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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
的循環經濟
發展紡織品的循環經濟
必須關注如何透過設計滿足當今及未來的社會需求，
並使台灣的紡織產業轉型成為真正的永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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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紡織品設計必須從朝向廢棄的傳統線性模式，
改變成循環紡織品的循環思維模式。
由於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可持續
性的環境需求及回收技術的進步，支撐全
球紡織業的價值觀正在轉變。這種轉變透
過紡織品的設計思維進行體質的變化，也
透過紡織品的設計思維具體實現影響企業
管理和領導。

紡織品與我們息息相關
人們所有的活動都離不開紡織產品，
紡織業也是一個時尚產業，創造很大的經
濟利益。當我們一方面充分享受著紡織品
帶來的快樂與滿足時，另一方面，我們的
環境正受到負面衝擊等的影響。傳統紡織
產業列名為全球第二大汙染行業，僅次於
石化業。
台灣的紡織業曾經穩居創匯龍頭，在
上世紀 80 年代達到出口高峰之後，競爭力

筆者利用視訊對德國 ESMOD Berlin 設計學院的學
生分享台灣的回收紡織品經驗，期望循環紡織品的
理念能夠融入未來紡織品的設計思維中。

及出口面臨衰退。但近年來台灣的紡織業
不畏外界的挑戰，逐漸發展出自身的獨特

循環紡織品的循環思維模式

優勢，並持續為改變其負面形象而努力。

原物料開採改由再生材料取代

其 中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是， 台 灣 是 全 球
製造

機能性及環保布料的主要生產供應國。在

製造廠商∕
設計師

2018 年世界杯足球賽 32 個隊伍中，有半數
球隊的球衣都使用台灣的環保機能布料，
台灣雖未能參加世足賽，卻被譽為世足賽

再生

銷售

再生業者

品牌商∕通路

的隱形冠軍。

設計思維的改變
快時尚（fast fashion）的興起更加速設

回收

使用

回收業者

消費者

計思維的改變。新一代的紡織品設計者除
了要了解未來紡織業上中下游的發展、循
環紡織品需要的技術、紡織品的時尚趨勢

傳統紡織品的線性思維是，產品設計者

外，更要關注環保紡織品、可持續性發展

只考慮到產品本身的設計是否符合消費者的

等公眾議題，以及最重要的─要有創新的

需求及營利，於是產品最後走上廢棄的命運

設計思維！

（也就是所謂「從搖藍到墳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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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紡織品─由保特瓶回收製成，仍是線性思維模式

原物料開採

寶特瓶
製造使用

寶特瓶回收
再生聚酯

環保紡織品（eco-textile）的設計思維

環保紡織品
製造使用

廢棄
（焚燒或掩埋）

傳統紡織業的線性思維模式

是延長原物料的生命周期，減少環境衝擊。
例如目前台灣生產的環保布料主要利用回
收的聚酯瓶片作為紡織品的原料，然而最

原物料開採

紡織品
製造使用

廢棄
（焚燒或掩埋）

終的命運仍是走向廢棄。
新一代的設計思維必須擴大視野，展
望未來，擔負起環境永續發展的責任。這
樣的設計思考必須是一種以「使用者需求」
為核心的創新學習方式。以設計師專業的
方法和工具擷取靈感，結合人類需求、回
收科技的可行性，與商業成功的發展性。
未來的設計思維必須兼顧環保與永續，也
就是循環紡織品的思維模式。

快時尚的興起
衣著用紡織品在 21 世紀初發展出快時
尚文化，對整個服裝產業造成巨大的影響。

快時尚提供當下流行的款式和元素，以低價、款
多、量少為特點，激發消費者的興趣，最大限度地
滿足消費者需求。

快時尚又稱快速時尚，相當程度地迎合時
代的潮流。歐洲稱為「Fast Fashion」。英國
衛報也創造了一個新名詞 「McFashion」，

模式。對於消費者來說，可以用低廉的價格

Mc 取自 McDonald’s ─意味像麥當勞一樣

買到新潮的服飾。近 10 年這股時尚潮流襲

「製造及販賣」時裝。快時尚提供當下流行

捲全球，並創造驚人的財富。

的款式和元素，以低價、款多、量少為特
點，激發消費者的興趣，最大限度地滿足
消費者需求，卻相當程度地引發社會的危
機，包括耐用性不佳、剝削生產廠的利潤、
二手衣快速增加造成社會負擔等問題。

08

快時尚產業產生的問題
快時尚發展的軌跡有點像升級版的韓
國東大門服裝產業。台灣的單幫客到東大

快時尚產業是指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門，從設計、挑布、打樣、訂單到生產，全

內，把時裝周中展出的潮流服飾推出的商業

部的流程趕在幾天內完成。每樣設計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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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件的款式，然後帶回台灣銷售，以流行及

快時尚業者為洗刷快製造垃圾的汙名，

少量多樣取勝。快時尚是以全球的思維在進

回應環保人士的質疑，通常在店中會擺放

行，數量也放大百倍千倍，共同的特徵是快

舊衣回收箱，提供舊衣回收的管道。快速

速上架、流行時尚、平價及款多量少。

時尚把地球生態和資源極限利用，這幾年

快速上架─快速上架意味著快速生產，

迅速地把我們的環境負荷推向臨界點，造

生產廠常常必須加班生產，以應付快時尚業

成大量的溫室氣體、汙染物質和廢棄衣物。

者的要求。加班生產變成固定的生產模式，

而製造衣物的過程本身也會消耗大量的水

但生產廠「很少人敢拒絕，除了它，你找

資源和動用大量的土地資源。溫室氣體的

不到訂單量這麼大、這麼穩定的客戶」，其

問題雖嚴重但難以立即察覺，汙染物質技

反應正是台灣廠商的無奈。

術上可以避免，水資源可以用處理技術回

流行時尚─快時尚並不創造時尚，而

收與再利用，土地資源也可以合理使用，

僅是對時尚快速的反應，因此缺少屬於品

但眼前的廢棄衣物快速增加確實是一個大

牌應有的獨特風格。根據報導，快時尚品

問題，必須找尋出路。

牌每年花在購買版權或抄襲方面的罰款達
到幾千萬歐元。由於缺乏獨立的思考與設
計，讓這些設計師更像是訊息的收集者，

現階段紡織品的環境危機

淪為徒有虛名。抄襲的產業更容易被模仿，

前面提到快速時尚的興起，迅速地把

高利潤更意味著高風險。於是乎缺乏原創

我們的環境負荷推向臨界點。加上過去扮

性設計成為快時尚產業發展的一個隱憂。

演全球回收工廠的中國，從 2018 年 1 月 1

價格平實─平價的背後是必須降低成

日開始，正式對外來垃圾實施進口禁令，

本，強調的成本效益不僅剝奪生產廠商的

實施對象包括廢棄塑膠、紙類、廢棄爐渣、

利潤，也降低產品的品質，更造成平價服

紡織品等。另外一個二手衣回收再利用的

裝不是很耐穿的負面形象。但看在大品牌

大本營是非洲國家，然而為了發展自己的

加持與價格平實上，消費者把它當作消耗

紡織產業，也不再歡迎二手衣，使得廢棄

品，仍定期上門與消費。

衣物的出路更加雪上加霜。最後再加上環

款多量少─快時尚少量多樣的生產背後

境議題的愈益重視─焚化爐的燃燒限制。

更造成製造廠備料的負擔，增加生產原料的

實際上台灣的焚化爐處理一般垃圾已有不

準備及庫存布。快時尚這個產業雖然提供消

足，更別說二手衣要送去焚化爐燃燒。種

費者無比的新鮮感和精神上的滿足，但是過

種因素打亂整個原本平衡的二手衣市場。

度消費的結果卻造成物質資源的過度浪費。

在台灣，這幾年二手衣無處

在現實中，這些快時尚的服裝雖然設計一

可去的問題愈益嚴重，事

流，款式新穎，但因為做工不夠精美，沒有

實上二手衣回收商早

再利用及保存的價值。一旦過時只好廢棄，

已悄悄地收走街頭

通常只有進焚化爐一途。這種不斷浪費的產

的 舊 衣 回 收 箱。

業一直遭到環保人士的抗議，快時尚業者若
無法改善這種資源浪費的商業模式，面對的
壓力必定成為產業發展的一股強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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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回收的衣物無處可去，二手衣回收場
也已堆滿沒有去處的衣服，我們必須重視
這樣的課題並一起尋求解決之道。

從搖籃到搖籃的觀點
Wi l l i a m M c D o n o u g h 和 M i c h a e l

Braungart 在《從搖籃到搖籃》（2002）一書
中告訴我們，如何基於搖籃到搖籃的設計
模式重新進行生態的設計。二手衣的生命
若能透過這樣的模式，所有的衣服都會重
生，回到它們最初的搖籃狀態，而達到永

堆積如山的舊衣沒有去處

續的目的，這要從產品設計開始。
從搖籃到搖籃的概念包含 3 個原則，
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概念是 「垃圾即食
物」或 「廢物等於食物」。當產品已達到其
使用壽命結束後，若能使它們轉變而成為
「生物養分」或「工業養分」，就能重新再
利用。生物養分是可以重新進入生態環境
的物質，工業養分則是維持在閉環迴路的
工業循環中的材料。
從搖籃到搖籃的觀點描述一個完美的
理想世界，如同大自然一般沒有廢物。每

發展紡織品的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種再生系統，藉由經濟
活動維持人類的生活，經由設計減量、再
使用與循環再生的商業活動，充分運用系
統內的有限資源，設法達到讓資源及能源的
產生、投入與廢棄∕排放，和人類的福祉
達成永續平衡的目標。我們必須和所處的環
境資源共生，並產生符合經濟效益的活動。

一個物品都可以作為另一個有機體或工業

循環經濟所想像的未來是所製造生產的每

系統的有效食物，所有的材料在安全的循

個產品都經過精心設計，並可用於多個循

環中再利用，不會也不能有長期的、生物

環使用，不同的材料與生產製造的循環都

的累積效應或不可逆的變化。從搖籃到搖

經過仔細考量搭配，一個製程的輸出可以

籃的設計觀點提供我們一個解決紡織品

成為另一個製程的輸入並產生利益。

廢棄物的出路，但是如何做才能達到這樣

如同從搖籃到搖籃的設計思考，在循

的理想，是從設計源頭就必須努力的。這

環經濟中，當產品使用周期結束時，並不

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衣服回收以

會視為廢物，而是可以成為新的生產周期

後要能有效利用，這也是目前最大的困難。

的原材料，且符合環保和經濟效益。台灣

就從搖籃到搖籃的觀點來說，問題的產生

除了能源急需自主外，循環經濟很可能主

就是因為源頭錯誤的設計。

宰台灣下一階段的產業經濟發展。

在循環經濟中，當產品使用周期結束時，並不會視為廢物，
而是可以成為新的生產周期的原材料，且符合環保和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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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環經濟核心四元素分析紡織品的回收及思考可能努力的方向
循環經濟 核心四元素

重點
可以回收

產品設計─產品設計要能循環 安全∕衛生∕環保
∕回收技術能夠在經濟下達到
減輕環境的負擔
目的

反向物流─要在經濟有效且
合理的狀況下進行反向物流

商業模式─有效的商業模式
才可能長久地運行

其他配套措施─為達到上面的
三個核心，可能的配套措施

可能努力的方向
回收∕拆解分離設計
產品∕製程安全性
進行生命周期環境衝擊評估：如碳足跡∕水足跡

回收製程

開發回收技術

回收路徑

形成可行的回收通路

品牌商店面

鼓勵品牌商進行環保回收配合，達到雙贏的目的

回收處理廠商

回收分類處理

人員教育訓練

租借模式取代販售

所有權的轉移

回收獎勵制度

有效鼓勵回收

如：品質檢驗制度∕宣傳

改變再生產品的品質形象

環保綠色驗證

提升再生產品的環保價值

有效驗證規範的制定，以提升回收產品價值

第三方驗證

有效驗證規範的制定，以提升回收產品價值

物聯網

物聯網發展產品追蹤識別技術

政策法規

政府推動強制回收的可行性

民眾心理

民眾的教育

紡織品回收與再利用
結合循環經濟設計思考的做法來實踐
搖籃到搖籃的理想，才能達到紡織品循環及
永續的目的。對此，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致力於加速邁

消費者及回收端進行回收。參考國外相關
材料再利用的系統，評估材料的安全性，
建 構 紡 織 材 料 生 產 履 歷， 並 經 由 第 三 方
單位進行驗證及追蹤，結合雲端資源循環
管理平台，設計成紡織材料封閉循環系統。

進循環經濟的轉型過程。基金會執行長莫雷

期待新的設計思維能夠形成資源循環有效

（Andrew Morlet）在 2014 年來台灣訪問時，

的生態系統，讓珍貴的資源在迴圈中有效

對實際的做法提出核心四元素的概念。

地循環，達到循環經濟的目的。

發展紡織品的循環經濟是依據搖籃到

為達到紡織品的回收資訊透明化以形

搖籃的設計概念，並提供足夠的誘因促使

成可行的回收管道，利用網路的技術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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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紡織品其回收技術及品質要求相異，
因此必須先建立適當的回收方法及其對應的管道，
這些都需要最新的技術來完成。
紡織品的資源服務資訊架構

RFID

資源回收感測

回收材料分類追蹤紀錄

回收筒

環保平台

回收運送紀錄

細分選廠

環保回收
材料鑑別技術

資源回收數據連結

回收站洗滌處理

消費使用
材料數據分析
產品材料履歷
追蹤紀錄管理

消費使用履歷

檢測驗證

雲端資源循環服務平台
紡織品識別標籤

銷售紀錄
銷售

紡織品製造

原料

新原料供應

RFID

回收平台雲端資源循環服務。資源循環平

不同的紡織品其回收技術及品質要求相異，

台功能可以提供產品材料履歷、追蹤紀錄

因此必須先建立適當的回收方法及其對應的

管理、回收作業及循環資源相關數據分析。

管道，這些都需要最新的技術來完成。樂觀

可追溯性的資料流程可以讓回收的過程透

期待結合各界的力量，在循環鏈中一起努力

明化，並讓消費者信賴再生產品的品質。

讓台灣成為循環紡織環保科技島。

加上建構的再生及可追溯紡織品資源化驗
證，使複雜的紡織品循環成為可行。
目前的開發只是一個努力的起點，由
於紡織品的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紡織品的回
收路線幾乎都不相同，必須從產品源頭的設
計著手，加上製程的管理，產品的回收和
消費者的配合，並化繁為簡。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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