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汗淋漓的運動過後，全身散發了

「陽光」的味道。但如果沒有淋浴設施可

以略為沖洗，滿身的汗水滲透了運動服，

溼黏的感覺，實在不是一件舒服的事。這

個時候，若有一條乾淨的毛巾，用來把汗

水擦乾淨，再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也不

失為一個簡單的變通法。

剛洗完澡，站在蒸氣氤氳的浴室中，

全身熱呼呼的。順手拿下掛在牆上的大浴

巾把身體擦乾，只覺得全身三萬六千個毛

孔都無限的舒暢。

七月的「烤季」，窗外的豔陽毫不

留情地散發熱力，窗內的考生們揮汗如雨

地為著更美好的未來奮鬥著。好熱啊！心

情也跟著煩燥了起來。可別讓天氣影響了

作答的情緒啊！脖子上披上一條浸溼的毛

巾，讓蒸發的水氣帶走脾氣，靜下心來好

好為未來奮戰。

毛巾，這一條每家每戶都常備的生活

用品，價格不過區區數十元，看起來還不

甚起眼，似乎簡簡單單就可以製作完成。

但你知道嗎？毛巾的製造過程可不馬虎，

得要經過九個步驟才可製作完成呢！

毛巾的製作過程

一條毛巾的誕生，得要經過師傅們的

設計及巧手才能完成，而它的製作過程，

可分為以下九個步驟：

一、 毛巾設計

生產的毛巾要織成什麼花樣、使用什麼顏

色，皆需在製造前設計完成，以便設定機

台的操作模式。

二、 機台打版

等待毛巾的設計稿完成後，就可以進行機

台的打版設定。毛巾的織造是以紗線穿過

中梳來完成，將設計稿輸入至織造機後，

就可利用紗線的高低變化來表現毛巾的花

樣，而中梳的運動方式則是由提花龍頭來

控制。

文‧圖片提供／黃宜靖        

每天清晨，從暖暖的被窩中爬出，瞇著惺忪

的雙眼、踩著搖晃的腳步走進浴室，這個時候，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一條提神的毛巾了。當涼冰冰

地毛巾敷到臉上，瞌睡蟲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 毛巾做成的大象

▲ 幾可亂真的毛巾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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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棉織廠」因為內部管理問題，以易主經

營的方式重新開始，部分毛巾師傅承接機

台自立門戶，在外銷訂單激增的情況下，

促使雲林地區的小型毛巾工廠的設立，因

而形成了毛巾產業的聚落。

毛巾業的「內憂外患」

民國82年，美冠毛巾工廠歇業移往大

陸生產，其後的幾年，台灣的毛巾業在大

陸及東南亞低廉工資的夾擠下，外銷量劇

減，只能靠內銷市場來生存。而在這個危

機中，卻有同行走起了偏門，以大陸製造

的毛巾濫竽充數，私下運回大陸毛巾後在

台灣包裝，從中牟取高額的價差，搶走了

台灣毛巾的內銷市場，也擠壓了台灣毛巾

出產業的寒冬。

台灣毛巾的起源

開車經過雲林，在高速公路旁的大型

看版上，可以看到蘇縣長為毛巾產業製作

的宣傳海報。車流不息，這一張以「毛巾

的故鄉」為主題的看版，吸引了用路人的

注意。原來雲林是毛巾的故鄉啊？而虎尾

這個小地方，也曾經是毛巾業繁榮極盛的

搖籃嗎？

台灣的每一個產業都有它獨有的歷

史，而毛巾產業，便是在雲林虎尾這個樸

實的小鎮展開了序幕，並生根茁壯。

那是個50多年前的老故事了。民國39

年，上海顧家五兄弟渡海來台，選擇了虎

尾落腳，創立了「中大棉織廠」；這也讓

雲林和毛巾產業結下不解之緣。當時台灣

較知名的毛巾廠還有中和的三花毛巾、新

莊的愛鳳毛巾、湖口的雙蝶毛巾等，而這

些毛巾廠的設立，帶給台灣各地許許多多

的工作機會，也培養了許多製毛巾的師傅

和女車工。

到了民國61年，雲林縣的林內鄉成立

了頗具規模的「美冠毛巾工廠」，其後到

了民國67年時，另一間大型廠「保長毛巾

工廠」在斗六市成立。這兩間毛巾工廠在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期，承接了大量的外銷

訂單，也奠定了雲林縣在毛巾產業上的地

位。

民國69年後，已經營了三十年的「中

巾，得要先過水後再使用，才會有柔軟的

觸感，但有些卻可以省略這個步驟。

七、 剖布、車邊、剪頭、摺頭

毛巾因織造機或規劃的不同，分為單雙

條、多條織等，比方浴巾是一次做兩條、

毛巾一次可做4-5條。漂染烘乾完後的胚

布，將依照胚布的布邊裁開來車邊，再剪

開來摺布頭使其成為半成品，布標也是在

這個時候車在毛巾上的。

八、 繡花、印花

為了增加毛巾的質感，讓樣式更加的活

潑，半成品的毛巾會依照不同的需求，以

印花或刺繡的方式來後製。

九、 車縫、整理包裝

仔細剪去毛巾多餘的線頭，檢查是否有織

造過成的瑕疵，將不良品挑出後依賣場的

需求來折疊與包裝，便成了我們在市面上

看到的毛巾成品了。

毛巾和浴巾，隨時陪在我們身邊，可

說是肌膚的親密戰友，而在一次次的親密

接觸中，如果毛巾內含有致癌的物質，這

物質還會隨著溫水而溶出，那是一件多麼

可怕的事？民國95年市面上低價的毛巾中

檢出致癌物質聯苯胺，這才讓大家驚醒：

我們每天都在增加我們的致癌風險啊！

若不是當年黑心毛巾帶給大家強烈的

震撼，台灣毛巾，至今可能還咬著牙，孤

獨地對抗著黑心毛巾的傾銷，慢慢地失去

它的戰場。而今，台灣毛巾靠著對品質的

堅持，慢慢收回了市場上的「失土」，走

三、 選紗、前漂

毛巾的原紗使用的材質依照不同的需求而

不同，大部分使用的原紗為純棉或混紡。

台灣常見的原紗依其粗細可分為16、20、

32、40支紗四種，支數越高表示紗線越

細，觸感也越柔軟。除了粗細之外，原紗

還有單、雙股的分別，常見的雙股紗有20

隻、32隻兩種，多用在腳踏墊的製作。在

選定使用的原紗後，再依設計稿的顏色預

前漂染（簡稱前漂），使毛巾的色彩更為

豐富。

四、 整經、漿紗

將漂染好的原紗依順序整齊的盤在盤頭

上，以供後續織造使用；這個過程稱為整

經。為了增加紗線的強度及耐磨度，讓它

在製作的過程中不易斷裂，故在這個過程

會進行漿紗的動作。

五、 織造

把漿好的紗放上機台進行織造，織造機會

依照先前打版的設計版織造成為胚布。毛

巾製造的機器有很多種，依成品來區分可

分為平車、龍頭、無梭織機等，依其大小

可分為58、62、75、85車等。

六、 染整

將胚布進行剪毛、蒸煮、精鍊去漿、漂

白、染色、展布、脫水、烘乾等程序，毛

巾的主體就近乎完成了。此部分會因原

紗是否經過前漂而不同，以前漂過的原紗

織成的胚布，會省略精鍊去漿、漂白等步

驟，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購買新的毛 ▲ 師傅調整整經的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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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法。畢竟毛巾的用途皆與肌膚直接接

觸，若新毛巾過水後仍有漿液的殘留，食

用級的原料總是比其他原料安全了許多。

染料的提升：染料是使毛巾色彩活

潑的主角，但染料是否有毒性，定色的情

況，則直接關係著毛巾的良窳。95年的黑

心毛巾事件，便是從一條下水會掉色的毛

巾開始，引發了後續一連串驚人的黑幕—

沒想到洗毛巾的廢水，竟然含有致癌的成

份！選用大廠認證無毒的染料固然增加成

本，但追求安心生活的消費者，必定能認

同以價格換取高品質產品的訴求。

毛巾「不落地」：無論是成衣廠或

是毛巾廠，在製作的過程中，難免都會有

布料落地的情況，這也是購買成衣後要先

過水再穿的原因。工廠的地板即使每天清

掃，仍免不了會有落塵、髒污，因此，如

果能讓毛巾不落地，則更能確保毛巾的

「無污染」訴求。

結合新原料：將奈米「竹炭紗」應

用到毛巾的製作上，提高毛巾的吸水性，

抗菌並減少毛巾的異味，是另一種健康的

訴求。素雅的竹炭紗毛巾外表只有灰白兩

色，以簡單的配色變化來形成樣式，在眾

多色彩中仍受到許多消費者的青睞。可見

得機能性的健康訴求，確實能獲得消費者

的認同，進而從荷包中多掏出些銀兩來購

買。

採用「有機棉」：有機棉指的是棉花

在生產的過程中，全程採用有機栽培的方

至開發新的毛巾市場，則是讓毛巾業頭痛

的課題。

要怎麼樣才能讓產業走出原有的框

框，展現新的形象？毛巾業者所想出的策

略分為兩類，一類是立基在原有的毛巾產

業的優勢上，引入環保的原料或製作過

程，來打入重視生活品質的「樂活」新市

場；另一類則是嘗試走出毛巾的思維，讓

毛巾不只是毛巾，以富創意的包裝方式，

讓毛巾變為一種禮品。

毛巾品質的精進—環境友善

的毛巾

每一間毛巾廠的製作方式大同小異，

然而，使用的材質卻大相逕庭。在相同的

步驟上使用較高級的原料，便能大幅度地

提升毛巾的品質。

原料的提升：原紗是組成毛巾的主

要成份，也是影響整個毛巾吸水性、耐用

度、觸感的關鍵。因此，在選紗這個步驟

中，雖然選用原生棉紗的價格比選用混

紡、精梳棉原紗的價格高，但相對的成品

的品質也較高，製作出來的毛巾觸感較為

舒適，也較為耐用。

漿液的提升：漿紗的「漿」則是另一

個可以改善的步驟。上漿的方法有很多，

以一般口布、衣物的上漿來說，有人使用

太白粉水，也有人使用白膠與醬糊調和稀

釋使用。而在毛巾品質提升方面，選擇食

用級的原料來上漿，則是提升品質的另一

的打擊之下，台灣毛巾差點成了「瀕臨絕

種」的「保育類產業」。

黑心毛巾事件

劣質品總有原型畢露的一天。95年4

月，大陸製黑心毛巾被檢出含有致癌物，

在消費市場中投下了震撼彈。這事件震出

進口毛巾隱藏的風險，也喚醒消費者對毛

巾品質的要求。一時間，「產地」成了區

分品質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個大環境的氛

圍下，台灣毛巾得以稍稍喘一口氣，以較

高的品質，慢慢地改變消費者「只問價

格」的觀念。畢竟毛巾是每日必須品，直

接接觸全身的肌膚，若含有毒性物質，對

身體健康可是一大傷害！

隔年消基會檢測市售毛巾，發現部

分市售毛巾含「可遷移性螢光劑」，意思

就是說，這些不合格的毛巾上的螢光劑，

可藉著擦拭、啃、咬等動作轉移到人體

上！在這一次的檢測中，台灣毛巾的合格

率高、品質亦佳，更加深了台灣消費者信

心，加之以毛巾同業共組的科技發展協會

發揮了教育與推廣的功能，讓台灣毛巾終

於走出寒冬，在春天的暖風中發了新芽。

然而，毛巾業若只能依靠著其他國家

生產的毛巾品質不良，打著這樣的比較訴

求來做為銷售的唯一手段，那麼，在新聞

的激情過後，很難再為台灣的毛巾業打下

更多的江山。黑心毛巾讓消費者注意到了

毛巾品質的問題，但接下來如何維持、甚

業的生存空間。

在產業環境不佳的情況下，部分大廠

選擇改行或歇業，而選擇繼續奮鬥的毛巾

廠則全落腳在雲林，讓雲林成了毛巾產業

的聚落。

但毛巾業的危機還沒有結束。WTO

打著自由貿易的旗幟，開放大陸毛巾進

口，台灣消費者在「享受」低價的毛巾之

餘，卻不知台灣的毛巾產業差一點就消失

了。當時大陸毛巾挾著成本低廉的優勢，

大舉進攻台灣市場，甚至有部分業者看準

了消費者心理，在輸入大陸製的毛巾後

改標示為「台灣製」，這種魚目混珠的方

式不僅擾亂了台灣毛巾的價格，更造成消

費者對台灣製毛巾的錯誤印象，在這雙重

▲ 蛋糕毛巾的展售小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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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眾行銷，開拓戰場

在反傾銷稅課徵後，台灣的毛巾產

業聞到了春天的氣息。然而，在這保護期

中，毛巾產業更應該厚植自己的競爭力，

開拓更多的戰場。無論是提升品質或是增

加創意，台灣毛巾如何利用品牌的資產，

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進行分眾行銷，主打

不同的訴求來提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或

是營造新鮮感與話題來增加銷售量，都是

可以再思考與經營的方向。

一條條的原紗織造出一條條的毛巾，

也織出了許多老廠和員工的故事。而展望

未來，在千絲萬縷中，將會有更多創意的

火花，激盪在毛巾的戰場上。

如何選購一條「正港的」台

灣毛巾？

分辨一條正港的台灣毛巾，有兩個小

步驟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一、 觀察車線是否一線到底：有些在他國

製造的毛巾，在車布頭時會留下一個

布標的空間，等到毛巾進口後，再車

上「Made in Taiwan」的布標來魚

目混珠，故從車線的情況可以略窺

一二。

二、 閱讀布標上的資訊：真正在地生產的

台灣毛巾，布標上一定會有工廠的名

稱、地址等資訊，如果上面僅有「某

某公司總代理」的字樣，則不見得是

完全在地生產的台灣毛巾。

也讓蛋糕毛巾擁有著穩定的訂單量，和穩

定的收入。在站穩腳步後，毛巾蛋糕再以

獨特的包裝結構和日式「卡哇伊」的風

格，造成零售市場的話題。

以圓柱體紙模結構，在94年12月提

出了第一個專利的申請以來，興隆毛巾已

取得了7個毛巾型的專利、2個註冊商標。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以專利來保護創

作，是為了避免創意被抄襲踐踏，也是為

了激勵未來更多的創意研發。由於毛巾產

業多位於純樸的南台灣，專利對仿冒業者

多少有些喝阻的作用，讓蛋糕毛巾這個小

生意能保有高品質和不停研發的動力。

走進蛋糕毛巾的展售場，架上陳列

著的六吋蛋糕、切片蛋糕、棉花糖、霜淇

淋、瑞士捲、棒棒糖⋯等，數十種讓人食

指大動的蛋糕們，是毛巾廠轉型的生機。

而開放毛巾工廠成為觀光景點，則是一種

另類的行銷—在觀光中行銷台灣毛巾的優

點與品質，使得每一個造訪的旅客，都能

成為台灣毛巾的「粉絲」，以及推銷台灣

高品質毛巾的種子。

在毛巾製成的耶誕樹旁，大、小朋友

開心地製作屬於自己的毛巾蛋糕。無論是

初級的優格蛋糕，中級的霜淇淋、毛巾小

兔，還是高級的三角蛋糕、毛巾大頭狗，

當一條平凡的毛巾變成可愛的蛋糕時，每

個DIY的遊客無不咧嘴而笑。帶著自己折

出來的成品之餘，也會添購一些可愛的毛

巾禮盒，讓朋友們分享自己的好心情。

好吃的配方、蓬鬆的口感外，具有美感的

裝飾則是讓人眼睛一亮的必要元素。而毛

巾的色彩繽紛，加上鬆軟的外觀，讓毛巾

和蛋糕有了特別的連結。

要怎麼樣增加毛巾的附加價值？林穎

穗原是網路業的一員，在克紹箕裘地接下

家族的台灣興隆毛巾工廠後，發揮了網路

人的創意，興起了把毛巾「製作」成另人

喜愛的蛋糕的念頭，期望用創意的產品來

加深消費者對產品的印象，擺脫和大陸低

價毛巾擺在一起秤斤論兩的困境。

然而研發的過程總是難以一帆風順，

第一個蛋糕的原型，是在數十次的嘗試後

才摸索出要領，在這屢敗屢戰的期間，還

得面對家中保守的母親強力的反對，心中

的壓力可想而知。

然而，在第一張訂單上了生產線後，

反對的聲音漸漸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一張

又一張的訂單，和接踵而至的蛋糕時代。

台灣的蛋糕毛巾和日本的產品最大的

不同，在於台灣的毛巾是定位在使用而非

純裝飾，因而台灣的蛋糕毛巾包裝量少，

也沒有在上頭附加水果形狀的塑膠製品。

除此之外，蛋糕毛巾一開始的設定並非直

接打入市場，而是為企業量身打造行銷贈

品。

為了配合這個定位，蛋糕毛巾在毛巾

本體及包裝上預留了許多的空間，提供給

企業繡花、印花、印刷使用。這樣的產品

定位讓蛋糕毛巾省去了通路鋪貨的費用，

式，不使用化學肥料，也不使用農藥。除

此之外，在毛巾的製作過程中，亦採用環

境友善的天然原料，無過多鮮豔的色澤，

而是以大地色來顯示環保的氣息。這些從

提升毛巾品質的角度來選擇的原料、程

序，讓台灣毛巾的口碑不脛而走。這從台

灣毛巾的瑕疵品在網拍上熱賣的程度可以

看出端倪—消費者認同它的品質，即使有

些小小的瑕疵也不在意。

毛巾業的藍海—亮眼的蛋糕

毛巾

一個令人垂涎三尺的蛋糕，除了要有

▲ 用毛巾搭成的耶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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