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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KO-TEX® Standard 100檢驗標準：2016 年新規定
OEKO-TEX®協會一如既往，在年初發佈了最新的 OEKO-TEX® Standard 100產品認證的測試標準
和限量值要求。新標準將於2016年4月1日起生效。
OEKO-TEX®協會藉多項新標準，不單積極支援「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ZDHC）」和「去毒行動」，
更進一步加強紡織生產商處理潛在有害物質的責任意識，冀能帶動業界為消費者提供有力保障。
OEKO-TEX®協會自1992年以來已頒發超過150,000份證書，僅在過去12個月就頒發了14,000多，相

比去年增加了5.7%。 OEKO-TEX® Standard 100標籤在全球紡織品有害物質檢驗領域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自2010年起協會除保持嚴謹的有害物質檢驗外，更向全球證書持有公司採取強制現場審核。每三
年進行一次的企業現場審核措施有效沿用至今，不僅確保了認證產品之品質，更有效支援可持續發展認
證STeP by OEKO-TEX®體系中的品質管制模組。
除有害物質檢測外，OEKO-TEX® Standard 100及其廣泛的市場抽樣檢測、QM企業審核、研討會及

培訓，均有效幫助業界釐清企業的弱項以作改良，藉以邁向諸如「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ZDHC）」和
「去毒行動」等目標。

OEKO-TEX® Standard 100新規定及有關查詢，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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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港府統計處資料，紡織品服裝去年出口2131.94億港元，較2014年減
9.1%。其中紡織品705.79億港元、減6.9%；服裝1426.15億港元、減
10.2%。自2008年環球金融海嘯以來，出口基本呈現弱勢，除2009、2010
年大跌小回外，之後四年持續下跌，八年來已跌掉35.2%，即逾三分之
一。其中港產品更甚，由2007年的424.97億港元跌至去年14.76億港元，

大跌96.5%；轉口則由2865.8億港元跌至2117.19億港元，跌26.1%。
四大主要出口市場中，除東盟增3.0%外，其他三地全部減縮。美國
相對減幅較小為6.8%，歐盟最差減17.6%，內地減幅較整體略大，為
10.8%（詳見附表）。

香港紡織商會 林夕心

單位：億港元

月  份 合計(SITC65、84)  紡織品(SITC65) 服裝(SITC84)

及市場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整體出口 轉口 本地產品

合  計 2,131.94 2,117.17 14.76 705.79 699.81 5.98 1,426.15 1,417.37 8.79

較上年% -9.1% -8.9% -34.2% -6.9% -6.6% -29.8% -10.2% -10.0% -36.8%

 其中四大市場(1-12月累計佔出口總額77.6%)：

美  國 548.58 545.91 2.67 13.39 13.23 0.16 535.19 532.68 2.51

較上年% -6.8% -6.6% -30.9% 0.4% 0.8% -24.1% -7.0% -6.8% -31.3%

內  地 490.74 484.69 6.05 393.99 392.06 1.94 96.75 92.64 4.11

較上年% -10.8% -10.1% -45.3% -13.3% -13.0% -49.5% 0.9% 4.5% -43.0%

歐盟28國 378.02 376.91 1.11 12.28 11.92 0.36 365.74 364.99 0.75

較上年% -17.6% -17.5% -21.0% -13.9% -13.4% -27.4% -17.7% -17.7% -17.5%

東盟10國 237.44 235.74 1.70 181.12 179.66 1.47 56.32 56.09 0.23

較上年% 3.0% 3.3% -22.0% 5.6% 5.9% -22.5% -4.4% -4.3% -18.6%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香港紡織商會整理)。

香港2015年1-12月紡織品、服裝出口統計

去年紡衣出口四連跌

最近網上瘋傳一段片，話
說芝加哥有一所中學，一位
音 樂 老 師 Ms Gabrielyn
Watson不幸染上癌症，在復
原的過程中，她的學生給了
她一個驚喜，表面上是邀請
這位老師回校作一個訪問，
但實際上是給這位老師一個
小型音樂會，就當這位老師
走進學校的走廊，學生們從
兩旁緩緩出來唱Amazing

Grace， 片段中這位老師深受感動，這片段在不同的
社交媒體的點擊率已經過了750萬。其實這是 紙巾
品牌Kleenex的一個推廣活動。
這個推廣活動的主題是Someone needs one，概念也
直接簡單。Kleenex公開徵求一些故事，可以突顯其
Care 及至Share 的慨念，Ms Watson的故事只是其中一
個。大家想看其他的，可以到其他社交網站搜尋，但切記
準備一些Kleenex紙巾在旁，因很多都是很催淚的。
其實之前Kleenex 也做了一個很成功的推廣，他把
他的紙巾包裝成兩小包，而其中一小包是鼓勵消費
者分享給身邊有需要的人，不管朋友或陌生人，盡
顯其主題Care與Share。
很欣賞Kleenex能把這品牌產品推到這層次，由一張

普通不過的紙巾變成一個lifestyle product，對生活細
節的關注，再而有一個配合時代步伐的表達與實行。我
想現在每個人都會有紙巾隨身，日常生活中，我想紙巾
是我們最經常分享與其他人的，Kleenex就把這些情況
放大，生活化、戲劇化，從而將品牌感情化(Emotion-
alised)。有研究品牌的學者，把品牌分開兩個層次，功
能上(Functional Level)的和感情上(Emotional Level)，
而一般都會同意，感情層面上的是較為重要。主要的原
因是功能性的東西是可以容易超越比較甚至模仿，但在
感情層面上是難以比較，品牌可以自訂遊戲規則，發展
無窮想像空間，就用Kleenex作一個例子吧，市面上有
很多不同品牌的紙巾，若果糾纏在功能上的競爭，不外
乎在柔韌性，紙質的厚度、大小、生度、價錢…….
這些都有一個客觀的準則，但Kleenex則把推廣重點放
在share 及care，這些感性的概念卻很難去比較和模
仿，而消費者往往會先入為主，其他紙巾的品牌想抄襲
卻有非常的難度，沒有可能再用care或share的概念，
換句話說，Kleenex已佔有一個很好的市場定位。再者
在execution上，Kleenex也給很多人談論transmedia
的一個很好的示範，很多創作空間是消費者的積極參
予，消費者參與愈大，對品牌的認受性也愈深。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講師
廖泳新博士

tcliuws@polyu.edu.hk

香港鞋業集中為歐美知名鞋履品牌及零售商作代產。
國際市場帶動下，高質量、高增值、原始設計製造
(OEM) 已成為香港鞋商長遠發展趨勢。而反應迅速、
優質樣品試製及小批量生產訂製亦成為客戶的基本要
求。現時大部分鞋商仍以人手方法量度鞋楦來繪製平面
布料紙樣，做法費時、昂貴，並有欠準確，未必可乎合
市場要求。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

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開發一套三維鞋履設計軟件，涵
蓋鞋面建構及設計到製作二維紙樣的工序。這系統根據
行內專業知識及意見而編制，儲存400個常用鞋楦的三
維數據資料，用戶可利用內置鞋楦資料或輸入自己的鞋
楦資料以助設計。

三維設計軟件中最難繪畫的是自由曲面，這系統定立
了一套機制幫助設計師輕易繪製外形不規則的鞋面，減
少所需時間。設計師可根據鞋面的參考線設計鞋口線、
鞋的外形及圖案。完成設計後，用戶可使用系統的展平
功能來製作紙樣。系統的二維及三維放碼功能可一次編
造多個尺碼的紙樣，省卻以往為不同尺碼繪製多個紙樣
的工序。此外，三維檔案更可傳送到不同電腦輔助機器
自動切割紙樣，加快生產速度。
這系統可協助那些較少接觸三維設計軟件，或使用

相關軟件繪畫產品的設計師繪畫相對複雜的鞋履形狀
及曲面。為幫助鞋履設計師容易掌握設計軟件，研發
機構收集業界意見，依照行業實際的設計方法和程序
編製此擴展軟件，並把排序及組合這些一般功能融入

鞋履的設計過程中
使用，使較便宜的
通用設計軟件亦能
變成行業特定的專
業軟件。此外，這
軟件還新增了嶄新
的三維鞋履展平、自
動化紙樣輸出、2D
紙樣放碼、3D鞋款
放碼等功能，有助連
接設計及生產過程。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總監(研究及發展)

何繼超博士

針對紡織品加工化學品和化合物的驗證程序，
OEKO-TEX®國際環保紡織協會新增一套認證體
系，即 ECO PASSPORT by OEKO-TEX®認證，
是證明生產廠商生產的諸如染料、功能助劑、整理
劑、潤滑劑、洗滌劑等產品可用於可持續紡織生
產。此全新認證項目將於2016年夏初正式發布。
ECO PASSPORT by OEKO-TEX®認證項目分為

三個階段進行評估。首先，生產廠商採用保密和安全
的方式將其配方中的化學物質告知OEKO-TEX®，隨
後OEKO-TEX®將這些化學物質的 CAS 編號與
OEKO-TEX®Standard 100限量物質清單以及STeP

by OEKO-TEX®製造過程受限物質清單中的編號進行
比對。這些OEKO-TEX®清單符合REACH和ZDHC
指導標準。
其次，OEKO-TEX®會對每種成分進行風險和危害評

估，確定各個成分是否滿足22項健康和環境評估指標。
最後，OEKO-TEX®會對化學產品進行分析驗
證，確定該產品中不含不可預期的副產物或污染
物，並且確定該產品符合 ECO PASSPORT by
OEKO-TEX®認證的各項要求。OEKO-TEX®將為
通過這三個評估階段的產品頒發ECO PASSPORT
by OEKO-TEX®證書。 OEKO-TEX®供稿

歐盟委員會(EC)發佈了一項規定，禁止歐盟所有成員
國在銷售的紡織製品中使用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s)。
NPE在紡織上常被用作表面活性劑，並會分解形成有毒
的壬基酚(NP)。壬基酚是持久性化學干擾激素，易在食

物鏈中積聚，並且即使含量非常低也還是有危險毒性。
修改後(REACH)法規將從本年2月2日生效，五年過渡
期，即2021年2月3日開始，歐盟市面上的紡織產品將
不能再含有NPEs。 香港紡織商會輯

三維鞋履設計軟件成功開發

OEKO-TEX®新增認證

紡 織
新技術

歐委會將禁在紡織品使用 NPEs

談品牌—從Kleenex談起

CEPA紡衣去年出口勁減六成
據港府工業貿易署統計，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簡稱CEPA）的港產品零關稅出口內地，去年所有貨品獲批產
地來源證13,833宗、離岸貨值78.78億港元，分別較2014年減7.2%及
22.5%。
其中紡織及成衣製品獲批產地來源證1,138宗、離岸貨值2.52億港

元，分別減39.1%及59.5%。自2004年起CEPA零關稅出口內地迅速增
長，至2011年達到高峰為9.86億港元，對陷於衰落的製造業起了紓緩
作用。但隨製造業的持續萎縮，之後由增轉減，且減速逐年加劇，前
景堪虞。

據港府統計處資料，2015年原產地為內地的紡織品服裝經港轉口
1803.2億港元（折232.62億美元），較2014年跌9.4%，較整體總跌幅
9.1%稍大，但有持續走低趨勢，比最多的2008年已下跌29.0%，即近
三成。其中紡織品佔521.0億港元跌4.9%（比2008年則跌19.9%，下
同），服裝佔1282.2億港元減11.1%（跌32.1%）。

內地產品輸港後再轉返內地，俗稱「香港一日遊」或「經港自
轉」。據港府統計處資料，2015年經港自轉的紡織品服裝264.25億
港元，較2014年減11.6%，有反覆下跌走勢，較最高2006年已大跌
四成二`。其中以紡織品為主223.72億港元減14.5%，服裝40.54億港
元增8.9%，走勢趨升，與紡織品相反。

香港紡織商會凡丁

去年內地紡衣經港轉口續跌

內地紡衣「來港一日遊」減一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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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鞋履設計軟件
有助設計師縮短設計
及生產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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