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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公協會
環境外部倡議

石化塑膠 纖維紡織產業 其他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 兩岸企業家峰會 CDP 氣候變遷與水揭露
問卷評比

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 TCFD 支持者

－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 － －

研發創新與數位及能源轉型

 政策：
1. 鼓勵研發風氣，使每位研發人員不斷創新與改善，提升技術與產品價値
2. 透過跨部門合作及研發管理，積極開發質優、環保、多樣性產品

 責任：由技術部門執行擬訂年度研究計劃及目標，經營階層負責監督及考核績效之達成

 資源：產學合作，大專院校與企業內各部門研究單位進行技術和設備交流及共享

 目標與承諾：積極開發質優、環保、多樣性產品和下游客戶共同成長

 申訴機制：主動關心客戶生產狀況，隨時提供技術支援，並將結果呈報經營階層以利維持良好
互動關係

 績效評估的方式與結果：
1. 定期檢討績效執行成效，包括月、季及年度經營績效檢討，對各部門營運狀況進行考核與改善。

經營階層也隨時監督營運情形，以提升績效
2. 每月檢討已提出之 AI 應用技術推動進度提出新應用技術

重大性議題 : 智能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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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 PP、PE 隔離膜特性比較

創新研發案例

鋰電池 PP 隔離膜及模組外殼材料開發

產品研發與創新
本公司透過產業垂直整合模式，促使公司同仁對原料、產品製造及加工應用累積豐富的專業能力與開發經驗，
透過跨部門合作及研發管理，充分整合運用研發資源，持續投入創新想法，主動開發滿足市場需求之產品。

智慧財產管理

為利管理新產品與新生產技術等研究開發案，本公司訂定「研究開發管理辦法」及設
置相關電腦作業，並於「研發人員研究開發成果獎勵辦法」規定重點產品研發及專利
授權之獎勵，以激勵研發人員研究創新，提升公司競爭力。另為強化員工對智慧財產權之認知，要求所有員
工出具「尊重智慧財產權聲明書」，並實行智慧財產權法規之教育訓練課程。請參閱本公司官網，投資人關係
之公司治理「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專區「智慧財產管理」。

SDG 9.4

官網：專區
「智慧財產管理」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2 創新經濟
的價値

3 美好環境
的價値

4 永續人才
的價値

5 社會共榮
的價値

創新經濟的價値

1 經營理念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下表為 PP、PE 隔離膜特性比較

創新研發案例

鋰電池 PP 隔離膜及模組外殼材料開發

2.4.1 產品研發與創新
本公司透過產業垂直整合模式，促使公司同仁對原料、產品製造及加工應用累積豐富的專業能力與開發經驗，
透過跨部門合作及研發管理，充分整合運用研發資源，持續投入創新想法，主動開發滿足市場需求之產品。

智慧財產管理

為利管理新產品與新生產技術等研究開發案，本公司訂定「研究開發管理辦法」及設
置相關電腦作業，並於「研發人員研究開發成果獎勵辦法」規定重點產品研發及專利
授權之獎勵，以激勵研發人員研究創新，提升公司競爭力。另為強化員工對智慧財產權之認知，要求所有員
工出具「尊重智慧財產權聲明書」，並實行智慧財產權法規之教育訓練課程。請參閱本公司官網，投資人關係
之公司治理「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專區「智慧財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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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PP 隔離膜 PE 隔離膜

厚度 ( 穿刺強度 400gf) 20μm
12μm，PE 韌度佳，抗穿刺強度優於 PP，可生產較薄
隔離膜。鋰電池體積較小

耐熱性 Tm=165℃，高熔點耐高溫 Tm=135℃，隔離膜表面常塗佈陶瓷顆粒改善耐熱性

樹脂類型 高結晶度 HOMO PP 超高分子量 HDPE

電池比較

正極材料：磷酸鋰鐵
重量：83g
尺寸：ψ26 *L65(mm)
體積：34,493(mm3)
蓄電量：3.2V*3.5Ah=11Wh

正極材料：鋰三元 ( 鎳鈷鋁 )
重量：41g
尺寸：ψ18*L65(mm)
體積：16,532(mm3)
蓄電量：3.7V*3.5Ah=12Wh

開發說明 效益 未來規劃

1. 隨著電動交通工具及儲能設備的興起，
高能量密度的鋰電池因電池輕量化、續
航力高且環保，成了產業發展重心

2. 隔離膜在鋰電池中介於正、負極之間防
止電極接觸短路，而允許自由鋰離子可
於其間通過

3. 材料選擇上必須具有一定的機械強度，
符合組裝上的需求。且結構上須具有足
夠的孔隙度來吸收電解液，以維持較高
的離子傳導度。故隔離膜的選擇在電池
表現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 因 PE 隔離膜要求超高分子量及低
雜質，生產成本較高，而 PP 隔離
膜市場主流用料為高結晶 HOMO 
PP，本部採 CHISSO 製程，於生產
高結晶性 HOMO PP上具有優勢

2. 2020 年全球年用量約 1.3 萬噸，
本公司在製程開發上獲得突破，已
被台灣隔離膜廠商採用，銷售量
達 60 噸

隔離膜因涉及鋰電池終
端應用安全性，產品認
證 期 長，2022 年 度 銷
售量以 100 噸為目標

AI 應用專案，截至 2021 已完
成 131 件，2022 年預 計 執行
105 件；至 2022 預計累計投
資金額為 169,187 千元，預計
累計年效益 919,923 千元。

數位及能源轉型與專業人才培訓 
本公司成立數位及能源轉型專案組統籌推行營運數位轉型，由各事業部協理、資深工程師主導，生產廠及保
養處設有主管專責推動 AI 的應用，由「點－線－面」發展為全面人工智能工廠。實際行動方面，利用大數據建
構營運動態管理、製程優化、生產節能及管理智能，並利用既有工廠資訊整合系統 (Plant Information, PI)
開發生管、製程優化、設備保養預警、保養預知、工安管理、節能系統等模組，進行各面向的轉型。配合 AI 智
能工廠的推動，公司部門麥寮技術訓練中心持續與學界明志科大、長庚大學合作辦理企業 AI 授課。基礎課
程由技術訓練中心常態性辦理進修課程，2021 年度在明志科大共舉辦 3 梯次合計 52 人完成高階訓練課程。

學術界產學合作

本公司分別與中山大學、長庚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工研院等學術單位合作，針對製程控制
優化、用料 / 產品組合效益、節能減碳、成品品質預測及控制、產品瑕疵辨識、客戶訂購出貨管理、預測原
料價格並決策原料組成、強化管理機能，收集現有的大數據、數據篩選盤點、淸理 ( 補植 )、資料探索與分析、
模組開發與評估、線上測試與應用。

未來發展目標

持續專業人才的招募與培訓，發展 AI 智能工廠追求節省蒸汽、電力等能源耗損、即時製程優化 AI 控制、發
揮觸媒最大生產效益、預測設備可靠度即時異常徵兆矯正及安排修護、人員管制、工安維護、原料產品價格
波動預估及用料組合變動、客戶訂單、生產、倉儲及出貨物聯網，打造全面 AI 智能化工廠。同時在現有商
業模式下，經內部作業流程優化，達到營運卓越；再透過工作型態改變，尋求營運模式的改變及創新，達成
公司數位轉型目標。

智能工廠應用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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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98,216千元
投資金額

612,445千元
預估年效益

131件
正式上線AI應用專案

105件
2021進行中29案，2022立案件數76案

70,971千元
預計投資額

307,478千元
預估年效益

累計完成 預計

產品品質提升
量化操作變數與品質關
聯度，提供製程建議，
提升、穩定品質

設備故障預警診斷
運用資料探勘，監控設備運轉
狀態，提供更早期的預警，以
進行調整、檢測及維護，避免
臨時故障發生

製程調整優化
依運轉數據，分析影
響製程穩定的變因，
提供優化操作及節能
生產指引

產銷管理優化
整合客戶訂單與生產動態資訊，並
建立市場行情與產品利益估算，提
升產銷管理及倉儲出貨智能管理

AI 應用專案，截至 2021 已完
成 131 件，2022 年預 計 執行
105 件；至 2022 預計累計投
資金額為 169,187 千元，預計
累計年效益 919,923 千元。

2.4.2 數位及能源轉型與專業人才培訓 
本公司成立數位及能源轉型專案組統籌推行營運數位轉型，由各事業部協理、資深工程師主導，生產廠及保
養處設有主管專責推動 AI 的應用，由「點－線－面」發展為全面人工智能工廠。實際行動方面，利用大數據建
構營運動態管理、製程優化、生產節能及管理智能，並利用既有工廠資訊整合系統 (Plant Information, PI)
開發生管、製程優化、設備保養預警、保養預知、工安管理、節能系統等模組，進行各面向的轉型。配合 AI 智
能工廠的推動，公司部門麥寮技術訓練中心持續與學界明志科大、長庚大學合作辦理企業 AI 授課。基礎課
程由技術訓練中心常態性辦理進修課程，2021 年度在明志科大共舉辦 3 梯次合計 52 人完成高階訓練課程。

學術界產學合作

本公司分別與中山大學、長庚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工研院等學術單位合作，針對製程控制
優化、用料 / 產品組合效益、節能減碳、成品品質預測及控制、產品瑕疵辨識、客戶訂購出貨管理、預測原
料價格並決策原料組成、強化管理機能，收集現有的大數據、數據篩選盤點、淸理 ( 補植 )、資料探索與分析、
模組開發與評估、線上測試與應用。

未來發展目標

持續專業人才的招募與培訓，發展 AI 智能工廠追求節省蒸汽、電力等能源耗損、即時製程優化 AI 控制、發
揮觸媒最大生產效益、預測設備可靠度即時異常徵兆矯正及安排修護、人員管制、工安維護、原料產品價格
波動預估及用料組合變動、客戶訂單、生產、倉儲及出貨物聯網，打造全面 AI 智能化工廠。同時在現有商
業模式下，經內部作業流程優化，達到營運卓越；再透過工作型態改變，尋求營運模式的改變及創新，達成
公司數位轉型目標。

智能工廠應用層面

 數位化工廠作業平台
PI 系統連結現場感測器取得之數據 ( 包含流量、壓力、液位、溫度、振動…)，藉由分析軟體，於即時生產
管理系統（RTPMS）平台建置各項機能畫面，網頁入口以事業部為選單，第二層為事業部經理室及所屬生產
廠，再依機能別分為「部門選單」、「生產管理」、「製程管理」、「品質管理」、「保養管理」、「安衛環」、「能源
管理」、「其他」等 8 大類，各項機能規劃管理畫面。除提供各級主管即時掌握重要生產訊息，即時擬訂決策外，
當製程操作條件、產品品質、設備運轉狀況偏離，透過警報主動提醒，防止異常發生或縮短處理時間，提升
應變速度。

2.5 優質的客戶服務

2.5.1 客戶關係
客戶至上是我們的核心理念，打造一個與客戶共存榮的合作關係是本公司的信念。營業人員做為客戶與企業
之間的溝通橋樑，做好客戶服務及提高客戶滿意度不單是營業部門的職責，更是全體同仁持續努力的目標。
我們相當注重客戶權益與寶貴意見，當下游客戶業務順利推展，即表示對本公司之支持與肯定，期盼藉此形
成良性循環，與客戶共同成長，追求雙贏之合作關係。

良好互動模式

本公司為加強客戶關係，由營業部門定期拜訪客戶，針對現有或新產品進行意見交流，建立互動及時的溝通
管道，並透過參加產品展覽，例如：上海紡織展等，直接與客戶面對面進行市場訊息交流研討，將客戶反應
事項納入公司營運及未來改善之重要參考。

利害關係人對話及回饋機制

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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