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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針織產業全球發展與競爭概況 

一、 全球針織市場概況與發展趨勢 

2005 年全球紡織品配額制度取消後，非關稅貿易障礙將隨著世界自由

貿易逐漸減少，尤其全球紡織品消費市場主要以北美與西歐兩大經濟區塊，

長期以來在紡織品配額制度的限制之下，北美與西歐地區勞工工資水準較亞

洲地區高出甚多，勞工產出效率與亞洲地區主要出口紡織品國家之勞工相

比，卻是效率不及甚多，長期以來以紡織品配額限制，壓抑了許多以紡織品

為重要出口產品國家之經濟發展，在 1995 年世界貿易組織 WTO 成立後，

極力於其基本理念：創造自由、公平的國際貿易環境，採取如：最惠國待遇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漸進式自由化

(Progressive liberalization)、透明化(Transparenc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公平競爭(Level-playing field)、對開發中國家之優惠待遇(More favorable 
trea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等概念，希望國際間能以平等互惠兼容濟弱

扶傾的原則下進行貿易。（謝麗雪，2004） 

本研究所設定之針織品為應用於成衣製造之針織布，由於成衣製造工序

之特殊性，需要大量人工進行製造，因此成衣生產投入原素必須雇用人工，

於是成衣製造業由高工資地區國家轉往中低工資地區國家發展，如：美國本

地成衣製造業移往位於美國邊境之墨西哥或加勒比海等中美洲國家、西歐成

衣業者移往東歐或土耳其等地區生產、亞洲成衣業者移往中國大陸及越南等

東南亞開發中國家地區生產。然而針織布製造工序已可以使用高度自動化之

生產方式製造，諸如：自動化高速織布機、自動化染整設備等，針織布業者

得以較少人力從事生產，以資本密集取代勞力密集。 

但目前以針織布為主要原料之成衣市場，因針織布多變的特性及環保意

識的抬頭，針織服裝同時結合流行性與機能性，使得成衣製造系統必須具彈

性，以少量多樣方式設計與生產，方能符合市場需求。在此情形下，針織布

業者為配合成衣生產，以達成快速反應，也必須跟隨成衣業者移往較低工資

之國家地區。同時上述地區也因農業發展，而成為世界重要棉花產地，針織

布業者貼近原料市場配合當地紡紗業者生產之棉紗或聚酯纖維，取得成本較

低的原料，如：印度、中國大陸、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國家。 

依前述提及針織布業者為貼近原料市場及配合針織服裝成衣業者往勞

工成本低廉之地區移動而必須同步調整生產重心，尤其在 2005 年全球紡織

品配額制度取消後，對西歐及美加地區部份有配額保護的針織產品將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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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更大數量銷往該地區，在市場資訊充份發達之今日，產品成本幾乎在相

關業界中呈現一種透明的現象。以經濟學供需均衡與價格相互影響之原理

下，在一般市場條件不變的假設前提，一方面針織產品增加供給，而針織產

品總需求不變（針織產品定義屬於民生用品，為正常財 Normal Goods），將

使針織產品價格下跌，一般消費者可以支出較少的價格購買到類似產品。 

再由針織產品之成本結構而言，針織品業者在以往必須購買配額以便將

其產品銷往歐美國家等設限地區，而在市場旺季時，熱門配額往往難以取

得，雖有各國政府在其本國分配或標售及默許業者間私相轉讓，但仍可能產

生業者雖有能力生產，卻無足夠配額出口至相對設限國家。早年在台灣之紡

織品業者因受限於紡織品配額，喪失了許多訂單；但也有少數業者因紡織品

配額限制而受惠，市場上流傳盛名「威京小沈」－沈慶京先生，在早年紡織

品配額限制的年代因媒合紡織業者間之配額轉讓交易，得以迅速發跡。 

為因應紡織品配額之箝制，台灣業者近十餘年即開始在全球設置生產基

地。亞洲地區以中國大陸、越南、泰國為代表，少部份業者往柬埔寨、寮國、

菲律賓、緬甸；美洲地區則以墨西哥、加勒比海附近中美洲國家居多；歐洲

地區則往東歐及土耳其等國家發展。因非洲受長年戰亂影響，雖仍有業者在

南非、賴索托、塞內加爾、史瓦濟蘭或較北邊之象牙海岸等國家設廠。中東

地區也因長年戰事不斷，部份業者選擇於政事相對安定的國家，如：敍利亞、

約旦。大洋洲等島國或地區因無天然資源及低度工業發展，多限於利用廉價

工資從事成衣製造，如：塞班、帛琉、斐濟。 

二、 中國大陸針織產業概況與發展趨勢 

中國大陸發展針織品的腳步較晚，早年仍以傳統平織布製造為紡織業為

主流，而其成衣製造業者也多以平織布為素材設計及製造。1990 年至 1994
年期間主要以 T 恤汗衫等型式簡單之低價產品，隨著歐盟國家成衣代工訂

單轉往中國大陸，以女性為主要消費群之針織服裝及各類運動休閒針織服

裝，開始成為中國大陸成衣出口之主要項目。 

中國大陸針織產業多屬針織一貫廠型態成立，自織布、染整、定型及部

份後處理加工，如：印花。部份企業甚至向上延伸至紡紗，或向下延伸至成

衣製造並自行出口。主要以國營企業或是由國營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較

小型之企業則多由舊時所稱人民公社之生產大隊改隸為鄉辦企業經營，或再

改制為股份制企業。為了加速企業發展並充分運用資金，使得企業經營較以

往國企或鄉辦企業更加靈活彈性，股份改制引入私人資金，或以整廠轉外承

包經營模式，更能讓產業發展注入新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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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康栢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分析指出，自從開放「三來一補」

的產業發展政策，中國大陸原創性不足，企業經營主要仍以代工方式，自有

產品則以仿製居多。早年所稱「三來一補」，係專指從事「三來一補」加工

型態之企業，法律形式介於外商企業與內資法人企業，為內資非法人企業。

「三來一補」是由中國大陸的企業法人與外商簽署合作合同，並以中方的名

義辦理註冊登記。 

而「三來一補」是指來料加工、來樣加工、來件裝配和補償貿易。經營

方面，「三來一補」企業一般不允許內銷貨物，加工產品須全部出口；企業

管理方面，一般由外商直接經營管理，中方僅提供協作，雙方最終按議定的

方式收取工繳費。至於補償貿易與前述三項之相異處在於來料加工、來樣加

工、來件裝配收取之工繳費為有實際產生資金流，而補償貿易為內資企業接

受外方加工或裝配訂單前，因無足夠資金購置生產所需設備，其外方訂單生

產所需設備由外方提供，內資企業以特定訂單工繳費抵充外方所提供之生產

設備，直至等價抵充完畢後，該生產設備所有權方由內資企業所有。此項貿

易中，內資企業並未實際產生資金流。7 

而「三來一補」之貿易型態近年已多轉型為外資企業之法人投資，外商

企業以單純加工方式經營者，僅為法律形式之轉變，其實質經營型態未有重

大改變，仍以中國大陸境內加工，產品出口至其他地區為主。 

中國大陸在 1999 年以前，針織產業仍以低價產品並以簡易加工方式生

產，產品多為出口至歐美、日、韓及亞洲等已開發國家。針織布以樣式變化

及生產彈性大，搭配流行服飾時尚潮流及特殊機能性發展，適合少量多樣化

產品生產模式。然因中國大陸針織產業多屬一貫廠，產業間分工較小，對於

少量多樣化產品生產模式往往較無法完全配合。同時若有關鍵生產料件供應

鏈管理無法適時搭配生產進度管制，更會造成經營管理上之其他問題，如料

件提前準備造成資金積壓之長鞭效應（The Bullwhip Effect）。 

針織產業其中一項關鍵生產技術為色紗染整與胚布染整，早年中國大陸

染整藥劑多以直接性染料（Dye direct）為主，而產品項目多以短纖類天然

纖維或混紡聚酯纖維為針織服裝素材，染整技術尚未成熟發展，故僅能以中

低價位產品加工與銷售。反觀台灣染整工業較早起步，國外染料助劑廠商在

台灣染整工業起步時給予許多協助，如德國與日本染整原料廠商及紡織與染

整機械廠協力合作下，台灣針織業者於其間累積了豐富經驗。又如台灣人造

纖維技術也已發展成熟，給予針織服裝更多變化選擇。 

惟中國大陸已儼然成為世界工廠，針織業者上下游群聚效應，使得中國

大陸生產技術一步一步趕上世界水準，憑藉其較低廉之生產要素－勞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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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土地，甚至為較已開發國家低廉的資金成本，中國大陸提供相對品質優

良的產出與效率，形成經濟規模，足以成為供應大量產品之生產據點。而強

調少量多樣及注重時效之流行性、機能型等針織服裝，以現今針織產業環境

而言，中國大陸仍無法完成取代台灣、韓國等地區之地位。 

三、 後配額時代全球針織業環境變化與挑戰 

於紡織品配額管制時期，全球紡織市場因享有配額保護的國家可以受到

紡織品配額及關稅的優惠，相對而言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紡織產業也因此

而得以持續成長。但自 2005 年紡織品配額取消後，全球自由化貿易將嚴重

衝擊全球針織產業。世界各國具生產紡織品能力之業者，將在同一起跑線上

競逐，而以全球消費針織服裝之主要地區為西歐及北美等地區國家，各國業

者無不卯足全力爭取來自上述地區之訂單。在此同時，個別業者開始擴充產

能，初期並以壓低價格相互競爭，以往配額限制年代高級針織服裝，消費者

必須支付較高價格購買，而在配額取消後的現在，相同等級的高級針織服裝

價格勢必下跌，使得中級產品與高級產品、低等級產品與中級產品間相互爭

食市場，破壞原有市場秩序。尤以中國大陸加入 WTO 後，低廉產品的代名

詞已不再被稱為「MIT」(Made in Taiwan)，中國大陸出口之產品成為全球採

購經理的最愛，形成全球採購商品的低廉價格指標。 

紡織品配額取消後，紡織品採購經理不必再為是否支付與商品價值無關

之配額費用而傷透腦筋，只需單純的考量回歸經濟實質。在微利時代的影響

下，採購成本成為相當重要的考量因素，紡織品究竟是在那個國家或地區生

產無關緊要，因此生產要素成本高漲的國家或地區，其產品成本便無法與開

發中國家或地區競爭，在價格戰中一一敗下，如未能適時改弦易張，同時政

府政策明確配合企業需要，國家競爭力也可能直線下滑。 

在全球紡織市場環境產生重大變革時，以往以紡織品為主要出口項目之

國家或地區，開始發生區域性經濟危機。為因應後配額時代來臨，全球各國

興起區域性自由貿易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ment)，主要以關稅障礙形成

貿易壁壘。根據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分析資料，全球各國推動自由貿易協定概

況整理如表 一：  

表 一 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現況---國家一覽表(截至 2006.08.15) 
 

國家 洽簽情形 

亞洲地區 
日本 已簽署：新加坡、墨西哥、馬來西亞（日馬經濟伙伴關係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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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情形 

定,JMEPA） 
洽商中：菲律賓、ASEAN、泰國、韓國、澳洲、智利（EPA）、

印度 
研議中:汶萊、加拿大、ASEAN+3(中國大陸、日本、韓國)、

印尼、瑞士、越南、南非、海灣阿拉伯國家合作理

事會(GCC，包括阿聯、安曼、巴林、卡達、科威特、

沙烏地阿拉伯)、澳大利亞、美國 

韓國 已簽署：智利、曼谷協定、新加坡、EFTA 
洽商中：ASEAN、日本、加拿大 、美國 、歐盟  
研議中：MERCOSUR、中國、俄羅斯、紐西蘭、ASEAN+3、

菲律賓、墨西哥、印度 

中國大陸 已簽署：香港(中港 CEPA)、澳門(中澳 CEPA)、曼谷協定、

ASEAN、中港澳 CEPA、巴基斯坦、智利、巴基斯

坦早期收穫協議 
洽商中：南方共同市場、海灣阿拉伯國家合作理事會、澳洲、

紐西蘭、新加坡、印尼 
研議中：印度、上海合作組織（俄羅斯、吉爾吉斯、塔吉克、

哈薩克及烏茲別克）、ASEAN+3、韓國、SACU(（南

部非洲關稅同盟）、愛爾蘭、日本 

香港 已簽署：中國（中港 CEPA） 
洽商中：紐西蘭 

東南亞國協

(ASEAN) 

已簽署：AFTA(ASEAN FTA) 、ASEAN+中國 
洽商中：ASEAN+日本、ASEAN+韓國、ASEAN +印度、

ASEAN+澳紐緊密關係協定 CER  
研議中 :ASEAN+3、ASEAN+加拿大、ASEAN+歐盟 

新加坡 已簽署：ASEAN、紐西蘭、日本、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FTA)、
澳洲、美國、約旦、Pacific 4(紐西蘭、智利、新加

坡 、 汶 萊 ) 、 印 度 （ 全 面 經 濟 合 作 協 定 , 

India-Singapor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CECA）、巴拿馬 

洽商中：墨西哥、加拿大、斯里蘭卡、巴林、埃及、秘魯、

韓國、巴基斯坦、科威特、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研議中 :  

泰國 已簽署：ASEAN、巴林、澳洲、紐西蘭、秘魯 
洽商中：日本、智利、墨西哥、BIMST-EC(孟加拉、印度、

緬甸、斯里蘭卡、泰國)、美國、印度 
研議中：加拿大 、E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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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洽簽情形 

印度 已簽署：新加坡 
洽商中：ASEAN、韓國、印尼、馬來西亞、泰國、日本 
研議中：智利 、印度、墨西哥 、SACU(南部非洲關稅同盟) 

菲律賓 已簽署：ASEAN 
洽商中：日本 
研議中: 美國、韓國 、台灣  

印尼 已簽署：ASEAN 
洽商中：日本(JIEPA)、中國大陸、美國、印度 
研議中:：韓國、紐澳(CER)、加拿大、智利、美國 

馬來西亞 已簽署：ASEAN、 
洽商中：日本(JMEPA) 、韓國、澳洲、紐西蘭、巴基斯坦、

印度、美國  
研議中: 智利 

台灣 已簽署：巴拿馬、瓜地馬拉 
洽商中：尼加拉瓜、多明尼加、巴拉圭、宏都拉斯、薩爾瓦

多、哥斯大黎加 
研議中：日本、美國、新加坡、紐西蘭、菲律賓 

美洲地區 
美國與中美

洲自由貿易

協 定

(CAFTA-DR) 

會員國有:美國、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2006.3.1 生效）、

宏都拉斯（2006.4.1 生效）、尼加拉瓜（2006.4.1
生效）、瓜地馬拉（2006.7.1 生效）及多明尼加 

美洲自由貿

易 協 定

(FTAA) 

預計於 2010 年完成： 會員國計有:美洲 34 國（除古巴外） 

拉丁美洲統

合協會 
Latin America Integration Association (LAIA) 
阿根廷、玻利維亞、巴西、智利、哥倫比亞、厄瓜多、墨西

哥、巴拉圭、秘魯、烏拉圭、委內瑞拉。 

安地諾集團 Andean Community 
玻利維亞、哥倫比亞、厄瓜多、委內瑞拉、秘魯。 

加勒比海共

同市場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 (CARICOM) 
安地卡、巴貝多、貝里斯、多米尼克、格瑞那達、蓋亞那、

牙買加、門索雷特、聖克里斯多褔、聖露西亞、聖文森、千

里達、巴哈馬、蘇利蘭、海地、多明尼加 

南方共同市

場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 
會員國：巴西、阿根廷、巴拉圭、烏拉圭。 
準會員國：玻利維亞、智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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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商中:. 歐盟 
研議中:韓國、墨西哥 

中美洲共同

市場 
Central America Common Market (CACM) 
瓜地馬拉、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尼加拉瓜、宏都拉斯。 
簽署自由貿易區：智利、多明尼加 
洽簽中：巴拿馬 

北美自由貿

易區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組成 
將擴大為美洲自由貿易區 

G3 集團 Group of Three (G3) 
墨西哥、哥倫比亞、委內瑞拉 

墨西哥 已簽署：北美自由貿易協定、智利、G3(哥倫比亞、委內瑞

拉、墨西哥)、玻利維亞、尼加拉瓜、哥斯大黎加、

歐盟、中美洲北三國(薩爾瓦多、宏都拉斯、瓜地馬

拉)、烏拉圭、以色列、歐洲自由貿易協會(EFTA)、
日本、巴拿馬 

洽簽中：新加坡、泰國、韓國、秘魯、南方共同市場 

美國 已洽簽：美國與中美洲自由貿易協定(CAFTA-DR,宏都拉

斯、薩爾瓦多、尼加拉瓜、瓜地馬拉、哥斯大黎加,
多明尼加)、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AFTA)、以色列、

約旦、智利、新加坡、澳洲、摩洛哥、巴林、安曼、

哥倫比亞、秘魯（屬安地諾集團）  

洽簽中：南非關稅聯盟(SACU，包括波查那、賴索托、那米

比亞、南非及史瓦濟蘭 ) 、美洲自由貿易區

（FTAA）、南非、阿拉伯聯合大公國、泰國、厄

瓜多（屬安地諾集團）、巴拿馬、韓國、馬來西亞、

埃及 
研議中：中東自由貿易區(MEFTA) 、卡達、科威特、東協、

菲律賓、台灣、紐西蘭、日本、瑞士 

加拿大 已簽署：北美自由貿易協定、以色列、智利、哥斯大黎

加 
洽簽中：新加坡、中美洲四國(宏、薩、尼、瓜)、韓國、

EFTA、 
研議中：泰國、EU、多明尼加、安地諾集團、加勒比海共同

市場(CARICOM) 

智利 已簽署：加拿大、墨西哥、中美洲五國、多明尼加、 阿根

廷、玻利維亞、哥倫比亞、厄瓜多、秘魯、委內瑞

拉、美國、韓國、EU、安地諾集團、Pacific 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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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澳洲 
洽簽中： 秘魯、巴拿馬、厄瓜多、日本 
研議中：新加坡、加勒比海共同市場( CARICOM)、印度、

巴拿馬、土耳其、美洲自由貿易區、ASEAN、泰國、

印尼、馬來西亞 

歐洲地區 
歐盟(25 國) 會員國:法國、德國、義大利、比利時、荷蘭、盧森堡、英國、

愛爾蘭、丹麥、希臘、西班牙、葡萄牙、奧地利、瑞典、芬

蘭、匈牙利、波蘭、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斯洛維尼亞、

塞浦路斯、馬爾他、斯洛伐克、拉脫維亞、立陶宛 
已簽署:墨西哥、智利、南非 
洽簽中 : 地中海自由貿易區、MERCOSUR、ACP(Africa, 

Caribbean and Pacific) 、海灣國家理事會、韓國 

歐盟自由貿

易區 
已簽署：南非、墨西哥、馬其頓 

歐洲自由貿

易協會 
(EFTA)會員國：冰島、列支敦士敦、挪威、瑞士 
已簽署：歐盟、土耳其、捷克、斯洛伐克、以色列、巴勒斯

坦、羅馬尼亞、保加利亞、波蘭、匈牙利、斯洛凡尼亞、愛

沙尼亞、拉脫維亞、立陶宛、摩洛哥、馬奇頓、墨西哥、新

加坡、約旦、克羅埃西亞、韓國、新加坡 
研議中：泰國 

洛梅協定 與非(非洲)、加(加勒比海地區)、太(太平洋盆地邊緣)國家簽

署自由貿易協定取代洛梅協定 

非洲地區 
共同貨幣區 共同貨幣區(Common Monetary Area, CMA)： 

南非、賴索托、納密比亞、史瓦濟蘭 

南部非洲關

稅同盟 
南部非洲關稅同盟(Southern Africa Customs Union, SACU)：
南非、賴索托、納密比亞、史瓦濟蘭、波札納 
已洽簽：  
洽簽中： 美國 
研議中：中國、印度 

南部非洲發

展共同體 
南 部 非 洲 發 展 共 同 體 (Southern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成立於一九九二年，由十四估南部非洲

國家組成 

東 /南部非洲

共同市場 
東 /南部非洲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為非洲最大之經濟整合體，有十

九個非洲北部、東部及南部之國家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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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國家經

濟共同體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ern African States 包括(16 國) 
塞內加爾、布吉納法索、尼日、象牙海岸、多哥、見南、幾

內比紹、馬利、奈及利亞、迦納、賴比瑞亞、茅利塔尼亞、

甘比亞、獅子山、幾內亞、赤道幾內亞 

西非經濟暨

貨幣聯盟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of Western Africa(UEMOA) 
西非地區最大共同體，包括：塞內加爾、布吉納法索、尼日、

象牙海岸、多哥、見南、幾內比紹、馬利 

大洋洲 
紐西蘭 已簽署：澳大利亞(CER)、P4(智利、汶萊、新加坡)  

洽商中: 中國、墨西哥、日本、ASEAN、泰國、馬來西亞 
研議中: 韓國、美國 

澳大利亞 已簽署：紐西蘭、新加坡、美國、泰國、汶萊、智利 
洽簽中： 中國、埃及、沙烏地聯合大公國、日本、馬來西

亞、ASEAN 

中東地區 
海灣國家理

事會 （GCC） 
會員國：阿聯、安曼、巴林、卡達、科威特、沙烏地阿拉伯 
已洽簽：  
洽簽中： 中國、. 歐盟 
研議中：日本 

約旦 已簽署：美國、歐盟、EFTA 
洽簽中：新加坡 

以色列 已簽署：美國、墨西哥、歐盟、EFTA、加拿大 

敘利亞 伊拉克 

伊拉克 敘利亞 

資料來源：經濟部國際貿易局，公布日期：2005 年 10 月 21 日，更新日期：

2006 年 8 月 28 日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WTO 入口網站資料指出，杜哈回合談判自 2001
年 11 月間展開，數度錯過完成談判目標。2005 年 12 月的香港部長會議再

度設定談判時程表，原訂於本年 4 月底建立農業與 NAMA（工、林、漁產

品）開放市場的模式(modalities)，延至 6 月，甚至 7 月，但規劃陸續落空，

談判在 7 月 27 日的總理事會正式宣布暫停，各國對於談判演進至此，均表

失望與遺憾，並且認為談判暫停最大的受害者將是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低度

開發國家。（戴婉容，2006） 

所幸 WTO 秘書長 Pascal Lamy 在 2007 年 2 月 7 日總理事會議中報告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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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回合恢復全面談判，所有 WTO 會員均予以支持。我國歡迎此一發展，並

將積極參與未來的談判工作。2006 年下半年歷經歐盟、美國等主要會員與

重要經貿集團，如東協、凱恩斯集團、APEC 等部長會議的折衝協調，在

WTO 會員共同體認進一步貿易自由化係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下，終於在本

年初的瑞士 Davos 小型部長會議醞釀足夠之復談政治意願，並在 2007 年 1
月 31 日與 2 月 7 日的相關會議中決議推動全面復談。 

在此影響下，台灣在全球自由貿易談判受國際政治實力壓迫下，形成逐

漸邊緣化之窘境，十分不利國內產業發展，在杜哈回合恢復全面談判下，台

灣積極參與未來談判工作，在訂定新的國際經貿規則方面作出貢獻，期望可

以產生具體實質意義與經貿利益，開創更深遠的國際貿易契機。 

四、 無線式射頻識別系統(RFID)紡織業應用概況 

RFID 無線式射頻識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最

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由美軍發展利用無線電波辨認敵我飛機的系統，屬於主

動式的 RFID 系統，目前 RFID 系統實際應用大者可在航空技術上的航空器

辨識、小則深入我們平時常用的台北捷運悠遊卡、高速公路的 ETC 收費、

VISA PAYWAVE 感應式信用卡、感應式門禁卡、屈臣氏商品電子標籤等，

都是應用 RFID 技術。雖然 RFID 技術發展已久，但實際產生較深植人心的

具體應用，則源自於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的物質運補作業快速，以及由零售業

三大系統－世界各大零售商 Wal-Mart（美系）、超市連鎖店 Tesco（英系）

和零售集團 Metro（德系）發起導入 RFID。 

物流管制導入 RFID 可以利用電子標籤（Tag）儲存物品本身的資訊，

透過讀取設備得知存貨的進、出及靜止（儲存）狀態，依據許金全（2005）
認為倉儲管理係指對倉庫的物料所進行之管理活動而言。倉儲管理係對生管

管理或維修作業之一項服務，其服務必須具備以下四個功能：1.物料（含半

成品、成品、可修件）之進倉、出倉等管理。2.物料（含半成品、成品、可

修件）之分類、整理、保管。3.供應生產、維修所需之物料。4.物料與帳務

必須維持一致。 

依據王明德（2006）指出，企業導入 RFID 應用，若能與異質平台整合，

ROI 才會出現，如果單從製造業來看，RFID 的訊號自動、無線發送，可以

讓產品訊息更透明、傳遞速度更快更自動，這些訊息大量而精確的出現讓企

業得以充分掌握產品的動向，進而制定出企業決策，不過這些訊息都必須與

其他 e 化平台結合，效益才會出現。例如與 MES（製造執行系統）結合，

產品從原料到半成品到完成品的所有製造流程動線將完全透明，廠管人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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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檢討目前的得失利弊，調整出最佳化流程，又或者與 SCM（供應鏈管

理）系統結合，讓產品進出廠資訊得以完全掌握，提升物流效率。 

李長脩（2006）與紡織綜合研究所合作，將 RFID 技術導入至紡織產業

的精品服飾中。解決方案包括： 

1. 配合廠商為國內知名中國傳統精品服飾廠商，產品的特性少量多樣、門

市間貨物調度頻繁、總公司進出貨頻繁。須能夠透過有效率的盤點，及

時掌握總公司以及各門市的庫存。 
2. 客戶特性分析：重品味與服務、重視服飾設計理念、重視個人化服務。

須對服飾的搭配、設計理念以及售貨的服務，特別注重。 

依據以上欲達成之解決方案，提升貨物流通的效率，並且提升服務品

質，RFID 應用包含 RFID 手持盤點、試衣間應用（讀取器掃瞄到衣服上的

吊牌式標籤後，LCD 螢幕就會自動播放該件衣服的詳細介紹）、VIP 客戶個

人服務（當顧客一進門經過 RFID 讀取客戶資料卡資料，如購買記錄、身材

尺寸、喜好服飾類型等，提供給售貨人員做參考，讓 VIP 顧客每次去店中

消費都能獲得個人化的服務）。導入導入 RFID 後，盤點的時效、日常的商

品調度、進退貨的處理時效、試衣紀錄、營業額提升及 VIP 客戶佔銷售比

率均有大幅提升的效益。 

RFID 導入另一項再令人裹足不前的原因則在投資報酬率難以評估，而

從這以上例子可以看到，RFID 與其他平台接觸越多，越「廣結善緣」，效益

也會浮現的更快，將 RFID 與其他系統連結，例如 MES、ERP、CRM，每

多 1 個系統，RFID 的訊息就等於被多應用一次，多了 1 個附加價值，而如

果這個訊息不只是跨平台，而是跨部門、跨企業應用，附加價值就會幾何成

長，投資報酬率就會快速浮現。（王明德，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