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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PVC塑膠拉門 folding door在台灣被視為傳統產業，一項傳統產業如何在

現代劇烈變化的環境、資本主義的盛行、全球貿易的競爭之下，面對台灣政府經

濟政策的推行、勞工意識的抬頭、基本工資不斷的調漲、國際原物料價格不斷的

提升、產業界新舊世代的交替、不斷的有廠商出來大打價格戰。要如何提高生產

率，把這種種的危機化為轉機。產業必須透過不斷的研究與創新，才能被保存(林

崇熙，2005b)。 

林崇熙(2005b)指出技術物件的存在印證著社會文化的情境、脈絡與互動。

技術物件可視為一種文化物種，千變萬化的文化物種驗證了人類文明各式各樣生

生存壓力的豐富歷程，更為人們往後面臨各種生存挑戰時重要的智慧寶庫。本研

究將透過台灣 PVC塑膠拉門產業技術物件的描述與紀錄，詮釋台灣 PVC塑膠拉門

產業技術物件與人類生活經驗、環境互動、創新的歷程。 

 

二、PVC塑膠拉門(folding door)的起源 

每一項技術物件的產生最初乃是為了解決生活上某項需求而被產出；然而技

術物件會因為來自各個文化的價值觀所反映出來的品質、品味、人與人或自然的

關係，不斷的滋生、繁衍和變異(林崇熙，2005a) 。拉門就是這樣被發明出來的，

它是具有配合空間限制、空間功能規劃、甚至是搭配屋內裝潢風格，而發展出來

的一種活動摺疊門。 

台灣 PVC塑膠拉門的原文是”Folding door”，也就是台灣地區，一般坊間

所俗稱的拉門。”Folding”原意為可折疊的、折疊式的，Folding door就是一

種可以摺疊的門，像手風琴一樣可以一片一片的摺疊起來的門。 

《莊子·盜跖》：「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

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又有《韓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

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

下，号之曰有巢氏。」從有巢氏開始巢居後，從最早居住在樹上以防止野獸來襲，

再到洞穴，再到地面上的建築，人們即展開房屋建築的各項發展。 

人類自有建築以來就有了門的歷史，最早房屋是讓人們可以有一個安全的居

住地。而早期因為人與獸是很靠近的生活，常有猛獸會來，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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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可以方便出入，於是就有了”門”這個構造。既然房屋是用來防禦猛獸的，

門當然也要建造的堅固耐用一些。”門”是建築最靠外的一個部件，是建築的出

入口，是可以開關或轉動的一項設計，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而設計，可針對建築

空間安全、環境、空間的利用來選擇不同的門。 

中國自古以來，相當重視門這個建築構造。傳統中國建築門是由木頭所構成

的，即木門。後來門有著各式各樣不同材質上的變化。這些都是在建築物最外緣

的部分，而在建築物的裡面，為了區隔不同空間、廳院，讓一個家中有不同的面

貌出現。一開始中國即有”屏風”這項家具產品，在日本的和室也有像窗格式的

推拉門，都和現今的 PVC拉門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現今因社會的變遷，房屋建築物型式的改變、屋內裝潢的變化、人們需求，

而有不同形式的門出現。因為地狹人稠，現代家庭沒有太多、太大的空間，也因

為家中需要有多功能的空間規劃，而木門因為其開關需要有較大的迴旋空間，所

以大多只設置在固定房間區域內。而拉門的起源就在這樣的環境基礎下建立起

來。 

早期，PVC塑膠拉門在台灣是屬於高單價的奢侈品。它的用途最大宗是在居

家裝潢中阻隔冷氣用，通常在客廳這一個大空間想要裝設冷氣時，基於要省電、

冷空氣不要外流的理由，又想要有機動性的空間設計，就會在客廳中裝 PVC塑膠

拉門(早期家中有冷氣的家庭數少)。另外，也常有人 PVC塑膠拉門裝設在廚房的

門口，用以阻隔油煙的外洩。最常看到的應屬於傳統小吃店。在台灣有相當多的

小吃店是用住宅的一樓來當店面營業，而為了讓後面的廚房油煙不會外洩到前面

的座位區影響顧客吃飯，就會用 PVC塑膠拉門來阻隔。一方面服務人員出菜、收

盤子進出方便，一方面不占空間。再來就是養老院或八大行業、按摩院中，也都

是極度需要機動性的空間隔間。 

在現代近期，因 PVC塑膠拉門在國外屬於消耗品，且因西方人喜歡戶外活

動、喜歡曬太陽，所以在居家環境中喜歡有陽光灑進來的感覺，所以才設計有裝

孔的 PVC塑膠拉門。從外銷產品拓展進國內市場，開始被較頂層的客戶所使用。 

 

三、PVC塑膠拉門(folding door)的種類 

 

壹、就大葉片寬度來區分 

現今在台灣銷售的 PVC塑膠拉門的種類是以拉門的大葉片寬度來分別命

名。可分為 85mm(圖 3-1)、100mm(圖 3-2)、155mm(圖 3-3)三種，早期還有 120mm

尺寸的。而 85mm 的 PVC塑膠拉門就是大葉片寬度為 85mm亦即 8.5公分，以此類

推，155mm的 PVC塑膠拉門即為大葉片寬度為 15.5公分。而這三種 PVC塑膠拉

門中，皆可依顧客需要來打孔裝設壓克力板。而 155mm的 PVC塑膠拉門屬於組合

式拉門，意即他是由各式葉片組合而成，像積木一樣組合式的 PVC塑膠拉門。



    

圖 3-1 85mm拉門           圖 3-2 100mm拉門         圖 3-3 100mm拉門 

 

     
圖 3-4 舊式 100mm拉門     圖 3-5 155mm拉門        圖 3-6 155mm拉門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提供 

 

 

 

 

 

 

 

 

 

 

 

 



貳、就開關方式來區分 

而 PVC塑膠拉門也可以以照環境的變化而做不同的設計。可以配合屋內裝潢

的缺角、或屋主的開關需求，分為單開、中開、雙開、單雙開、中雙開、兩邊皆

固定式。以下為圖示。 

 

圖 3-7開關區別圖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3-8缺角區別圖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PVC塑膠拉門(folding door)的演進歷程 

PVC塑膠拉門的組成物件為門導、大葉片、小葉片、壓克力片、軟帶、掛輪、

手把、磁鐵（含附片）、長撞釘、掛輪座、鏍絲。而裝設台灣 PVC塑膠拉門需要

有普通鋁軌一支，視情況搭配大、小彎軌、粗軌、Ｌ架或粗軌架。 

一套台灣 PVC塑膠拉門組成大致上是由門導、大葉片、小葉片、連接條(軟帶、

軟硬條)所組合而成，每套拉門上端會裝上掛輪，以便於鋁軌滑動，門導邊會加

裝手把、磁鐵、附片，固定邊會加裝固定條、固定扣。而 PVC塑膠拉門的演進可

由其組成物件分別來作探討。 

 

壹、台灣 PVC 塑膠拉門葉片的演進 

PVC塑膠拉門葉片是 PVC塑膠拉門中最主要的物件，也是改變最多的物件，

從早期到現今社會，因不同技術的演進、又因不同社會價值觀及風氣的影響，讓

拉門葉片有著日益不同的風貌。 

 

 

 



 

 

 

 

 

 

 

 

 

 

 

 

 

 

 

 

 

 

 

 

 

 

 

 

圖 3-9台灣 PVC塑膠拉門葉片的演進史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一)單層葉片 

拉門葉片最早是製作成 85mm的寬

度，且是單層葉片(圖 3-12)。且是單一

個顏色的，葉片表面沒有經過 UV的處

理，亦即沒有加上一層亮光膜。現在台

灣地區已經沒有再用了，大多數是外銷

到非洲等較落後的國家。 

 

                                圖 3-10 單層葉片拉門 

                                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欣欣  

                                PVC塑膠拉門廠(10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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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層葉片 

因為單層葉片的 PVC塑膠拉門不耐用，容易壞，且單層葉片間的連接條沒有

正反面之分，只有上下用螺絲鎖起來(圖 3-12)，中間會非常容易壞掉，葉片跟

葉片間會分開；而且在開關的時候，因為連接條沒有正反面之分，不容易整齊的

摺疊起來，會亂成一團。所以後來拉門改良成雙層的拉門(圖 3-13)。 

所謂的雙層拉門就是葉片抽出時就有上下輛層葉片結合在一起，中間有”

腳”支撐上下亮面塑膠板。這看似簡單的”腳”，也有著極大的學問。這葉片抽

出的技術要靠老師傅來控制，早期塑膠壓出成形機沒有電腦控制，需要人工調

整，”腳”跟葉片需要垂直 90度，稍微歪一點都不行。而雙層葉片在早期也做

得比較厚，但因為厚度厚，重量就會增加，若遇到隔間寬度較長的空間設計時，

整座拉門重量會太重，造成無法固定在天花板，所以現在設計的拉門式葉片比較

薄的。 

          

 

 

 

 

 

                       

 

 

 

圖 3-11雙層葉片拉門 

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7.29) 

 

(三)表面壓凹凸紋、貼圖、噴墨 

後來因為單色拉門的葉片是在是單調，於是開始有人用銅板在拉門葉片上壓

出一些連續的圖案，像立體浮雕版一樣，就類似現在南亞塑膠公司的商標一樣是

立體形狀的。它的技術是在葉片抽出還沒成型、冷卻前，先經過一到手續，就是

用銅板去壓紋雕刻。也因為這一突破，讓當時拉門的售價提高。但是此方法施工

不易，需要用銅輪在葉片上滾動壓出形狀，良率不高。且時間一久，使用者即發

現凹凸葉片的缺點就是容易卡灰塵在上面，讓大家又開始想方設法改進。這個時

候，就又有人想到可以請印刷廠印刷圖片，背後黏膠，再貼到 PVC拉門上，這樣

可以配合顧客的要求來變換不同的圖案。還有人想到用電腦噴墨在葉片上，就可

以在葉片上噴出美麗的圖案。但這些方法的產品都壽命短暫。一下子就被其他產

品取代了。 

 

腳 



(四)表面印刷、蓋 UV 

再來因為台灣人民素養提高，對於屋內裝潢要求也變高了，裝潢業者也開始

講究了起來。開始尋找配合屋內裝潢來設計有花紋的 PVC塑膠拉門。當時印刷的

技術早就有了，但是要應用到拉門葉片上需要技術上的結合。拉門廠要求印刷廠

開發新印刷輪，使用銅輪表面刻花來印刷拉門葉片。 

然而當時沒有風乾的設備，當拉門葉片印刷好了之後須要等一段時間用電風

扇吹，讓它吹乾，才能再印另外一面。這是一件相當耗時的工作，且考驗著工人

的耐性與技術，在還沒有完全吹乾前，是不可以用手去觸碰的，否則花紋就會糊

掉。就像我們在漆油漆一樣，還沒乾之前是不可以用手去觸碰的。也因為如此的

困難與不方便，才又讓人發明了用燈管來照射拉門葉片，利用燈管的熱度加速乾

燥塑膠漆。 

印刷美麗的圖樣在拉門葉片上，很受歡迎。但新產品一樣也要經過時間的考

驗，時間一久，大家發現到拉門葉片的表面容易髒汙，且只要手會碰觸到的地方

過一段時間就會形成一塊指紋的痕跡，擦也擦不掉，用任何清潔劑去洗也無法去

除其髒污的地方。顧客也反應手沒有碰到，但拉門葉片仍會變色，尤其是處在空

氣較髒的地方，如廁所、廚房等。這又讓人傷透腦筋了，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於

是，又有人想到那我們漆油漆會在表面漆一層亮光漆，讓表面光滑、並有光澤感。

就開始有人用刷子，沾亮光漆刷在拉門葉片上，這樣就解決了會變色的問題，而

這一層亮光漆在業界的術語就叫做”蓋 UV”。                            

而印刷的圖案也隨著當時風俗民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設計，先是單色印刷，

後有多色印刷。早期台灣民風純樸，民眾多喜愛梅、蘭、竹、菊等類國畫圖樣。

後來有各式不同的花草圖案。也有人喜愛全透明式的、仿木紋圖案的。印刷的技

術也一直再改良。從銅輪是平輪，到最後印刷的銅輪改良成有凹凸狀，可以印刷

出仿真實木紋的觸摸質感，以配合家中原木裝潢風格。 

 

 

 

 

 

 

 

 

 

 

 

圖 3-12印刷木紋無蓋 UV拉門葉片     圖 3-13印刷木紋有蓋 UV拉門葉片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五)葉片打孔裝壓克力板 

會有打孔裝壓克力板的原因是，顧客們開始接收到國外風情，覺得如果拉門

可以做成像日本和室的推拉門一樣，可以透光，又可以有隔間，那不是很漂亮嗎?

做生意的店家也反映想要可以兼具隱密性，又可以看到內外的拉門。L先生又再

次接受挑戰。 

而打孔總不能隨意打一個孔，為了美觀，就開模把孔打成相框的形狀再裝壓

克力板。85mm的 PVC塑膠拉門葉片打孔後，需要用刀具將拉門葉片欲塞進壓克

力板的地方挖空，把挖空處邊緣的不規則邊用砂紙磨平，再塞進壓克力板。後來

有了 100mm的 PVC塑膠拉門後，又發明了類似相片蓋的框框把壓克力固定在葉片

上，他們就叫它”壓克力框”，這壓克力框的形狀亦有分方形的和圓弧形的。 

而打孔的技術也有些微的不同，一開始 85mm 的拉門葉片打得孔為有造型的

孔，可以直接裝壓克力板。後來 100mm拉門葉片打的孔為長方形的，靠外面的壓

克力框來做造型，壓克力框也可以依顧客喜愛而變換顏色，連壓克力板也可以搭

配選擇。而有了此種拉門後，做生意的店家，就很喜愛此種款式，因為在一樓住

家開店，可以區隔內外，在裡面休息時，又可以透過半透明壓克力看到外面的情

形，具有多功能用途。 

 

 

 

 

 

 

 

 

 

      圖 3-14 85mm打孔拉門葉片          圖 3-15 100mm打孔拉門葉片 

 

 

 

 

 

 

 

 

 

 

       圖 3-16 (方形壓克力框)              圖 3-17 (弧形壓克框)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6.21) 



(六)表面貼皮、浮雕板 

從有了印刷技術後，拉門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圖樣，但蓋 UV後的缺點是容易

反光，對於日本的客戶來說，他們不喜歡家中裝潢反光的感覺，又迫使大家發明

新方法，那就是使用塑膠貼皮。 

此技術就是在拉門葉片抽出後，趁著葉片仍是熱的，將仿木紋的塑膠貼皮與

葉片利用壓模壓合，並同時壓出浮雕板的樣式。利用塑膠遇熱會稍微融化而冷卻

後又會凝固的原理來黏貼。但這樣的貼皮技術經過時間的考驗後，又被發現缺

點，就是塑膠貼皮會和葉片分離，且無法做修復。 

於是又發明了冷貼塑膠皮的技術，此方法到現今都仍在使用。此方法是在葉

片抽出後，利用特殊黏著劑，將葉片與塑膠皮做黏合的動作。此方法使用的是南

亞的塑膠皮，是專門訂做的塑膠皮，皮薄、紋路逼近真實木紋，與塑膠葉片貼合

厚幾乎看不出來是黏貼塑膠皮的，彷彿融為一體般，且仍然有蓋上 UV，所以亦

有保護膜在上面，不容易髒掉。再加上其表面為仿木紋觸感，是凹凸面，所以蓋

上 UV後不會有像一般印刷的反光問題。但美中不足的是無法將以黏貼好塑膠皮

的葉片再度壓上類似浮雕版的壓紋，因為遇壓出浮雕紋需要再次加熱葉片，這會

使得以黏貼的塑膠皮脫膠，使之與葉片分離，目前此技術尚無法突破。 

圖 3-18 熱貼浮雕拉門葉片  圖 3-19熱貼拉門葉片    圖 3-20冷貼拉門葉片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6.21) 

 

(七)組合式拉門 

組合式拉門只有 155mm這個尺寸，是近幾年才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規格 PVC

塑膠拉門，是目前最新型的拉門。這尺寸的拉門葉片因為寬度較寬，且均是由大

小葉片及壓克力板組合而成的，可以依照需求層層相疊，就像積木一樣，所以稱

之為”組合式拉門”。 

其組成要件為小葉片、大葉片、中間塊、上下蓋、小夾塊、壓克力板。一開

始的中間塊是由小葉片裁切而成的，但因為這樣會造成整體花紋不協調，故又有

人想出改用大葉片裁切，配合細部花紋，也因為改用大葉片去製作，而研發出小

夾塊，當作修邊，就像相框旁邊的飾條一樣。而其上下蓋也由早期的方形扁平狀，

改為有切邊的類圓弧狀，此設計一方面是更為美觀；一方面是安全，避免人的腳



去踢到 PVC拉門下蓋而受傷。而滑輪也因應此重型拉門而做了乘載力較大的滑

輪。連其連接條也做了特殊的處理，讓整個拉門在滑動時更順暢且靜音。 

既然名為組合式拉門，其中間組成物件就可以隨意更換搭配，可以一整條都

是壓克力板，也可以全部都是大小葉片，也有混合式的。這種拉門因為其結構較

厚，就比較堅固耐用，相對的價格也會比較高。剛開始研發出來的時候，只有外

銷到歐、美、日等先進過家，近幾年，臺灣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對於屋內裝潢也

越來越有想法與創意水準，所以才逐漸接受此類產品，於是開始有內銷。 

 

 

 

 

 

 

 

 

 

 

 

 

圖 3-21舊型組合式 PVC塑膠拉門     圖 3-22 新型組合式 PVC塑膠拉門 

 

 

 

 

 

 

 

 

 

 

 

 

 

圖 3-23 新型組合式 PVC塑膠拉門      圖 3-24 新舊型上蓋比較圖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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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155mm無壓克力板拉門葉片         圖 3-26 舊型組合式拉門葉片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圖 3-27長條型壓克力板拉門            圖 3-28 155mm組合式拉門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提供 

 

貳、台灣 PVC 塑膠拉門連接條的演進 

連接條在 PVC塑膠拉門中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PVC塑膠拉門是像手風琴

一樣可以摺疊的門。而拉門是否可以整齊的折疊，靠的就是連接條的設計。且拉

門本體葉片不容易損壞，而連接條若是品質不良就非常容易斷裂或脫落。 

連接條的材質從早期的軟帶、硬條到現今的軟硬條， 

一開始的單層拉門葉片上即附有連接條，就是葉片在押出的過程中，直接連

著連接條一起押出，這樣的連接條和葉片一樣，材質很薄，容易破損，且組裝不

容易。一整條葉片在組裝時，是類似像卡榫一樣的穿過去，最上端及下端再用囉

思鎖緊。工人需要非常有耐心地把一公一母的葉片串聯好。且此種連接調在押出

成型時，即有關鍵性的技術決定成敗。就是管理押出成型的師傅經驗非常重要，

若是在模具上有一粒小小的石頭而沒有清理，押出成型時，葉片及連接條上就會



有一微小的刻痕，是肉眼看不出來的。但是組裝好的拉門很容易因為這一小刻痕

而裂開。一旦裂開，整座拉門就不能再使用了，造成良率不高。且連接條與葉片

間因只有上下兩個螺絲固定而已，在開關時非常容易脫落分開 

有了雙層葉片後，連接條也做了改良，使用在 85mmPVC塑膠拉門上的叫”軟

帶”，如其名字，是一條軟的帶子，廠商一次都進貨一大綑，依需要去裁剪。而

軟帶兩側的側邊條的形狀，亦從早期的圓形、三角形、正方形，不斷的在做變化。

而材質也從早期的全軟式、硬式到現今的軟硬式。 

一開始的單層葉片的側邊條因為只是一條線，所以極容易脫落，到後來雙層

葉片的圓形側邊條，也因為葉片連接溝槽為方形，圓形對著方形，亦即容易脫落，

所以後來有人發明三角型的側邊條，但很快地就因為工人在組合時需耗費多時而

被淘汰。接著因為每一葉片與葉片間都要穿兩次軟帶(左右各一)，且軟帶有分正

反面，若是工人穿反了就會造成開關不順暢，也因為塑膠押出成型技術的進步，

而發明了葉片與連接條結合的拉門葉片，且側邊條配合葉片溝槽改良亦為方形。

這一發明讓組合拉門的時間大為縮短，既不易脫落、也不需要鎖螺絲，只需要用

快乾黏合即可。且此種連接條上有”翅膀”，就像書本的摺痕一樣，可以讓拉門

在摺疊時，整齊收合在一旁。 

再來因應 100mmPVC塑膠拉門的產生，就又有了獨立的連接條，是軟硬相接

的，也有翅膀，側邊條也是方形的。為何會有軟硬相接的設計，是因為軟帶是整

條軟的，不夠堅固，無法支撐更重的拉門，100mm的塑膠拉門寬度較寬，設計的

軟硬條更為堅固，更耐用。 

另外還有人發明全硬式的連接條，發明之初是想全硬式的很堅固耐用不易

壞，且顏色設計可以搭配大葉片有整體感，但此項產品的設計缺點是在開關摺疊

時，會嘎嘎作響，又因為其全硬式的、無彈性，在連接處容易因為多次開關而故

障，因而很快地就不受歡迎。最新式的連接條就屬於新型 155mmPVC塑膠拉門專

用的軟硬相間的連接條，他與先前的軟硬條差別就在於它結合了軟硬條與硬條的

優點。外殼是硬殼的，可以搭配大葉片的顏色，而內部是蝸牛式的軟條。在開關

摺疊時超靜音，是現在最受歡迎的連接條。 

 

 

 

 

 

 

 

 

 

 

       圖 3-29 單層葉片+連接條       圖 3-30 單層葉片+連接條剖面圖 



 

 

 

 

 

 

 

 

 

 

 

            圖 3-31 軟帶                 圖 3-32 軟帶剖面圖 

 

 

 

 

 

 

 

 

 

 

 

    圖 3-33葉片連著連接條       圖 3-34 100mm拉門連接條剖面圖 

 

 

 

 

 

 

 

 

 

 

 

             圖 3-35硬條            圖 3-36 155mmPVC塑膠拉門軟硬條 

 

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側邊條-圓形 

方形 

翅膀 



參、台灣 PVC 塑膠拉門掛輪的演進 

滑輪，在拉門界稱為掛輪，是拉門與軌道之間主要能夠滑動的重要零件之

一。因此，拉門掛輪的耐用程度經常是一套拉門能使用多久的最主要因素，也之

因為如此，所以掛輪從 85m/m雙層葉片拉門問世以來，就不斷地面臨市場上的挑

戰，也作了許多不同的嘗試與改進，不論是材質(料)的演變，或是構造上的變化，

都是為了能使拉門在軌道上推拉能更順手、使用年限更長而不斷精進製作技術。 

    據 L先生所述，從最早期單層葉片拉門使用有如窗簾布在使用的掛鉤之後，

自 85m/m雙層拉門以來就是使用掛輪來讓拉門滑動於軌道，當時是將大葉片先行

穿孔，再使用鉚釘將掛輪釘上去，此技術從民國七十五年左右就已經有了，至今

仍有不少拉門工廠仍使用此技術。由於釘上鉚釘前要先將大葉片穿孔，而穿孔過

程其實就是一種破壞，再加上鉚釘釘上大葉片，完全是以人工使用鐵鎚下去敲

打，所以容易在製作過程造成損料，再者鉚釘釘上去以後，掛輪在大葉片內會有

一個小空間容易晃動，塑膠與金屬製品長期晃動就會容易使掛輪撐出葉片導至脫

落。 

    經過數年，有客戶訂了拉門後總發現拉門葉片因為是雙層的，在這個雙層的

葉片空心處之間，容易藏有髒汙、灰塵，甚至一些小蟲子的卵，所以就要求製作

端是否可以設計出上、下蓋，能封住葉片上下端，不讓小蟲子有機會在葉片的空

心處產卵，也因此有了新一代的上下蓋，但是這個上下蓋就以黏著劑方式黏合。

在這同樣時間的時期，也有 110m/m的拉門問世，這是屬於不同的設計，因為不

同的公司在接近時期會有類似原理，但不同設計的產品，所以也能看到不同設計

的掛輪。 

    說起 85m/m最早期的掛輪演變，由於台灣人的需求，在拉門使用一段時期發

線維修需求增加、使用損壞率增高，故漸漸思考如何讓成本不要增加太多，不一

定要像上、下蓋掛輪這麼高成本的安裝方式來改良，所以就產生了雙輪架自黏掛

輪，但是這是為了一些不希望花太多預算在拉門上面的消費者而思考而衍生出的

設計，所以就在上下蓋掛輪與鉚釘掛輪之間做了折衷的設計，然而這一切設計在

使用過程中並不是沒有遇到問題，像是一開始以 PE塑膠材質，因為使用在容易

曬到太陽的地方容易變質、脆化，導致整套垂吊在天花板的拉門突然地摔落至地

面，所以後來使用韌性較夠的 ABS材質輪軸，到最後發現其實雙輪架不如改為單

輪架還比較實用、好拉，而且省掉單側的塑膠零件成本，經過數年才有現今的單

輪架自黏掛輪。 

    由於以上這些使用於台灣長達二十年以上的組裝、使用方式，使得近年來

100m/m、155m/m的掛輪有了新的方向，而且可以以成本計算方式拿捏出能夠花

較多預算訂購高單價拉門的客人，適用於何種輪架，像是 100m/m一般平板拉門

所使用的就是沒有上、下蓋的掛輪，而 100m/m壓克力拉門，以及 155m/m拉門等

高單價拉門，在製作過程就會自動以有上、下蓋掛輪去安裝，以便區隔產品的等

級與配件，甚至在門導上所配附的掛輪也有不同等級的組裝。 



     

 

 

 

 

 

 

 

 

 

 

           圖 3-37鉚釘掛輪            圖 3-38新一代上、下蓋掛輪 

 

 

 

 

 

 

 

 

 

 

       

         圖 3-39鎖螺絲掛輪             圖 3-40鎖螺絲掛輪俯視圖 

 

 

 

 

 

 

 

 

 

圖 3-41 85mmPVC塑膠拉門掛輪 

(圖右為 PE材質、圖中為 ABS材質、圖右為單輪架掛輪) 

 

 

 



 

 

 

 

 

 

 

 

          圖 3-42門導掛輪                圖 3-43 100mm上蓋掛輪 

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肆、台灣 PVC 塑膠拉門壓克力板的演進 

自有了打孔的拉門葉片後，裡面搭配的壓克力板就隨之多了許多變化，從全

透明式的、方格、有印花到最新水波紋的，一一對應著每個時代的潮流。這些壓

克力板的設計，業主也需要走在時代的尖端，除了參考客戶的意見之外，也需要

經常性的去參觀國內外設計展，不管是窗簾布的設計、畫作，都是參考的依據。 

有了新的創意後，還得去和設計師商量，該如何運用在壓克力板上，也得配

合壓克力板的師傅技術，才能呈現該有的水準。另外商品為符合顧客的需求，廠

商也需考量欲銷售地區的風土民情，生產符合期待的商品。 

圖 3-44舊式 85mm拉門壓克力樣板        圖 3-45 100mm拉門壓克力樣板 

 

 

 

 

 

 

 

 

圖 3-46 155mm拉門壓克力樣板 

以上圖片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伍、台灣 PVC 塑膠拉門上下蓋的演進 

一開始的 PVC塑膠拉門是沒有上下蓋的，後來為了美觀，也為了防止小蟲爬

進壓克力葉片中間空隙處產卵，就發明了上下蓋。而上下蓋也配合拉門葉片的進

化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變化。 

如下圖，不僅蓋子的寬度、厚度做了變化，插入葉片的腳也有做不同的改變，

也為了配合可以裝設掛輪，設計不同開孔的上蓋。 

 

 

 

 

 

 

 

 

 

圖 3- 47上下蓋 

資料來源：研究者筆者攝於大寮區發財 PVC塑膠拉門廠(101.8.5) 

 

五、結論 

本研究旨在研究與探索台灣 PVC塑膠拉門的發展歷程。本研究訪問到台灣早

期 PVC塑膠拉門這個行業龍頭以及資深前輩，是如何將一個傳統產業，不斷結合

新的技術，因應現代居家設計與裝潢搭配去慢慢調整，跳脫一般早期印象的過程

與努力。 有人說現在的傳統產業是夕陽產業，但我們卻能藉此研究很清楚地看

到一個傳統企業的經營，能否一段時間就回顧自身缺點並不斷創新、突破、精進，

甚至擴展事業版圖，端看經營者如何去增進產業的競爭力。 

在一個產業中的先進者，要如何能一直保持龍頭的地位。科技的包袱在經營

者的思想裡若佔有太多，則很難有突破，很容易被後進者追過。在這篇研究中我

看到，產業界老闆一開始與人合夥從塑膠葉片做起，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不斷

的做產品的改良，也因為早期人們的生活經驗相當豐富，可以從很多其他的地方

得到靈感。例如他獨家的彎軌技術，是從做木工的工作中發現一些技巧，而把它

應用到彎軌的機器當中。就如同 18世紀精密機械的發明是源自於鐘錶工業一

樣。很多科學的知識早已存在，但我們要懂得去利用。 

踩在科學巨人的肩膀上去創造，在 PVC拉門產業中，很多的創新與發明都源

自於顧客的要求，但發明者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及豐富的現場經驗。在經營一家

企業已近 30年，並傳承給下一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結構體下，需有更大的創

新及行銷策略。 

台灣是一個巨大的代工廠王國，要突破只做代工的命運，就得有”品牌”，



而有品牌，還得要有專利權。早在愛迪生的時代，專利權之戰即已開始。但台灣

的專利觀念尚未到達成熟的地步，仿冒產品相當多，且專利權持有只有 10年。

唯有不斷的創新產品、觀察顧客的需求，才能擁有更大的商機。 

後一輩的經營者接手經營工廠後，即開始網路上的行銷，剛開始著手進行的

他很快就發現網路這個銷售平台已經淪為割喉戰的一種銷售方式，在各個賣家無

法詳細提供買家資訊及消弭買家心中不安時，許多一知半解的賣家急於出售增加

買氣，而將自己手中的高單價商品無條件降價，只為了一個好評價。 不久，這

樣的銷售方式很快就從間接影響實體市場，變成直接影響工廠底下眾多的實體商

家、設計師、裝潢同業。 這種銷售方式對他而言是再熟悉不過了，正因為早期

也有遇過類似的同行以殺價競爭，互相將彼此手中握有好價格的產品售價越踩越

低，而使得工廠不得不設計出更新穎的設計款式來免於其害。  

然而一樣商品一旦被認定為低價商品，就很難有機會再次攀回巔峰，因為這

就是消費者心中的定位。要從類似的產品中求新求變，甚至以新技術脫穎而出是

有一定的難度，但是 E先生所經營的旗艦版拉門正是這一類產品中，完全擺脫早

期、傳統印象，讓拉門不再是容易損壞、貼皮容易脫落、開闔時吵雜的噪音，與

家中的木作、時尚設計、裝潢總是突兀，旗艦版拉門(155mm)在 2009年以來漸漸

讓這一塊版圖有了新的作風。市場，是因為消費者而存在，而身為先驅者，只有

不斷地突破自我、不斷提升技術讓競爭者追趕，才不會有夕陽工業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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