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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份紡織產業新訊 

（期間：2017/12/01～2017/12/29）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發佈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產業新訊摘要 

 川普簽署 30 年最大稅改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 35％降至 21％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年 12 月 22 日在白宮簽署美國自 1986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

改法案，將於 2018 年 1 月開始實施。主要的修改方向包括：(1) 最高個人所得稅

稅率由 39.6％降至 37％；(2) 企業稅稅率由 35％降至 21％；(3) 一次性海外未分

配盈餘匯回之稅捐，得分年繳付稅款；(4) 保留研發投資抵減。 

 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達成協議，目標為 2019 年正式生效 

歐盟與日本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自

2013 年 4 月起開始談判，經過四年多的協商，於 2017 年 7 月雙方達成架構性協

議，2017 年 12 月 6 日雙方代表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同意剝離暫時無

法達成共識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先就關稅領域部分完成協商，並設定 2019 年正

式生效為目標。 

 台灣對中國大陸製毛巾續課五年反傾銷稅 

台灣對中國大陸產製進口毛巾課徵反傾銷稅的落日調查案，經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

小組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告，決議繼續課徵五年反傾銷稅，稅率從 0%至

29.72%。本次貨物範圍為棉質毛巾織物及類似毛圈織物製品，與未漂染、未印花、

未繡花等毛巾疋布、成品、半成品（總稱毛巾產品）。材質為棉質或類似毛圈織物；

規格為所有尺寸及紗支數 50s 以下所有品級棉紗所織造之毛巾產品。 

 紡織綜合所舉辦「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科專計畫發表會 

在經濟部技術處指導下，紡織產業綜合所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舉辦「先進功能

纖維紡織品」科專計畫發表會，針對七項成果進行分享，包含：原液染色纖維、低

熔點聚酯纖維、抗菌消臭耐隆纖維、低風阻自行車衣、石墨烯傳導性紡織品、機能

性不織布及 RFID 紗線等，並於該所紡織印象館展示實品，吸引紡織各公協會、化

纖、不織布及品牌商近百人參加及體驗成果。同日亦於會中宣布成立「功能性色紗

聯盟」，整合各界資源，推廣紡織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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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際總體情勢 

一. 台灣與菲律賓簽署更新台菲投資保障協定，成為台灣與新南向國家重簽首例 

 台灣與菲律賓於 2017 年 12 月 7 日假馬尼拉舉行「第 23 屆台菲部長級經濟合作

會議」，由台灣經濟部長沈榮津與菲律賓貿工部長 Lopez 簽署更新版的台菲投資保

障協定，成為台灣與東南亞新南向國家重簽投資保障協定的首例，期能促進雙邊投

資及經濟貿易活動。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表示，重簽的台菲投資保障協定有四大重點，包括： 

（一） 首創政府協助處理機制：過去台商遭遇投資問題或爭端時只能單打獨鬥，

現在有政府作為幫手，必能迅速且更有效率的處理投資問題與爭端。 

（二） 全面提升保障標準：擴大投資保障項目、新增國民待遇、禁止績效要求、

保障資金移轉自由等事項，並將徵收、投資待遇、損失補償等項目之保障

程度提升至國際標準。 

（三） 提供投資人多元及充分救濟：倘台商在菲國與當地政府發生投資爭端，將

提供台商多元救濟管道，可在當地法院提起訴訟，或選擇提交國際仲裁。 

（四） 深化雙向投資交流：新增「資訊揭露、履行檢視機制、促進投資及投資便

捷化」，並提供更多元的政府官方交流機制。 

 新版台菲投資保障協定將保障範圍擴大，不限傳統製造業，將擴及各種型態之產

業，如：買賣股票證券投資，以智財權授權投資，或創新創業投資等均在內。此外，

此次台菲經合會議中，雙方更同意 2018 年續辦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未來也將就社

會創新創業、能源、紡織、製鞋及水資源管理等產業進行合作；另台灣也將協助培

訓菲方電子商務、中小企業、食品加工、積體電路設計、機械、紡織及鞋類等人才。 

二. 台灣與捷克簽署租稅協定，台灣租稅外交增至 33 國 

 台灣與捷克於 2017 年 12 月 13 日簽署租稅協定，台灣租稅外交國增加至 33 個國

家。財政部表示，2016 年台捷雙邊經貿總額達 6 億 4 千萬美元，捷克為台灣投資

歐盟國家的第 4 位，產業類別包括：紡織、電子零組件製造及電力設備製造等，雙

方將在完成國內必要程序後確認實施日期，以強化台商在歐洲佈局。 

 台捷租稅協定的適用範圍與對象為：符合兩國稅法規定的居住者，包括個人及企

業，其適用減免稅目為所得稅。主要的減免稅措施範圍包括：營業利潤、投資所得

與財產交易所得三大類。在營業利潤方面，台商到捷克從事營業行為，只要未構成

常設機構者，捷克將不會對其營業利潤進行課稅，而是由台灣來課徵營所稅。 

 若是雙方有爭議，包括適用本協定的爭議、移轉訂價相對應調整爭議或其他雙重課

稅問題，可在一定期間內向雙方領域的主管機關申請關係企業交易雙邊預先訂價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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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減少事後查核風險及增加稅負確定性。 

三. 歐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達成協議，目標為 2019 年正式生效 

 歐盟與日本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自

2013 年 4 月起開始談判，經過四年多的協商，於 2017 年 7 月雙方達成架構性協

議，2017 年 12 月 6 日雙方代表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同意剝離暫時無

法達成共識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先就關稅領域部分完成協商，並設定 2019 年正

式生效為目標。 

 歐日 EPA 將廢除逾 95%項目的關稅，並將統一貿易準則、簡化通關手續及共同保

護智慧財產權。日本與歐盟 GDP 合計占全球 28.4%，貿易總額合計占全球 36.8%，

一個占全球貿易量逾三分之一的新經濟圈將成形 

 雙方目前已完成框架協議談判，將等待協議內容條文化並譯成所需語言後方能完成

簽署。由於協議正式生效需取得歐盟所有加盟國國會批准，需要較長時間，雙方同

意只要取得日本國會與歐洲議會批准，便可暫定生效，開始著手關稅的調降與撤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示，日歐 EPA 為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議，將能為雙方創造雙

贏局面，且期待日歐 EPA 可對 CPTPP 產生正面影響，促成 CPTPP 早日簽署生效。 

四. OPEC 減產協議將延長至 2018 年年底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與俄羅斯為首的主要產油國在 2017 年 11 月 30 日達

成共識，宣布將石油減產協議延長至 2018 年年底，以削減全球原油供給過剩問題，

進而提振油價。減產協議始於 2017 年 1 月，原預定將於 2018 年 3 月到期，然參

與減產的國家認為，每日減少 180 萬桶原油不僅能有效降低全球原油供給過剩，

並使布蘭特油價從 2016 年 1 月每桶 27 美元的低點，回升至每桶 60 美元以上。

為使石油業復甦能持續穩健進行，OPEC 會員國與俄羅斯均同意延長減產。 

 俄羅斯能源部長提醒，這項協議恐導致國際油價飆升過高，呼籲產油國須針對退場

策略提出明確計畫。另，對油產進行限制及油價攀漲，恐令美國頁岩油業者伺機大

幅擴產，使 OPEC 的減產成效大打折扣。 

五. 川普簽署 30 年最大稅改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 35％降至 21％ 

 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年 12 月 22 日在白宮簽署美國自 1986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稅

改法案，將於 2018 年 1 月開始實施。主要的修改方向包括：(1) 最高個人所得稅

稅率由 39.6％降至 37％；(2) 企業稅稅率由 35％降至 21％；(3) 一次性海外未分

配盈餘匯回之稅捐，得分年繳付稅款；(4) 保留研發投資抵減。 

 稅改對美國經濟的效果可分成兩部分來看，短期內可以吸引內外資投資並增加民間

消費，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長期來看，則必需付出相當的代價，一方面 10 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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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稅損預計將達到 1.5 兆美元；另一方面，由於這次稅改主要對於企業和富人

較有利，因此，長期下來很可能造成所得分配更為惡化。 

 美國稅改對於台灣可能的影響有利有弊，不利的方面主要在於台灣可能會有更多大

企業赴美投資，而減少在台灣的投資。尤其是台灣稅改要把企業所得稅從 17%提

高到 20%，與美國相去無幾。若生產鏈移去美國，將對台灣產業結構帶來不利的

影響。而短期內也會有一些有利的效果，因為美國經濟提升，會增加消費與進口，

可能刺激台灣出口成長。 

貳、國際紡織產業動態 

一. Uniqlo 將於非洲衣索比亞成立生產基地 

 鑑於中國大陸、越南等亞洲國家人力成本逐漸增加，日本快時尚服飾大廠優衣庫

（Uniqlo）決定在衣索匹亞設立非洲首座生產基地，預計 2018 年年中開始試產 T

恤等服飾，做為未來出口歐美的據點。 

 優衣庫母公司迅銷社長表示，由於衣索比亞較接近主要的歐美市場，且服飾出口到

美國也無需課稅，故選擇在衣索比亞設廠。衣索比亞人力成本較亞洲開發中國家

低，即使和非洲其他國家相比，人力成本依然偏低，因此相對有吸引力。 

 雖然目前衣索比亞的成衣業仍處於初期階段，但該國政府積極透過稅制優惠、補貼

和低利貸款來吸引企業投資。據衣索比亞政府機關統計，當地 2016/17 年度的紡

織業外國投資已從 2013/14 年度的 45 億比爾（1.67 億美元）大幅成長至 368 億

比爾（13.66 億美元）。 

二. adidas 將解散數位運動部門 

 adidas America Inc 打算停止獨立的數位服務部門，同時將數位化發展整合到各領

域事業部，並將重點放在數位化體驗。公司發言人表示，這是因為想將數位化轉型

的野心進一步推動，並在其所謂的「動態商業環境（Dynamic Business 

Environment）」中贏得消費者。 

 為了在 2020 年前成為第一家快速運動（Fast Sports）公司，adidas 努力研發反

應更快速、更靈敏的供應鏈。這包含數位業務部門下的可穿戴技術研發。該部門聘

請了各領域的技術專家，包括數據科學、體驗設計、演算法開發和軟硬體工程。 

 報告顯示，最新的調整將會看到 adidas 整合一些應用程式，將重點放在 Runtastic

和重新上市的 adidas 應用程式（包括透過 AI 的購物體驗）。 

三. Pontetorto 及 Vaude 合作開發永續環保刷毛布料 Biopile 

 義大利布料供應商Pontetorto與德國戶外品牌Vaude合作開發環保永續刷毛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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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pile，在洗滌過程不會釋放任何非生物可分解的微纖維，因其布料的刷毛面採

用 Tencel 纖維，而 Tencel 纖維只要經過 90 天就能生物分解。 

 傳統刷毛布料在洗滌過程會釋放不可生物分解的聚酯微纖維，估計約有 40%的微

纖維會流入廢水系統並排入河流、湖泊和海洋，進而被魚類吃下，從而影響食物鏈。 

 Biopile 布料的平滑面可採用各種纖維材質組合的材料（包括回收聚酯）。Biopile

目前在 Pontetorto 的 Ecosystem 系列布料共推出三種不同重量的布料。 

 Biopile 推出之初，將獨家提供戶外品牌 Vaude 用於 2018/19 秋冬季產品。Vaude

在 2017 年 11 月的 Performance Days 展覽亦首次展出採用 Biopile 布料的服飾，

並將之歸類於 Vaude Green Shape Core Collection 系列的一部份。 

四. 葡萄酒與啤酒製成的嫘縈纖維正走向商業化 

 澳洲科技公司 Nanollose 正式推出以葡萄酒及啤酒的廢棄產物製造的「第一種無

植物嫘縈纖維」，用微生物將有機廢物轉換成微生物纖維素，整個轉換過程需要的

時間低於一個月，且只需要極少量的水和能量。轉換完成之後，再用 Nanollose

的特殊技術將微生物纖維素轉換為嫘縈纖維。 

 Nanollose 總經理表示，每年為了生產嫘縈等植物纖維，有大量的樹木遭到砍伐，

這次 Nanollose 的技術突破開發出一種實際可應用的替代纖維，讓我們在商業化

生產永續性纖維的道路上又邁進一步，將可藉此降低樹木的砍伐並減少生產服裝時

某些會產生有毒廢物的製程。 

 Nanollose 在 2017 年 10 月的初次公開募資中，募得了 500 萬澳幣（約為 390 萬

美元）之後，目前正與紡織製造商和其他品牌協商擴大生產。Nanollose 下一步要

做的是加速生產足夠量的嫘縈纖維樣本給予製造商和其他品牌，並積極與這些國際

夥伴合作，讓此纖維可快速製作成布料，並進入服裝生產階段。 

參、臺灣紡織產業動態 

一. 台灣對中國大陸製毛巾續課五年反傾銷稅 

 台灣對中國大陸產製進口毛巾課徵反傾銷稅的落日調查案，經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

小組審議，於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告，決議繼續課徵五年反傾銷稅，稅率從 0%

至 29.72%。 

 財政部表示，經財政部及經濟部分別完成傾銷及產業損害調查，認定傾銷及損害將

因停止課徵而繼續發生，且經濟部綜合評估，無充份證據顯示繼續採行此一反傾銷

措施，會對國家整體經濟利益有明顯負面效果。 

 本次貨物範圍為棉質毛巾織物及類似毛圈織物製品，與未漂染、未印花、未繡花等

毛巾疋布、成品、半成品（總稱毛巾產品）。材質為棉質或類似毛圈織物；規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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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尺寸以及以紗支數 50s 以下所有品級棉紗所織造之毛巾產品，包含所有用途。 

 此外，原經財政部在 100 年公告核定「昆山森鳴紡織有限公司」、「浙江雙燈家紡

有限公司」、「南京佳友紡織品有限公司」、「上海千賀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上海卡

璐達家居紡織製品有限公司」及「UCHINO INTERNATIONAL PTE LTD.」6 家具

結廠商，自今年 12 月 21 日起，停止適用價格具結措施，並依本次公告核定稅率

課徵反傾銷稅。 

二. 新北市經發局擬於 2018 年成立智慧製造輔導團，鎖定紡織、食品與金屬加工 

 新北市經發局擬於 2018 年成立智慧製造輔導團，透過物聯網、大數據、雲端及智

動化等技術，協助中小企業維持靈活、低成本生產優勢，首波鎖定紡織、食品、金

屬加工等需要大量人力的產業為主，透過導入擴散物聯網、大數據、雲端及智動化

技術，包括應用感測器、機器手臂、監控系統及雲端技術，協助中小企業維持靈活

與低成本生產優勢。 

 經發局指出，近年歐美國家興起「工業 4.0」、「再工業化」浪潮，透過軟硬體整合，

讓生產系統智慧化，以節省人力與成本，提升台灣產業之競爭優勢。製造業智慧化

輔導團執行模式將先透過法人組織協助，媒合智慧化發展有成的工廠提供業者產線

智慧化建議，除公告被動接受申請外，市府也將主動出擊盤點區內存在需求的對象。 

三. 紡織綜合所舉辦「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科專計畫發表會 

 在經濟部技術處指導下，紡織產業綜合所（以下簡稱紡織所）於 2017 年 12 月 20

日舉辦「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科專計畫發表會，針對七項成果進行分享，並於該

所紡織印象館展示實品，吸引紡織各公協會、化纖、不織布及品牌商近百人參加及

體驗成果。同日亦於會中宣布成立「功能性色紗聯盟」，整合各界資源，推廣紡織

新科技。 

 七項成果包含：原液染色纖維、低熔點聚酯纖維、抗菌消臭耐隆纖維、低風阻自行

車衣、石墨烯傳導性紡織品、機能性不織布及 RFID 紗線等。2017 年已有抗菌纖

維及不織布兩項技術成功商轉，包括襪類及內著類等，預計該計畫 4 年成果之附加

價值將從 28％提升至 40％。 

 計畫主持人紡織所陳宏恩協理表示，此次發表會在呈現專案團隊 2017 年的階段成

果，從實用者角度讓業者體驗產品的功能性，並希望創造平台讓業者交流，擴大研

發成果應用，促進產業升級。 

 「功能性色紗聯盟」由紡織所串連德春公司與力鵬、聚隆、南緯、中紡科、宏遠、

南紡、展頌、遠東等公司共同組成，目標朝高牢度螢光色料及微細化技術研發，搭

配細丹尼織物結構技術及機能性原液染色纖維，進行產品差異化，提升色母粒及色



-7- 

 

紗方面的競爭力。 

四. 南緯越南廠 2018 年將成為最大的生產基地 

 南緯近幾年來致力於調整結構提升毛利率，2017 年前三季毛利率已達 20%，總經

理表示，目前公司的四大引擎分別為位於東南亞、中國大陸華東、南美洲及非洲的

生產基地，目前產能最大的為非洲，共計有 38 條生產線，而 2018 年越南隆安廠

區第二期完工後共計有 51 條生產線，將取代非洲成為南緯最大的生產基地。 

 南緯目前的營收占比若以客戶所在區來分，美洲占 50%（含南美墨西哥），非洲占

22%，台灣占 10%，中國大陸占 10%，其他占 8%。產能方面，中國大陸（盬城

廠區）有 24 條線，越南 35 條線（不含隆安二廠），柬埔寨 13 條線，史瓦濟蘭 38

條線，墨西哥 19 條線。目前史瓦濟蘭和墨西哥的產線都是因應當地的內銷，而中

國大陸、越南和柬埔寨的產線則是以外銷為主。 

 此外，南緯轉投資的金鼎聯合科技纖維公司研發金屬纖維完成人體測試，2017 年

12 月 7 日於敏盛醫院體系怡德養護中心發表試驗成果，該項合作計畫除南緯外，

尚包括新普、長庚大學等單位，由怡德養護中心作為試驗場所，藉由導入長照服務

的過程，以智慧衣科技精準掌握老人照顧的數據。金鼎聯合科技纖維公司計畫於

2018 年公開發行開纖維，而南緯也將應用該金屬纖維進行智慧衣開發。 

五. 力麗海外投資產能擴增，2017 年 12 月印尼織染廠進駐 120 台平織機 

 力麗海外投資產能擴增，位於印尼的織布染整工廠在 2017 年 12 月進駐 120 台平

織機，2018 年首季進一步規劃進駐 240 台，法人估計在產能擴增下，力麗 2018

年營收有望成長逾一成。 

 力麗首座海外工廠印尼萬隆廠總投資金額達 5,000 萬美元，初期以織布染整為主，

後期則是增設加工絲產線。平織機在 2017 年 12 月共進駐 120 台，2018 年第一

季再加裝機 240 台，總計平織機將有 360 台，平織布產能約 400 萬碼。 

 印尼織布染整廠將提供給多家服飾品牌，包括日本快時尚 Uniqlo、瑞典 H&M 以

及運動品牌 adidas 等，最快 12 月陸續生產，不過要在 2018 年才會發揮完整效益。

力麗表示，初期將會是外銷，最終目標希望印尼工廠內、外銷比重為各半。 

 對於 2018 年展望，力麗表示目前重大投資已到位，將陸續發揮投資效益，2018

年營運狀況將優於 2017 年，而接單策略將朝「重質」的方向，積極拉抬獲利空間。 

六.  突破服裝被動保暖限制，福懋歷時三年推出智慧溫控衣 

 福懋興業進軍智慧衣，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首度發表「智慧溫控衣」，該產品攜

手美國化工大廠杜邦與正基科技的感測技術，最大特色為智慧調控溫度，堪稱獨步

全球，每件定價 200 美元起跳，鎖定中上價位市場，目前已有兩家品牌客戶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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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單，最快 2018 年秋冬上市。 

 福懋運用杜邦導電油墨杜邦™ Intexar™，將發熱模組結合在布料，透過紡織產業

綜合研究所的織物排線，銜接到正基科技所開發的感測控制器，最後接上一般市售

行動電源，透過電能轉換成熱能，讓衣服產生溫度。 

 福懋溫控衣最大特色是，透過專利開發的感測控制器，可以自由調整溫度，目前福

懋設定溫度範圍從攝氏 32 度到 50 度，未來將針對登山、戶外踏青、休閒活動等

市場，提供戶外運動愛好者個人最佳舒適溫度，也更適合寒冷戶外活動。 

 據了解已有兩家品牌客戶準備下訂單，最快將在 2018 年秋冬季上市，定價有望每

件逾 200 美元（約新台幣約 6,000 元），在現階段市售智慧衣價格屬於中高價位，

後續不排除出貨溫控睡袋，衝刺溫控商機；此外，福懋強調，所有款式可採客製化

生產，讓設計師在創意發想不受局限。 

肆、中國大陸紡織產業動態 

一. 濟南大自然新材料公司計畫於 2018 年年初與北非國家合資興建醋酸纖維廠 

 濟南大自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材料）2017 年 11 月營收續創新高，

主因為 2017 年 10 月初期競爭對手 Eastman 醋片廠發生爆炸意外，市場醋酸纖維

供需緊繃，材料醋片廠中峰化學接獲大量急單，進而帶動營收。隨著人民幣兌美元

持續走跌，加上購料主要以人民幣報價，法人預期 2017 年 Q4 營收可望持續成長。 

 材料董事長透露，2018 年年初計畫跟北非的國家合作，與當地菸廠合資興建醋酸

纖維廠，預計年產量為 8,000 噸。加上來自敘利亞廠商的 1,000 噸訂單也將從 2018

年 2 月開始交貨，將為 2018 年營運帶來強勁動能。他也表示，希望能透過中國大

陸的「一帶一路」政策，將市場延伸至進軍中西亞、北非、南歐等國家。 

 材料製作的醋酸纖維絲束主要應用為香菸濾嘴，目前主要客戶有南美洲大型濾嘴與

香菸品牌集團 Globalfilters 與 Tabacalera Hernandarias。材料近期也積極擴展醋

酸纖維絲束的應用，像是開發中的不織布面膜、濾水器濾心及血液透析過濾等產品。 

二. 中國大陸繼昆山後，珠海也發出限排限產令 

 中國大陸繼江蘇省昆山傳出因水質監測數據差，勒令吳淞江部分流域工業企業停工

半個月後，珠海發出限排公文，寫明珠三角地區出現輕度到中度的區域性污染，因

此 2017 年 12 月 26~29 日針對化學、製藥、紡織等重點工業限制生產排放。大氣

污染物排放限排 30%、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產限排 30%。 

 雖台商在珠海設廠不多，但接連的限排公文仍讓台商憂心遭受衝擊。珠海台商協會

榮譽會長表示，具高污染的紡織或鞋業等行業都已陸續移出珠海，還留在當地的也

已升級設備，加上限產限排時數短，估計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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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重要紡織原物料現貨價、合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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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聚酯纖維、耐隆纖維現貨價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