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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2019年8月2日(五)「東亞經濟協會」羅燦坤先生引介
日本新鼎株式會社-徐鼎昌執行長來訪羅忠祐理事長

引介日本 Rebirth Company-谷川 茂利 營業統括
Mr. Shigetoshi Tanigawa, Business Manager

鳳梨葉纖維布循環經濟故事的開始



「琉球王國之城及其關聯遺產群」
被登錄於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沖繩面積2,280平方公里，日本前5名內最小的都道府縣，大小約是台灣0.06、2個香港，
沖繩本島從北到南的距離大概從台北到苗栗長度。雖然跟澎湖、墾丁同樣身為海景度
假地，但大小可是差很多的喔！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整合關鍵人物

2019年11月28日 (四)

綠冠有機農業有限公司
巴錦楙

同正興業有限公司
郭銘松董事長

台農發公司
張皓鈞經理



2019年12月16日(一)



2019年12月20日(五)





台湾と沖縄の連携プロジェクトミーティングについて
〜パイナップル葉の有効利用〜

日時 2020年1月13日 15:00〜
場所 台湾 台北市

参加者名簿（順不同 ）
沖縄県 大宜味村長 宮城 功光 (Miyagi Norimitsu)
沖縄県 東村長 當山 全伸 (Toyama Masanobu)
沖縄県 東村役場 農林水産課長/農業委員会事務局長 宮田 健次 (Miyata Kenji)
沖縄県 東村役場 農林水産課/課長補佐 又吉 一樹 (Matayoshi Kazuki)
元沖縄コンベンションビューロー常務理事 ハイサイ沖縄 代表
株式会社フードリボン 顧問 譜久山 健 (Fukuyama Ken)
リバーステクノロジー 代表取締役 中川 典也(Nakagawa Michinari)
リバーステクノロジー 谷川 茂利(Tanigawa Shigetoshi)
リバーステクノロジー 徐鼎昌 (Hsu Ting-Chang)
株式会社フードリボン 代表取締役 宇田 悦子 (Uda Etsuko)
株式会社フードリボン 宮城 美和子 (Miyagi Miwako)
株式会社フードリボン 江 美齡 (Chiang Meilin)

台灣與沖繩產業合作會議-
鳳梨葉纖維布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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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沖繩產業合作會議-鳳梨葉纖維布開發計畫
2020年1月13日紡織所



序 公司/單位/職稱 姓名

1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理事長 羅忠祐

2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秘書長 黃博雄

3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副秘書長 羅中豪

4 台農發公司/董事長 (台肥公司) 陳郁然

5 台農發公司/行銷經理 張皓鈞

6 台農發公司/日本業務 橫上 隆昭

7 同正興業公司/董事長 郭銘松

8 同正興業公司/董事長夫人 楊秀珍

9 英紀公司/董事長 陳俊宏

10 新光紡織/總監 陳明崇 Aubrey 

11 新光紡織/副理 張慧臻

12 新光紡織/專員 陳怡蓉

13 逢甲大學/教授 陳宏美

14 整合行銷協會/顧問 鄭永明

15 紡織所/協理 邱勝福

台日產業合作
〜鳳梨葉纖維織物的循環經濟〜

日期 2020年1月13日 15:00〜
場所 台灣紡織所 A513室
参加者名簿（台灣代表 ）



【台農發公司行銷經理張皓鈞提出台日鳳葉梨纖維布開發計畫合作構想】



【台日鳳梨葉纖維布開發計畫參與各單位樂烈討論提出交換意見】





台灣鳳梨纖維布料開發的袋子



台灣鳳梨葉纖維布料開發的帽子



【羅忠祐理事長與宮城功光村長
同意合作開發鳳梨葉纖維紡織品】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Taiwan Technical Textile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甲」）、

台農發股份有限公司（Mitagri Co., Ltd. 以下簡稱「⼄」）、

沖繩縣東村、⼤宜味村、國頭村３村（以下簡稱「丙」）、

Kugani Kitchen 合同会社（Kugani Kitchen LLC 以下簡稱「丁」）、

株式会社フードリボン（FoodReborn Co., Ltd. 以下簡稱「戊」），

以使⽤鳳梨或利⽤鳳梨葉為原料的纖維（以下簡稱「本纖維」）的事業（以下簡稱「本事
業」）的實施，為台灣與沖繩的永續發展和永續發展可能的地球環境保護作出貢献以及相
互發展農業相關的項⽬。以下簡稱「本項⽬」）為了推進此計畫，⽽締結此合作備忘錄
（以下簡稱「本備忘錄」）。

甲⼄丙丁以及戊，在下述的分⼯下，相互確認推進本事業以及本項⽬。甲⼄丙丁以及戊，
在本事業以及本項⽬中相互協助，並且分⼯合作，給予彼此最⼤的尊重。

(1) 甲⼄使⽤本纖維做成的材料或者製品（以下簡稱「本製品等」）進⾏開發以及製造。
(2) 丙、實施本事業所伴隨的台灣與沖繩縣的農業交流的協助、連結世界⾃然遺產登錄台
灣與沖繩縣之間的地域振興以及⽂化交流等協助。此外，還有與本事業相關的廣報等協助。
(3) 丁戊、在本事業負責企劃、⽴案、本製品的廣報、品牌以及本製品販賣等本事業的企
劃、立案、等相關事宜。

合作備忘錄 MOU



(1) 淘汰的鳳梨植株 (2)收集鳳梨葉片、綑梆秤重 (3)機器刮清去除葉肉

(4) 水洗成半脫膠
(5) 拋光

(6) 日光曬乾

(7) 裁切包裝

台日鳳梨葉纖維布開發合作計畫



H&M全新Conscious Exclusive系列向來
以採用創新物料著稱，本季系列所引
進的全新永續物料包含：鳳梨葉纖維
植物皮革、藻類生物製成的植物彈性
泡棉與柳橙纖維。



德國 Hugo Boss集團近期發表男鞋以鳳梨葉纖維 Piñatex作為鞋面料



蕉麻纖維 10公斤
首行針扎設備:開纖、梳棉、
堆疊、針扎、壓光

針扎天然纖維不織布

PU塗佈 蕉麻纖維PU皮革面料

蕉麻纖維針扎PU皮革鞋材製程



鳳梨葉纖維和棉混紡，由於懸垂性與棉
牛仔布相似可發展為鳳梨纖維牛仔布



鳳梨葉纖維上衣



1. 鳳梨纖維和棉混紡，由於懸垂性與棉牛仔布相似可發展為鳳梨纖維牛仔布

2. 鳳梨纖維和絹絲混紡可織成高級禮服面料

3. 用轉杯紡生產的純鳳梨纖維紗作緯紗用棉或其它混紡紗作經紗，可生產各種
裝飾織物及家飾布料

4. 用毛紡設備紡紗機用羊毛和鳳梨纖維混紡可生產西服與外衣面料

5. 用黃麻設備來生產鳳梨纖維、加入棉混紡的紗可織造成窗簾布、床單、家具
布、毛巾、地毯等

6. 用亞麻設備生產聚酯纖維、亞克力纖維、鳳梨纖維混紡紗可用於生產針織女
外衣、襪子等

7. 用鳳梨纖維可生產針扎不織布，可作地工布，用於水庫、河壩的加固防護

8. 鳳梨纖維可生產橡膠運輸帶的帘子布、三角帶芯線的理想材料;用鳳梨纖維生
產的帆布比同規格的棉帆布強力還高;

9. 鳳梨纖維可用於造紙、強力塑膠、屋頂材料、繩索、漁網及編織工藝品等。

鳳梨纖維紡織品可開發應用方向



(1)沖繩縣 0.8 頓
(2)台灣41萬公頓
(3)泰國265萬公頓

(4)菲律賓240萬公頓-僅菲
律賓通過我國檢疫規定
(5)印尼178萬公噸
(6)中國100萬公噸

鳳梨葉纖維的供應

紡紗-同正興

梭織布-新光紡織

英記公司-鞋材

針織-世堡紡織 衣物設計開發

永光化學-染色、
PU

1. 牛仔布

2. 高級禮服面料

3. 鳳梨纖維家飾布

4. 西服面料

5. 窗簾布、床單、家
具布、毛巾、地毯

6. 針織女外衣、襪子

7. 針扎不織布(鞋材)

8. 運輸帶帘子布、

9. 帆布

10.鳳梨造紙、

11.繩索、編織工藝品



• 緬甸鳳梨有機農場
• 專業園區發電站
• 鳳梨食品加工廠
• 鳳梨葉纖維製造廠
• 鳳梨葉纖維織布廠
• 鳳梨葉織物成衣廠
• 鳳梨葉纖維鞋廠
• 國際時尚設計品牌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