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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玫／亞洲大學創意設計學院時尚設計學系主任

入21世紀新經濟時代的全球市場，「知識」早已取代傳統的有

林青玫

邁

形資產，例如土地、天然資源等，而「創新」則是知識經濟的

核心，是支配企業競爭力與決定國家前途改變的關鍵。20世紀末期世
界許多先進國家，開始進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計畫，經過數年的努
力逐漸形成知識與勞力密集的產業特性，創意產業更為這些先進國家
帶來極大貢獻。
歷經時代更迭，臺灣昔日以大規模製造的生產型態已逐漸勢微，產
業型態除了朝高科技的方向發展外，更須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方式進
行深化，以建立能適應「後福特」時期的生產組織型態。故發展文化
創意產業，結合人文與經濟，為已工業化後的臺灣經濟發展之創新途
徑。為因應全球化知識經濟的衝擊與挑戰，我們必須秉持「產業文化
化，文化產業化」之精神，拋棄過去加工、複製的思維，臺灣才能夠
成為創意大國。
過去藝術美學創作的設計一直是經濟發展政策中較被忽略的一環，
早期較不被重視以創意設計為核心的生產領域，其實是附加價值最高
的類型。尤其是近年來在文化創意產業中發展最快速的時尚設計，已
成為設計的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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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推動時尚設計人才培育之舉措
目前臺灣於時尚設計領域人才培育除了學
校教育之外，更設立相關人培教育訓練機構，
如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紡織綜合研究所、
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等，以成立設計
人才育成中心之方式，積極培育國內紡織設計
（包含時裝設計）專業人才，增加學子對紡織
業之認知及向心力，培育業界需求之專業設計
人才，提升產業自主設計能力。更參加國際
競賽與相關國際知名設計機構合作交流，開拓
臺灣設計師的國際知名度，冀望達成造就國際
頂級知名設計師，藉此一系列活動培植青年學
子成為時尚設計菁英，帶動紡織及時尚相關產
業之設計風潮，發展朝向成為亞太流行設計中

計與交流的平臺，進而以實力在國際舞臺開創
出臺灣獨有的風格。

心之目標邁進。藉由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對

隨著我國轉變為高技術密集產業結構型態，

紡織時尚設計相關之優秀人才提供各種設計競

產業規模迅速擴充，為因應高科技產業對高級

賽、知識技術、建教合作、研習、育成中心等

技術人才的需求，經濟部工業局特針對各產業

培訓活動管道，推動傳統產業之轉型及提升產

人才需求缺口，提供系列人才培訓計畫，促進

品之附加價值，並提供全國紡織領域學子獲得

資源整合與產業專業人才培育，以充實產業

觀摩與學習機會，期望經由競賽、活動提升未

專業人才，厚植國內專業人才能量。為促進人

來投入紡織設計工作行列之意願並帶動風潮。

才培育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縮短學用落差，

每年辦理之相關活動，吸引超過萬人以上前往

填補學以致用缺口，政府推動「產業人才扎根

參觀，亦成功讓百萬人以上的社會大眾投注對

計畫」，加強推動產學合作、建立產業創新人

設計領域的關注與認知；並藉由設計人才育成

才資源發展整合機制，透過產業與學校緊密互

中心向下紮根，全面提升臺灣設計水準，加速

動，導引學生順利進入職場就業，強化產業競

紡織產業升級轉型，以及提升紡織品國際競爭

爭優勢，2007~2010學年度已有11,085人完成

力，並培育出國際知名的時尚設計師。近年政

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其中表現優良而獲得獎

府積極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其中在服裝設計領

學金之學生共計4,723人，依據學生流向調查

域中，將紡織與時尚設計納入發展重點之一，

資料顯示，該計畫有助學生順利就業，並填

並針對培育文化創意設計人才、推廣紡織設

補產業人力缺口。該計畫2011學年度已完成產

計、時尚設計等項目加強輔導；另經由經濟部

學合作計畫之審查與核定，促成產學合作案56

工業局舉辦多屆的臺北時尚週活動，透過不同

案，預期培育精密機械、模具、表面處理及紡

文化元素激盪出火花，為國內時尚產業提供品

織等領域之專業人才1,862人，核定獎學金員

牌建立的新方向，並提供國內設計新秀發揮設

額7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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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流行時尚造型設計系，醒吾科技大學時尚造
形設計系，亞東技術學院材料與纖維系（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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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技術學院時尚美容造型設計系，和春技術學

織品設計組），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創意流行時
尚設計系，東方設計學院流行商品設計系，崇
右技術學院時尚造型設計系，高鳳數位內容學

型設計管理系，興國管理學院時尚設計與創業
學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數位時尚設計學
系等。
國內大專院校設有服裝設計相關科系，其主
目前政府實施的紡織相關產業技術與設計人
才培育計畫—時尚設計行銷系列課程，內容涵
蓋時尚服飾紡織設計及品牌行銷等相關課程，
目的是提升從業人員專業技能、培養第二專
長，協助服裝紡織產業培養專業人才，對象以
相關產業在職中高階勞工、技術或管理階層，
或對課程有興趣之人員為主。

要的專業課程包括設計基礎、服裝設計、服裝
設計繪畫、服裝構成製作、立體裁剪、織品材
料、織物染色與檢驗、服裝人因工程、成衣工
程學、電腦繪圖、服飾行銷學、藝術史、中西
服裝史等；選修科目則有電腦打版、成衣生產
企劃管理、造型設計、飾品設計、服飾陳列設
計、流行企劃、流行資訊分析、服飾經營、服
飾採購、攝影等。

大專院校時尚設計相關科系

除學校教育外，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亦

業界進用時尚設計人員已逐漸轉向大專以

開設有關服飾設計職訓課程，如服裝設計與製

上時尚、服裝、織品設計為主，目前國內大專

造、服裝設計打樣班等專業課程；民間單位

院校時尚設計相關科系，於高教體系的學校有

亦有服裝設計補習班或學苑，提供相關服裝設

實踐大學臺北服裝設計學系、時尚設計學系，

計、打版及製作等專業技能課程，結訓後頒發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亞洲大學時尚設計學

結業證書，以便學員未來找尋相關工作之需

系，明道大學時尚造形學系，玄奘大學時尚設

求。服裝設計人員可報考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計學系，康寧大學時尚造型設計學系等。

所舉辦技術士證照考試，例如女裝、男裝、國
服等，對於就業、尋職頗具加分效果。

在技職體系的學校則有屏東科技大學時尚設
計與管理系，樹德科技大學流行設計系，弘光

一般職前訓練係先到公司之各部門實習及賣

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嶺東科技大學流行

場進行市調，了解主要顧客群之偏好與需求，

設計系，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服飾設計管理系、

以及打版與樣品製作的初級課程；在職訓練則

時尚設計系，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時尚造型設計

多偏重於創意設計、流行預測、趨勢分析、行

系，中州科技大學時尚創意設計與管理系，永

銷學等進階課程。新進服裝公司人員多從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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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流行工藝設計系，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時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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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初級設計人員開始做起，並於各部門累積經

心，在被譽為「中心中的中心」的法國巴黎，

驗後，視其專業設計能力、創意和經驗，晉升

大部分國際頂尖服裝品牌總部皆集中於此，每

為主管、顧問、企劃人員或流行分析師等。近

年從巴黎發出的服裝訊息，一直是國際流行趨

年設計師隨著設計能力受到肯定，紛紛成立個

勢的指標。為什麼巴黎能引領國際時裝風潮？

人工作室並創立品牌，成為知名的服裝設計師

是什麼原因讓巴黎時裝能長盛不衰？是否和巴

或是高級訂製服設計師。

黎時裝教育有關聯？這正是我們所要關切的
話題。

新銳設計師可透過參加經濟部工業局主辦
之「時裝設計競賽」，躍進國際舞臺，此競賽

法國服裝院校的特點是「小而精，小而

已成為發掘及培養設計新秀的重要管道之一，

多」，而在「小而精」的部分保證了學校的教

亦是服裝創意設計工作者表現自我、獲得肯

學質量，讓每個學生畢業後都能獨當一面；

定的最佳管道之一；另國際設計師競賽(IAF,

「小而多」則保持了風格的多樣性，在法國每

International Apparel Federation)係為鼓勵新銳

間學校都獨具特色，因此使法國服裝界呈現百

設計師發表創作並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所特別舉

花齊放的景象。僅在巴黎，像MOD' ART這樣

辦的年度盛會；臺灣的設計師曾連續兩次進入

的學校不下30所，其中世界知名的就有12所

全球服裝設計師競逐舞臺的巴黎時尚週參展

學校。

（五大時尚週：巴黎、米蘭、倫敦、紐約、東
京），成功地讓全世界接觸到臺灣文化，極具
指標性價值。

英美體系服裝教育的學校，與理工科教育較
為相似，統一教材、集中教學，較難考慮到每
位學生的差異，教師教授基本常識和共通性的

未來學大師托佛勒(Alvin Tofﬂer)提出「誰占

知識；而法式教育卻各異其趣，以擁有150年

據了創意的制高點，誰就能控制全球，主宰21

歷史的經典高級技能教育方法為框架，並且不

世紀商業命脈的將是創意！」因此，不論是現

斷的充實湧現的訊息和藝術創造力，引導學生

在或未來「創意經濟」將是不可忽視的大趨
勢，「創意、設計、創新」已成為全球經濟與
產業界最重視的核心能力和競爭力。時尚設計
人員除了要積極尋求與業界合作的機會外，更

產生發散性思維，形成自己的主張和風格。
法式教育採「因材施教，帶教式教學」，
在師資進用上需為知名大學的優秀畢業生，並
至少具備五年以上在法國知名服裝公司或設

需要重視經營管理、行銷企劃、流通等能力，

計工作室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經歷，有作品或

以及縝密的規劃與配套措施。未來時尚產業將

著作，在社會上具高知名度。譬如擔任服裝市

更趨向國際化，因此相關人員亦必須具備外語

場營銷課程的巴特裡斯．戴．柏拉斯教授，是

能力，才能掌握國際時尚趨勢、國際行銷管道

歐洲著名的時裝品牌推廣人和時尚締造者，在

與市場。

法國服裝界有「名牌之王」的美譽，歷任多家
著名服裝公司經理20餘年，成功創造了CD、

法國巴黎的時裝教育
巴黎、倫敦、米蘭和紐約為世界四大服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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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產經 Taipei Economic Quarterly 2012 No.11

CELINE、TORRENTE這些世界頂尖時尚品牌
的國際形象；擔任服裝史課程的扎維埃．索梅

巴黎、倫敦、紐約的博物館從事研究工作；擔
任服裝設計課程的埃利克．拉皮也先生，是巴
黎最著名的自由設計師之一，當年他推出的
「女穿玫瑰，男穿藍」系列風格服裝風靡
一時。

理論和實務並重教學方式，技能教育向學生傳
遞的是時裝設計的核心理念—創新，學生不是
學習當前流行什麼，而是關注將來流行什麼。
因此法國巴黎才能成為高級服裝人才的真正搖
籃，目前世界排名前50名的服裝設計師和服裝
公司的CEO，多數在巴黎有過求學和從業的經
歷，如喬治．阿瑪尼、三宅一生、約翰．加利

強時裝產業人才培養之方式如下：

1.時裝產業所需之人才內涵
(1)精神面、(2)知識面、(3)技術能力、(4)創
意能力、(5)經營管理能力、(6)時裝產業總
體製作人所需之社會動向與經濟趨勢分析等
條件。

2.時裝界人才培育機構
(1)服飾專門學校，如文化服飾學院；(2)大
學的服飾學科等，如文化女子大學；(3)業界
講座，如商公所、政府或地方政府舉辦；(4)
員工訓練（崗位培訓、離開崗位培訓），如商
務人士也要文化素養，對社會動向及文化有強
的敏感度。

亞諾等。

3.高等教育

日本時裝設計領域人才之培育
在經濟部工業局的「紡織時尚產業設計合作
交流」研修計畫中，透過拜會及參訪日本知名
的服裝學系及設計研究單位相關機構，了解日
本的學界及業界培育設計人才的做法，透過日
本時裝推進機構與時裝大賞事務局的交流，實
地觀摩時裝週活動，瞭解日本紡織產業市場之
現況及發展趨勢，吸取他國成功經驗，規劃可
行實施策略協助產業提升。

所需達到的高等時裝產業教育，日本唯一時
裝產業專業大學院—文化服裝大學院大學。學
校單位除了教授專業的設計技術外，最重要的
學習目標是要培育增加時裝產業商務總監的條
件和能力，包含(1)建立明確的志向與夢想；
(2)文化與美學的素養和感知；(3)創造力與開
發的能力；(4)戰略的策劃、掌握問題核心與
解決能力；(5)能瞬間正確判斷問題與決定的
直觀力及實行力；(6)組織力、領導力、指揮
力等商務運作管理能力。

學習日本時裝設計人才的發掘、培育與國際
宣傳推廣的經驗，洽談雙方交流合作可能性，

臺北多元文化，孕育時尚搖籃

從而學習承接此類專案應具備技術之參考。瞭

臺灣在時尚產業設計人才之培育，除了重

解日本時尚產業政策發展方針與推動的經驗學

視前端的基礎學校教育之外，目前時裝產業藉

習，了解設計機構如何推動時尚瞭解日本時尚

由選拔的機制、創作環境的援助來發掘人才，

紡織產業之發展策略、市場商機需求及發展趨

其重點不僅在發掘優秀人才，而是在發掘人才

勢，並學習承接此類專案應具備之管理技術，

之後分階段的創業育成部分，其包含「接單商

俾利國內相關單位參考。

務」、「生產」、「展示」、「宣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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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會成為世界流行先趨，是因為法國採取

目前日本在面對國際化及全球化情況下，加

聚 焦 臺 北

特教授，是現代服裝史的權威撰稿人，長期在

聚焦臺北

營管理」使其成為專業設計師，在年輕設計師
專業培養創業支援的部分可藉此效尤。日本
在新宿區已籌備成立日本設計師新人的育成中
心，提供新銳設計師進駐學習營運發展，使其
能在接近流行時尚的市場發展創作，此與臺灣
現行產業輔導措施相似。
近年來臺北市的時尚設計產業在世界上占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多位知名臺灣服裝設計師，
例如吳季剛與古又文於國際大放光采，政府於
2011年5月建立的「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與
「臺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增進了臺灣
的市場競爭力並為臺灣時尚產業帶來新的商
機。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是一個集聚時尚設計
師展覽、動態活動、時尚趨勢講座，以及人才
培訓課程等豐富的時尚活動場所，並有多位設
計師進駐，此外2012年在「Discover Taipei」

尚產業的消費影響力，將使得未來的臺北市成

中，大篇幅介紹西園29服飾創作基地，為時尚

為引領時尚產業發展的圓夢基地。

泉源之樹扮演著培育臺灣國際服飾設計人才的
重要角色。
因應紡織產業進入快速時尚消費時代，政府
成立「臺北服飾快速設計打樣中心」，協助業
者解決服裝配飾開發生產端少量多樣的製程瓶
頸，提供客製化設計、打樣製作一條龍的產品
服務，亦藉由設計及生產價值鏈的通力合作，
節省製程上大量時間的耗費，促進產業科技自
動化轉型，提高產品市場競爭力。
時尚時裝產業區分為「市場型時裝」與獨
具個性風格的「設計師型時裝」二大類時裝業
態；發展策略的方法雖不相同，但在分眾市場
中取得消費者的認同才能稱為設計。臺北市是
個擁有豐富創意及多元文化的城市，世界各國
人士匯集於此，對臺灣的時尚產生重大影響，
尤其是近年新掘起的「個性風格潮流」極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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