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科技產品為家庭關係加溫的創新提案 

& 



智晶光電 (WiseChip) 致力於有機電激發光顯示器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之研發

設計及製造並行銷。智晶光電提供完整的顯示器模

組整合方案，主攻中小尺寸OLED面板，尺寸從

0.25吋到5.8吋，包含可撓式、穿透式、繪圖型、

字元型、區彩型、全彩型及客製化設計等產品。 

 

智晶光電積極研發持續創新，擴大產品應用面，隨

著物聯網的興起及產品應用的多元化，期待有更多

產品結合科技與美學設計，激盪出更多創新發明。 

WWW.WISECHIP.COM.TW 



GLOBAL 
SALES BASE 

公司總部設於臺灣 
上海及深圳設有分點 
專業經銷團隊於中國大陸、歐洲、美洲、日本
韓國、大洋洲、中東地區等全球佈局。 

WWW.WISECHIP.COM.TW 



SUPREME OLED  

SOLUTIONS 

Quality & stability, We service product life over 15years. 

Bendable OLED 

Monochrome OLED 
Area Color OLED Transparent OLED Full Color OLED 

Character OLED Touch OLED 

WWW.WISECHIP.COM.TW 



WWW.WISECHIP.COM.TW 



NO BOUNDARIES TO WHERE YOU WANT TO GO. 

主要生產各類高功能防水透濕功能性布種、熱封貼條與防水拉鍊，
以「客製化創新服務」作為定位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價值，將客戶
對服飾創意設計想法實體化，主動提供模擬設備與打樣服務及成
衣設計服務。 
 
主要客戶皆為國際知名品牌，提供客戶在高功能戶外用品上完整
的產品與服務，藉由ONE STOP SHOPPING的概念，讓金字塔頂
端的客戶可以取得最新的市場資訊與創新產品及運用技術。 
 
掌握關鍵技術，生產出各項深受國際知名大廠青睞的產品, 進而
與國際知名大廠合作與國際接軌，如此良性循環創造出更具競爭
力的微笑曲線! 

WWW.TSGS.ASIA 



WWW.TSGS.ASIA 

TECHNICAL 

SUPPORT BY  

TSGS 

全球最新無縫熱封技術導入 

織品開發、採購源提供諮詢服務 

智能產品運用開發於成衣及建築室內 

工業4.0概念更新傳統服裝生產，創造更舒適產品 

環保印刷機台開發 

對色服務 



WHO  
DO WE 
WORK WITH 

WWW.TSGS.ASIA 



我們都以全球專業科技領導品牌為目標並提供產業加速器平台 

「                                  」 

複製成功經驗幫助更多年輕人創業 

WON是成功的完成式 
翻轉後則是ＮＯＷ 

現在、當下，我們想要將過去已經成功的經驗 
翻轉傳承給有想法的各位，所以我們自詡是一個連接器 

不只是要將產業內的上中下游做更深更多的互動 
也要讓在這邊的夥伴們接觸到更新更好玩的事情 

 
 

喜歡玩好一件事 
我們更喜歡玩點好玩的事 



WON.HOUSE 
OVERVIEW 

EXHIBITION 
GALLERY 

CLIMATE 
CHAMBER 

CLIMBING 
WALL Active space to test climbing clothing and  

to bring a little fun to the design experience. 

There is space for actual wear trials with 
and without running, cycling and standing. 



EXHIBITION 
GALLERY 

CREATIVE 
COLORIZATION 

LAUNDRY 
ROOM 

Full US and EU washing room to reproduce 
the at home laundering  environment. 

 Color Calibration 
 Graphic Design 
 Artwork Analyzation 
 Color Separation 
 Photoshop & AVA Training 
 Sampling & Bulk Production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of waterless  
    Kinetic Colorization. 
 It colors and prints the fabric instantly. 
 It can prints roll to roll & piece to 

piece. 

KINETIC 
COLORIZATION 



EXHIBITION 
GALLERY 

PHYSICAL 
TEST LAB 

CREATIVE 
COLORIZATION 

 Color Calibration 
 Graphic Design 
 Artwork Analyzation 
 Color Separation 
 Photoshop & AVA Training 
 Sampling & Bulk Production 

 Tearing strength 
 Bonding strength of laminated fabric 
 Abrasion resistance 
 Pilling resistance 
 Snagging resistance 
 Absorbency 
 Liquid Moisture Management Properties 

of Textile Fabrics 

 Color fastness to washing 
 Color fastness to rubbing/crocking 
 Color fastness to perspiration  
 Color fastness to water 
 Phenolic yellowing test 
 Color fastness to dye transfer in 

storage 
 Tensile strength  
 Bursting strength 

PHYSICAL 
TEST LAB 



OPEN 
WORKSPACE 

BALL 
ROOM 

OUTDOOR  
TEST SPACE 

SOLUTA 
BAR 

 
BLEACHERS 

Our team at IWI Athletic create athletic apparel 
which combines beauty, functionality and comfort 
to allow you to perform at your best. 

 
IWI 



題目 
說明 

在
設
計
中
加
入
各
種
創
意
巧
思 

使
需
求
者
得
到
全
新
的
體
驗 

NOW 

0-6歲 :  嬰幼兒照護 
6-12歲 : 益智啟蒙 
12-18歲 : 壓力或關係焦慮問題 

嬰兒~青少年 
0~18歲 
的使用者需求 

擇一方向 
進行發想 

藉由互動科技 
媒材、感知與設計應用的 

產品/服務 

-生活科技產品為家庭關係加溫的創新提案 



題目說明 
互動科技 

Input 

各種傳感器偵測 
聲音偵測 
溫度感應 
壓力測試 

… 

Output 

顯示器 
聲音輸出 
監控 
列印 
… 

延
伸
思
考 

NOW 

WIFI 
藍芽 
NFC 
RFID 
… 

資料
處理
分析 

Analysis Communication 



報名 
條件 

受理提案範圍 
產品設計、工業設計、軟體應用服務、服務設計等設計範疇。 
 
優先錄取『跨領域合作團隊』 
例如工業設計 x 資訊 ; 商業設計 x 資工 ; 產品設計x企管等。 

  
        需規劃產品/服務的使用情境及未來可能的商業模式。 
        需為未來1~3年內可實現之科技產品與服務模式。 
        本題目之金獎團隊作品若由評審團隊認定具市場潛力者，有共同申請專利的機會。 
        有機會加入                               新創孵化器，並有成品量產的可能。 
 

跨
領
域 

NOW 



指導 
資源 

參訪及介紹講解兒福聯盟相關服務
及0-18歲兒少需求說明。 

TECHNICAL SKILLS 

安排企業/工廠參訪 
教授製程及產業相關知識。 
 

安排專家或社工與入圍團隊 
進行諮詢與建議。 

機構及功能設計諮詢及建議。 



針對入圍團隊，將提供每組最高新台幣2萬元(含稅)模型補助費。 
(實報實銷) 
提供新台幣10萬元(含稅)金獎5萬、銀獎3萬、銅獎1萬5千元、
佳作5千元。(若成果未達標準，獎項得以從缺) 
                         場域及設備使用。 
                         孵化器創業扶植資源。 

額外 
獎勵 



Thanks.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Contact Us 

✉ 
3140@wisechip.com.tw 

info@won.ho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