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部

瑞
士紡織檢定中心（TESTEX）為全球少數可以提供 OEKO-TEX® 國際認證服務的機
構，今（2021）年 TESTEX 再度透過形象櫥窗，宣導 OEKO-TEX® 認證標準並展示

通過該標準之優質紡織企業產品，期間展示 OEKO-TEX®、STeP、ECO-PASSPORT、MADE 
IN GREEN、LEATHER STANDARD 以及 DETOX TO ZERO 等檢測認證服務，以及展出八貫
企業、力鵬企業、上銘興業、中國今一製衣廠、國紡企業（依公司中文名筆畫排列）等5家企業
通過 OEKO-TEX® 認證標準之優質產品。

形象櫥窗展示 OEKO-TEX® 認證優質產品
瑞士紡織檢定歡慶成立175年

瑞士紡織檢定形象櫥窗展示八貫、力鵬、上銘、中國今一製衣廠與國紡等5家企業通過 OEKO-TEX® 認證產品

TESTEX 歡慶成立175年 始終如一 致力
於建立紡織鑑定準則

瑞士紡織檢定（TESTEX），是一家國際知名

專業、獨立的瑞士檢測、認證機構。自1846年成

立以來，一直專注提供紡織、皮革行業所需的高

品質檢測、分析與認證服務，總部位於蘇黎世。

TESTEX 歷史悠久，成立超過175年，因高品質服

務、獨立性與創新能量在全球廣受推崇。TESTEX 

為全球少數可以提供 OEKO-TEX® 國際認證服務的

機構，為了協助紡織、皮革業者發展符合國際市場

需求的產品與生產過程，OEKO-TEX® 提供以下優

化服務。

OEKO-TEX® 高品質保證

有鑑於市場對認證證書的信任非常重要，

OEKO-TEX® 不斷採取行動，實施各種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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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並積極聽取外部建議。年度循環對比測試是 

OEKO-TEX® 重要的品質保證措施，讓多家機構使

用相同的檢測方法對相同的樣品進行檢測，進而比

對實驗室間的區別。

MADE IN GREEN 支持亞馬遜氣候友
好承諾

2020年9月，美國電商龍頭亞馬遜啟動了氣

候友好承諾計畫（Climate Pledge Friendly），

旨在使可持續的產品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獲得 

MADE IN GREEN 標籤的產品，可直接滿足亞馬

遜氣候友好承諾的要求。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再生
材料

OEKO-TEX® 將可回收材料納入到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認證體系中，以實現更高的可

持續性。

ECO-PASSPORT
受限物質清單：為了促進行業合作和透明度，

OEKO-TEX® 公開披露其更新的 RSL/MRSL。

這份綜合清單明列了在認證中限制使用的化學物

質（ECO-PASSPORT, STeP, STANDARD 100, 

LEATHER STANDARD），支持並與 ZDHC 和 

AFIRM 等組織合作。

Sustainable Textile Production（STeP）
STeP by OEKO-TEX® 可持續紡織生產認證是

針對紡織生產鏈品牌、貿易公司和生產商的一套獨

立認證體系，以透明、可靠地傳達他們的可持續生

產條件。STeP 可持續紡織生產認證的模組化結構

允許全面分析和評估公司在運用環保技術和產品、

有效管理資源、遵守健康、安全和社會適應性最佳

工作條件的所有相關層面。

影音行銷八貫企業為臺灣首家取得
STeP證書

2004年瑞士紡織檢定（TESTEX）設立臺北代

表處，提供臺灣紡織業者更快速、便利的服務。臺

北代表處的施堯晟總經理表示，臺灣的業者在取得 

OEKO-TEX® 認證表現亮眼，八貫企業於2020年為

臺灣取得首張 STeP by OEKO-TEX® 認證，為此

瑞士紡織檢定特別協助八貫企業拍攝形象影片與進

行影音行銷，介紹八貫企業、慶祝其取得 STeP 認

證，以及推廣 OEKO-TEX® 優質形象，觀賞影片請

瀏覽 https：//youtu.be/D9L-BrDvNAM 。

持續透過櫥窗展示及推廣獲得認證企業
之產品

為協助臺灣紡織業者掌握 OEKO-TEX® 相關國際

環保認證最新動態，以及推廣通過 OEKO-TEX® 認證

的企業與產品，TESTEX 持續透過形象櫥窗活動，

揭示 STANDARD 100、STeP、ECO-PASSPORT、

MADE IN GREEN 、LEATHER STANDARD 與 

八貫企業劉宗熹總經理分享為臺灣首家取得 STeP 證書的喜悅

瑞士紡織檢定臺北代表處 施堯晟總經理推廣臺灣業者取得 OEKO-
TEX® 相關認證的亮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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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X TO ZERO 等檢測認證體系，以及羅列最新通

過 STANDARD 100 與 ECO-PASSPORT 認證標準之

臺灣紡織業者，並已於今年10月至12月圓滿展出。

此活動同步展出及推廣八貫企業、力鵬企業、

上銘興業、中國今一製衣廠、國紡企業（依公司中

文名筆畫排列）等5家企業，通過該等認證標準之

產品與證書。其中，八貫企業展出以航空級 TPU 

塗層為 SEATOSUMMIT 等品牌製造之空氣枕、充

氣睡墊，採用 ColdCell 隔熱材質為 YETI Cooler 

品牌製造之行動冰箱；力鵬企業展示環保再生原液

染色聚酯纖維及其多樣化的布料：上銘興業展出色

澤穩定的高彈先染尼龍紗線：中國今一製衣廠展示

優質的純棉材質格子布料與襯衫：國紡企業展出符

合環保、高品質 Polyamide 魔鬼氈產品。形象櫥

窗整體設計簡潔大方，與 OEKO-TEX® 相關認證體

系重視可持續性精神相呼應，展示期間吸引業界相

瑞士紡織檢定形象櫥窗展示國紡、力鵬與八貫通過 OEKO-TEX® 認證產品

關人士佇足了解，獲得熱烈迴響。

欲瞭解進一步資訊，詳見 http：//www.testex.

com 或請聯繫 TESTEX 臺北代表處 （Te l：

02-2706-2828；FAX：02-2706-0202；E-mail：

taipei@testex.com）。

勇安企業有限公司

員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竣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銀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通過 ECO-PASSPORT 之臺灣廠商名單

（依公司名中文筆畫順序排列，截至2021年9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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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OEKO-TEX® 認證之臺灣廠商名單

二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穎辰織帶有限公司）

力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盛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上銘興業有限公司

久立安有限公司

大同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大洋羽毛股份有限公司

大源實業社

山力群股份有限公司

才豐科技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造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今一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唯一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唯一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廠）

中國唯一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羅東廠）

中興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五綸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仁宗蕾絲股份有限公司

元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六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良高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友鵬有限公司

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亨實業有限公司

天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葆股份有限公司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瑞興織嘜有限公司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針織有限公司

台灣YKK華可貴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科德寶寶翎不織布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連興綿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

巨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弘欽實業有限公司

永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泰特殊印刷有限公司

立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碩企業有限公司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業紡織(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全業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吉太製線有限公司

吉亨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吉盈織造有限公司

名翔綉線股份有限公司

多霖企業有限公司

宇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宇豐針織有限公司

年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旭升紡織有限公司

旭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百聯店企業有限公司

米松企業有限公司

艾利丹尼森零售標識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

佑詮股份有限公司

利華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君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宏宥實業有限公司

宏洲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健紙印有限公司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沅豐興業有限公司

狄而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育聖紡織工業有限公司

良澔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芊茂拉鏈股份有限公司

辛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辰翰衣材股份有限公司

邦旭股份有限公司

邦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佲陞有限公司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迎有限公司

佳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佶城實業有限公司

依田股份有限公司

卓亞貿易有限公司

協鎂企業有限公司

和星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輝實業有限公司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拓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昀冠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昇燁貿易有限公司

明紡股份有限公司

明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烜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利豐商標製造有限公司

東莞華慶塑料有限公司

東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誠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鴻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武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泳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芷伃有限公司

金鴻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溢貿易有限公司

信富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藝企業社

冠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分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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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昱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柏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盈翔服飾製品（深圳）
有限公司

紅瓦厝（香港） 興業有限公司

美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茂達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茂彰企業有限公司

展義股份有限公司

悅佳企業有限公司

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晉吉股份有限公司

泰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源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浩瀚貿易公司

浮釧國際有限公司

海宏實業有限公司

真烝企業有限公司
（大陸公司）

偉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紡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崇銘紡織企業有限公司

崑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得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祥聖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紳寶股份有限公司

凱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凱穩興業有限公司

凱麒（柬埔寨）有限公司

創溢企業有限公司

勝利蕾絲股份有限公司

勝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勝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喬大企業有限公司

富順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潤股份有限公司

景煜實業有限公司

智偉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棉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琪祐股份有限公司

菁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詠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賀鋼興業有限公司

越南穎辰織帶責任有限公司

越南興帛紡織責任有限公司

隆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傳舜企業有限公司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新隆纖維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楊記布業有限公司

準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煇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瑋霖有限公司

瑞佳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筠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綉凌股份有限公司

翝鵬企業有限公司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裕興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鈺亨達有限公司

鼎基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洲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維誠紡織染整有限公司

綿春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臺群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華培企業有限公司

遠東先進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新世紀股份
有限公司化學纖維總廠

遠東新世紀
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印染廠

遠東紡織(越南)有限公司

遠璟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高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儀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固興業有限公司

億錦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億馨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德妮股份有限公司

德洽有限公司

歐蒂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緯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緹亞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墾青（浙江）拉鏈有限公司 
（中國）

墾青拉鏈責任有限公司 
（越南）

學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瀚網版印刷有限公司

錦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錦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龍倡股份有限公司

優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優勝美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勵行實業有限公司

穗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織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馥隆企業有限公司

寶麗美斯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獻麒紡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馨洋行有限公司

纖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纖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鑫閎有限公司

CONG TY TNHH TM XNK KIM 
THANG

GRUPO LUXGEN S.A DE C.V

ING TEXTILE CO., LTD.

United Infinite Corp. Taiwan 
Branch

通過 OEKO-TEX® 認證之臺灣廠商名單

（依公司名中文筆畫順序排列，截至2021年9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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