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構成 /JQR 編輯部　攝影 / 鹽川真悟、內藤 SATORU、熱海俊一、高野望

質地相當細緻且暖和的「Rain Wool」，它是可彈開雨水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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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擁有一件可靠的大衣嗎？
您是否也想要一件可保護自己免受寒氣侵襲，
且常保溫暖，即使長年穿著也不會褪色，並可抵抗風雨的一件大衣呢？
這個冬天，從紡織針織、染色與染後處理到縫製等製程皆由日本國內廠商負責的新款大衣上市了！
每款大衣都極為優雅而溫暖，且每個部位的完成度可說是天衣無縫。
這就是日本製的實力，買到就是賺到。

［特集］
藉由日本製的品質，溫暖地渡過寒冬吧！

傾注在一件大衣中的熱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出口至美國的日本產品，可說是

劣質品的代名詞。在閱讀某名人所寫的隨筆，會屢次

發現裡面有一些描寫，美國小孩在收到聖誕節禮物時，

在高興之餘，得知禮物卻是 Made in Japan 的失望場

景。但日本製造業堅持不斷地提升其技術水準，終於贏

得了全世界對 Made in Japan 產品的高度評價。之後在

1980 年代，日本進入了泡沫經濟高峰期，在到達頂點

的瞬間，製造業如同斷了線的風箏般苟延殘喘，最後終

於墜落谷底。大型製造廠商陸續將生產線移至海外，日

本服飾廠商也關閉許多位於國內的工廠。泡沫經濟所造

成的失落的 20 年，是否即將迎來第 25 年，甚至朝向第

30 年邁進呢？我們得知有許多國內製造業，在瀰漫著封

閉感的現況下持續研發獨家技術，並推出許多高品質產

品。本期以大衣為主題，由編輯部深入採訪實際參與大

衣裁製的日本廠商。他們不辭辛勞，只追求品質，由這

些廠商所裁製的大衣完成度極高，想必可溫暖穿著這些

大衣的人們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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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毛織公司織品物料部的

宮本隆部長回想過去說道，

由於羊毛是一項極為出色的素材

所製作的原料，因此當時認為不

應該輕易去改變此原料。但原本

一帆風順的公司，卻在 15 年前

左右開始出現虧損，其他同業廠

商也陸續被迫歇業。公司在此迫

切情況下，為提升競爭力而開始

考慮「羊毛是否還有其他用途？」

　　宮本先生表示 ：「當時想到

的是輕羊毛，製作輕薄的羊毛是

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因

此想要製作出又厚又輕的羊毛」，

向公司提出這個企劃後，原料紗

線部長兼董事的下村辰雄先生跟

他說，或許可使用澳洲塔斯馬尼

亞所產的美麗諾品種，剛出生後

未滿一歲的小羊初剪羊毛。這種

小羊毛大約只有 14.5μ，細緻

度可與喀什米爾羊毛相匹敵，其

觸感也絲毫不遜色 ；而且價格也

較喀什米爾羊毛低，而小羊毛前

端既捲曲又較短，因此較難將它

編成紗線，要織成厚織的質料更

非易事。但公司擁有可完成從紡

線、編織質料到加工處理的一條龍

作業之設備與經驗。於是他們立即

從塔斯馬尼亞進口原料，並將它送

至位於上海的自家紡織工廠。

　　位於上海的工廠約佔 5000 坪

基地，配備共 5 台長度約 40 公尺

的紡織粗梳機，以及 10 台走錠紡

紗機。每台紡織機組裝著包覆有針

布的十幾卷中空滾筒，這些滾筒輪

流旋轉，在梳理並傳送出原料羊毛。

藉由反覆進行分梳作用，捲纏在一

起的羊毛逐漸變得整齊劃一。將原

料捲進三台紡織機組，使其成為細

緻度高的綿狀原料，再將之剪落來

紡織毛線。若沒有針布的針齒、以

及針齒的密度，以及滾筒的間距等

相關資料，就無法生產出品質優良

的毛線。

　　他們將完成的毛線運送至位於

愛知縣一宮市的織品物料中心，在

此地將毛線織成布料，再度運送至

位於大阪府泉大津市的總部，進行

染色與染後加工處理。在總部工廠

中，放滿著各種形狀的大型機器。

據說即使是同一款起毛機，也各自

有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經過 20 種

大

將奈米等級的撥水
劑與纖維結合，表
面不塗層就可實現
毛料撥水性能。針
對一旦沾水後不易
撥落的羊毛布料，
進行有效的撥水加
工處理。

1. 並列於總部大型工廠中的液流染色機。宮本部長表示 ：「每台機器都
是特製的，現在即使花費 100 億日元也買不到這整套設備」。工廠內的
製程皆以電腦控制，作業人員極少。2. 塔斯馬尼亞所產的美麗諾羊毛。
左側是小羊的初剪羊毛，與屢次修剪的成羊羊毛相比，明顯較髒，而且
不好處理。3. 利用風壓延伸並檢查布料。4. 使用起毛機，賦予布料質感。

大阪府泉大津市旭町 17-24　電話 ：0725-33-1181

織品物料部宮本隆部長（右）與濱野淳
一先生。

大津毛織株式會社

應用創業 100 年以來所累積的
技術來進行全新材料研發

發揮日本纖維產業的實力！

大阪府泉大津市　大津毛織株式會社（J ∞ QUALITY 認證企業）

大津毛織公司從親赴海外採購原料，紡織、針織、編織、染色
至表面處理等程序，皆一貫在公司內進行。將經營重點轉至材
料研發，以製作出「令消費者興奮的質料」為目標。
採訪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鹽川真悟

以上製程，才可生產出各種不同

手感的布料。要再重新製造出這

些機器極為困難，而且要組合幾

萬種製程也需要發揮經驗。這是

一旦失敗後，就無法再補救的技

術水準。

　　他們將這種由塔斯馬尼亞所

產的原料羊毛所製成的產品命名

為「Dream Wool」。 它 既 輕 薄

又溫暖，濱野先生表示，「這款

羊毛是靠我們獨有的紡織與加工

的技術才能製作出的產品」，它

是百分之百的純正羊毛，亦同時

具有縱向 14.8％，橫向 5.3％的

延展性。這正是所謂如夢似幻的

羊毛質地，接下來，除「Dream 

Wool」外，受到注目的是這款「Air 

Fab」，它的重量較同款粗細的毛

線輕了 3~4 成。

　　宮本先生表示 ：「今後我們

將持續研發讓消費者可滿心期待

的布料」。那麼，就讓我們來期

待今後會看到什麼樣的布料登場

吧！

將熱情傾注在一件大衣中的企業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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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技術「Aqua Drop 加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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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廠製成布料。高級大衣所需

要使用的是 1 吋中有縱線 170

條，橫線 100 條的高密度布料。

　 野 原 社 長 說 道 ：「 要 將 縱 線

10000 條的布料織成 50 公尺就

需要 10~12 小時的時間。而且，

我們也要求因為斷線所造成的布

料損傷必須降到 5 次以下。」

　　在快速織就的同時，又得在

不斷線的情況下持續工作 10 小

時，的確是難上加難。最近因為

無法克服這個嚴苛的條件，退場

的廠商源源不絕。因為染色的不

均一與斷線，一定會造成布料的

損 傷 與 紋 路。 而 DAIWA 

INTERTECH 公司乃是因第二次

世界大戰前就開始有織製厚織品

的訣竅，才得以克服這個難關。

　　野原社長接著說 ：「即使在

嚴苛的條件下，我也想做出能具

體呈現設計師與企劃人員所要

求，兼具考究與感性的獨一無二

布料。」靠長年培養的技術和經

營決心，才可製作出優質大衣布

料。

料染色的其中一個方法乃

使用還原染料。「利用還原

染料所染成的布料耐曬性極高不

易褪色 ；即使洗滌也不會輕易掉

色 ；亦可免於廢氣的污染，耐用

性極佳。尤其對於訴求堅韌與高

級感的大衣質料來說，這是最適

合 的 染 色 方 式。」DAIWA 

INTERTECH 公司鈴木博嗣郎先

生除了闡述以上這些還原染料的

優點之外，亦提及其困難的技術。

　　話說，長度較長的大衣，一

件的布料面積是非常寬闊的。因

此容易發現線頭與染色皺摺等缺

點，故而，在過程中會要求必須

使用長度較長，且均染度高的毛

線。

　　而利用還原染料將長紗線染

成均一顏色時，很多因素是不可

或缺的。首先，在採購這些即將

成為原料的紗線後，將它們纏繞

於另外的芯捲中，並調整其纏繞

硬度。去除金屬離子與鹼性成份，

固定溶解染料的水質，並設定幫

浦電壓調整水槽內水流速度。之

後再次確認氣溫與濕度，根據這

些條件，每次都微調染料的調製

程度。在調整的過程中，只要弄

錯了一個步驟，就會讓紗線均染

度產生問題。

　　因為這個染色過程是如此耗

費心力，在這 30 年間，有許多

染色工廠已經改為使用反應性染

料的簡便方式。但野原民夫社長

攤開一件大衣，展示給我們使用

還原染料，大衣的縱織與橫織交

錯出來的魅力。

　　野原社長表示 ：「這塊布料

的縱織是茶色，橫織是黃色，是

因為使用不同的兩條毛線所編織

出來的。這樣一來根據光線照射

的多寡與角度，會使布料的顏色

產生變化，如同現在，這塊布料

閃爍著忽綠忽紫的顏色，可更增

添大衣的質感以及顏色的深度

呢！」

　　確實，穿著同樣顏色、同樣

外型的大衣或夾克的人並列在一

起時，就可看出質感與外觀上的

差異呢！這才是所謂材料所散發

出的潛力吧！

　　將染色完成的紗線在自家織

布

製作出兼具質感與耐用性的
頂級大衣質地

以還原染料製成毛線，再細緻地織就成品

埼玉縣比企郡　DAIWA INTERTECH 株式會社（J ∞ QUALITY 認證企業）

還原染料以精煉質感，染色效果附著度優良為聞名。據說在染
色時必須應用高度技術，而且近年來極難採買到。即便如此，
堅持使用還原染料來完成布料的理由是什麼呢？
採訪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內藤 SATORU

1. 染好的紗線，接著要利用熱風使其乾燥。2. 為使原料用的紗線更
好上色，將其重新捲繞。3. 漂亮地染上還原染料的紗線與布料的樣品。
4. 擁有還原染料染色 40 年經驗的鈴木博嗣郎先生。5. 以高速旋轉的
整經機。6. 一條一條地檢查紗線。7. 將紗線拉長並排於前面棚架上，
紗線將從這裡延伸至整經機。

埼玉縣比企郡都幾川町西平 975　電話 ：0493-67-1245

DAIWA INTERTECH 株式會社

不論染色與紡織，皆於明治時期起家的
DAIWA INTERTECH 公司野原民夫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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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熱情傾注在一件大衣中的企業　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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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配件製作作業用的 140~190

個品項，並製作規格表。規格表

上記載縫製方式與細節，再以這

些條件進行產線試作。在試作時

找出問題點，一個接一個改善後，

再投入量產。

　　和田先生將完成的風衣衣領

反轉過來，接著說道 ：「這裡的

縫工稱為『餘距』，僅露出 0.5

毫米，將其餘往裡面收緊。我們

把這些細節加進打版設計。風衣

標籤的反面也是採取同樣的縫製

方式。」

　　藉由這個縫製程序，完成了

外觀簡潔大方的風衣。但外行人

都可看出，完成此精細的縫製不

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一件優質

風衣，是由這些兼具技術與熱情

的人們所產製出來的。

地垂落的風衣前端代表其

品質，優質大衣不會在前

面有皺摺。而要避免厚布料上產

生皺摺，需要高超的縫製技術。

SANYO SEWING 公司廠長和田

秀一先生表示 ：「以縫紉機縫製

布料一定會出現縮縫的現象，因

此需要事先考慮到紗線的緊縮，

再邊拉緊布料邊縫製。相同地，

縫紉機的紗線也會因應緊拉的力

量而延伸。一旦縫製完成之後，

紗線就會緊縮，因此要事先預想

緊縮程度來操作縫紉機。」

　　瞬間察覺布料與紗線的伸縮

程度，調整其誤差後再進行縫製，

是這麼一回事嗎？和田先生又接

著說道 ：「這過程難以用言語描

述，應該是說操作人員擁有這樣

的技術。」在編輯部採訪人員的

眼前，可觀察到操作人員以右手

將布料拉到前面，並邊以左手調

整針眼，逐漸地縫製著布料。他

們沒有任何的猶豫，視線專注於

縫針上上下下的一點，只有手像

其他活體一樣在動作著，旁邊則

堆疊著剛縫製好的大衣。在縫製

領角時，線頭就會較鬆，這也是

利用手指的感覺，調整紗線來進

行縫製的。其他縫紉機上雖然也

堆疊著反摺口袋，但可發現每一

個物件絲毫沒有誤差，口袋邊角

的壓線幾乎呈現一致的狀態。

　　該公司是一間主要縫製大衣

的廠商，其裁縫本領可說是日本

首屈一指。橫井享社長自己卻覺

得這是個奇蹟式的讚譽。與 30

年前相比，現今日本的縫製工廠

還不到一成。橫井享先生表示 ：

藉由以大衣為主生產的方式，使

工廠擁有卓越的技術。他接著說：

「即使是同樣的紗線，質地也會

有稍微差異，可在彈指間感受到

這些差異的廠商，才能成為優秀

的縫製工廠。」

　　接收到縫製訂單後，首先著

手的是材料的物性測試。徹底考

究布料的變化，事先了解這些特

性後，再進入打版階段。從服飾

廠商收到的風衣所需的示意配件

約有 60~70 品項，接著依照這

唰

橫井享社長兼董事長指出 , 現在最大的
問題是技術繼承。

1. 正在說明「餘距」理論的廠長和田秀一先生。2. 預測布料與紗線的緊拉度與張力後，
再操作縫紉機。3. 規格表中記載著細節與縫製方式等指示。4. 在每個生產環節中確實檢
查產品，整個過程約進行 4 次檢查。5. 縫了幾百塊配件的邊角後，壓線仍有條不紊。6. 將
縫製完成的風衣一件一件仔細地熨燙，接著再裝配附屬配件，進行最後檢查。

忠實依照客戶需求，
精準製成大衣的縫製工廠

沒有任何過與不及的堅持

青森縣上北郡七戸町　株式會社 SANYO SEWING（J ∞ QUALITY 認證企業）

要在厚度 1 公尺的布料上使針眼整齊劃一，並平直縫製是極為困難的
一件事。有一間產製數百塊布料皆有條不紊的縫製工廠，一群平均在
職年齡約 20 年的老師傅們，將最高品質的大衣推向市場。
採訪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熱海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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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森縣上北郡七戸町字荒熊內 67-18
電話 ：0176-62-2011

株式會社 SANYO SEWING

將熱情傾注在一件大衣中的企業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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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日本製將重新席捲業界版圖！
新啟動的認證機制「J ∞ QUALITY」

在 1980 年代，日本國產服飾曾在國內市場有 50% 市占率，現在市占率卻低落至僅剩 3.2%，
日本製服飾失落了 20 年。為了挽回市占率，2015 年起嶄新的認證機制「J ∞ QUALITY」
已經啟動。我們對 J ∞ QUALITY 營運辦公室的宮原孝仁氏進行了專訪，來一窺究竟。
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河野望

　　日本的技術在多種領域中都受到世界肯定，當然

服飾方面也不例外。特別是織品物料方面，名牌服飾

廠商會特地向日本購買，可見其品質優良。但另一方面，

進軍海外的日本服飾廠商毫無例外地都陷入了苦戰。

三年前日本時裝服飾產業工會曾討論這個問題，決定

更加致力於訂立推廣日本產品的計畫。其成果就是源

自 日 本， 同 時 能 夠 保 證 品 質 的 認 證 機 制「J ∞ 

QUALITY」。雖然只要最後一個製程（縫製）在日本

完 成 便 能 標 示「Made in Japan」， 而「J ∞ 

QUALITY」為可證明從紡織針織、染色與染後處理到

縫製等 3 個製程皆在日本國內完成的機制。

　　「J ∞ QUALITY」認證機制有兩種。其中一種為

企業認證，將審查申請認證的企業。稽查企業是否遵

守勞動基準法及勞動安全衛生法等法令，以及是否有

盡力於環境保護，若是有疑問點便直接至現地進行稽

查。

　　另一種則是商品認證，「最終商品認證部」將收取

樣品，審查布料、縫製、設計、美觀及完整度等項目。

若是產品無法令人有質感，便無法通過認證。藉這些

嚴格的審查，來確保「純日本製」標準的落實。「J ∞ 

QUALITY」認證商品將於今秋首次上市，希望請諸位

消費者們能直接拿在手上，感受其高品質。( 宮原孝仁

氏談 )

使用了越穿越有味道，富有光澤及韻味的上質
棉料。包含細部配件在內都進行了撥水加工，
並打造既美麗又牢靠。這一件風衣是以三陽商
會經年累月所培育的製衣經驗所打造出來。（第
一款通過 J ∞ QUALITY 產品認證產品）

［百年大衣］男士雙排風衣（亦販售女士款） 
89,0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三陽商會

雙排風衣
［百年大衣］

在這個冬天不能錯過的
7 套純日本製大衣

在此介紹的是 7 套從紡織到染色、加工到縫製的製程皆在日本國內進行的大衣。
無論哪一套都是經過 J ∞ QUALITY 認證，品質保證的商品。

攝影 / 河野望

第一套

16 172015 vol.252015 vol.26

所有 J ∞ QUALITY 認證產
品皆會掛上此吊牌。

J ∞ QUALITY 營運辦公室代理主任
　宮原孝仁先生



這件大衣使用了以天然肥皂洗滌
過，可減輕脫線及傷害的葛倫格紋
布料。由幹練職人的經驗及縫製技
術，打造出時尚背板，以及不留摺
紋的美麗成品。

［菊池武夫］葛倫格彩色格紋大衣
69,0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World

葛倫格彩色格紋大衣
［菊池武夫］

河狸墨爾登呢寬身大衣
［D’URBAN］

帶有質素設計感的寬身
大衣，使用了在日本國
內製成的 100% 河狸
墨爾登呢素材，其貼身
感也令人毫無挑剔。

［D’URBAN］
河狸墨爾登呢寬身大衣 
100,0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第二套

第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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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釦大衣
［INÉD］

使用了帶有立體感的布料，
粗細不同的線交織而成的成
品帶有著獨特質感。並以剪
裁加工解決了厚重大衣易有
的不便穿脫之特質，打造出
優雅且易穿之成品。

［INÉD］牛角釦大衣
59,0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FLANDRE　

米富花呢針織大衣
［自由區］

這套大衣是與老舖毛線廠商米
富纖維公司的合作設計製作款
式，以亮絲及扁絲紗交織而成
的花呢風格毛線大衣，打造出
了輕巧且舒適柔軟的質感。不
論是休閒或是正式場合都易於
搭配。

［自由區］米富花呢針織大衣
49,8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ONWARD 樫山
客服中心　

第五套
第四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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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式大衣
［Rain Wool］

這套大衣為具有耐久撥水性
（初期撥水度 4 級以上，乾

洗10次後撥水度3級以上，
耐水壓 200 毫米以上 ※ 皆
為 JIS 規格）的羊毛製防撥
水大衣。羊毛素材使用了與
喀什米爾羊毛相同纖維直徑
的「Super 180’s」。 因
為其既溫暖又能彈開雨水，
就算天候突然間大變也令人
安心。

［Rain Wool］ 女 士 西 裝
式大衣（亦販售男士款） 
118,000 日元（未稅）
客服專線　三陽商會

培斯克羊毛
雙面風格大衣

［NATURAL BEAUTY］

這套大衣使用了柔軟又上質的
厚織羊毛素材。以犀利的細部
構成及剪裁打造出了時尚的板
型。另外大衣的內裏也採用了
具蓄熱保溫效果的防寒素材，
實現了輕巧及暖和的穿著感。
培斯克羊毛雙面風格大衣 
62,000 日元（未稅）
客 服 專 線［NATURAL 
BEAUTY］

第六套

第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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