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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世界第一    更是全球唯一
打造台灣紡織矽谷    把夕陽變朝陽
以「先做到第一，再做到唯一，永遠做市場先行者」為信念的流亞，是世界第一大滴液機ODM設備商，
也是全球唯一紡織染整業智慧製造總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的提供者。
創立近30年的流亞，希望藉由累積的技術和經驗，除協助紡織業者加速數位轉型，打造台灣紡織矽谷，
把夕陽變朝陽，還與A Team國家隊攜手合作，與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市場共贏！

紡織染整智慧製造

總體解決方案 流亞科技│ 陳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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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紡織業自動化設備領域打滾的5位

年輕工程師，選擇在產業遭受衝擊時自行

創業，於1993年創立流亞科技，沒想到卻

逆勢高飛，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如今，流亞

不但是世界第一大滴液機ODM設備商，也
是全球唯一紡織染整業智慧製造總體解決

方案（Total Solution）的提供者。
「第一個案子是立體停車場設備，人機

介面的自動化控制是我們的強項。」流亞

科技董事長陳暐仁還記得，第一筆生意進

帳120萬元新台幣，再加上當初一人拿出

5萬元當作資本額的25萬元，5位創業夥

伴苦撐了半年。半年之後貴人出現，一

位印染廠老闆認為義大利進口的染色機太

貴，希望這群年輕人想辦法做出一台台製

的染色機。流亞不負客戶所託，業務量也

從此穩定下來。

破壞式創新

新型滴液機全球九成染整廠搶進

在短時間內開發出台製染色機，由此證

全球第一ODM滴液機設
備商；唯一提供染整智

慧製造總體解決方案

累積通過世界各國

專利申請超過40項

逾七成adidas布料
供應商使用流亞自

動化設備

1
70 %

40 +

陳暐仁（中）帶領流亞團隊，成為全球唯一紡織染整業智慧製造總體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曾在19 7 0年代撐起經濟半邊天的紡

織業，輝煌時期占出口總值30％，

為台灣賺進大把外匯。然而好景不常，

1990年代因生產勞力密集，紡織業一度被

視為夕陽產業，大量外移到中國大陸和東

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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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亞科技大事紀

流亞科技正式成立

提出染整產業總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建立品牌差異化

設立中國大陸、印尼分公司

與Datacolor合作無管式染液自動計量系統，
以「Autolab TF」型號行銷全球

完成染整設備全球布局，推高化驗室、現場計量、
染色機控制系統三大產品市占率

發表「染料全自動倉儲溶解輸送清洗整合之LA-
252RB系列」產品；邁入工業 4.0

協助嘉麟杰、互太、越南強盛等大廠完成無人化

自動運送案

於台泰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發表專題演講，
並簽署MOU

以LA-Total Solution榮獲台灣精品金質獎；
流亞科技榮獲企業小巨人獎

明了流亞的技術實力，因為在整個紡織業

中，染整廠的流程最為繁複，技術門道

也最深。「就算是兩缸一模一樣的染程

和配方，不同師傅染出的再現性也不一

樣！」陳暐仁解釋，也因為染整工序標

準化不易，反倒成為自動化設備最好的

切入點，只要可以協助染整業者省下費

用，客戶很願意投資在更精密的機械設

備上。

緊貼著客戶需求，流亞運用機械手臂的

原理，研發出一套高精度（誤差值小於

0 .02克）的無管式染液自動計量系統，
取代傳統的化驗室滴液機，不僅更快、

更精準，還解決了以往因染料殘留在滴管

裡，導致後續產生色差的問題。

「這項產品就是一種破壞式創新，我們

在2001年到上海和新加坡參加國際紡織展

覽時，馬上引起市場的高度興趣。」陳暐

仁說，但當時流亞自有的「LA」（LOGIC 
ART）品牌在市場上沒沒無聞，推展效果並
不如預期。

「酒香不怕巷子深」，這項新產品吸引

了堪稱紡織工業色彩標準制定者的知名色

彩管理品牌「Datacolor」注意，希望拿下
全球總代理。以雙方當時的規模和影響力

來看，流亞和Datacolor有如小蝦米對上
大鯨魚，但陳暐仁始終堅持「LA」品牌的
價值；幾經談判，雙方總算在2003年達

成共識，這項產品由Datacolor以Autolab 
T F型號對外銷售，流亞負責設計製造
（ODM），且要在機台設計上保留「LA」
品牌的標誌。

這是流亞創立至今近30年，年年維持成長和獲利的信念。

先做到第一，再做到唯一，
永遠都要做市場的先行者！

如此一來，流亞可藉由Datacolor的全球
品牌溢價效應，帶領「LA」品牌在國際市
場上打出知名度。雙方合作至今，由流亞

設計、生產、製造的無管式染液自動計量

系統已銷售超過1,500套，估計全球有超
過九成的染整廠化驗室都擁有這項設備，

而流亞自此也成為全球最大的滴液機ODM
設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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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亞設備出廠前都會經過工程師們的嚴格檢驗和無數次測試。

市場先行者

提供總體解決方案執業界牛耳

先做到第一，再做到唯一，永遠都要做市

場的先行者！這是流亞創立至今近30年，

年年維持成長和獲利的信念。

2001年首創無管式染液自動計量系統，

奠定了流亞日後以研發為主的成長主軸，

1997年領先業界，提出從化驗室到車間

「染整業自動化總體解決方案」（To t a l 
Solution）的概念，則是建構出流亞成為領
導品牌的差異化優勢。

「我們講出這個概念時，業界有不少人

在背地裡訕笑，認為流亞這麼小，怎麼可

能做得到？」陳暐仁說，做Total Solution
的難度也在於染整工序複雜，每一個階段

所需要的自動化設備不同，其他人最少要

整合4、5家廠商的機器設備，才能符合一

家染整廠自動化的需求。

但陳暐仁認為，這就像是「拼裝車」的

概念，而流亞希望做到的是整合染整廠的

化驗室、倉儲系統、染色機、中央監控系

統、定型機5大區塊，5大區塊裡的自動化

設備硬體規格統一、軟體相互支援、系統

連線順暢，也就是「品牌車」的概念。

同業認為，流亞要憑一己之力完成「品

牌車」，簡直就是癡人說夢。但對流亞來

說，方向對了，就是堅持做下去！縱然建

置自動化總體解決方案是一項大工程，

並非一朝一夕可完成，但流亞從未停下腳

步，歷經10幾年不斷地修正、調整，進

行多次優化、迭代，整個自動化流程才達

到臻於完善的地步；「LA」也成為亞洲第
一、全球知名的染整業自動化領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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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新南向政策，流亞提出「越南大躍進」，攜手各家業者在當地舉辦紡織染整技術研討會。 

「後來大家都說我們有眼光、有遠見。」

陳暐仁淡然笑道，這中間的技術門檻揉合

了流亞自行研發的實力、與產官學界的合

作、歐美大廠的技術移轉，只能說當初最

大的遠見就是沒有放棄，因為要做到唯

一，比做到第一還要難！

在地化服務

以ABC三級戰區開發海外市場

目前，流亞的業務量有八成銷往海外。

成功開拓國際市場，要歸功早期跟著台灣

染整業的腳步雁行南飛，流亞早在1998年

就已到中國大陸、印尼開設辦事處，1999

年到泰國，2002年前進南亞，2004年開

發越南。隨著國際供應鏈的移轉，現在的

東協已是全球紡織生產基地，而「超前部

署」的流亞在泰國、斯里蘭卡、印尼、越

南、孟加拉等國家的市占率也高達八成。

2008年，流亞完成化驗室、現場計量、

染色機控制系統3大產品系列的全球布局，

隔年走出亞洲，前往南非、中南美開疆闢

土。現在流亞的產品已銷往全球50餘國，

有超過七成的adidas上游布料供應商都有
使用「LA」品牌自動化設備。
負責打天下的陳暐仁，對於開發跨國市

A級也就是一級戰區，要「快速搶進、深度管理」；
相對陌生的B級市場，要「各擅勝場、利益共享」；
規模較小的C級市場，採低度管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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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亞不單賣產品，而是提供解決方案及數據，打造出自

身的市場獨特性。

場有一套獨門心法。他依照規模把市場區

分為ABC三級，A級是一級戰區，要「快
速搶進、深度管理」。最好的做法是先與

當地代理商長期合作，再成立合資或獨資

子公司，以泰國、印尼來說就是合資，中

國大陸、越南、孟加拉則是獨資。

商業環境對台灣廠商來說相對陌生的B級
市場，則是要「各擅勝場、利益共享」，

流亞可保有研發和技術優勢，而在地市場

主要是由有人脈、懂法令的當地代理商經

營，彼此利益共享，例如印度、巴基斯坦

等國家，就是採用這種中度管理的方式。

至於規模較小的C級市場，採低度管理即
可，產品直接由台灣出口，並開放當地多

家代理商經營。

利用明確的ABC定位，流亞在全球主要
市場建立了「台灣研發、兩岸生產、在地

化服務」的完整體系，2020年受到新冠肺

炎（Covid-19）疫情影響期間，相較於許

多同業的國外訂單，因為無法及時在當地

提供維修保養或在地裝機的服務，以致無

法成交，流亞反而因為「在地化服務」的

優勢，接獲好幾家國際大廠的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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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3.0
協助打造台灣的智慧化紡織矽谷

經過打造自動化總體解決方案的1.0時期，借
力使力開拓國際市場的2.0時期，因應2014
年工業4.0智慧製造浪潮興起，流亞進入企
業3.0時期，陸續協助嘉麟杰、互太紡織、
越南強盛、越南旭榮、越南百宏、越南魯

泰、越南即發、Tong Siang印尼廠、力鵬
印尼廠、百隆越南廠等知名業者完成無人化

智慧工廠。

更快、更精準、更省人力，讓紡織業進入

智慧製造成為大勢所趨。以染整廠最前段的

染料溶解製程為例，傳統上是以人工溶解染

料後再加藥，秤藥過程容易產生人為誤差；

但在導入染色機中央監控系統之後，從染料

／助劑的計量、儲存、溶解到輸送，可以無

人化全自動標準作業取代，初估省下至少6

個人力，一年可節省人事支出300萬元新台

幣，而這還不含後續清洗、烘乾的人工。

再加上建立化驗室電腦配色系統，與現場

染色機中央控制&控制器的訊號連線，並設
立標準化染程之後，成功降低重修率、提高

對色率，進一步縮短染色時間。如果進一步

結合倉儲計量系統，對紡織業來說，就算建

置智慧工廠動輒百萬美元起跳，但是相較於

省下的人力成本，長期來看絕對物超所值。

此外，流亞取得經濟部「智慧染整產業示

範計畫案」資格，已在示範場域中實現從

單機採集製程數據，透過雲端進行大數據

分析，改善產能良率和效率的完整流程。

2020 TITAS台北紡織展上，流亞科技與旭榮

集團合作，正式發表智慧製造數據控制中心

（Intelligent Data Control Center，IDCC）
平台，將協助業者加速數位轉型，在台灣打

造紡織矽谷，把夕陽變朝陽。

然而，相較於在企業經營上的長足發

展，陳暐仁自慚過去在品牌經營上十分低

調，鮮少與業界交流，也從不參獎。一直

到他自己念了中山大學高階管理碩士學位班

（EMBA）以後，翻轉了對於品牌經營的觀
念，才站出來與外界分享流亞的經驗。

2017年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邀請深耕東

協市場20年的流亞，參加台泰產業鏈結高峰

論壇，在那次論壇中，流亞科

技與泰國境內最大的針

流亞行銷團隊參與TEBA
品牌策略實作營，由VCI
真觀品牌顧問輔導。

藉由累積多年的技術實力和國際經驗，創造品牌溢價效應；

不僅要做到自己贏，
更要協助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市場一起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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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布料織染一貫廠Y.R.C. Textile簽署合作意
向書（MOU），「從那時候起，流亞才從潛
水艇變成海上戰艦；浮上水面以後，外界才

比較認識我們。」陳暐仁笑說。

價值再升級

創造企業品牌溢價效應

隔年，工業局推動紡織設備業A Team計
畫，希望透過組建國家隊，有效爭取國際

訂單。該計畫也是以流亞科技為中心，並整

合佰龍機械、東庚實業、亞磯工業、東陽精

機、力根實業、興承機械、鍵輪機械、永光化

學集團等業者，組成完整的台灣紡織業Total 
Solution 供應鏈。

組建A Team國家艦隊，整合眾多業者資源
之後，原本在泰國市場，台灣廠商的國際競爭

對手包括德、義、日，現在主要對手只剩下義

大利。另外，流亞原本在越南只能做到外商

生意，2019年與其他6家A Team攜手合作，
在河內舉辦「越南紡織染整技術研討會」之

後，當地業者開始主動找上門尋求合作。

「過去的成功是要靠自己努力，但未來，

得靠團隊的力量。」在國際市場上打拚多

年，陳暐仁的感觸很深，面對全球化競爭，

台灣必須集結眾人之力，才有機會創造優

勢。這也是流亞為什麼願意站出來，希望藉

由累積多年的技術實力和國際經驗，創造品

牌溢價效應；不僅要做到自己贏，更要協助

台灣紡織業在國際市場一起贏！

VCI真觀顧問台灣區總經理  何旻樺

過去，流亞科技在品牌經營上，就是一顆未經雕琢的鑽石。它以深厚的技術實力幫助染
整業者自動化，產品和服務也成功開拓出50幾個海外市場，是台灣品牌在國際發光的典
範。但我們發現，這些「世界第一、全球唯一」的優異成績，並沒有在品牌表述上統一
呈現。使得品牌對外的訊息不連貫。

事實上，研發、業務各自對品牌有自己的表述方式，是許多技術導向的公司常見的問
題。透過TEBA品牌實作課程，我們希望從重新設計公司簡介和官網開始，做到以下3目
標，以提高流亞科技的進店率和轉化率：

釐清公司簡介的功能在於，讓外界「秒懂」流亞科技的美，
所以重新設計的公司簡介，內容要強調的是經營實績、成功
案例，而非技術難度。

品牌訊息要便於快速複製，對外都能有統一的表述，帶
動各單位新舊員工用同一種語言，往同一個方向走。

提升流亞科技的企業品牌價值，讓企業知名度往「引領
產業地位」的方向前進，拉抬流亞科技的品牌定位成為
該領域代表。

目標 
1

目標 
2

目標 
3

內容賦能 

便於複製

提升複利

品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