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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之 1 
109 年度自行研究計畫月份工作進度表 

研究題目 探討及協助解決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參與人員 斗六辦事處 黃筵嘉、林金生 

研究目標     雲林縣為我國毛巾主要生產地，亦是雲林縣重要的經濟產業，

毛巾隨時代科技的進步其製程及織法也有所變化，且相關檢驗規範

亦與時俱進，而業者所產製的新產品面對目前的規範，其所適從性

亦是目前業者所面臨的一大問題，因此藉本次研究了解毛巾業者目

前所面臨之困惑外，並提供有關毛巾產品目前相關規定協助解決業

者之問題。 

預 定  工  作  進  度  摘  要 

年 月 工  作  摘  要 預定進度 

109 01 擬定研究計畫、蒐集相關商品檢驗標準 5 ％ 

109 02 擬定研究計畫工作進度表 10 ％ 

109 03 蒐集各廠場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20 ％ 

109 04 蒐集各廠場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30 ％ 

109 05 蒐集各廠場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40 ％ 

109 06 蒐集各廠場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50 ％ 

109 07 資料蒐集及調查結果之確認 60 ％ 

109 08 研究計畫相關資料檢討及摘要處理 70 ％ 

109 09 資料之整理與彙整 80 ％ 

109 10 資料編輯及審查 90 ％ 

109 11 印製研究報告 100 ％ 

（註）：百分比採累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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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之 2 

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 109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填表人： 黃筵嘉 

填表日期：108年 11月 12日 

研究報告名稱 探討及協助解決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研究單位 

及研究人員 

斗六辦事處 

黃筵嘉、林金生 

研究 

期程 

自 109年 01月 01日 

至 109年 11月 30日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毛巾產業於七十年代曾風光一時，造就雲林縣虎尾鎮及斗六市等地區極

盛時期的繁榮，尤以虎尾毛巾工廠接有國內外大量訂單，佔整個毛巾市場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亦有毛巾王國在虎尾的美譽。毛巾類商品包含毛巾、拭手

巾、浴巾、童巾、方巾、茶巾、乾頭髮巾等梭織品，為國人每天必用之重要

民生用品，而隨時代科技的進步，毛巾製作的技術亦所有不同，在製作過程

中所添加的染劑、輔助劑等對人體有害的化學物質，也會隨技術的改變而有

所不同，而法規亦會即時修訂最新規範，以維護國人健康，保護消費者權益。 

    雲林縣至今亦為我國毛巾主要的生產地，毛巾產業同時也是雲林縣重要

的經濟產業，近年因低價進口商品的衝擊，許多傳統毛巾產業已轉型以毛巾

為主的多元化創新產業，以毛巾製作技術生產許多創新的產品，致目前市面

上以毛巾為主的多元化商品，於品目的判定上仍尚待釐清及確認。故藉由本

次研究了解目前毛巾業者所面臨的問題及困境，並給予適當的說明及協助。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透過紡織品廠場取樣隨時查驗作業程序年度抽驗計畫執行取樣檢驗，至

各廠場取樣時，詢問各毛巾業者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探討其問題的主要原

因，同時給予適當的協助並解決業者的問題。經逐案調查蒐集資料後，彙整

及分析目前毛巾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及困境。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次調查發現雲林毛巾業者目前所面臨的檢驗問題有：一、法規修改：

標示法規修改頻率高且修改後緩衝期太短。二、品目判定：業者新產品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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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判定是否歸為毛巾類。三、毛巾標示問題：毛巾上標示問題，包括進口、

委製、附縫、纖維及填充物成分名稱及洗標圖案等。四、檢驗合格通知：檢

驗合格後只有檢驗合格通知，無檢驗報告內容、項目及數值等。五、進口檢

驗時間：從產品進口後至檢驗完成核發合格通知書的時間長。 

等五個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建議解決的方法有：一、舉辦研討會及說明會。二、提供

多元諮詢管道。三、持續輔導業者。四、密切聯繫、互相配合。等四個方法。

總而言之，與業者多討論、多溝通、多交流，使業者更能了解本局欲達成目

標所訂定的新規範，而業者也能適時提出執行的困難，讓本局能同時的調整

及修正，進而持續多宣導、多輔導、多聯繫並互相配合，使新規範能順利銜

接實施，業者亦能依相關規定販售商品，為提供全體國民更好的毛巾品質，

一起攜手共同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說明：報告提要以 1,500字為限，且應包括下列 3部分：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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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及協助解決毛巾業者所面臨的檢驗問題 

黃筵嘉／台南分局斗六辦事處技士 

林金生／台南分局斗六辦事處技士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毛巾是我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日常用品，由「奶奶的熊」毛巾

故事館的引言「一條毛巾就是人生，無論迎接生命或者送走生命，人的一生都

離不開毛巾」，可知毛巾與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台灣毛巾的發展由 1950

年代上海顧家來台，於雲林縣成立第一家毛巾工廠「中大棉織場」，之後於 1970

年代雲林縣兩大毛巾廠「美冠」及「保長」承接大量外銷訂單，使得雲林縣毛

巾產業佔整個台灣毛巾市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並奠定了雲林縣成為毛巾產業

聚落的基礎。 

    傳統的毛巾生產流程為原紗、整經、漿紗、織造、退漿、漂白、染色、剖

布、滾邊、剪巾、車兩頭、整理包裝、出貨，而根據不同的紗種、漂白的程序

等等，於製程上又會略有不同，使用的機器包括整經機（圖一）、織造機（圖二）、

剖布機（圖三）、包邊機（圖四）等等。隨著時代的進步，毛巾製作的技術也隨

之提升，使用的機器、染料、工法等亦是日新月異，所以法規亦會與時俱進修

訂最新規範，以維護國人健康，保護消費者權益，近年台灣毛巾產業因低價進

口商品的衝擊，許多傳統毛巾產業已轉型以毛巾為主的多元化創新產業，以毛

巾製作技術生產許多創新的產品，致目前市面上以毛巾為主的多元化商品，於

品目的判定上仍尚待釐清及確認。故藉由本次研究了解目前毛巾業者所面臨的

問題及困境，並給予適當的說明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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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整經機 

 

圖二、織造機 



 7 

 

圖三、剖布機 

 

圖四、包邊機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毛巾商品依「紡織品檢驗作業規定」進行檢驗，檢驗方式又可分為監視查

驗、廠場取樣隨時查驗及管理系統監視查驗，目前雲林地區毛巾業者幾乎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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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場取樣隨時查驗」方式進行檢驗，其檢驗的項目有（一）標示查核，纖維

成分標示有明顯錯誤者，得取樣檢驗。（二）依取樣之產品特性任選「游離甲醛」、

「禁用之偶氮色料」、「鎘、鉛」、「有機錫」、「壬基酚（NP）、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NPEO）」五組檢驗項目之其中一組以上執行檢驗，並以輪流選項為原則。（三）

含繩帶及拉帶者加驗「物理性安全要求」。 

    本計畫研究的方法為透過紡織品「廠場取樣隨時查驗作業程序」年度抽驗

計畫執行取樣檢驗，至各廠場取樣時，詢問各毛巾業者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探

討其問題的主要原因，同時給予適當的協助並解決業者的問題。經逐案調查蒐

集資料後，彙整及分析目前毛巾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及困境。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雲林毛巾業者反應對於目前產業上所面臨的檢驗問題有：（一）、法規修改：

標示法規修改頻率高且修改後緩衝期太短。（二）、品目判定：業者新產品其品

目判定是否歸為毛巾類。（三）、毛巾標示問題：毛巾上標示問題，包括進口、

委製、附縫、纖維及填充物成分名稱及洗標圖案等。（四）、檢驗合格通知：檢

驗合格後只有檢驗合格通知，無檢驗報告內容、項目及數值等。（五）、進口檢

驗時間：從產品進口後至檢驗完成核發合格通知書的時間長。 

（一）、標示法規修正 

    標示法規的修正是最多業者反應的問題，畢竟法規的修改即會對業者造成

直接的影響，毛巾商品標示依據商品檢驗法及織品標示基準規定標示，而織品

標示基準之修正於中華民國 93年修正後，於 95年再修正，又於 104年再次修

正，且修正內容影響毛巾商品上之標示，導致業者須重新印製產品標示，而已

印製之舊標示則不能再使用，法規的公告雖設有緩衝期，但業者表示由於標示

購買每次皆須訂製上萬至幾十萬張，對產量少的小型毛巾工廠而言，於短期內

無法使用完畢，因而造成生產上的成本增加，再者小型的毛巾工廠於管理上較

為鬆散，偶有誤用舊標示或誤出庫藏商品之情形，造成產品出廠後需回收改善，

增加多餘的開銷，亦成為另一種的成本支出，而目前毛巾產業多數為小型毛巾

工廠，因此標示的修正造成許多業者較為強烈的反應。 

（二）、品目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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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目前快速變化的社會中，許多業者為因應產業結構的改變及市場需求的

不同，為公司的生存及發展，開發新的產品以符合時下潮流，找出新的商機，

而新商品的歸類成為業者最容易出錯的地方。有些業者則進口類似毛巾功用的

流行產品，但卻非屬應施檢驗毛巾類商品，例如非梭織品之乾髮巾、擦澡巾或

刷洗身體用之沐浴巾等，非屬應施產品則不用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屬織品產品

則依織品標示基準標示，非屬織品則依商品標示法規定標示。 

    有些業者則利用毛巾原料進行加工或後製，開發出新的產品，因由毛巾原

料製成，業者往往誤認為屬毛巾類商品，因而將新產品的標示以織品標示基準

規定標示，然而有些產品並不屬於毛巾類商品，導致標示錯誤，例如以毛巾原

料織造產品：口罩，其非屬應施檢驗紡織品類，標示依服飾標示基準，且不得

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浴衣，其屬應施檢驗紡織品中的成衣類，標示依服飾標示

基準，且毋須標示商品檢驗標識；口水巾，其屬應施檢驗紡織品中的嬰幼兒穿

著之服飾及服飾附屬品類，標示依服飾標示基準，且須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三）、毛巾標示問題 

    應施檢驗毛巾類商品標示依據商品檢驗法及織品標示基準規定標示，業者

較常標示錯誤的項目有：1、屬毛巾類紡織品未依規定標示商品檢驗標識或未完

整標示（圖五）。2、非毛巾類紡織品卻依織品標示基準規定標示：例如浴衣、

口罩等（圖六）。3、委製商名稱旁標示製造商品檢驗標識而無標示製造商相關

資料或標示 2種 M字軌（圖七）。4、洗標圖案未依織品標示基準附表二標示：

水洗、漂白、乾燥、熨燙及壓燙、紡織品專業維護（圖八）。5、纖維及填充物

成分名稱未依織品標示基準附表一標示（圖九）。6、附縫、附掛或貼標等標示

資料不完整。以上幾種為應施檢驗毛巾類商品標示常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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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海灘巾為應施檢驗商品，商品檢驗標識未標示完整，缺 M。 

 

圖六、口罩為非應施檢驗商品，不能標示商品檢驗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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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標示 2種 M字軌。 

 

圖八、水洗圖示重複，缺少乾洗圖示 



 12 

 

圖九、成分標示未依織品標示基準標示。 

 

（四）、檢驗合格通知 

    檢驗合格後只有檢驗合格通知，而無相關檢測報告內容，對於有些業者的

特定客戶需要檢測報告內容，則無法滿足其需求。隨著社會的繁榮進步，現代

科技的快速發展，化學藥劑使用越來越多樣化，而現代人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

亦日益增高，故有些產品是鎖定高消費族群，在追求高品質產品的享受，同時

也追求最高安全的保護，因此對於高端消費的產品，其要求的檢測報告內容越

須詳盡，以表現產品的高度品質。因此有些業者覺得檢驗合格後僅發合格通知

書，無法滿足特定客戶的要求。 

（五）、進口檢驗時間 

    毛巾除了國內製造外尚有進口的毛巾產品，有些業者反應有時因時下流行

或緊急需求等因素，須進口毛巾商品盡速交貨給顧客，而進口毛巾產品的檢驗

時間太長，往往會影響到交貨給顧客的時間，因有交貨期限關係，所以希望對

於進口報驗後到合格發證的時間能越快越好，以免延誤交貨期限而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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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毛巾業者於目前產業上所面臨的檢驗問題，本局可協助解決的方法

有：（一）、舉辦研討會及說明會。（二）、提供多元諮詢管道。（三）、持續輔導

業者。（四）、密切聯繫、互相配合。 

（一）、舉辦研討會及說明會 

    由於現代材料及製造方法越來越多元化，舊制規範已不敷使用或執行上有

所困難，並為與國際接軌配合國際標示之方法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等因素，故隨

著時代的進步法規亦跟著修正，但法規的修正如直接對業者造成影響時，往往

會造成業者的強烈反彈，所以政府更需要多與業者溝通及討論，如舉辦研討會

或說明會等，藉由會議說明修法的原由，讓業者能更加瞭解修改法規的目的，

同時也藉由業者反應的問題，解答其心中的困惑，避免產生錯誤的理解，如業

者有窒礙難行的問題，亦能於法規修正前做適當的調整，例如法規的施行日或

過渡時期等等。又如檢驗合格通知的問題，亦可提出討論，研擬可行之方法或

提供適當的解決方式，而依目前規定較適當的方式為提供本局認可實驗室，請

業者自行送檢，如有報告上特別需求或其他需要，本局可與實驗室溝通協調。 

（二）、提供多元諮詢管道 

    業者為因應現代潮流趨勢研發新產品或進口新流行商品時，於產品出廠前

難免會遇到許多問題，如是否屬應施檢驗商品須報驗、標示是否符合規定、依

產品功能性歸類後是否有特別規定等等，許多業者並不清楚產品屬性歸類及其

相關規定，因此本局提供多元管道可供業者諮詢，協助業者解決報驗問題，例

如：（一）電話：業者可撥打電話至總局、各分局或辦事處，詢問商品及報驗相

關問題。（二）網路：可至本局網路首頁，至網頁最下端，於資訊與服務項下，

點選查詢業務總覽，即可依據問題點選欲查詢的項目。如想諮詢商品品目歸類，

可於商品檢驗業務中應施檢驗/查驗品目查詢項下，點品目異動查詢，連結至商

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頁面（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再點線

上申辦中品目查詢線上申請作業，依申請須知即可進行線上諮詢商品品目作

業。（三）紙本：可依本局各項問題的查詢書表，填寫後寄送至本局，本局將儘

速回復相關問題。如想諮詢商品品目歸類，可至本局網路首頁，至網頁最下端，

於資訊與服務項下，點選申辦業務總覽，再點選商品檢驗，下載品目查詢書表，

依規定格式填寫寄送至本局進行諮詢商品品目作業。如有其他無相關書表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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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則將相關的問題書寫後，留下相關聯絡資訊寄送至本局進行詢問。（四）研

討會或說明會：本局舉辦研討會或說明會時，業者可於會中提出想要詢問之問

題，亦可針對問題進行探討，以解決業者的疑問及困惑。  

（三）、持續輔導業者 

    於法規修改後，有時會影響業者原本的生產作業，對於毛巾業者而言主要

為標示規定的修改，將導致舊有標示不能使用，並且須要依新標示規定再印製

新的標示，這對其他產業而言只是標示更換而已，但對傳統毛巾業者而言，卻

不是那麼容易更改，主要原因為傳統毛巾產業大多為較年長之人在經營，且營

業利潤又不高，能維持收支平衡已屬不易，對於成本的增加更會斤斤計較，再

者對於新標示的修改，特別是圖案的標示對於年長者更是區別不易，有時修改

好印製後還是會有錯誤的出現；另製造商、委製商、授權商、進口商等如何標

示的問題也時常出現，因此本局對於業者的相關問題都會持續性的輔導業者，

如於每年的廠場取樣、舉辦研討會或說明會、業者的來電諮詢、違規業者的訪

問等等，都將會依相關規定向業者一再說明清楚，避免發生違規情事。 

（四）、密切聯繫、互相配合 

    當業者對新產品的相關檢驗規定有疑慮或遇到問題時，希望業者能主動向

本局詢問，確認新產品的相關檢驗規定是否符合，避免於出廠後才發現有違規

情形，造成後續須要辦理許多違規程序作業，導致生產成本的增加。業者於進

口商品有交貨時間上的壓力時，也希望業者能儘快向本局負責的相關單位聯

繫，本局才能儘速規劃安排相關報驗時程，配合業者縮短報驗相關時間，讓業

者能順利完成交易。因此業者主動與本局密切聯繫，互相配合，才能將問題解

決，使業者能依相關規定將新產品出廠販售或於期限內順利交貨，達成雙贏的

目標  

 

    總而言之，本局與業者多討論、多溝通、多交流，使業者更能了解本局欲

達成目標所訂定的新規範，而業者也能適時提出執行的困難，讓本局能同時的

調整及修正，進而持續多宣導、多輔導、多聯繫並互相配合，使新規範能順利

銜接實施，業者亦能依相關規定販售商品，為提供全體國民更好的毛巾品質，

一起攜手共同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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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及參考資料 

（一）奶奶的熊毛巾故事館 

（二）巾酷毛巾網站（https://www.towel99.com.tw/） 

（三）紡織品檢驗作業規定 

（四）廠場取樣隨時查驗 

（五）廠場取樣隨時查驗作業程序 

（六）商品檢驗法 

（七）織品標示基準規定標示 

（八）應施檢驗毛巾類商品 

（九）服飾標示基準 

（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https://www.bsmi.gov.tw/wSite/mp?mp=1） 

 

 

https://www.bsmi.gov.tw/wSite/mp?m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