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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ITIS  李信宏

一、前言

人造纖維工業居於我國紡織工業之源頭，上承石化工業之合成原料，下接紡織、染、

印、整理、成衣及其相關應用作業，形成一貫且龐大的生產體系，此乃紡織工業擁有強大

國際競爭力之主因，也是我國貿易順差之重要來源。

目前台灣人造纖維不但技術成熟，又可賦予各種機能、功能等性質，而超越天然纖維之

性質，故人造纖維已成為我國極具競爭力之產業，亦為紡織工業之根基。依據日本化纖協

會的資料顯示，2018年我國人造纖維生產量達到166.1萬公噸，占全球人纖生產量2.4%，

為全球第四大人纖生產國家，其中聚酯絲生產量高達81萬噸，為全球第三大，聚酯棉生產

量達到51.6萬噸，居全球第四大，而耐隆纖維產量則達到26.1噸，亦位居全球第三大，皆

占有全球重要生產地位。

二、產業發展現況

我國人纖產品並非直接生產出口，所生產人纖產品進行加工後，做成織布產品出口。

因此人纖工業在紡織原料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但產值龐大，產業關聯性亦大。2019

年我國人纖產業年產值受到原油價格下跌影響，聚酯纖維及耐隆纖維的價格皆比2018年下

滑，加上2018年人纖業產值基期較高，造成整體人纖業產值負成長，達到976億元台幣。

近年來由於面臨環保意識高漲及高人力成本，造成土地、社會成本相對提高，尤其面

對中國大陸的低價銷售，台灣各人纖廠為強化競爭力，紛紛提升產品品質、開發新產品、

增加附加價值及改善經營結構。迄今台灣紡織工業，隨著國內外各種新合纖的研發上市，

配合下游專業假撚廠的創新開發、織布廠的織物設計提升與染整廠的創新技術，製造各種

具特殊手感、光澤及多機能性的紡織品，賦予紡織品能具有比天然纖維更優良之特性，且

無天然纖維易皺易縮等缺點，為我國紡織業創造極大的發展空間。

2019年我國人造纖維原絲、原棉的日產能較2018年皆呈現成長，其中聚酯絲日產能

達到2,985公噸，占人造纖維總產能48%，較2018年成長50公噸；而聚酯棉則達到1,974

公噸，占人造纖維總產能31.8%，較2018年成長55公噸。近年來，我國人造纖維日產能從

台灣人造纖維產業發展情勢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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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7,558公噸，逐漸減少至2019年的6,218公噸，減少幅度達到18%。而聚酯纖維

的產能比重則從2013年的72%，逐漸增加至2019年的80%，不只占有高比重，且明顯高於

其他纖維產品（參見表1）。

另外，在人纖加工絲產能方面我國多年來都是以聚酯加工絲為主，約占加工絲總產能

的87%，耐隆加工絲則占13%。2019年台灣聚酯加工絲產能達到67.5萬公噸，與2018年相

同；耐隆加工絲產能則是略微成長4.6％，達到10.5萬公噸（參見表2）。

表1   2013 ～ 2019年台灣人造纖維原絲及原棉產能統計               單位：公噸/日；%

年 度
聚     酯 耐     隆 聚丙烯腈 嫘 縈 彈性

纖維
合  計

絲 棉 絲 棉 棉 棉

2013 3,519 1,954 1,280 50 300 440 15 7,558

2014 3,412 1,954 1,150 50 270 440 14 7,290

2015 3,378 1,989 1,150 50 270 414 14 7,265

2016 3,401 1,919 912 50 270 414 14 6,980

2017 2,991 1,919 870 48 150 200 14 6,192

2018 2,935 1,919 863 46 150 200 14 6,127

2019 2,985 1,974 906 39 100 200 14 6,218

占比(%) 48.0 31.8 14.6 0.6 1.6 3.2 0.2 100

資料來源：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會員廠商提供資料），2020年3月。

表2   台灣人纖加工絲產能統計                                                單位：公噸/日；%

年 度 聚酯加工絲 耐隆加工絲 合     計

2013 696,019 100,485 796,504

2014 717,948 117,678 835,626

2015 775,898 113,718 889,616

2016 758,538 97,482 856,020

2017 668,778 96,492 765,270

2018 675,048 100,122 775,170

2019 675,081 104,742 779,823

2018/2019 (%) 0.01 4.6 0.6

資料來源：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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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面臨問題

雖然台灣人造纖維及加工絲產業皆具國際競爭地位，但面臨全球競爭環境的急遽變化，

尤其來自亞洲新興國家的強力競爭，包括中國大陸、印度等國家的規模量產，台灣產業環

境卻需面對土地、勞工等成本高漲問題，規模經濟的生產優勢早已不復存在，茲將面對主

要問題說明如下。

(一)	人力短缺及經營成本上漲

由於社會上民意高漲及經濟環境的變遷，年輕一代求職者多朝向選擇服務業、電子業等

工作，導致人纖製造業之一般性勞工及技術人才嚴重缺乏，加上國內高職以上紡織科系人

數嚴重供應不足，致使人纖業者不論在技術、管理及研究開發等各階層的幹部缺乏，影響

產業生產力及競爭力，如何大量培育紡織專業人才，確已成為當前重要課題。另一方面，

我國國民所得和物價指數仍呈現上漲趨勢，工資成本增加；人口密集及都市發展壓縮限制

產業用地，使土地價格上揚，增加用地成本；日益嚴格的環保法規，增設環保設備，經營

成本上升等，都是未來業界必須面對的問題。

(二)	兩岸轉口貿易依賴度過大

依據2019年出口數量及出口地區統計，我國人造

纖維外銷至中國大陸的金額約為3.2億美元，若再加

上輸出至香港（香港大部分轉往中國大陸）的金額0.4

億美元，占人纖出口總金額16.6億美元的22%，顯示

出口市場偏重於中國大陸市場，必須拓展其他海外出

口市場，以降低風險。

(三)	來自新興紡織工業國家之競爭壓力

除中國大陸以外，東南亞新興紡織國家包括：越

南、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急速興起，以其低廉

且充沛的勞力優勢，配合外資大量的

投入及技術輔導，紡織技術及產能急

速提升，尤其近期的中美貿易紛爭，

更加快對越南紡織業的投資腳步及產

業鏈逐漸成型，已對台灣人纖製造業

造成競爭壓力，未來更應積極投入開

發、產品創新，加強產品市場區隔，

達永續生存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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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保及永續發展已成為未來人纖及紡織業發展的共識

人類生產與消費對地球自然環境破壞日趨嚴重，環保與永續發展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關

注焦點，各種相關公約、法規因應而生，如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聯盟（ZDHC-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在紡織、皮革和鞋類產業中推動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之共識，尤其

ZDHC主要成員多具備紡織成衣國際品牌商與供應商背景，掌握國際市場採購訂單，因此聯

盟成員彼此間的規範對台灣人纖及紡織業的國際訂單具有直接影響力，如要持續掌握國際

大廠的訂單，勢必要瞭解並遵守國際環保法規與永續產品的生產開發。

(五)	武漢肺炎疫情對台灣人纖產業的初步影響

武漢肺炎疫情從2月份開始爆發以來，已經對台灣紡織業供應鏈造成影響，惟影響程度

仍有待後續觀察。根據紡織所ITIS團隊調查，整體而言，上游化纖業者對2020年營運表現

看法相對保守許多；雖然台灣國內紡織廠開工狀況仍維持正常，生產狀況受疫情影響程度

仍不大。但是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生產線人力調度仍面臨各城鎮實施封閉式管理，及地方政

府不同的復工條件限制等，部分產區尚無法全員復工。在中國大陸設廠的上游化纖業者因

下游客戶需求放緩，對2020年的營運預估明顯趨向保守。

2019年台灣紗線出口至中國大陸市場佔出口至全球市場的31%，短期內武漢肺炎疫情

可能影響台灣聚酯、耐隆等化纖產品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出口。尤其長時間的運輸中斷，代

表即使纖維或布料廠可以恢復運轉，產品也無法運輸到沿海省份的主要生產中心。儘管中

國大陸部分企業已在2月10日如期開工，但在交通網絡嚴重中斷的情況下，從業人員可能

無法如期重返工作崗位。

英國化纖原料數據分析公司Wood Mackenzie指出，SARS危機使中國的聚酯生產跌了三

個月，同時也造成聚酯產品及其主要原料PTA（精對苯二甲酸）和MEG（乙二醇）價格下

跌。有鑑於SARS危機約在4個月後達到高峰，並於之後2~3個月逐漸緩解，Wood Mackenzie

首席顧問Salmon Lee預測，現在的疫情也可能遵循類似的模式，導致聚酯及下游紡織成衣業

停滯一段時間。

四、	因應對策

(一)	依市場需求持續開發創新產品

差異化創新產品開發是我國化纖產業發展的重點項目，產品發展指標就是「機能、環

保，兼顧流行性」。我國人造纖維及加工絲產業多年來持續研發創新，累積了強大的開發能

量，不斷推出各種引領市場流行趨勢及環保綠能的的機能性纖維產品，提供中、下游產業

多樣且高值化、差異化及節能減碳的優良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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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針對人造纖維創新產品的開發，歸納朝向以下六大重點發展：（1）高科技、多機

能、創新素材；（2）涼感衣、發熱衣、溫度管理；（3）智慧衣、保健紗、智慧管理；（4）

產業用、家飾用、擴展研發；（5）短纖維、不織布、醫療保健；（6）減碳排、節能源、永

續環保。

我國的人造纖維及加工絲廠商奠基於差異化、高值化的創新產品基礎上，發展成熟。全

球70%的機能性布料由台灣產製；全球5大品牌商的產品，80%與台灣紡織業策略聯盟；藉

由科技的進步，纖維紡織品的發展日新月異，台灣不但成為國際品牌商最佳機能性紡織品

的採購供應商，同時成為最值得信賴的環保紡織品供應商。

(二)	以永續經營理念開發環保產品

台灣的人造纖維產業發展，歷經亞洲新興國家的強力崛起，包括中國、印度等國都高速

化發展，台灣又面臨土地、勞工等成本高漲，經濟規模的生產優勢不復存在，一般化產品

已無法因應強烈的國際競爭，所以為了提升競爭能力，業界不斷求新求變，品質升級，提

高附加價值，並進行差異化生產。

近年來，台灣紡織業發展機能時尚與永續環保兩大特色，奠定發展基礎並開拓國際市

場，高科技術創新更讓台灣紡織業被世界看見，其中「永續環保」更是台灣人纖產業發展

利基。2018年國際世足賽中，32個決賽隊伍就有16個國家隊穿上台灣『寶特瓶環保回收聚

酯纖維』製成的球衣；依據統計，周邊共創造了800萬件運動服飾商機。環保紡織品在全

球消費市場已成為銳不可擋的綠色浪潮，供應端的國際知名品牌商包括NIKE、adidas、Gap

等因應消費市場的趨勢，在下單時更重視並要求素材的「碳足跡」，彰顯「環保、低碳、節

能、永續發展」的綠色化纖環保素材，此正是人造纖維業對地球應盡的義務，也是產業界

應掌握的市場趨勢與商機。

目前人造纖維業界基於自發性對地

球環境的保護，以及展現企業社會責

任，從生質材料、回收再利用、環保低

碳化、對環境友善、可自然分解等多方

面著手發展，彰顯台灣紡織業界在推

動「永續環保」產品的開發上不遺餘力。

(三)	推動高科技紡織產業，掌握創新研發

技術

台灣紡織業的高質化、產品研發設

計能力早被國際肯定，靈活度及韌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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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紡織業更應善用產業優勢，在快時尚、穿戴、醫療、LED等機能性領域及環保領域持續

研發創新，升級發展成為系統完整的高科技紡織產業鏈；同時配合政府的協助、帶領與鼓

勵，加速脫離新興國家的規模量產的市場競爭，繼續以創新研發的科技紡織品領先全球。

五、	結論

我國人造纖維產業歷經數十年的產業環境變遷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挑戰，仍保有全球第四

大人纖生產國的競爭地位，其中聚酯絲與耐隆纖維的生產量分別位居全球第三大，酯棉生產

量亦保有全球第四大的生產地位，皆占有全球人纖市場重要地位。面對未來產業條件的轉變

與挑戰，台灣人造纖維業將朝向以下2個方向努力，以延續現有競爭優勢與市場競爭力。

(一)	以機能時尚及永續環保兩大特色為基礎開拓國際市場

台灣人纖業以機能時尚及永續環保兩大特色，奠定發展基礎並開拓國際市場，尤其近

年來的各大國際體育賽事，國際品牌商大量下單訂購台灣極具特色的複合機能、環保纖維

紡織服飾，2018年的國際世足賽，在32個決賽隊伍中，共有16個國家隊穿上台灣『寶

特瓶環保回收聚酯纖維』製成的球衣，充分展現台灣紡織人纖業的高科技術創新能量，其

中「永續環保」更將成為未來台灣人纖產業發展的重要利基。

(二)	滿足國際運動品牌商之需求成為最佳合作夥伴

眾所周知，全球知名運動品牌已將我國人造纖維廠商視為最信任的合作夥伴。無論是

技術研發、品管要求、生產配合等各層面，每當一個新議題或新技術的需求產生，我國人

造纖維廠商均是國際品牌商的首要選擇合作對象。例如：擁有完整紡織產業鏈的遠東新世

紀從2016年台北紡織展中即展示與adidas合作，從回收紡織品中取得海洋廢寶特瓶再抽

絲、紡紗，做成鞋材和布料成品。另外，新光合纖生產的ShinSigma不僅是100%寶特瓶回

收的環保紗，同時加入輕量化、彈性與吸濕快乾功能，成功獲得NIKE青睞，成為NBA賽季

球員球衣的指定用紗。而從2006年開始，我國人纖廠商已連續三屆取得世足賽球衣的訂

單，台灣一直都是國際主要運動賽事用球衣的最主要供應商。

參考文獻：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統計資料，2020年2月。

 經濟部統計處工業生產統計資料，2020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