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 紡拓會 時尚行銷與技術處 

辦理國內外臺灣紡織服裝服飾推廣活動表 
110.04.27 

序 項  目  名  稱 日 期 城  市 活動 
方式 承辦人 產  品  範  圍 

一、服裝服飾品拓銷活動 

1 
上海服裝服飾展/時堂(2021/22AW) 
http://www.mode-sh.com/ 
http://www.showroomshanghai.com/ 

4/8-4/11 
4/9-4/12 上海 聯合推廣 陳詠晴 

#2598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2 上海時裝周動態展演活動 (2021/22AW) 
http://shanghaifashionweek.com 4/6-4/13 上海 時裝發表 范雅嵐 

#2583 
女裝、男裝、
設計師品牌… 

3 服飾品國際買主採購洽談會
(2021/22AW) 3/11-3/15 臺北 商貿對接 王朝正

#2544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4 線上服飾品推廣活動-亞洲暨新南向推廣 5/27 臺北 聯合推廣 范雅嵐 
#2583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5 東京時裝展PR01.展(2022SS) 
https://www.pr01tradeshow.com/ 

8/30-9/4 
(暫) 東京 聯合推廣 謝宛玲 

#2543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6 巴黎Who’s Next 展 (2021SS) 
http://www.whosnext-tradeshow.com 9/3-9/6 巴黎 聯合推廣 陳詠晴 

#2598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7 
香港CENTRESTAGE 國際時尚匯展線上
展 
http://centrestage.com.hk 

9/10-9/12 香港 聯合推廣 
時裝發表 

范雅嵐 
#2583 

女裝、男裝、
設計師品牌 

8 服飾品國際買主採購洽談會 
(2022SS) 10 月 臺北 商貿對接 彭毓晶

#2592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9 
上海服裝服飾展/ 時堂(2022SS) 
http://www.mode-sh.com/ 
http://www.showroomshanghai.com/ 

10/8-10/16 
10 月  上海 聯合推廣 陳詠晴 

#2598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 

10 

深圳 FASHION SOURCE 國際服裝供
應鏈博覽會暨深圳原創設計時裝周(秋
季)  
http://www.szodfw.com/ 
https://www.fashionsource.cn/acn/index.a
spx 

10/13-
10/15 深圳 聯合推廣 

時裝發表 

范雅嵐 
#2583 
彭毓晶
#2592 

女裝、男裝、
時尚配飾、布
副料… 

執行單位：紡拓會  時尚行銷與技術處    

電話：(02)2341-7251                電傳：(02)2391-1648 
服飾推廣科：劉孔倫科長，分機 2561，e-mail: cecilia_liu@textiles.org.tw 

范雅嵐專員  分機 2583，e-mail : yalan_fan@textiles.org.tw 
謝宛玲專員  分機 2543，e-mail : claire-hsieh@textiles.org.tw 
彭毓晶專員  分機 2592，e-mail : petra.peng@textiles.org.tw 
陳詠晴專員  分機 2598，e-mail : emily_chen@textile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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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能性紡織品拓銷活動 

1 
ISPO Munich Online 
慕尼黑戶外運動用品線上展 
http://www.munich.ispo.com 

2/1-2/5 線上展 聯合推廣 陳怡帆 
#2534 

功能性成品
布、副料及戶
外活動服裝、
服飾用品 

2 
德國Performance Days Digital Fair 
功能性紡織品線上展  
https://www.performancedays.com/ 

5/17-5/21 線上展 聯合推廣 蔡卓穎 
#2539 

功能性成品
布、副料及戶
外活動服裝、
服飾用品 

3 

Techtextil North America  
北美產業用紡織品與非織造布展 
https://techtextil-north-
america.us.messefrankfurt.com/us/en.html 
 

8/23-8/25 羅里 聯合推廣 陳怡帆 
#25347 

產業用及功能
性布料、副料
及服裝、服飾
用品 

4 
2021 年德國Performance Days 功能性紡
織品展(秋冬) 
https://www.performancedays.com/ 

12/1-12/2 慕尼黑 聯合推廣 蔡卓穎 
#2539 

功能性成品
布、副料及戶
外活動服裝、
服飾用品 

三、時尚機能紡織品拓銷活動 

1 
Fashion World Tokyo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
展(春季)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3/23-3/25 東京 聯合推廣 雷雅萍 
#2573 

功能性成品
布、服裝、袋
包鞋材、紡織
配件 

2 
Functional Fabric Fair Portland 
波特蘭功能性布料展 
https://www.functionalfabricfair.com/ 

10月(暫) 波特蘭 聯合推廣 蔡卓穎 
#2539 

運動機能紡織
成品布、副
料、服裝、紡
織配件 

3 
Fashion World Tokyo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
展(秋季)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10/18-10/20 東京 聯合推廣 雷雅萍 
#2573 

功能性成品
布、服裝、袋
包鞋材、紡織
配件 

4 
Taiwan Expo  
新南向線上臺灣形象展(越南) 
https://www.taiwanexpoasean.com/index
.html 

7/21-7/23 線上展 聯合推廣 陳怡帆 
#2534 

功能性成品
布、副料及戶
外活動服裝、
服飾用品 

5 
Taiwan Expo  
新南向線上臺灣形象展(泰國) 
https://www.taiwanexpoasean.com/index
.html 

11 月(暫) 線上展 聯合推廣 陳怡帆 
#2534 

功能性成品
布、副料及戶
外活動服裝、
服飾用品 

四、組團參展拓銷活動 

1 
Fashion World Tokyo 東京國際時尚匯集
展(秋季)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10/18-10/20 東京 組團參展 雷雅萍 
#2573 

功能性成品
布、服裝、袋
包鞋材、紡織
配件 

執行單位：紡拓會  時尚行銷與技術處    

電話：(02)2341-7251                電傳：(02)2391-1648 
紡織推廣科：陳美貞科長，分機 2531，e-mail : mei548@textiles.org.tw 

雷雅萍專員  分機 2573，e-mail : joannalei@textiles.org.tw 
古郁秀專員  分機 2597，e-mail : addyku@textiles.org.tw 
蔡卓穎專員  分機 2539，e-mail : sabrina_tsai@textiles.org.tw 
陳怡帆專員  分機 2534，e-mail : amychen@textiles.org.tw 

http://www.munich.ispo.com/
https://www.performancedays.com/
https://techtextil-north-america.us.messefrankfurt.com/us/en.html
https://techtextil-north-america.us.messefrankfurt.com/us/en.html
https://www.performancedays.com/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http://www.fashion-tokyo.jp/en/
mailto:mei548@textiles.org.tw
mailto:joannalei@textiles.org.tw
mailto:addyku@textiles.org.tw
mailto:sabrina_tsai@textiles.org.tw
mailto:amychen@textiles.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