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C COUNTRY MEETING – TAIWAN
會議紀錄
日 期：110 年 5 月 11 日 (臺北時間晚間 19:00 開始)
地 點：臺 北 – 紡拓會 17 樓第一會議室
華盛頓特區 – ICAC 秘書處、駐美經濟組
與會者：ICAC 秘書處、駐美經濟組
經濟部國際合作處、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棉紡業者、紡拓會、紡研
所 (詳出席名單)
一、開場致辭
ICAC 執行長 Kai Hughes 首先表示，很高興能辦理這場視訊會議，得以
與許久未見的與會者見面，這次會議的目的是保持雙方的交流，內容包
含疫情影響下臺灣紡織業的現況、ICAC 現階段的措施及未來的發展目
標。
國合處廖浩志處長接續表示，很榮幸代表經濟部與 ICAC 進行交流，雖
然疫情期間不能親自碰面，但仍能透過網路討論臺灣紡織業與 ICAC 組
織攸關的議題，期望這次的交流能推動雙方業務發展，並保持持續互動
與聯繫。
二、我方議題
1. 臺灣紡織業受疫情影響情況

紡拓會黃偉基秘書長(報告內容略)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感謝黃偉基秘書長帶來精彩的演講，並提出
對於新疆棉議題的相關問題，指出對於近期中國大陸新疆「棉」的議
題產生巨大的爭議，而為什麼這項爭議並沒有針對或波及其他的紡織
產業。黃偉基秘書長表示，因紡織纖維在生產過程中，大部分以機器
自動化完成，所以人力投入的部份較小。反觀棉花於收成之際，需要
投入大量的勞力完成棉花的收成，但根據中國大陸提出的消息指出，
現階段新疆棉花的收成多使用機器，人力投入部份相當少。後續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這次的爭議中，各大品牌將重新審視紡織產業供應
鏈的透明度，並更加重視 Ethical Sustainability，如：德國已通過相關
法規，規範紡織產品需清楚地提供每階段的生產地等資訊，所以供應
鏈的可追溯性是現階段非常重要的一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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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配合世界棉花日辦理活動規劃

紡拓會劉瑋瑩副科長(報告內容略)
廖浩志處長表示，2020 年世界棉花日最主要的活動對象為社會大眾，
藉由世界棉花日的活動讓大眾得以了解棉花的相關知識，而 2021 年的
世界棉花日，將轉換活動目標對象至大學生，由稍早黃偉基秘書長的
簡報內容可得知，吸引人才進入紡織產業亦是現階段非常重要的挑戰，
藉由 2021 年世界棉花日為紡織企業吸引人才，並同時傳遞世界棉花日
的想法給大學生為本次活動的宗旨。隨後 Kai Hughes 執行長非常感謝
台灣對於 2021 年世界棉花日的策劃構想，並表示世界棉花日於 2019
年正式啟動，已有 80 多個國家共襄盛舉，去年各國舉辦世界棉花日皆
因疫情而遇到困難，並多以網路研討會的形式舉辦。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對於 2021 年世界棉花日，有兩大目標欲達成，
第一點：使世界棉花日成為聯合國認可的節日，其中相關的申請程序
已提出，期望能於今年 9 月得到聯合國的認可。第二點：吸引更多國
家加入世界棉花日的行列，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今年欲呼籲更多非
洲國家及國際知名品牌及零售商等所在國家一同共襄盛舉世界棉花日
的活動。另，2020 年 ICAC 亦透過自製的多部影片傳遞資訊，轉變棉
花被世人認定不正確的消息，期望透過影片傳遞正確的觀念，而今年
亦會使用影片的方式傳遞棉花的相關知識予大眾。
三、 ICAC 議題
1. ICAC 最新措施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自 2017 年加入 ICAC 組織，認知到提升 ICAC
國際知名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目標，ICAC 開始經營社群媒體，並增加
電子報等相關服務，與世界接軌。而一直以來 ICAC 會員多為生產棉
花之國家，少有類似臺灣的棉花消費國，所以如何吸引其他棉花消費
國，使其認知成為 ICAC 會員非常具有價值，是 ICAC 的一大目標。
關於 ICAC 棉花生產國會員所得到益處，其中一項是由 ICAC 偕同專
業人士設計了棉花生產計畫，使棉花生產國會員在 3 到 5 年內的棉花
產量提高一倍，這亦使棉花生產國會員認知成為 ICAC 會員的價值，
並每年持續成為 ICAC 會員。另一方面，ICAC 與德國技術合作公司
（GIZ）合作，投入科技技術層面，其中一個項目是虛擬實境計畫，運
用此技術識別病蟲害，並尋找最佳實踐方式以提高產量。ICAC 亦使用
軟體幫助不識字的棉農以當地語言了解棉花相關訊息，使世界上任何
地區的棉農都了解棉花生態系統的相關資訊，其中包括各種害蟲，疾
病及有益昆蟲，以及帶領農民和研究人員完成棉花作物的所有發展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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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並著重於永續發展以優化自然資源及投入物，目標為獲得高產量
及增加利潤。此項計畫已在諸多地方實行，預計未來將與尚比亞、喀
麥隆共和國及布吉納法索等國家執行此項計畫，並規劃未來與歐盟更
進一步合作。由此可知，對於 ICAC 棉花生產國的會員，他們加入 ICAC
可以深刻體認到身為 ICAC 會員的價值，而這些計畫也確實提升了
ICAC 的國際知名度。
然而，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因為疫情關係，很多 ICAC 的非洲會員
國付不出每年的會員費用，如何維持現有會員並邀請其他國家加入組
織，將會是 ICAC 現階段的主要目標。而 ICAC 今年另一項目標是成
立私部門諮詢委員會（Private Sector Advisory Council，PSAC），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現階段 ICAC 內部約有 33 人組成的私部門諮詢小
組（Private Sector Advisory Panel, PSAP）
，今年的目標是將私部門諮詢
小組提升為具規模的組織，未來將邀請 140 多個國際、地區、國家組
織，以及非營利機構組成私部門諮詢委員會。其中分有四個領域類別
的委員會，包含：貿易及棉花相關活動、棉花生產及軋棉、紡紗及織
造與機械製造、品牌及零售領域，委員會成員可從中自行選擇代表的
領域。每個領域的委員會將會選出多達兩位代表進入執行委員會，私
部門諮詢委員會將定期彙報相關資訊給 ICAC 常設委員會，這樣的組
織形式將會對加入的代表及成員們，更能產生價值及體現欲達成的目
標。這項計畫將加速棉花及紡織生產鏈與相關領域的組織得以凝聚，
並互相交流現階段所面臨的議題，進而讓棉花及紡織產業不斷地發展
及改革創新。
Kai Hughes 執行長報告後，黃偉基秘書長表示紡拓會對於這項計畫非
常感興趣，但仍需將計畫呈核董事會，並了解討論紡拓會將在這個計
畫擔任甚麼角色，以及為這個計畫做出甚麼樣的貢獻，進而了解紡拓
會可以從這項計畫中得到甚麼樣的協助。隨後大東紡織公司陳修忠董
事長表示，關於增加棉花的價值，不僅僅是要探討棉花每磅為多少美
元，而是將棉花的價值回溯到生產過程，讓消費者可以了解棉花的價
值，使消費者可透過棉花的製造、棉花對環境的影響及永續發展等的
層面來判斷棉花的價值。(會後 ICAC 提供 PSAC 規劃草案如附件)
2. ICAC 紡織部門發展–想法和建議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ICAC 一直以來都非常注重棉花的生產，但紡
織相關領域是 ICAC 持續發展的最大機會，而如何召集新的紡織會員
國加入 ICAC 是一大挑戰，如邀請越南及印尼等國的加入，一直都是
ICAC 的目標。ICAC 近期對於紡織領域的發展實施了幾項新的措施，
其中就是招聘紡織資訊及創新的相關人才，而這項措施是為讓原已是
ICAC 的紡織會員國，以及其他有可能參加 ICAC 的紡織會員國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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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益處，而這個領域的人才將會推動紡織相關的發展，並整理及
傳達紡織創新資訊給 ICAC 的紡織會員國。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
這樣的人才招聘需要具備相當的實力以及經驗，招聘收取履歷的時間
已於今年 4 月結束，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現階段有 17 位人選，後續
將會有面試徵選過程，並邀請臺灣及其他會員國，如有意願參與徵選
過程或建議任何適合的人選，請通知 ICAC。Kai Hughes 執行長預期這
項招聘能成功為 ICAC 及棉花消費的會員國帶來紡織相關最新的創新
資訊，Kai Hughes 執行長亦向與會者提問，臺灣身為長期參與 ICAC
的棉花消費國，希望這項新措施招聘的人才能帶來甚麼不一樣的服務
及資訊，請給予建議。
紡織綜合研究所周國村協理表示，非常開心能知悉 ICAC 即將招聘這
樣的人才，周國村協理提到現階段供應鏈的可追溯性是大家非常關心
的議題，如何讓產線透明化是非常重要的目標，而 ICAC 大多數的會
員為棉花生產國，周國村協理提出是否能提供相關的平台或機制，讓
棉花生產國及棉花消費國可互相連結並交換資訊，如臺灣是非常大的
紡織出口國，但對於棉花的價格及生產相關資訊卻不夠充足，而現階
段許多國際品牌提倡永續性，然而沒有充足的棉花生產資訊，如棉花
生產實際的用水量等訊息，使得棉花消費國無法全力發展紡織永續性。
因此周國村協理表示，即將於 ICAC 上任的紡織資訊及創新的人才，
希望不僅僅是傳遞紡織創新資訊，亦希望其傳遞棉花生產相關的訊息，
這對於作為棉花消費國的臺灣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得以追溯棉花生產
過程，讓生產鏈得以更透明，並幫助我們選擇正確棉花生產者並發展
紡織永續性。
隨後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其實周國村協理提出對於棉花生產的可
追溯性及永續性一直是 ICAC 持續討論的議題，然而世界對於永續性
沒有明確的標準，這使得棉花永續性生產的相關資訊難以衡量及傳遞。
而 ICAC 首席科學家 Keshav Kranth 博士補充說明棉花永續性議題，
Keshav Kranth 博士表示，全球對棉花的普遍認知為棉花對環境造成很
大的傷害，但事實上棉花會吸收二氧化碳，能有效地幫助降低二氧化
碳濃度，這是世人少知的訊息，而 ICAC 一直以來致力於衡量棉花生
產的相關資訊，努力達成制定永續性的標準。另，Keshav Kranth 博士
提到 ICAC 每年皆出版「Cotton Data Book」
，這是一個龐大的數據庫，
詳細記載了 43 個主要棉花生產國家及地區對於棉花種植的相關訊息，
其中包括棉花的成長環境、棉農資訊及用水量等詳細資訊，Keshav
Kranth 博士認為這項資源是可以作為評斷棉花是否具可持續性一個很
好的指標。而 2021 版本的「Cotton Data Book」即將發佈，ICAC 非常
樂意將這項資訊分享給會員們。
陳修忠董事長隨後補充表示，期望 ICAC 除了相關數據的呈現，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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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套系統將棉花生產及相關紡織領域供應鏈連結起來，一起共享數
據達成永續性發展，這亦呼應了陳修忠董事長稍早提出的想法，如何
增加棉花的價值，陳修忠董事長相信能完成棉花的可追溯性，以相關
的棉花生產數據向消費者證明，是增加棉花價值最好的方法。
3. 為消費國設定價值主張–如何吸引印尼、越南等國家加入，以及招募新會員
國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如何招募新會員，其中一項關鍵就是私營企業，
很多會員國繳交會費不是由政府支出，而是由私營企業或組織繳交會
費，而稍早提到的私部門諮詢委員會中的私營組織，其國家如不是
ICAC 的會員，私營組織亦不能成為 ICAC 會員，其為非會員身分但可
以成為為期 2 年的觀察員，於這段期間這些私營組織可評估成為 ICAC
可以得到的益處及會員價值，並向其政府提出建議以加入 ICAC。另，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現階段亦透過現有成員，邀請其他國家加入
ICAC，如美國現階段正極力邀請墨西哥及越南等國加入；俄羅斯正邀
請塔吉克共和國；土耳其邀請亞塞拜然共和國，ICAC 希望能擴大會員
國，使 ICAC 能更有力量為會員們服務，期望會員國臺灣亦能協助邀
請其他國家加入。
4. 制定 ICAC 年會的業務計畫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現階段正規劃 ICAC 年會的業務計畫，原定今
年由西班牙要舉辦的年會，因考量辦理年會的費用問題，西班牙提議
將年會延後至明年，Kai Hughes 執行長提出舉辦年會對於某些國來說
應是不小的支出，而以往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國家辦理年會，並於年會
中聚焦辦理年會的國家，突顯這個國家的棉花及紡織產業，達到一定
宣傳效果。西班牙為什麼今年會無法負擔年會的費用，主要是因西班
牙今年沒有得到相關的贊助，其政府不允許收取私營企業給予的贊助。
Kai Hughes 執行長表示，或許這是一個機會調整 ICAC 年會辦理的模
式，以減少辦理年會的成本，並增加年會的相關贊助，未來將於今年
7 月的會議中詳細討論如何調整年會辦理模式，並鼓勵會員國爭取辦
理年會，以及呼籲臺灣與華府代表確認參與這場會議，得以互相討論
及交流如何調整 ICAC 年會的辦理模式。
廖浩志處長表示，臺灣將會與華府代表聯絡，並同步針對這項議題進
行討論與準備，期待於 7 月的會議進一步的交流與討論相關事宜。
四、 臨時動議（無）
五、 散會（臺北時間晚間 20：5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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