項目不足，再加上該技術之相對較高昂的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