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alued Quality. Delivered. 

紡織、服裝與成衣的 
專屬方案 

Weaving quality into your  
       clothing, textiles and footwear



合法合規
在每個主要的市場，越來越多嚴格的紡織及服裝法例與限制已經通過，亦有不少正在協商中。您的產品如想在
相關市場銷售，它們必須遵循當地的法律和法例。以下僅列舉了全球眾多現行法例中的小部分作例子：

美國
•	 纖維標籤 :	

	 -	16	CFR	303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he	Textile	Fiber	Products	Identification	Act

	 -	16	CFR	300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he		Wool	Products	labeling	Act	of	1939

	 -	16	CFR	301	Rules	and	Regulations	Under	the	Fur	Products	Labelling	Act

•	 洗濯標籤 :	

	 -	16	CFR	423	Care	Labeling	of	Textile	Wearing	Apparel	and	Certain	Piece	Goods	as	Amended

•	 燃燒測試 :	

	 -	16	CFR	1610	Standard	for	the	Flammability	of	Clothing	Textiles

	 -	16	CFR	1615	Standard	for	Flammability	of	Children'	s	Sleepwear:	Size	0	through	6X	(FF	3-71)

	 -	16	CFR	1616	Standard	for	Flammability	of	Children'	s	Sleepwear:	Size	7	through	14	(FF	5-74)

	 -	16	CFR	1611	Standard	for	the	Flammability	of	Vinyl	Plastic	Film	

•	 兒童服裝安全 :		

	 -	16	CFR	1500.	48	&	49	Sharp	Point	&	Sharp	Edge	Intended	Used	by	Children	under	8	Years	of	Age

	 -	16	CFR	1501	Small	Part	in	Products	for	Children	under	3	Years	of	Age

	 -	16	CFR	1120	Substantial	Product	Hazard	List	(Drawstring)	

•	 化學條例 :	

	 -	California	Proposition	65

	 -	16	CFR	1303	Ban	of	Lead-Containing	Paint	and	Certain	Consumer	Products	Bearing	Lead-Containing	Paint

	 -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Improvement	Act	of	2008	–	Section	108	Ban	of	Phthalates	in	Children'	s	Toys	and	Childcare	Articles

歐盟
•	 纖維標籤 :	Regulation	(EU)	No.	1007/201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September	2011

•	 兒童產品安全 :	

	 -	Directive	2001/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3	December	2001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	EN	14682	Safety	of	Children'	s	Clothing.	Cords	and	Drawstrings	on	Children'	s	Clothing	Specifications

	 -	CEN/TR	16792	Safety	of	Children'	s	Clothing.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Children'	s	Clothing.	
Mechanical	Safety.

•	 燃燒測試 :	

	 -	Directive	2001/95/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3	December	2001	on	General	Product	Safety

	 -	EN	14878	Textile	–	Burning	Behavior	of	Children'	s	Nightwear	Specification

	 -	UK:	The	Nightwear	(Safety)	Regulation	1985

	 -	Ireland: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Standards	(Section	44)	(Children'	s	Nightdresses	(Amendment)	Order,	1979	(S.I.	1979	No.	215)

	 -	Netherlands:	Netherlands	Clothing	Flammability	Regulation

•	 化學條例 :	

	 -	REACH	Regulation	No.	1907/2006	Annex	XVII	

	 -	Short-Chain	Chlorinated	Paraffins	(SCCP)	Regulation	(EC)	No.	850/2004	and	Regulation	(EU)	No.	519/2012

	 -	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	in	Candidate	List

 為何您的紡織及服裝產品需要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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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	 纖維標籤 :	Textil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Regulations

•	 燃燒測試 :	

	 -	Textile	Flammability	Regulations	(SOR/2011-22)

	 -	Children'	s	Sleepwear	Regulations	(SOR	2011-15)

•	 Upholstered	and	Stuffed	Article	Label:		Technical	Standard	and	Safety	Act	2000

•	 化學條例 :

	 -	CCPSA,	Restrictions	of	Lead	on	Surface	Coating	Material	in	Children'	s	Product	(SOR/2005-109)	

	 -	CCPSA,	Restrictions	of	Lead	Content	in	Children'	s	Product	(SOR/2010-273)	

	 -	CCPSA,	Restrictions	of	Phthalates	in	Children'	s	Product	(SOR/2010-298)

中國
•	 GB	18401	國家紡織產品基本安全技術規範

•	 GB	31701	嬰幼兒及兒童紡織產品安全技術規範

•	 GB	5296.4	消費品使用說明–	第四部分 :	紡織品和服裝

•	 GB	20400	皮革和毛皮	–	有害物質限量

•	 GB	21550	聚氯乙烯人造革有害物質限量

日本
•	 纖維標籤 :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ling	Law

•	 洗濯標籤 :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ling	Law

•	 化學條例 :	Act	on	Control	of	Household	Products	Containing	Harmful	Substances	(Act	No.	112	of	October	12,	1973)

澳洲
•	 纖維標籤 :	

	 -	New	South	Wales	Fair	Trade	Regulation	2012

	 -	AS/NZS	2622	Textile	Products	–	Fiber	Content	Labelling	

•	 洗濯標籤 :	

	 -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of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	Consumer	Protection	Notice	No.	25	of	2010

	 -	AS/NZS	1957	Textiles	–	Care	Labelling	for	Clothing	and	Textile	Products

•	 燃燒測試 :	

	 -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of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Act	2010

	-	Trade	Practice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Standards)	(Children'	s	Nightwear	and	Paper	Patterns	for		
Children'	s	Nightwear)	Regulation	2007

	 -	AS/NZS	1249	Children'	s	Nightwear	and	Limited	Daywear	Having	Reduced	Fire	Hazard

想詳細了解相關條例和法
案？立即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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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附加價值 
在全球一體化下，各地的市場也變得更加相似。Intertek 的專業知識和
創新服務為您的產品注入更多價值與賣點，助您突圍而出，贏取最大
商機。我們擁有豐富的在地化認知和國際視野和，是您在開發新市場
的最佳拍檔，同時給予您最大的機動性和產品的品質保證。

減少風險 
每家公司最不想發生的便是產品回收。透過 Intertek 專業測試和分析，
您可以確保您的紡織和服裝產品供應鏈安全，將財政、營運和環境保
護方面的風險減至最低，保護品牌商譽，獲取消費者的信心。

回應消費者需求
現今的消費者透過政府機構和環保組織的鼓吹，已獲得大量綠色的知
訊，對服裝的可持續發展性認知更深，了解到每件成衣均與安全、品
質及社會責任息息相關。而生產減廢、使用環保原材料和化學品限制
只是現在紡織及服裝業關注重點的一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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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tek 給您全方位的協助 
針對上述的挑戰，Intertek 為您提供全面的方案。我們幫忙世界各地不同大小的紡織和服裝客戶符合市場標準，滿足消費
者在安全、	永續性、性能、整合性及深度各方面的要求。

Intertek	獲得美國前 50家服裝企業的 80%選為安全伙伴，保障消費者健康及
維護品牌名聲。我們對自己的貢獻深感自豪。

法規方案
•	 標籤建議

	 -	羽絨標籤

	 -	警告標籤

	 -	皮草 / 動物產品物種標籤

	 -	服飾輔料標籤

	 -	洗濯標籤

	 -	產地標籤

	 -	標籤位置

	 -	標籤語言

•	 羽絨測試

•	 纖維成份分析

•	 燃燒測試

•	 設計安全檢視

	 -	兒童衣物繩索及拉帶

	 -	尖銳點 / 邊

性能方案
•	 功能性測試

	 -	吸水性

	 -	透氣度

	 -	抗菌

	 -	透濕性	

	 -	濕度管理

	 -	撥油性

	 -	抗油污性

	 -	保溫性

	 -	抗紫外線

	 -	撥水性能

		 -	防水性能

	 -	蕊吸測試

		 -	防皺耐磨性

•	 性能測試

	 -	染色堅牢度

	 -	洗濯後尺寸穩定性

	 -	抗起毛毬

	 -	強力測試

	 -	鉤紗測試

	 -	耐磨測試

	 -	酚黃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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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由品牌和零售商掀起的「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團體	(ZDHC)」等環保和行業計劃，Intertek	制
定了化學管理方案	(Chemical	Management	Program)。透過化學品存貨稽核、IPE稽核和污水排
放檢測，我們協助您更深入了解紡織和服裝供應鏈與成品的環境影響，確保符合本地和國際標準。

 培訓
工廠員工的化學品
和污水管理

檢測
於供應鏈中掃除所
有限用化學物

稽核
現場及文件稽核，確保恰當

化學品管理系統

無有害化學生產

化學檢測服務
Intertek	已發展出完善的紡織品及服裝化學檢測服務，協助行業追溯和減少供應鏈內的化學物。透過檢
測生產過程和成品，品牌和零售商更能明白他們的生產對環境的影響	─	在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化學物
例如偶氮、塑化劑、有機錫、鎳、鎘和鉛均可造成傷害。

甲醛

甲醛用於紡織品上作抗油污、防火和防起毛球，亦用於皮
革染色過程和塗飾輔料。在原始狀態下，甲醛有致癌性。
在此述的使用情況下，它亦引起皮膚及呼吸道敏感。

芳香胺

偶氮染料中 ,	若其偶氮結構經還原裂解 ,	會釋放出 22 種特
定芳香胺時 ,	即屬於禁用偶氮染料。這些芳香胺能引發癌
症，常用於紡織品及皮革製品，包括服裝、家居用品、皮
類成衣、布藝傢俱、錶帶、鞋子和皮帶。

五氯酚

五氯酚 (CAS	No	87-86-5)	是氯酚類殺菌劑，防止黴菌在紡
織品和皮類製品	( 尤其是棉、人造纖維和絲 )	上生長。五
氯氛具高度毒性及被懷疑可致癌，短暫接觸可引致中央神
經系統傷害，長期影響包括生殖系統、肝臟及腎臟傷害。
五氯氛為生物累積性，於環境中能長期存在，對水中生物
有害。如被焚燒，則會在大氣中釋出戴奧辛。

全氟辛酸

全氟辛酸在以前常用於紡織廠和皮製品的抗污及抗水處
理。雖然此種用法已漸見絕跡，但部分無品牌子的生產仍
可能存在。全氟辛酸是持續性有機污染物，具生物累積性，
對環境及人體有害，並被視為生殖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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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tek 的其他服務，助您更上一層樓 

Intertek	竭誠超越您的預期。建立在我們超過 130 年的經驗和技術，我們為您帶來更多卓越的服務。

培訓
Intertek	為您的員工和供應鍊提供網上、親身和客制的小組
培訓，題目涵覆法規新知、法例要求和測試標準，務求您
的企業主了解最即時的標準。

更多相關檢測服務
•	 鞋類及製鞋物料和輔料

•	 皮革製品

•	 布製傢俱

•	 個人防護設備

專業顧問
我們可安排網上或實體研討會，以法例要求和產品標準、
紡織品和成衣資訊、檢測和標籤規範等為主題，由 Intertek
專家主講，給您的供應鏈帶來最佳案例和標準的知識。

驗貨服務
Intertek	的驗貨服務覆蓋生產前預備到送貨，我們可於幾乎
所有的生產點檢視原材料和成品。我們以ANSI/ASQ	Z1.4/	
BS	6001/DIN		40080/ISO2859/NF	X	06-022	為驗貨準則，
此準則建立在數學機率原理，進行隨機抽樣檢查。

生產前準備 生產過程 送貨前

工廠品質提昇計劃 (MQP)
工廠品質提昇計劃 (MQP)	集中在建立買家與供應

商的緊密合作關係，創造採購策略方面的更深入了解和配
合。此計劃讓供應及品牌巨頭為全新的營運環境注入可持
續性，令紡織廠內部的紡織品物理實驗室不斷進步。此服
務採用統一的評審標準，以四個範疇衡量紡織廠表現。工
廠品質提昇計劃絕對是評核、比較和監控紡織廠表現及持
續改善的最佳工具。

實驗室認證

環境表現 品質表現

社會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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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ek 全國公證是全球領先的品質和安全服務機構，在超過 100 個國家
擁有 1,000 多家實驗室和分支機搆，以及超過 38,000 名的員工。我們憑藉
在紡織品和服裝品質領域極強的專業技術、資源和全球網路，為客戶提供
最優質的服務。登入www.intertek.com 瞭解更多。	

 關於 Intertek 

您的本地代表

7000+
紡織及鞋事業
部員工

40+
紡織及鞋	
實驗室

40+
驗貨地點

紡織及鞋 
事業部

200 萬
份報告	
/ 每年

130+
年歷史

40+
化學	
實驗室

30+
種語言

美國
 +1 800 WORLDLAB (967 5352)
northamerica.softlines@intertek.com

區域性聯絡
中國
+400	886	9926
softlines.china@intertek.com	

德國
+49-911-74075-0
germany.softlines@intertek.com

法國
+33	(0)	2-32-63-31-45	
france.softlines@intertek.com

香港
+852-2173-8239
hongkong.softlines@intertek.com

印度
+91-124-4503400
india.softlines@intertek.com

英國
+44-1942-265-700
uk.softlines@intertek.com

立即聯絡我們， 
提升您的紡織品和服裝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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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張瑜潔 (Serena Chang)
Tel：+886-2-6602-2662
Email：serena.chang@intertek.com

台中：
陳宏銘 (Leighton Chen)
Tel：+886-4-2359-8819
Email：leighton.chen@inter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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