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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青年設計師協會是由來自世界各地的關注設計行業發展和青年

設計師成長的設計從業者、愛好者與提倡者組成的國際非營利性社

會組織。

協會性質

國際青年設計師協會旨在搭建一個跨越國界的專業設計平臺，充分

整合全球資源，聯合各國設計師與設計組織並促進其分享、交流與

合作，提高優秀的設計文化對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以回應

“全球化”等當代設計新課題。同時，協會致力於推介和培育熱衷

設計、具有潛質的新生代設計師，並為其提供國際化的成長環境和

展示機會，從而為設計行業的發展帶來新思路，促進產業創新。

協會宗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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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We

Our Vision and Value



舉辦圖書出版、展覽、

賽事等各類活動，為青

年設計師提供發聲管道，

挖掘並表彰最具潛力的

新生代設計師。

協會任務03

與國際相關組織接軌，

開展國際互訪活動，

組織行業成果展覽，

促進行業國際交流與

合作。

整合國際行業資訊，

推動設計行業的產學

結合，支持設計領域

的理論與實踐創新。

Our Mission

To Promote New Talents

挖掘培育設計人才 增強國際設計交流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促進設計產業創新

To Facilitate
 Industr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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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藝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藝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致力於出版業十餘年。作為亞

太地區最為專業的設計類圖書出版機構之一，藝力主營業務

囊括了圖書出版、發行、文化傳媒、品牌運營等多個不同經

營範疇。十餘年來，藝力牢牢把握圖書出版及傳媒的行業脈

搏，同時緊跟世界發展步伐，以積極穩健的姿態迅速打開國

際市場大門。藝力每年出版約 60 個品類、發行逾 40 萬冊

設計類圖書，銷售網絡遍佈世界主流市場，並在多個地區建

立了自己的經銷商和售後服務網點。

合作單位 05

合作單位 

（合作資源、ACS門戶網、ACS雜誌、Artpower 全球銷售網點）

Artpower Resources  |  ACS Portal  |  ACS Magazine  |  Artpower Global Distribution Network

Partner

Artpow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 Ltd.



·全球逾萬設計師合作資源

合作單位資源優勢 —— 設計師合作資源

·全球逾百設計合作單位

Artpower Resources — Designers & Design Agencies

· Cooperated with 100+ 
  design firms worldwide

·10,000+  cooperative 
  designers worldwide



·旗下ACS創意空間門戶網，自2014上線以來，註冊用戶已達

    萬餘，並在持續增長

·集結國內外優質設計專案,逾
20萬張建築、室內、景觀、產
品、平面等專案大圖

·逾萬設計師註冊用戶

·專業的全球優質設計作品分
享交流平臺

合作單位資源優勢 —— ACS門戶網
Artpower Resources — ACS Portal  ( www.acs.cn )

· Artpower Creative Space (ACS) Portal came online in 2014.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users has already reached 10, 000, still growing...



· 旗下ACS創意空間雜誌（目前唯一一本存在

海外共版並在全球同步發行的設計類專業期刊）

雜誌年發行量

中國國內：逾60 000冊

歐美地區：逾30 000冊

中東地區：逾30 000冊

亞洲其他地區：20 000冊

合作單位資源優勢 —— ACS創意空間雜誌
Artpower Resources — ACS Periodical

Chinese, English, bilingual version.
 
The one and only professional design  
periodical with both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pyright issued synchronically
across the world.



·每年出版60餘套、40多萬餘冊藝術/設計類專業圖書，
    且在海內外擁有廣闊的發行管道

·經銷商和售後服務網點覆蓋全國20個省、4個直轄市、
   1個特別行政區、2個自治區，多達300個網點。

·藍色區域均為經銷商以及售後網點覆蓋地區。

合作單位資源優勢 —— 國內銷售網點
Artpower Resources — Domestic Distribution Network

· Over 60 sets, 400,000 volumes of professional art / design books
  are published annually by Artpower and distributed widely at home
  and abroad.



擁有廣闊國際市場管道，國際管道覆蓋全球6大洲，多達30多個國家，共計60多個網點。

圖書年發行量地區分佈：

中國國內：逾100 000冊

歐美地區：逾60 000冊

中東地區：逾60 000冊

亞洲其他地區：40 000冊

合作單位資源優勢 —— 國外銷售網點
Artpower Resources — Distribution Network Abroad

Over 60 distribution stations abroad, spanning 6 continents and over 30 countries. 

Books are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global market. 



國際著名設計大師，畢業于美國Cooper州立藝術學院，1954年創立著

名的波什平 (Pushpin) 集團公司，國際平面設計師聯盟AGI、AIGA會員，

導向了20世紀新美國視覺設計運動，他與福田繁雄（日）、崗特蘭堡

（德）並稱“世界三大平面設計師" 。

西摩·切瓦斯特    Seymour Chwast

中島英樹    Hideki Nakajima

日本平面設計領域最爲知名的設計師之一，其祖父是日本皇室的裁縫。

中島英樹的設計風格受到西方影響，中島英樹也是以其爲坂本龍一設

計的作品爲西方設計界所知，他所設計的CD封套，被譽爲音樂家和

設計師合作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享譽國內外的建築大師，他曾於北美、歐洲、日本、澳洲及南美各大

學教書與演講，曾任教於哈佛、耶魯、伊利諾、南加大、德國漢堡學

院等大學。他的作品向來以反偶像崇拜風格見長，特別是他的博物館

設計備受青睞。

丹尼爾·里伯斯金    Daniel Libeskind

Invited Advisors06

沃爾特·胡德    Walter J. Hood

奧克蘭市知名景觀設計師，加利福利亞大學園林建築系院長和教授，

Hood Design設計工作室創始人和總監，才華橫溢，在建築、景觀，

藝術，城市規劃和設計以及教育研究等多個領域都有建樹，取得了豐

碩的成就，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城市日記》等專著。



出生於南非博茨瓦納和辛巴威邊界的一個農場，童年就對建築有著高度的

熱情，隨後系統學習土木工程及專案管理，之後成為了一名註冊設計師。

1984 年與妻子桑塔創建了尼科·範德·麥倫建築事務所。作為聞名整個

非洲大陸的建築公司，尼科·範德·麥倫建築設計團隊可以根據每個客戶

的個人要求，尤其在高檔住宅設計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尼科·範德·麥倫    Nico van der Meulen 

凱文·凱諾    Kevin Kennon 

美國建築師，畢業於阿默斯特學院，1988 年加入了紐約KPF 建築師事

務所，1996 年成為公司的合夥人。2001 年擔任建築與城市研究所董事，

聯合建築師聯盟的創建人之一。2002 年世貿中心設計決賽選手，並於當

年離開了KPF 在紐約創建了自己的工作室。作品在世界範圍內展出，並

長期收藏於當代藝術博物館。獲過美國建築學會獎項、建築聯盟青年設

計師獎和先進建築獎。任教過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庫柏聯合學院

以及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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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國際設計大師，教授，原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美術系主任兼研究所
所長，臺灣“藝術與設計人才培育計畫”諮詢委員，臺灣“提升商業
設計計畫”諮詢委員，ICOGRADA國際平面設計協會理事會財務長。
他長期擔任各種國際設計大賽的評審，並榮邀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視
覺形象設計專家與評審。

林磐聳    Apex  Lin 

J. 梅爾 H.    Juergen Mayer H. 

J. Mayer H. 建築事務所創始人，其作品多次出現在國際展覽上，曾
獲眾多國際性獎項，如2013年獲Mies van der Rohe Award，2015 
Holcim Award，2010 Audi Urban Future Award等。還曾任教於普
林斯頓大學，柏林藝術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多倫多大學
等眾多名校。



樸金準    Kum-jun Park

賀邁    Mathis Heller
德國著名設計師，Well Design首席設計師，在德國和荷蘭設計產業

中的地位備受推崇，其作品曾獲多項設計獎項，包括紅點至尊獎，IF

設計獎、Plus X設計獎、荷蘭包裝獎、新聞局獎等。曾在德國慕尼克

任職汽車、交通運輸和產品設計師，服務於寶馬、福特、西門子、西

門子移動、博世西門子家電集團、Sedus Stoll 公司、維納爾潘頓和

歐司朗等客戶。

韓國知名設計師，獲弘益大學廣告與公共關係碩士學位，曾任 Cheil 

Communications廣告公司藝術總監，自1998年創立601 bisang 至

今一直擔任總裁。層獲多項韓國設計大獎及眾多國際設計大獎，如

2012年紅點最佳年度設計機構獎、紅點全場大獎、紐約藝術指導俱樂

部金獎、The One Show金鉛筆獎、2009年I.D.雜誌年度設計回顧類

別最佳獎等。

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出生于英國的桑德蘭，曾就讀于倫敦金斯頓大學家具與商品設計

學系。1995年，他在倫敦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MY-022ltd，開始

涉足室內設計和産品設計領域。這些年來已經幾乎成爲對“中國

設計”最有發言權的歐洲設計師，目前在香港定居的Michael不少

設計作品也首發于香港。

邁克·楊    Michael Young

西蒙·米凱利    Simone Micheli

大學教授，1990年創建了個人建築工作室，2003年成立設計公司

Simone Micheli Architectural Hero。他的設計帶有強烈個人色彩並

且注重可持續發展。曾代表意大利參加多個國際合作項目，在歐洲設

計界頗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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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建築師，就讀于瑞士日內瓦的建築學院。1963 年組建了一個

由 建 築 師 、 工 程 師 、 社 會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組 成 的 團 隊 Taller de 

Arquitectura, 一個有著40 年規劃設計、建築設計、公園和花園設

計以及室內設計等等經驗的國際化團隊。遍布全球的項目證明他融

合各地迥異的文化並將其融于設計之中的超能能力。

里卡多·波菲    Ricardo Bofill 

特雷斯·伍德格特    Terence Woodgate

英國著名工業設計師，Studio Woodgate照明公司創始人，專注于

家具和燈具設計，其設計手法細膩優雅，簡潔現代。2003年成為英

國皇家工業設計師，曾獲眾多國際設計大獎，如紅點至尊獎、IF生態

獎等。在英國，最近他獲得了2009年設計周設計獎，2009年經典設

計創新獎榮獲《Wallpaper》雜誌2008&2009年度設計獎。2009年，

他的作品在倫敦設計博物館和倫敦科學博物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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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名設計師、藝術家，從事設計、繪畫、陶瓷、雕塑及公共藝術

創作。曾獲中央政府委任為香港區旗區徽評委及設計修定者之一。曾

為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設計一系列宣傳品及海報，並擔任上海世

博會會徽、主題館展示設計及國際海報比賽評委及專家顧問等。

1998至2000年任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 2003至2005年任國際平面

設計社團協會(ICOGRADA)副主席。

韓秉華    Hong Bingwah

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國際知名產品設計師，葉智榮設計有限公司創始人。在社會服務方面，

他曾為香港設計師協會主席、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局博物館委員會委

員、香港創新科技署榮譽顧問、香港旅遊發展局旅遊大使、香港知識

產權會委員會委員及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他的工

作及作品為香港產品設計奠定了國際地位及基石。

葉智榮    Alan Yip



盧志榮（Chi Wing Lo），跨界設計師，其建築設計、室內設計等

作品遍布全世界各地，在家具設計方面也取得了卓著成果。在上海

國際家具展ACF：CHI WING LO展上，邱德光先生與盧志榮兩位

著名設計師展開對話，從設計細節、設計本質等方面進行探討。

理查德·霍頓    Richard Hutten

1991年創立Richard Hutten工作室。在家具、産品、室內設計和觀

覽空間設計等多個領域從事設計。對自身最重要的東西是作品包含

的理念，也就是以讓人幸福爲根本。

盧志榮    Chi Wing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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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知名建築設計師，1992年創立Sanjay Puri建築事務所，公司在

其帶領下贏得了65項國際大獎，其中包括7次建築節獎，3次紐約酒店

設計大獎等。2014年參加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曾擔任巴塞羅納和新

加坡世界建築節評委，多次受邀為世界各地建築大會的演講嘉賓。

魯迪·里奇奧蒂    Rudy Ricciotti

著名建築師以及工程師，Rudy Ricciotti建築事務所創始人，對于建

築，他有著獨特而前衛的視角，善于將創造力與真實建築手法相結

合。其作品遍布多個城市，如歐洲文明博物館、法國馬賽地中海博

物館和吉恩博因球場等，同時，他也出版了多本著作，如« Le 

béton en garde à vue »、« Rudy Ricciotti, en vain »等。

桑傑·普里    Sanjay P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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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名設計師 PAL設計事務所創立者、香港室內設計師協會副會

長；畢業于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室內設計專業；曾任巴馬丹拿建築事

務所；高級總室內設計師；李嘉誠辦公場所及住所設計師；亞太區室

內設計大獎會所組冠軍。

畢業于香港大學（建築學碩士）及新加坡大學。香港設計師協會的執

行委員。香港理工大學及藝術中心講師。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室內設計

系學科顧問。香港何宗憲設計有限公司（Joey Ho Design Limited）

董事。

梁景華    Patrick Leung

何宗憲    Joey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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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著名工業設計師，在法蘭克福擁有個人設計工作室。1998年

IF設計大獎評委會成員。設計的醫療器械屢獲殊榮，由他設計的醫

用探測燈blue 30系列獲得IF設計大獎及IF生態設計大獎，手術照

明系列blue 130系列被紐倫堡藝術與設計獨立收藏博物館收藏。

歐拉夫·巴斯克    Olaf Barski

布蘭登·麥克法蘭    Brendon Macfarlane

JAKOB + MACFARLANE 建築公司創始人，取得哈佛建築學院

碩士學位，授課于倫敦大學Bartlett建築學院。常被邀請爲國際性

會議和比賽的嘉賓和評委。他率領團隊獲得過衆多獎項，享譽建築

設計界。

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Job 工作室創始人，比利時著名工業設計師，其現代創作風格個性

十足，充滿創新性，作品十分豐富，在國際設計舞台上十分活躍，

曾在世界各地舉辦個人展會，深受人們喜愛。其個人作品都展示在

他自己的藝術畫廊中。

喬布·史密茲    Job Smeets

06 已邀協會顧問 Invited Advisors



荷蘭大都會建築事務所創辦人之一，他的作品一樣充滿了新奇、眩目的味道。

雷姆·庫哈斯   Rem Koolhaas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As one of OMA’s founder, he is known for a novel and glaring design style.

著名伊拉克裔英國女建築師，2004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獲獎者,其建築作品使她在學術界和公眾
中贏得了廣泛聲譽。

紮哈·哈迪德    Zaha Hadid

Famous Iraq-born British female architect, prize-winner of the 2004 Pritzker Prize. 
Architectures she created are widely prized by academia and the public.

日本著名建築師，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建築融合古典與現代風格為一體。曾獲得國際石造建
築獎、自然木造建築精神獎等。

隈研吾    Kengo Kuma

As a famous Japanese architect, he received high worldwide reputation whose architectural 
style integrates classic elements into modern style. 



無論在日本國內還是在國際建築界,安藤忠雄都是一個極具個性的建築大師，開創了一套獨特、
嶄新的建築風格，是當今最為活躍、最具影響力的世界建築大師之一。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安藤忠雄   Tadao Ando

是當今國際最受矚目的中生代建築師之一，其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紙建築”。

阪茂      Shigeru Ban

被譽為西班牙當代最具傳奇色彩的女建築師，西班牙建築師事務所EMBT的領頭人，曾經與讓 •
努維爾、庫哈斯等人一起出任過北京奧運會主場館以及游泳館設計方案評選。

貝娜蒂塔·塔格利亞布      Benedetta Tagliabue

Tadao Ando, an influential architect with unique style, is well-received and active both in Japan 
and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He created a set of unique and new architectural styles.

A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architects in present world, he is characterized by his "paper 
architecture".

Hailed as the most legendary female architect in contemporary Spain, leader of Spanish 
architects EMBT, she has taken up the post of Beijing Olympic Stadium and natatorium 
designing scheme selection with Jean Nouvel and Koolhaas.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世界上最著名的的創新設計師之一，也是備受爭議的建築師，以獨有的設計天賦，超越了藝術、
科學和技術間的彼此差異，創造出了一系列融合了結構學和運動學的詩意光影建築形態。

聖地亞哥·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As one of the famous creative designers around the world, also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rchitects, he created a serious of poetic light and shadow architectural forms integrated 
Structurology and kinematics with his unique design talents, which goes beyo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韓國知名設計師，畢業於韓國延世大學建築工程專業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專業。

曹敏碩      Minsuk Cho

South Korea's Famous designer, graduated from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Korea Yonsei 
University and Architec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頂尖設計師，為很多名人設計住宅及很多商業場所包括航空公司頭等艙等，將奢華做到極至，
以冷靜、簡潔、優雅並富有創意的設計而聞名於世，可謂載譽無數。

凱莉·赫本     Kelly Hoppen

As a top designer, she designed houses for many famous figures and commercial spaces like 
first-class cabins in airplanes, which are extremely luxury.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當代著名建築師,1998年第二十屆普利茲克獎得主,皮亞諾以他層層疊疊的建築圖紙營造了世界
性的聲譽，日本、德國、義大利和法國都有他大膽的商業性和公共建設專案。

倫佐·皮亞諾    Renzo Piano

Famous contemporary architect, prize-winner of the 20th Pritzker Prize, he won worldwide 
reputation by piles of construction drawings, his commercial and public building projects 
appeared in Japan, German, Italy and France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當今最具個性的設計師，也是才華橫溢的成功的多面手，他以其具有超前的時尚意識的設計而
在20世紀80年代的設計界中佔據這超級明星的位置。

菲利浦·斯塔克      Philippe Starck

A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designers in today's world, he become a superstar in design 
field with his advanced fashion consciousness and design works in the 1980s.

香港著名酒店設計師，香港鄭中設計事務所創始人兼設計總監，是兼具美學造詣和商業智慧的
設計領袖。

鄭忠    Joe Cheng

Famous Hong Kong hotel designer, founder of Hong Kong Cheng Chung Design, a design 
leader with aesthetic attainment and business wisdom.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香港頂尖設計師之一，擁有香港大學建築學學士，城市規劃碩士多個顯赫學歷，積累了豐富的
設計經驗。

梁志天     Steve Leung

As one of the top designers in Hong Kong, Bachelor of Design in Architecture and Master of 
Urban Planning,

國際著名建築師，北京MAD建築事務所創始人，曾就讀於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現北京建築大學)，
後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

馬岩松     Ma Yansong

陳幼堅，1950年生于中國香港，著名設計師，曾榮獲香港乃至國際獎項400多個，在紐約、倫
敦、東京等地名聲大噪。

陳幼堅     Alan Chan

Ma Yansong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chitect and the founder of Beijing MAD Architects. 
He studied in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d later graduated from 
Yale University.

Alan Chan, well-known Hong Kong designer in NY, London, Tokyo and other areas, 
received over 400 awards from Hong Kong area to the global.



世紀櫻花中國區總監，時尚教父、資深策劃人、室內設計師。多年前於香港創立多元化時尚傳
播集團 — 世紀櫻花娛樂傳媒有限公司。

Tony

擬邀協會顧問07 Advisors to Be Invited

香港知名室內設計師，Afso設計公司創始人之一，也是最具潛力的亞洲設計師之一，他為倫
敦火車站餐廳設計的室內裝飾，得到業界好評，被“Elle Décor”選為最值得介紹的英國設
計師。

傅厚明     Andre Fu

As a well-known Hong Kong Interior Designer, Andre Fu is a founder member of Afso Design 
Agency. He was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Asian Designers.

As the Director of HK. Century Sakura, China, Tony is an experienced planner and interior 
designer who is also called as the Godfather of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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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DA's Resources



本會由國際知名大師領銜，凝聚國際青年設計力量，是
一個無國界、多領域、多學科的組織，致力於搭建設計
界交流與合作的國際平臺，促進設計行業國際化發展。

首個彙聚建築、室內、軟裝、景觀、工業、產品及平面
等多領域的設計人才的組織，擁有強大的設計師隊伍及
對應專業領域內的顧問團隊支持。

本會擁有實力堅厚的會員單位和經驗豐富的出版機構做
後盾，享有廣闊的線上、線下推廣平臺及多樣化的國際
市場管道，能夠及時掌握業界國際新動態和新趨勢。

資源特點01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國 際 化
International

跨 領 域
Multi-fields

資 源 廣
Resourceful



開展知名設計師巡迴講座、訪談和分享會，
促進青年設計師成長，實現自我增值等。

設計師合作基礎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So Many 
Closely 
Cooperated 
Designers



與甲方資源對接，創造合作機會。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Work with party A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ACS門戶網  服務於協會，展示國內外優秀的設計
專案，並為會員開設分享交流平臺。

資訊資訊廣闊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Vast Information · ACS portal serves IYDA, present excellent design projects worldwide, 
and create a sharing and communicating platform for members.



ACS雜志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收羅全球最有趣的設計創意，提供有深度的設計師專訪，
並為會員作品展示提供優質平臺。

ACS magazine collected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creative design works worldwide, and profound 
designers interviews, which is also an advanced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display design works.



多方媒體合作基礎，為活動前期預熱及後期跟蹤
報導提供廣闊的發佈渠道。媒體發佈渠道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Media Channels



專業機構出版

協會資源02 Resources We Have

為出版和推廣會員作品提供便利。

Experienced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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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Blueprint



1. 設計新秀作品競賽及展覽：聯合國際合作夥伴舉辦或推介會員參加針對學生

    設計人才和青年設計師的設計新秀賽事和作品展覽。

2. 青年設計師論壇：配合設計新秀展舉辦，為新生代設計師提供一個碰撞創意

    和思想的交流平臺。

特色活動01 Featured Activities

New Design Talent Competitions and Exhibitions Young Designers Forum



3. 學子訓練營：聯合業內專業人士為年輕設計學子提供跟蹤觀察專業人士工作

    環境和內容和建立工作關係網絡的機會。

4. 大師工作坊：邀請全球知名設計師開展巡迴講座和訪談。

特色活動01 Featured Activities

Student Camp



5.  職業加油站：邀請行業CEO、成功創業人士分享管理和領導力培養經驗和商
     業視角下的設計理解。

6.  設計之旅：參觀訪問世界各地知名設計事務所和設計高校，並於當地組織交
     流分享會。

特色活動01 Featured Activities

Design in Perspective Design Tours



7.  品牌聯展：聯合業內製造商和經銷商組織品牌聯展並邀請會員參展。

8.  設計研討會：聯合企業界與學術界就公益設計、設計思維、可持續發展、

     社會責任和設計領域中的女性領導力等最新設計議題組織研討會。

特色活動01 Featured Activities

Industry Showcase Design Seminars



A.協會年鑒出版：

Publication of IYDA Yearbook

每年協會都將挖掘各設計領域的新銳青年設計師，徵集最具創意的設計精華作品，
按照設計領域分冊出版《國際青年設計師協會作品年鑒》，旨在打造一本在行業內
深具影響力的出版物，即可作為當代行業新秀的參考教材，為中國設計界的蓬勃發
展以及培育新生代設計力量貢獻一份綿薄之力。

出版物推廣：

a. 校方合作：作為輔助教材引進各大院校；高校巡迴展出；捐贈到全國各大院校等方式

b. 展會推廣：參加建博展、家居軟裝展覽會、材料展、汽車展等有甲方出席的展會

c. 國內外管道同步發行推廣

《國際青年設計師協會作品年鑒》

協會會員
優秀設計精髓

頒發作品
錄用證書

資深顧問
團把控品質

定制出版02 Custom Publishing



B. 個人/企業作品集出版
    Personal / Corporate Portfolio

有意出版個人/企業作品集的會員單位，只需將對應出版資料提供給本會，本會
將負責聯繫本會官方合作出版商進行書籍策劃、文案翻譯、版式設計、審稿、
印刷、推廣和銷售等工作。

定制出版02 Custom Publishing



1. 目標：成為國際頂級培訓機構，為業內設計師提供一個提升自我、增值自我的平臺，

               同時也為業內 培育更多設計新力量。

2. 優勢：借助協會顧問團影響力，聘請國際知名大師作為學院培訓講師，

               為廣大會員提供一個與大師近距離溝通交流的機會。

3. 課程級別：頂級 → 高端 → 中高端

4. 增值服務： a.畢業時辦法定結業證書

                        b.為會員單位引薦優秀畢業生，為學員提供極佳的就業機會

03
職業培訓 —— 國際青年設計師協會設計學院
Career Training — International Youth Designers Association School of Design



年度會員大會：表彰為協會發展做出傑出貢獻和取得優異成績的會員。

會員聚會：由各分會組織的年度或季度聚會。

04 其他活動 Other Activities

Annual Member Conferenc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el: +86 755 8291 3355      Mail: beryl-secretariat@iyda.hk      Web: www.iyda.hk

如果您也熱愛著設計，
If you are a design enthusiast,

如果您也樂意為設計發聲，
If you would like to advocate design,

那麼IYDA期待著您的加入！
Then come and join us!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