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紡織科技國際論壇暨研發成果展 
Textile International Forum and Exhibition 2022 

高階永續 數位創價 

 
 

TIFE 2022 活動內容包括紡織綜合所科專成果發表 6 場次外、研討會、論壇以及成

果展；研討會及論壇乃以〝高階紡織〞、〝數位創新〞及〝環保永續〞等 3 項議題，

共舉辦 9場次專題演講與 3場論壇；活動資訊如下，敬邀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期間：2022 年 9 月 28 日（三）～9 月 29 日（四） 

活動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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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時間：2022 年 9 月 28 日（三）～9 月 29 日（四）每日上午 9：00～9：30 

舉辦方式： 實體會議 

報名方式： 1.免費；僅提供午餐便當予同時參加上午與下午場次者，敬請見諒。 

2.1 家公司限 2 名，以報名順序為準；報名名額 200名，額滿即停止報 

名；如您報名於名額內，將會以 E-MAIL通知「報名成功」。 

3.報名截止日:9 月 20 日（二）下午 5：30 前。 

4.敬請將報名表傳真至 02-2268-9834 或至線上報名（網址如下）。 

＊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xQO5bN 

    *報名 QR CODE 

 

連絡窗口： 詹小姐或尤小姐；電話：02-22670321分機 6006、6205 

Email：smchan.1310@ttri.org.tw；wtyu.d266@ttri.org.tw 

備    註： 1.本活動全程禁止錄音及錄影。 

2.執行單位保留變更演講題目、演講者及時程之權利。 
 

mailto:smchan.1310@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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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E 2022 議程－9 月 28 日（三）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30~09:50 主席/貴賓致詞 

09:50~12:00 紡織綜合所科專成果發表 

09:50~10:10 戶外服裝舒適革命-透氣性奈米纖維維膜 iSMORE® 
紡織綜合所產品部 陳威宏 組長 

10:10~10:30 AquaBreath®吸濕呼熱•自在有形 
紡織綜合所原料部 林煒翔 副組長 

10:30~10:50 熱環境工作安全與穿著舒適性及永續性之評估研究 

紡織綜合所檢驗部 陳靜宜 副組長 

10:50~11:00 休息 

11:00~11:20 數位布料與三維模擬 
紡織綜合所所長室 尹承達 特別助理 

11:20~11:40 紡織品圖紋辨識數位檢驗技術 

紡織綜合所雲分部 林于棟 組長 

11:40~12:00 紡織數位轉型示範場域 
紡織綜合所製程部 吳俊龍 副組長 

12:00~13:30 午餐/報到領取資料 

13:30~16:15 主題一 高階紡織 

13:30~13:35 主持人開場 

13:35~14:05 解密全球紡織趨勢 
紡織綜合所產服部 鄭凱方 主任 

14:05~14:35 高階安全防護與智慧紡織品檢測驗證發展趨勢 
紡織綜合所檢驗部 王立主 研究員暨科專計畫分項主持人 

14:35~14:55 休息 

14:55~15:25 智慧紡織應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 相子元 研究講座教授 

15:25~16:15 論壇主題-高階發展與應用 

16:15 當日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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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FE 2022 議程－9 月 29 日（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9:00~09:30 報到及領取資料 

09:30~12:15 主題二 數位創新 

09:30~09:35 主持人開場 

09:35~10:05 
AIoT 引領紡織產業數位轉型的新發展 

中華亞太智慧物聯發展協會 裴有恆 理事長 

10:05~10:35 
紡織產業數位轉型與設備永續應用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張勝閔 產業數位轉型顧問 

10:35~10:55 休息 

10:55~11:25 
綠色「智」造 - 旭榮數位化轉型歷程與大數據應用 

旭榮集團 郭羿伶 經營稽核協理 

11:25~12:15 論壇-數位轉型與策略 

12:15~13:30 午餐 

13:30~16:15 主題三 環保永續 

13:30~13:35 主持人開場  

13:35~14:05 
低碳轉型企業如何因應 

德國萊因 TÜV 王秀雲 董事總經理 

14:05~14:35 
力寳龍綠能方案 

力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文賢 副總經理 

14:35~14:55 休息 

14:55~15:25 
紡織業邁向淨零永續之道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大使 

15:25~16:15 論壇主題-淨零挑戰與機會 

16:15 TIFE 2022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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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報名名表表  
                              線線上上報報名名網網址址：：hhttttppss::////rreeuurrll..cccc//xxQQOO55bbNN  

**為為必必填填項項目目，，敬敬請請於於 99 月月 2200 日日（（二二））下下午午 55：：3300 前前傳傳真真至至 0022--2222668899883344，，以以利利回回復復。。  

**姓姓名名    **單單位位//部部門門    

**職職稱稱    **電電話話    

**手手機機    **地地址址    

**EE--mmaaiill    
活活動動勾勾選選  

日日期期  勾勾選選  時時間間  議議題題  演演講講題題目目  

99//2288  
((三三))  

 09:50 
-12:00 

紡織綜
合所科
專成果
發表 

A1 戶外服裝舒適革命-透氣性奈米纖維維膜 iSMORE® 
A2 AquaBreath®吸濕呼熱•自在有形 
A3 熱環境工作安全與穿著舒適性及永續性之評估研究 
A4 數位布料與三維模擬 
A5 紡織品圖紋辨識數位檢驗技術 
A6 紡織數位轉型示範場域 

 13:30 
-16:15 

高階 
紡織 

B1 解密全球紡織趨勢 
B2 高階安全防護與智慧紡織品檢測驗證發展趨勢 
B3 智慧紡織應用 
論壇-高階發展與應用 

99//2299  
((四四))  

 09:30 
-12:15 

數位 
創新 

C1 AIoT引領紡織產業數位轉型的新發展 
C2 紡織產業數位轉型與設備永續應用 
C3 綠色「智」造 - 旭榮數位化轉型歷程與大數據應用 
論壇-數位轉型與策略 

 13:30 
-16:15  

環保 
永續 

D1 低碳轉型企業如何因應 
D2 力寳龍綠能方案 
D3 紡織業邁向淨零永續之道 
論壇-淨零挑戰與機會 

備註：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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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紡織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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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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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應疫情，參加會議者，須額溫量測體溫，額溫高於(含)37.5℃者，則婉拒進入會場，以及須全程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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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網址 QR CODE 

https://reurl.cc/xQO5bN
mailto:%E8%AB%8B%E4%BE%86%E4%BF%A1%E8%87%B3smchan.1310@t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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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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