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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驗證

瑞士紡織檢定形象櫥窗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瑞
士紡織檢定中心（TESTEX）為全球少數可以提供 OEKO-TEX® 驗證服務的機構，

繼2013年首度以形象櫥窗宣導 OEKO-TEX® 驗證標準，以及展示通過該標準之優質

紡織企業產品，引發熱烈迴響後，今（2017）年 TESTEX 再度透過形象櫥窗，推廣可持續紡

織生產驗證制度 Sustainable Textile Production（簡稱“STeP”）、Eco-Passport、Made in 

Green，以及最新推出的 LEATHER STANDARD 等檢測驗證體系，並展示台灣 YKK、宏遠興業

（依中文筆畫排列）等2家企業符合 OEKO-TEX® 驗證產品。

揭示最新STeP國際環保驗證

STeP 可持續紡織生產驗證制度

瑞士紡織檢定中心（TESTEX）創立於1846

年，為國際專業公正的檢測與認證公司，該中心之

臺北代表處成立於2004年，提供臺灣紡織業者申

請 OEKO-TEX® 驗證等相關服務，協助我優質產品

順利進入歐美等重要國際市場。

TESTEX 自1993年以來一直是 OEKO-TEX® 

協會的一員，它致力於依 STANDARD 100 by 

OEKO-TEX® 標準，檢測紡織品是否存在有害物

質。該檢測機構擁有多年紡織品及其配件的人類生

態檢測和驗證經驗。瑞士紡織檢定中心對各種測試

方法的開發做出重大貢獻。根據頒發的證書數量，

TESTEX 是此領域的領導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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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EX 為全球少數可以頒授 STeP 驗證的專

業機構，STeP by OEKO-TEX® 可持續紡織生產驗

證是針對紡織生產鏈品牌、貿易公司和生產商的一

套獨立驗證體系，以透明、可靠地傳達他們的可持

續生產條件。STeP 可持續紡織生產驗證的模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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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TESTEX 形象櫥窗，除了展示 STeP 驗

證制度標章、Eco-Passport 與 Made in Green 之

視覺標示，新推出的 LEATHER STANDARD by 

OEKO-TEX® 是全球統一獨立的檢測驗證體系，

專門針對各生產階段的皮革及皮革制品提供檢測

驗證，以及羅列最新通過 OEKO-TEX® 與 Eco-

Passport 驗證標準之臺灣紡織業者，並同步展

出、推廣兩家通過該驗證標準之優質企業－台灣

YKK（各式新型拉鍊）、宏遠興業（四面彈等機能

性布料）之產品與證書，形象櫥窗整體設計簡潔大

方，與 STeP 驗證制度視環保精神相呼應，展示期

間吸引業界人士佇足瞭解。

欲瞭解進一步資訊，詳見http://www.testex.

c o m或請聯繫：T E S T E X  臺北代表處Te l：

02-2706-2828 FAX：02-2706-0202  E-mail：

taipei@testex.com。

通過OEKO-TEX®驗證之臺灣廠商名單（依公司名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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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詮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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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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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鵬有限公司

双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葆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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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美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連興綿織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興業責任有限公司

巧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順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永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禾紡纖維有限公司

立兆股份有限公司

立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光碩企業有限公司

全泰成有限公司

全業紡織（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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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寶製線有限公司

名翔綉線股份有限公司

宇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成美商標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旭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旭泰刺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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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詮有限公司

利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利華羊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君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呈真實業社

呈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大拉鍊股份有限公司

宏利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宏良國際有限公司

宏宥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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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
社廠

良澔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芊茂拉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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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紡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佳群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依田股份有限公司

卓亞貿易有限公司

協鎂企業有限公司

和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和群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尚益染整加工股份有限公司

拓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明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易達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隆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雲股份有限公司

東誠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松卡索國際有限公司

武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泳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玥鋮實業有限公司

虎門股份有限公司

長溢貿易有限公司

長頌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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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Fiber Division）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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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OEKO-TEX®認證之臺灣廠商名單(依公司名中文筆劃順序排列)

南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厚達織品有限公司

恒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昱侖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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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彰企業有限公司

衍昌企業有限公司

展獅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展頌股份有限公司

悅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泰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浩瀚貿易公司

海宏實業有限公司

真烝企業有限公司 

真烝企業有限公司（大陸公司）

偉凱 （斯里蘭卡）

偉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健榮針織染整（惠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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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維紡織品股份有限公司

祥聖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紳寶股份有限公司

連成實業有限公司

連旺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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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順纖維有限公司

富銓織造有限公司

提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智偉織造股份有限公司

棉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棉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棉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森元洋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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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慶塑料有限公司

詠祥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中良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潁辰織帶有限公司

隆絖股份有限公司

雅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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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合刺繡股份有限公司

新隆纖維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新隆纖維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楊記布業公司

準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瑋霖有限公司

筠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綉凌股份有限公司

群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裕源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裕興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紡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鼎基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榮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中山）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常熟）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興業（越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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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城企業有限公司

億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億固興業有限公司

億馨針織股份有限公司

廣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德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歐蒂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緯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輝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墾青（浙江）拉鏈有限公司

墾青（越南）拉鏈有限公司

學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澤豐貿易有限公司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錦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龍合永興股份有限公司

龍倡股份有限公司

優勝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發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聯賀欣股份有限公司

薛恒興彈性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黛麗愛玲國際有限公司

織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元製衣股份有限公司

寶結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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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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