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認證

瑞士紡織檢定形象櫥窗展示昱侖企業、勝宏實業通過 OEKO-TEX® 認證產品

瑞士紡織檢定形象櫥窗
揭示最新環保認證服務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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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構，今（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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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ARD 100、STeP、Eco-Passport、Made
in Green、Leather 及最新推出的 DETOX TO ZERO 等檢測認證服務，同時展出二億企業、
吉太製線、利華羊毛、昱侖企業、勝宏實業（依公司中文名筆畫排列）等5家企業通過 OEKOTEX® 認證標準之優質產品。

DETOX TO ZERO認證
為永續環保加分

®

紡織品生產中排除危險化學品。OEKO-TEX 透過
DETOX TO ZERO 為紡織品與皮革生產商提供實
際、可用的分析及評估工具，讓有害物質的使用變

瑞士紡織檢定中心（TESTEX）於今年推出

得透明、可控。

®

DETOX TO ZERO by OEKO-TEX 認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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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X TO ZERO 為紡織品與皮革產業的高效認

其特點在於：1. 符合 DETOX TO ZERO 製

證體系，目標協助生產工廠內實施綠色和平組織

造過程受限物質清單（MRSL）的廢水及汙泥合規

去毒行動的標準。DETOX TO ZERO 源於2011年

性；2. 符合 DETOX TO ZERO MRSL 公司中使用

綠色和平組織發起的去毒行動，該行動目標係從

的化學品合規性；3. 關注化學品與環境績效的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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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生產商使用 DETOX TO ZERO 分析及評估
工具時，評核結果不會是「未通過」或「通過」，
因為這不是傳統的認證體系；相反，重點是在於持
續改進過程，分析生產工廠的情況，並制訂強而有
力的行動計畫，規範在生產過程中逐步減少有害物
質。
此外，TESTEX 近年來大力推動的
Sustainable Textile Production（STeP）永續紡
織生產認證，亦是協助紡織業者落實永續目標的
利華羊毛通過 OEKO-TEX® 認證產品

®

好幫手。STeP by OEKO-TEX 是個獨立認證體
系，服務紡織品與皮革產業的品牌商、零售商及
製造商。認證適用於所有加工階段的生產工廠，
使工廠得以以透明可信的方式向外部傳達其環保
措施承諾。所有紡織企業皆可獲得認證，例如：
纖維、紡紗、織布、後整理加工與成衣製造商、
包含泡綿及床墊製造商，以及技術物流中心。在
皮革產業中，自浸灰、製革到成衣製造的所有工
藝，都可以獲得認證。

透過形象櫥窗展示
助業者掌握環保認證最新動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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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透過形象櫥窗

二億企業、吉太製線通過 OEKO-TEX® 認證產品

活動，揭示 STANDARD 100、Sustainable Textile

展示多款澳洲美麗諾 Merino 羊毛毛條；昱侖企業

Production（STeP）、Eco-Passport、Made

展出環保回收紗、可生物分解等永續創新系列商標

in Green、LEATHER STANDARD 與 DETOX

布；勝宏實業展出各式符合環境保護與確保人體健

TO ZERO 等檢測認證體系，以及羅列最新通過

康之不織布產品。形象櫥窗整體設計簡潔大方，

STANDARD 100 與 Eco-Passport 認證標準之臺

與 OEKO-TEX 相關認證體系重視環保之精神相呼

灣紡織業者。

應，展示期間吸引業界相關人士佇足瞭解，獲得熱

®

烈迴響。
此活動同步展出並推廣二億企業、吉太製線、
利華羊毛、昱侖企業、勝宏實業等5家企業通過該

欲 瞭 解 進 一 步 資 訊 ， 詳 見 h t t p : / / w w w.

認證標準之優質企業的產品與證書，其中二億企業

testex.com 或聯繫 TESTEX 臺北代表處 Tel：

展示多元肩帶、褲頭帶、滾邊帶之彈性織帶；吉太

02-2706-2828；Fax：02-2706-0202；E-mail：

製線展出各式成衣及鞋類尼龍車縫線；利華羊毛

taipei@tes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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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認證

通過 OEKO-TEX® 認證之臺灣廠商名單
二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

狄而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冠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穎辰織帶有限公司)

巨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育聖紡織工業有限公司

南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順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良澔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芊茂拉鏈股份有限公司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立兆股份有限公司

辛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泰特殊印刷有限公司

辰翰衣材股份有限公司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邦旭股份有限公司

恒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兆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邦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昱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隆羽絨制品(蘇州)有限公司

佲陞有限公司

柏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隆湄公有限公司

佳世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皇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翔服飾製品(深圳)有限公司

光碩企業有限公司

佳迎有限公司

紅瓦厝 (香港) 興業有限公司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美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業紡織(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佳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茂達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全業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依田股份有限公司

茂彰企業有限公司

吉太製線有限公司

卓亞貿易有限公司

衍昌企業有限公司

吉盈織造有限公司

協鎂企業有限公司

展越責任有限公司

名翔綉線股份有限公司

和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展義股份有限公司

多霖企業有限公司

和群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宇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悅佳企業有限公司

宇豐針織有限公司

拓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美商標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昀冠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泰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旭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昇燁貿易有限公司

泰慶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米松企業有限公司

明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浩瀚貿易公司

東莞利豐商標製造有限公司

浮釧國際有限公司

天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艾利丹尼森零售標識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

東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烝企業有限公司

天葆股份有限公司

佑詮股份有限公司

東誠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真烝企業有限公司(大陸公司)

世堡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利華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偉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瑞興織嘜有限公司

君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欣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榮針織染整(惠州)有限公司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呈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武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啟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泳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寶針織有限公司

宏利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玥鋮實業有限公司

國紡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YKK股份有限公司

宏良國際有限公司

芷伃有限公司

崇銘紡織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
有限公司 (仁澤)

宏宥實業有限公司

金鴻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崑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長溢貿易有限公司

強盛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長頌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得維紡織品股份有限公司

信富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紳寶股份有限公司

信藝企業社

連成實業有限公司

力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上銘興業有限公司
大同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大源實業社
山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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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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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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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國紙印花有限公司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科德寶寶翎不織布
股份有限公司

宏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連興綿織股份有限公司

汶固紙印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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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旺實業有限公司

裕興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和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凱穩興業有限公司

達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優勝美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創溢企業有限公司

鼎基先進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勝利蕾絲股份有限公司

嘉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賀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勝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勝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黛莉股份有限公司

喬大企業有限公司

漢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麒勝實業有限公司

富順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中山)有限公司

獻麒紡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潤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常熟)有限公司

瓏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智偉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馨洋行有限公司

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灃億國際有限公司

棉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維誠紡織染整有限公司

纖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棉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綿春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纖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元洋線股份有限公司

聚泰環保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鑫閎有限公司

琪祐股份有限公司
翔舜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菁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莞華慶塑料有限公司
詠祥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穎辰織帶責任有限公司
越南興帛紡織責任有限公司
隆絖股份有限公司

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聚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聚鴻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臺群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華培企業有限公司
遠東先進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隆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新世紀
股份有限公司化學纖維總廠

雅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儀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固興業有限公司

傳舜企業有限公司

億馨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德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合刺繡股份有限公司

歐蒂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隆纖維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緯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記布業有限公司

墾青(浙江)拉鏈有限公司 (中國)

準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墾青拉鏈責任有限公司 (越南)

煇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瑋霖有限公司

興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筠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瀚網版印刷有限公司

綉凌股份有限公司

錦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GRUPO LUXGEN S.A DE C.V
Hero Zipper Manufacturers
(Pvt) Ltd.
Mark Ribbon International Co.,
Ltd.
United Infinite Corp. Taiwan
Branch
（依公司名中文筆劃順序排列，截
至2019年9月統計）

通過 Eco-Passport 之臺灣廠商名單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大恭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勇安企業有限公司
海力奇股份有限公司
竣泓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萬箖實業有限公司

龍合永興股份有限公司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龍倡股份有限公司

銀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依公司名中文筆劃順序排列，截至2019年9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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