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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纖維到服飾
▎黃玲娉

紡織工業裡的各項工程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
每個工序所應用的知識與技術，可說是人類幾千年來智慧的結晶。

紡織技藝可追溯自人類的祖先利用養

紡織工業依製程可分為：原料生產→

蠶取絲、獸皮製衣，或把扯細了的植物表

紡紗→製布→染整→終製品製造、包裝等

皮纖維用手搓揉後製成各類紡織品。點點

產業。其中染整製程雖說常在織布後再染

滴滴的知識累積，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

色整理，製成所謂的成品布，但實務上，

科技進步了，工商業也發達了，人們開始

染色可以安排於任何階段進行。例如在製

動腦筋想到利用機械的方式製造量多且價

造人造纖維時加入色料，使纖維抽出時就

廉的紡織品，因此各類紡織工程陸續發展

帶有顏色；或在紡紗過程中，使用有色的

起來。

纖維或條卷，或把細紗予以染色而得色紗；
甚至可以在縫製好衣服後再進行，而非限

幾千年來智慧的結晶
利用各式纖維製成紗線、織物、服飾
或紡織品，這一整個過程稱作紡織工程。
當然，過程中需要運用、設計和改良相關
機器和儀器，才能方便、快速地製作服飾，
也需要許許多多的紡織技術或工藝來達成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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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某一過程中實施。紡織工業裡的各項
工程看似簡單，其實相當複雜，每個工序
所應用的知識與技術可說是人類幾千年來
智慧的結晶。

天然纖維除了蠶絲以外，全是短纖維。（圖片來源：種子發）

紡織纖維
在談服飾製作之前，必須先談談構成
紗 和 織 物 的 紡 織 原 料， 也 就 是「 紡 織 纖
維」。或許有人會問，衣服上的扣子、拉
鍊或羽絨衣裡的羽、絨算不算紡織原料？
其實這些都是廣義的紡織原料，由於紡織

羊毛、黃麻樹皮分離出的麻纖維或蠶寶寶
吐出來的蠶絲，這些屬於天然纖維。其他
以人工的方法製造的，就屬於人造或化學
纖維了。
天然纖維除了蠶絲以外，全是短纖維，
像羊毛或棉花的平均長度大概在 1 ∼ 15 公
分。相反地，以人工方式製造的纖維，特

品種類千百種，每一種都有著不同的工序，

別是化學合成的纖維，要多長就有多長。

非常複雜，在這裡只介紹製作衣服的主要

可惜的是，太長或太短的纖維都不適合當

原料與工序。

作紡織纖維，通常比 1 公分短的纖維都不

製作衣服最初的素材是紡織纖維，就

適合紡紗。

形狀來說，纖維是一種細長柔軟的物體，

紡織纖維除了不能太短之外，還有許

是所有紡織品的主要基礎材料，但並不是

多限制，例如，要有一定的細度才行。要

所有細長柔軟的纖維都可以用在紡織上。

多細才行呢？一般來說，「長度」通常是

像是蔬果中含有對人體消化系統有益的膳

「直徑」（或厚度）的一千倍以上，才能

食纖維，是食物成分的一種，但不在紡織

夠應用在紡織上。有了細長的型態後，接

纖維的範圍內。

著要考量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拉伸強度、

紡織纖維依來源或本質可略分為天然

韌性、伸率、柔軟性、溫度穩定性等特性。

纖維和人造纖維（或化學纖維）兩大類。

因為這樣才能紡製成紗線、布料，最後縫

像棉花樹上摘下的棉花、綿羊身上剪下的

製成衣服。

纖維是一種細長柔軟的物體，是所有紡織品的主要基礎材料，
但並不是所有細長柔軟的纖維都可以用在紡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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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紡織纖維抱合在一起的關鍵工序有許多種，最常見的是「撚」（扭），
大部分的纖維必須經過撚的程序才能把纖維抱合成紗線。

紗線怎麼來的
紡織的「織」，大家很容易理解指的是
「編織或織造」的工序，那「紡」呢？紡是
個動詞，如果用在製作化學纖維的過程中，
則稱作「紡絲」。紡絲的技術原理其實是在
模仿蠶寶寶吐絲的行為，利用金屬小孔洞讓
化學聚合物流出形成細長的纖維。「紡紗」

加撚

則是把紡織纖維透過各種機械設備處理後，
加工成細長「紗線」的全部過程。
如果發揮一下想像力，棉紡的紡紗過
程是先把一團混雜糾纏的棉纖維分開，重

加撚紗的構造

新排列整齊後把它們「撚合」在一起成為
一根很長的棉紗。因此可以這麼說，紡織
纖維經過紡紗過程，製得可供織、縫、繡、
綁的細長柔軟物體，都可以稱作是「紗」。

散纖維
單紗

「線」是紗的一種，但通常口語化後，把
所有的紗都稱做「紗線」。

股紗

人類很早以前就知道，要讓紡織纖維
抱合在一起，才能製成繩、布、漁網或生
活用品，「揉桑搓麻」就是這樣來的。讓

繩紗

紡織纖維抱合在一起的關鍵工序有許多種，
最常見的是「撚」（扭）的程序，大部分
的纖維必須經過撚的程序才能把纖維抱合
成紗線。
撚的程序很像把鉛筆夾在兩端用手撐直
的橡皮圈內，只要轉動鉛筆就會使橡皮圈絞

60

聚紗成布
布有很多種型態，其中一種是全部以
「紗」為素材加工而來，加工製作過程統

轉加撚起來，像是上了發條般越轉越緊。這

稱為「編織」（或織造），而它們的製品

時會發現，鉛筆兩邊的橡皮圈撚向相反。若

統稱為「織物」（或織品）。至於沒有經

把鉛筆抽出或反方向轉回去，橡皮圈又會恢

過編織這工序而形成的布，一般稱作「不

復原狀。轉動鉛筆絞轉橡皮圈可比喻為「加

織布」，紙尿布的主要材料就是不織布。

撚」，把鉛筆抽出或反方向轉回去讓橡皮圈

常用來縫製成衣服的布料，依織造加工方

恢復原狀，可比喻為「解撚」。

式的不同，又可分為梭織布、針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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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紗

綜框

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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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子

經紗軸

緯紗

梭織布

梭織機的基本織造結構

梭織布

一塊普通的梭織布通常由兩

母為了教誨兒子不學好，狠心地把還在梭

種方向的紗線組合而成：經紗與緯紗。經

織機上的布剪斷，可見孟母訓誡的意志多

紗是與布長（或布邊）平行的「直向」（也

麼堅定。

就是縱向）紗線，緯紗則代表與布幅（寬）

在現代的梭織工廠中，梭子的速度很

平行的「橫向」紗線。經紗與緯紗就像代

快，像太空飛鼠般左竄右竄，幾乎看不清

表地球座標的經緯度一樣，南北方向的走

楚。而且為了提升產量、減少噪音，梭織

線叫做經、東西方向的走線稱為緯。

機不斷改良，甚至出現無梭織機，也就是

人們常用「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來
形容時光飛逝，「箭」和「梭」都是速度

使 用 空 氣 或 水 取 代 梭 子 來 投 送， 把 緯 紗
「送」到左右布邊就成了。

頗快的東西，「梭」就是織布用的梭子。

如果要以一句話來表達梭織工藝，那

您或許看過婦女坐在木架製的梭織機前，

麼「穿經投緯」再貼切不過了。最簡單的

雙腳踩踏帶動著平行的一片經紗上上下下，

梭織布通常是把縱向的經紗固定成上下兩

雙手則左右「投梭」不停，她手上拿著個兩

組，再利用梭子（或水、空氣）引著緯紗

頭尖尖、中間盛放著一管緯紗的工具就是

左右來回地穿梭在經紗間而織成。總之，

「梭子」。經緯兩種紗線的方向互相垂直，

沿著梭織機捲布方向的紗線就是經紗。有

經過上下交織的過程就成了梭織「布」。

了主軸的經紗貫穿於中，梭織布匹整個組

如果您沒有看過真正的梭織機，一定

織還需要一根穿梭於經紗間的紗線，才能

聽過「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

構成一塊完整的梭織布，這條橫向的紗線

杼就是梭子的雛型，機杼就代表梭織。孟

稱為「緯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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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梭織布組織設計者來說，緯紗就

經紗與緯紗

像在一塊幅寬確定的平行經紗片上拿
著水彩筆的小精靈，藉由一筆筆忽上
忽下的緯紗描繪演繹出各種組織變化。
常見的平紋、斜紋、緞紋等梭織組織，

直向的紗
稱為「經紗」

都是利用緯紗的穿梭變化而成的。現在
許多型式的梭織機都具備有「雙緯」以
上的投緯設計功能，讓布料能在織造的
過程中產生更多的變化，進而衍生出更
多的花樣與功能。如果織造加上染色、
整理，能讓布匹孕育出花花世界，那麼
與布邊平行的
直向棉紗稱為
「經紗」

緯紗就是構成這個花花世界最基本的
元素了。
梭織布由經紗與緯紗組成，但是紗
線彼此間的相關位置卻可以變化萬千，
稱為組織或織紋。在梭織布中，任何一
根經紗與緯紗至少應有一個交織點，那

布邊

麼布中的紗線就不會脫散。因此若用手
工投緯，梭織布的組織很容易就可以變
成一幅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在梭織工廠
大量生產的布種中，最基本的三種組織

與布邊垂直的橫向的
紗線稱為「緯紗」

就是平紋、斜紋和緞紋，它們也可稱作
三元或三原梭織組織。以基本組織為基
礎，另可衍生出許多的變化組織。
平紋梭織組織是最基本也是最常見

平紋梭織組織

的組織，布上每一根相鄰的紗線都是一
上一下交錯著，外觀看起來頗規律，如

經紗

平紋梭織設計圖
（日文：意匠圖）

果加上不同顏色排列的紗線變化，就可
成為條子布或格子布。由於織物結構的
關係，平紋梭織組織在單位面積內的交
接點比其他組織多，因此它的強度和耐
磨性還不錯。平紋梭織組織在生活中隨
處可見，例如大多數的男士襯衫、床
單、被單、傘布等，許多薄紗組織與小
嬰兒用的紗布手帕也是平紋梭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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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紋梭織組織圖例

緞紋梭織組織

斜紋梭織組織

經紗

緯紗

經紗

緯紗

2
─↗
1

（二上一下組
織的右斜紋）

斜紋梭織組織圖例

緞紋梭織組織圖例

斜紋組織的構造是每根紗線至少必須

性較差，在布料縫合的位置容易滑動裂開，

連續跨過（浮或沉在）另外與它垂直的兩

而且浮紗容易鉤到造成損傷。緞紋梭織組

根紗線上，而且交接點像樓梯側面一樣連

織因為外觀與光滑的特性，常用來做禮服、

續爬上去或降下來，在布面形成向上或向

衣服內裡等。

下的斜向紋路，可以變化出左斜、右斜、

針織布

針織的發展是先用手工，後

跨三根紗的斜紋、坡度較陡的急斜紋、人

用機器；先有緯編，再有經編，因此目前

字斜紋等。大家最熟悉的斜紋組織非牛仔

一般針織物的織造方法可以分為緯編針織

布莫屬，還有工作服的布、毛呢料也很常

和經編針織兩大類。由於針織時紗須同時

用，仔細看布中有斜向組織的紋路就對了。

彎曲和扭轉，以便形成立體型態的紗圈，

緞紋梭織組織，顧名思義是像綢緞一

因此易彎且易扭的紗較適於針織。

般的組織。緞紋梭織組織基本上是一種變

簡單地說，緯編是以「橫向」來回的

化的斜紋，只是經紗或緯紗跨過多根（通

方式，用緯編機的織針鉤出一個個紗圈，

常最少五根）的垂直紗線後再進入織造交

然後把紗圈相互串套起來形成織物。這樣

接點，在布面產生一段較長的浮紗，相鄰

的解釋大家可能還是一頭霧水，但如果想

的許多浮紗層層疊疊地在經向或緯向出現，

像一下媽媽或奶奶拿著兩根細木棒針，拉

形成了平滑而有光澤的布面效果。由於交

著線球上的一根毛線，一上一下地拉線穿

織點較少，布的彎曲、懸垂性也較好，比

針織著毛衣，您大概就能了解，因為這就

較柔軟光滑，但是相對來講穩定度和耐磨

是最原始的手工緯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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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編織物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從
身上穿的內衣到外衣，或周邊生活用品，

平紋緯編織物圖例

都不難發現它的存在。如果您還不會分辨
緯編織物，就看看身邊有沒有目前常用的

╳

╳

╳

襪子、布手套、毛衣或內衣，因為它一定

╳

╳

╳

╳

╳

╳

是緯編織成的。
經編是依布面「縱向」把喂入的一片
經紗分別用織針來形成紗圈，相互串套連
結而成織物。一根紗沒辦法織造，經編工
廠必須有類似梭織準備的整經工程，把許

○ ○ ○

多根單紗整理為平行的經紗片，並捲在經
軸後，才能供經編機使用。經編織物產品

○ ○ ○
正面

○ ○ ○

的種類繁多，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很多領
域都可看到經編織物，具代表性的經編產
品有蕾絲、泳衣、仿麂皮絨等。

10

布可思衣
古時人類的服裝只是簡單地把一塊布
圍繞在身上，或在橢圓形布料的中間開口

反面
平紋緯編織物圖例

當作領口套著，或以別針把兩塊布固定在
肩膀上。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想出以裁
剪及縫製的方式製作服裝。要剪裁縫製服
裝，需要的材料有二大類：主料及輔料（副
料）。主料指的是布料，無論是梭織布或

經編紗圈圖例

是針織布，織好之後都會依需求染色整理
加工，讓布料有漂亮的顏色，或讓它能夠
有像是可以防水、防臭等各式各樣的機能。
輔料則包含縫線、帶繩、拉鏈、釦子、配
飾等。有了主料及輔料後，就依服裝設計
師的需求開始進入製衣工序。
在 18 世紀以前，服裝的價格昂貴，因
為必須先測量顧客身體尺寸，才能依據他

現在去服裝店買衣服，不會要求量身訂做，而是去選購喜歡且合身的現成衣服，
這些現成的衣服就叫做「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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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是創意文化的積累；
是社會動態的縮影；是歷史舞台的代言人；是季節循環的焦點。

決定的款式及素材製作。由於是量身訂做，

以紡織技藝為基礎所建立的流行服飾

往往需要十天半個月才能完成。而這種型

產業，演變至今是點點滴滴的人類智慧技

態的訂做店，雖日漸被量產的「成衣」所

術累積。流行是歲月累積所形成的一種現

取代，但因為它的規模不大，且針對特殊

行狀態或習慣，隨著人類文明的演變，服

體型的顧客或較少見的產品（如旗袍或西

裝設計結合了藝術與美學，強調創意與實

服），並搭配修改服務，現在偶爾還能在

用性。服裝除了有其實用性之外，也傳遞

小巷內發現它們的蹤影。

生活態度、社會趨勢與人類需求。服裝是

「成衣」是大量生產製造的服裝，意

創意文化的累積；是社會動態的縮影；是

思是「現成的衣服」。現在去服裝店買衣

歷史舞台的代言人；是季節循環的焦點。

服，不會要求量身訂做，而是去選購喜歡

當大家穿出個性的同時，或許能稍稍思考，

且合身的現成衣服，這些現成的衣服就叫

看似得來容易的衣服，中間的過程是多麼

做「成衣」。成衣尺碼已經標準化，一般

的不容易。

以男裝、女裝來分別，賦予 S、M、L、XL
等尺寸。但無論如何，現在市面上販賣的

（資料來源：紡織品入門手冊，紡織
產業綜合研究所）

服裝多半是工廠經企畫服裝設計→採購備
料→打版放縮→布料剪裁→裁片加工→車
縫→整燙→包裝等製程大量生產的，有固
定的規格、尺寸、色彩及材質供顧客選擇，
顧客可立即取貨。
現在在市面上購買的所有衣服，包含
風衣、外套、夾克、襯衫、T 恤、毛衣、針
織衫、褲子、裙子、洋裝等，無論它們的
材質是針織布或梭織布，都可以稱為「成

黃玲娉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衣及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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