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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期間：2017 年 9 月 26 日（二）～9 月 27 日（三）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 樓 301 室（台北市徐州路 2 號） 

主辦單位：經濟部技術處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活動內容： 

 開幕及專題演講(免費) 

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二)10：00～12：00（請於上午 9：30 至 3 樓入口處辦理報到） 

內容：開幕儀式及專題演講(如下) 

 「New concepts in performance textiles for the outdoor and defense sectors」 

- Ms. Arlene Kidd, Group Director, Ardmel Automation Limited(英國) 

 「Rapid development of bio-sensing garments from OMsignal」 

-Mr. Frederic Chanay-Savoyen, CEO of OMsignal(加拿大) 

備註：◎開幕及專題演講為免費；如報名參加者，大會將提供午餐。 

◎演講語言為英文；現場有同步翻譯並提供耳機(數量有限)，將依到場順序借完 

為止，請攜帶身份證件以借用同步翻譯耳機。 

 研討會及論壇  

時間：2017 年 9 月 26 日(二)13：30～16：50（請於下午 13：00 至 3 樓入口處辦理報到） 

2017 年 9 月 27 日(三)09：30～16：50 (請於上午 09：00 至 3 樓入口處辦理報到） 

內容：邀請英國、法國、荷蘭、芬蘭、烏克蘭及日本等國外專家，就智慧型/機能性/循 

環等紡織品之技術及市場發展趨勢進行 9 場次專題演講及 3 場論壇。 

報名費：9 月 10 日前完成報名及完成繳費者，享有早鳥優惠價每人 800 元；９月 11 日(含) 

後報名費為每人 1,000 元，報名費含書面資料及 9 月 27 日午餐，座位有限，敬請

提早報名。最後接受報名日期為 9 月 20 日(三)，敬請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2689834，或

至 https://goo.gl/GsdTFe 線上報名，以利傳送入場通知單。 

備註：◎演講語言均為英文；現場有同步翻譯且每場次提供耳機(數量有限)，依到場順序

借完為止，請攜帶身份證件以借用同步翻譯耳機。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演講題目、演講者及時程之權利。 

◎本活動全程禁止錄音及錄影。 

◎已完成繳費手續因故欲取消者，應以書面或 Email 方式通知本活動聯絡人 

(02-2267-0321#6006 詹小姐，smchan.1310@ttri.org.tw)。 

◎如於 9 月 15日(五)24：00 後因故取消報名，將酌收學員繳交費用之 1/2款項

作為行政手續費，其餘費用則退予報名者，退費程序需一定處理時間，請多多

包涵；另活動當日，恕不接受退費申請。 

 研發成果展（台北世貿中心南港展覽館 TIFE2017 成果展示專區） 

時間：2017 年 10 月 16 日(一)～10 月 18 日(三)09：30～17：30 

內容：將展示科專成果及國內最新發展之技術與產品；可讓參與者親身體會紡織品 

與科技創新整合的力量 

會議詳細資訊請至 TIFE 網站 http://www.tife.org.tw 
 

 

https://goo.gl/GsdTFe
mailto:smchan.1310@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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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及專題演講 9 月 26 日(週二) 上午 

 

 

研討會 9 月 26 日(週二) 下午 

時間 
場次 

編號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13:00~13: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13:30~14:10 場次 1 
Smart electronic textiles: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opportunities 

Mr. Raghu Das  

CEO, IDTechEx (英國) 

14:10~14:50 場次 2 
Development of fully integrated 

connected textiles serving 

predictive medicine 

Mr. David Coulon 

CTO, @HEALTH (法國) 

14:50~15:10 休息 

15:10~15:50 場次 3 

Filling as a way of obtaining 

smart textiles 

Dr. Viktor Tokarev  

Prof., Lviv Polytechnic National 

University(烏克蘭) 

15:50~16:50 論壇主題-智慧型紡織品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告及領取資料 

10:00~10:30 開幕儀式/主席及貴賓致詞 

10:30~11:15 

專題演講(I)：New concepts in performance textiles for the outdoor and 

defense sectors 

演講者： Ms. Arlene Kidd 

Group Director, Ardmel Automation Limited(英國) 

11:15~12:00 

專題演講(II)：Rapid development of bio-sensing garments from 

OMsignal 

演講者: Mr. Frederic Chanay--Savoyen 

CEO, OMsignal (加拿大) 

12:00~13:30 開幕活動結束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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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9 月 27 日(週三)  

時間 
場次 

編號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301 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00~09:40 場次 4 

The interface between human 

phys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investigating 

guidelines for clothing 

innovation and design 

Prof. George Havenith 

Dean of Loughborough Design 

School,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英國) 

09:40~10:20 場次 5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compression wear on standing 

human 

Prof. Kozo Hirata 

Vice President, Kobe Women’s 

University (日本) 

10:20~10:40 休息  

10:40~11:20 場次 6 

Trends of European outdoor 

market and opportunity for 

Taiwan functional textiles 

Mr. Michel CHTEPA 

Owner, CCM Group-Creative 

Garment Supply(法國) 

11:20~12:20 論壇主題-機能性紡織品 

12:20~13:30 午餐 

13:30~14:10 場次 7 

Circular economy: technology 

innovations enable next 

megatrend in global textile and 

fashion industries 

Mr. Petri Alava 

CEO, Infinited Fiber Company 

Inc. (芬蘭) 

14:10~14:50 場次 8 

Circular econom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Mr. Toshio YAMADA  

CEO, LIFESTYLEACCENT 

INC (日本) 

14:50~15:10 休息 

15:10~15:50 場次 9 

Circular innovation in the textiles 

sector 
Ms. Nadine Galle  

Lead Circular Economy 

Consultant, Metabolic (荷蘭) 

15:50~16:50 論壇主題-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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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位置圖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交通方式： 

捷運（捷運台北火車站出發） 

1. 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出來→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馬路（對面是台大醫院大門）→左

轉 中山南路到達第1個路口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接近林森南路口右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全程600公尺，走路約10分鐘。 

2. 善導寺站2號或3號出口出來→往回走到林森南路口→沿林森南路走到徐州路口→右轉徐州路

左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全程530公尺，走路約8分鐘。 

汽車（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備有收費停車場）： 

1. 中山高速公路－台北重慶北路交流道下→重慶北路→左轉忠孝西路→忠孝東路→右轉林森南

路→右轉徐州路左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2. 北二高－國道三甲（聯絡道）往辛亥路出口→辛亥路→右轉復興南路→左轉和平東路→右轉

新生南路→左轉仁愛路→右轉林森南路→左轉徐州路左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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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報名名表表  

**為為必必填填項項目目；；報報名名表表不不敷敷使使用用時時，，請請自自行行印印製製並並 99//2200((三三))前前傳傳真真至至 0022--2222668899883344  

**姓姓名名    **單單位位//部部門門    

**職職稱稱    **電電話話    

**手手機機    **傳傳真真    

**單單位位地地址址    

**ee--mmaaiill    

**發發票票種種類類 □□三聯式  □□二聯式  **統一編號    

**發發票票抬抬頭頭  □同單位名稱                                         

連連絡絡人人    電電話話    

報報名名活活動動勾勾選選  
開開幕幕及及專專題題演演講講((免免費費))  

((大大會會將將提提供供午午餐餐；；憑憑餐餐券券))  
研研討討會會  

((99//1100前前::報報名名費費NNTT$$880000；；99//1111後後報報名名費費NNTT$$11,,000000))  
99//2266((二二))1100::0000~~1122::0000  99//2266((二二))  1133::3300~~1166::5500  99//2277((三三))  99::0000~~1166::5500  

□□參參加加；；□□葷葷  □□素素  □□否否  □□參參加加((不不提提供供午午餐餐))  □□參參加加；；□□葷葷      □□素素      □□否否  

□□不不參參加加  □□不不參參加加  □□不不參參加加  

參參加加研研討討會會者者，，請請勾勾選選參參加加場場次次((不不限限場場次次))  

99月月2266日日((二二))  
1133::0000～1166::5500  

□場次 1(13:30～14:10)  Smart electronic textiles: technologies, applications, opportunities 

□場次 2(14:10～14:50) Development of fully integrated connected textiles serving predictive medicine 

□場次 3(15:10～15:50) Filling as a way of obtaining smart textiles 

□論壇(15:50～16:50) 智慧型紡織品 

99月月2277日日((三三))  
99::0000～1177::1100  

□場次 4(09:00～09:40) 
The interface between human phys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investigating 
guidelines for clothing innovation and design 

□場次 5(09:40～10:20)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compression wear on standing human 

□場次 6(10:40～11:20) 
Trends of European outdoor market and opportunity for Taiwan functional 
textiles 

□論壇(11:20～12:20) 機能性紡織品 

□場次 7(13:30～14:10) 
Circular economy: technology innovations enable next megatrend in global 
textile and fashion industries 

□場次 8(14:10～14:50) Circular economy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場次 9(15:10～15:50) Circular innovation in the textiles sector 

□論壇(15:50～16:50) 循環經濟 
(註)1.敬請於 9 月 20 日(三)前將報名表傳真至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以利傳送入場通知單。 

2.主辦單位保留變更演講題目、演講者及時程之權利；現場提供同步翻譯機。 

33..本所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保護報名者個人資料。當您進行報名活動時，即表示您同意個人資料由財團法人紡織

產業綜合研究所及本次會議合作夥伴使用於研討會訊息通知、電子報發送及相關業務推廣使用。 

4.若您不願意再收到本所相關訊息，請來信至 smchan.1310@ttri.org.tw，我們將在收到您的要求後，取消相關訊息的提供

服務。 

聯絡人：詹小姐、尤小姐 Tel:02-22670321 分機 6006、6205 
E-mail:smchan.1310@ttri.org.tw；wtyu.d266@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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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繳費費單單  
  

請勾選繳費方式； 
研討會費用：9 月 10 日前早鳥優惠價每人新台幣 800元；9 月 11 日(含)後每人新台幣 1,000元 

□信用卡繳費：請於報名表填寫繳費資料 

□郵 政劃 撥：戶名-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帳號：18790578 

□匯      款：戶名-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行庫代號- 012 (台北富邦銀行／土城分行)  
帳號- 710210036137  

□自動櫃員機（ATM）轉帳：行庫代號-012  帳號-710210036137 

請填寫信用卡繳費單／黏貼劃撥、匯款或轉帳收據，並傳回始完成繳費報名作業 
信用卡繳費單 

信用卡種類 
□聯合信用卡  □VISA 卡  □MASTER卡  

□JCB  □美國運通卡 
商店代號：13-016-0977-0 

刷卡金額                     元 消費日期 

持卡人姓名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 ▁ ▁ ▁ ▁ ▁ ▁ ▁ ▁ ▁  

信用卡號碼 
▁ ▁ ▁ ▁-▁ ▁ ▁ ▁-▁ ▁ ▁ ▁-▁ ▁ ▁ ▁ 

卡片背面簽名欄上數

字後三碼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止 

信用卡 
持卡人簽名 

 

 

劃撥、匯款及轉帳收據 黏貼回傳 
 

郵政劃撥帳號：18790578 
戶名：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劃撥時請註明 TIFE 2017 研討會 

 
ATM 轉帳：行庫代號-012   

帳號-710210036137 
 

併同研討會報名表傳回至 
02-22689834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