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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流行時尚產業推動】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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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為推動在地流行時尚產業，提昇紡織業/成衣業/鞋業/袋包相關業者，透過趨勢座談會，以

協助中小企業者獲得趨勢與專業新知，規劃為產業和人才搭起媒合的平台，協助傳統製造與設計業者和

其他相關互動交流。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工研院南分院

協辦單位：

活動時間：2012年05月03日（星期四）13：30∼   15 ：30   

活動地點：工研院南分院_南創園區 2F207室（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台南市科工區）

參加對象：歡迎紡織業／成衣業／袋包業及設計相關產業

聯繫電話：06-3847394／黃妃平小姐， E-mail：faye_huang@itri.org.tw 

             臺南市政府為為推動在地流行時尚產業，提昇紡織業/成衣業/鞋業/袋包相關業者，
透過趨勢座談會，以協助中小企業者獲得趨勢與專業新知，規劃為產業和人才搭起媒合的

平台，協助傳統製造與設計業者和其他相關互動交流。 

時間 內容 主席/主講者 

13:30 報到   

13:30~13:35 主席致詞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殷世熙主任

秘書 

13:35~13:40 2012臺南流行時尚競賽-說明會 工研院南分院 黃妃平 

13:40~14:30 流行時尚趨勢 台南企業   曾方儀高級設計師 

14:30~14:45 Tea break   

14:45~15:15 
Q＆A交流互動 

討論：臺南市推動流行時尚產業聯盟群聚 
臺南市政府/業者/曾方儀設計師 

15:15~15:30 結論 / 活動圓滿   

活動時間：2 0 1 2年 0 5月 0 3日（星期四）13：30～   15 ：30    

活動地點：工研院南分院_南創園區 2F207室（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二路31號，台南市科工區） 

參加對象：歡迎紡織業／成衣業／袋包業及設計相關產業 

聯繫電話：06-3847394／黃妃平小姐， E-mail：faye_huang@itri.org.tw  

報名期限：請於  2 0 1 2年 5月 1日前報名。http://college.itri.org.tw/SeminarView1.aspx?no=27120005&msgno=309246 

報名方式：請將所附報名表傳真至 (06）3847185 或 Email：faye_huang@itri.org.tw  工研院南分院黃妃平小姐 

公司名稱：                              公司電話：  

公司地址：  公司傳真：  

參加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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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曾方儀 
任職於台南企業成衣開發部高級設計師， 
主負責美國知名品牌Ann Taylor、Gap Inc.、Levi’s、3M的新商品設計開發 

 
紡拓會   ( 設計中心流行創新科/科長 )  
2010台北國際服裝魅力展Issey Miyake國際動態秀 
培植台灣新銳設計師以及品牌培養 
台灣機能性紡織品行銷全球商品推動 
屏風表演班「三人行不行」服裝設計師 
流行趨勢發佈 
紐約J Mclaughlin ( 毛衣/印花設計師 )  
紐約 Grace Chuang Inc. (晚宴包/手提包/Special Occasion服裝設計師) 
紐約外百老匯(戲劇服裝設計師)  

曾任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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