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踐⼤學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線 上 說 明 會 

110 / 7 /8 (四)  
⽇間部 10:00-12:00 
進修部 19: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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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規劃

1



2006 進入服經系 
2020 回歸服經系



我相信服經系的每⼀個師⽣都熱愛這個科系


希望他越來越好，每個⼈都以他為榮


主任當然也不例外！



不論⽇間或進修 
學系都ㄧ樣重視



學系發展願景

國際
Global

經營
Merchandising

科技
Technology

設計
Design



⾯對快速多變的產業環境
學系培育⼈才必須不斷創新求變，適當的調整是必須的，才不會慘遭淘汰



維持原狀都不改變 

但對同學卻不是最好的

對主任是最輕鬆、最容易的



害怕改變，拒絕嘗試 
只會讓⾃⼰原地踏步



Apple 執⾏長 
Tim Cook 提姆·庫克



1998 擔任全球第⼀⼤電腦公司Compaq 副總裁



勇氣 思考⽅式是決定⼈⽣成就的重要關鍵 



⾯對未來 
多數⼈選擇⾃⼰熟悉的

所以...只有少數⼈能成功



2021台北松菸畢業展
每⼈繳交16,000元 
經費結餘退回5,833/⼈



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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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1996

成立⾄今已有25年歷史



師資 X 課程
學系的基礎



改變  帶來的成果





2019 第⼀名 2020 第⼀名



世界⽪⾰創意設計⼤賽
榮獲2⾦1銀2銅等九項⼤獎





聚陽衣舊要愛服裝設計比賽
2優勝 獎⾦各五萬 2佳作 獎⾦各ㄧ萬

⼈氣獎 獎⾦ㄧ萬 入圍獎⾦ 五千元



2020陶藝服裝創意⼤賽
從全國近300件作品中脫穎⽽出 

服經系榮獲前三名與四名佳作



2020陶藝服裝創意⼤賽



學⽣作品媒體報導



⾼雄青時尚設計⼤賞
設計獎與新秀獎



青創展
國立⽣活美學館



展覽媒體報導



學⽣接受媒體採訪



師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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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專案教師
適⽤辦法：實踐⼤學進⽤短期專任教師實施辦法第八條

⼀年⼀聘 （合約上載明起迄⽇期，老師⼀年前已經知道）


以專案⽅式進⽤之編制外教師


不續約之相關⾏政程序完全符合法規 




師資調整原因

1. 加強學⽣核⼼專業能⼒與就業競爭⼒

2. 以產業趨勢及⼈才之需求為導向

3. 強化服飾經營、品牌⾏銷相關專業

4. 因應⼯業 4.0，導入數位化和智慧化設計製成之課程內容



學系活動並非主任⼀⼈可以完成

需要老師們的協助和配合



擔任服四甲、服⼆甲兩班導師

109數位印花與3D時尚設計 就業學程 計畫主持⼈


辦理109/6/29-109/7/1 (109級新⽣) 設計⼯作營 企業參訪 

辦理109/7/20-109/7/21 (109級新⽣) 創意設計與產業體驗⼯作營 


109-08-09-10 參與中區、北區新⽣說明會、茶會

109-08-13 帶學⽣參加北港時尚設計競賽活動

109-08-18 帶學⽣參加台北TOP時裝設計⼤賽


109-09-08 帶學⽣參加第⼀屆世界⽪⾰創意設計⼤賽暨頒獎典禮

109-10-16 帶學⽣參加聚陽衣舊要愛學⽣決賽


109-10-24,25 校外參訪

109-11-16參加紡拓會109年度「時尚跨界整合旗艦計畫全成型設計新銳期中評量」會議


109招⽣宣導服務(共21場)

110-03-06選填志願說明會(台北)


110-04-02考前說明會(台中)

110-04-02考前說明會(⾼雄)

110-04-03考前說明會(台北)


110-04-29出席鞋技中⼼學⽣實習期中評量

110-06-25左營⾼中共好課程


協助辦理僑外⽣、陸⽣師⽣聚會 

協助國立⽣活美學館青創展


協助學⽣參加2021台北時裝周

曾梅芳老師



協助系上重要活動及⼯作營:

辦理3場服經系暑期新⽣⼯作營109/6/29-109/7/1 (109級新⽣/台北校區)


*辦理3場服經系暑期新⽣⼯作營109/09/26-27(109級新⽣/⾼雄校區)

*協助辦理寒假⼯作營: 02/01-03 打版⼯作營和設計⼯作營


*協助服經系暑期新⽣⼯作營(110級新⽣)

*帶領苗栗卓也藍染營隊

*協助參與親師座談會


*協助服飾經營跨域⼈才培育之教學策略講座

*協助學系新尖兵課程: 職涯規劃與發展、創意版型設計


*協助松菸⽂創園區畢業展演

*協助國立⽣活美學館青創展


*協助2021台北時裝周


*輔導學⽣就業

*聚陽企業-青年展翼計畫-輔導老師。


*協助系上國華徵才-說明會、測試、⾯試- 七位同學順利於

 07/01報到上班


*109招⽣宣導服務(共17場)

109/8/9參加南區/中區 新⽣茶會新⽣說明會


110/06/18 左營⾼中⽀援課程

110/06/19 四技推甄甄審委員

*職能認證 :開課、稽核和展延作業

*擔任全學期企業實習輔導老師


*擔任進修部⾏政老師-協助開課、三信家商搬遷、特殊⽣諮商程序

*擔任學系國際交流輔導老師


*擔任服⼀甲、服⼆⼄兩班導師

*就業學程計畫主持⼈-服飾產業就業⼈才培育學程


*協助系上產學合作案共124萬

*服經學系系課程委員

邵淑萍老師



研究計畫

數位印花與3D時尚設計學程


中平路故事館制服設計-專案研究計畫

時尚跨界整合旗艦


全成型技術-設計新銳能量輔導

帶包廂設計新銳分項計畫


⽀援⾏政⼯作

辦理新鮮⼈營隊109/6/29-109/7/1 (109級新⽣) 設計⼯作營 企業參訪


*辦理新鮮⼈營隊109/09/26-27(109級新⽣) 服飾攝影與創作、服飾數位印花設計與創新商業應⽤

*協助辦理寒假⼯作營: 02/01-03 打版⼯作營和設計⼯作營


109/8/9 南區新⽣說明會與茶會

109/8/10 中區茶會與說明會

109招⽣宣導服務(共12場)


協助班親會⽂宣設計

其他⼯作


109/10/23 ⽩⽟蘿蔔包裝設計

109/12/7 國立⽣活美學館布展⼯作


110/1/13 出席台北時裝周會議

110/6/17 ⽂創院研討會主持⼈

110/06/19 四技推甄甄審委員 


⼯作⼩組委員會

⽂創院學術研究發展委員


張芳榜老師



職位 ⼯作內容

1 

2 

3

1.非僅以教學唯⼀考量 
2.積極主動的⼯作態度



後續安排



畢業製作指導老師

1.學系專任教師


2.多位經驗豐富的專業設計師


希望同學不但能夠發揮創意，更能與產業市場接軌 




110 學年度課程

都已做好妥善地安排，聘請專業經驗豐富的教師任教 


因⾏政流程尚在進⾏中，所以在學⽣選課系統上才會呈現「待 聘」的狀態 


因教師異動產⽣相關調整，會以對同學影響最⼩的原則去安排，屆時會再
公告，同學若有任何問題，我們會協助處理




確保同學的受教權 

絕不會因老師異動影響修課或畢業 



⼈才培訓與產業需求無縫接軌

學校 產業學⽣

引進業界師資



品牌設計師⼯作營



簡君嫄
C JEAN

吳⽇云
Austin Wu



整體造型⼯作營
彩妝/髮型/穿搭設計



時尚插畫⼯作營



影像美學⼯作營



創意印花⼯作營



⽇系袋包設計⼯作營



教師介紹



董亭⾔

英國倫敦藝術⼤學

服裝/針織設計

美國舊⾦⼭⼤學

盧羿妤 陳俞⽅
配件設計

⽇本⽂化服裝學院

張芮綺
鞋帽/跨領域設計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

陳睿亭
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製作

美國舊⾦⼭⼤學



翻轉傳統教學模式
多 元 專 業 課 程 將 學 習 與 活 動 結 合



⻄園29創作基地參訪



纖維⼯藝博物館參訪



⼿染體驗⼯作營



學⽣作品快閃店



義⼤利留學獎學⾦說明會



國華徵才說明會
7位同學獲學系推薦錄取


7/1已開始上班



學⽣詢問的問題



衣賞取消原因

衣賞取消的原因是因為學系108學年起課程的調整，這個決定是經過系務會議全系老師討論通過的，  
在會議上老師們也討論了相關的配套措施，才會有期末學習成果的runway產⽣ ， 
並非由主任⼀⼈決定，⽽這個會議決議請導師們代為宣達，也收到許多同學的正⾯回應。 





Runway 的概念是參考國外設計名校的做法 
⼤⼀先奠定基礎，⼤⼆開始讓學⽣模擬品牌設計師，每學年2次期末發表，就像是
國際時裝周春夏/秋冬系列的概念，⼤三也是兩次作品發表，最後銜接⼤四畢業展 
這樣同學可以有更多實務練習的機會，同時與課程結合，節省許多時間和⾦錢。



課程開課考量

學系教育⽬標在培育國際時裝產業之服飾設計與經營⼈才

因學分總量管制， 以提升學⽣畢業後的就業競爭⼒的課程或經營相關的課程優先

產業 
發展趨勢

企業 
⼈才需求



1.國服課選修⼈數逐年遞減，顯⽰學⽣選修意願低 
2.旗袍並不符合市場消費趨勢 
3.學⽣畢業後極少從事相關⼯作 
4.預計111學年若總學分許可再規劃開課 

台灣的服裝公司多以外銷導向，因此英⽂非常重要，⽽109學年服飾專業英⽂因開課學分總量不⾜無法開課， 
此外，今年有些畢業⽣應徵⼯作，雖然以往比賽成績優異，但因多益分數未達公司標準，⽽無法錄取。

學年 選修⼈數

105 36

106 37

107 21

108 17

109 29

國服課



舜青老師仍是學系兼任教師，課程會議決議之『產品精描』於110學年度上學期新開課，因課程有其專業性，講究技法⼯整細緻，委請林

舜青老師協助授課，『服裝畫(⼀)』則由新聘服裝畫專業業師協助授課。 

服裝畫 



配合吳⽂演教授退休年限將⾄，學系於107學年度起新聘專業電腦繪圖專長領域專任師資，因此謝建騰老師回歸其纖維暨⾼分⼦博⼠之專

業，主要委請謝老師教授織品材料學、紡織品品質鑑定等必修課程，教授進修部電腦服飾繪圖。 

電腦服飾繪圖 



男裝設計於107學年度第2學期、108學年度第2學期皆有開課 

109學年度第2學期，原已規劃完成之課程，因教師之個⼈因素無法授課， ⽬前學系仍積極尋覓合適師資，因此暫時未能開課。 

男裝設計 



刺繡設計為外籍教師授課課程，最近⼀次於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學期開課，外籍教師密集式課程原規劃兩年⼀次課程開課，今年亦因

國際疫情因素取消開課。 

刺繡設計 



學系將聘請具⾏銷實務經驗的師資，改善⽬前授課之情形 
另外建議同學透過即時反應系統與教師溝通 

學系於110學年新增開『電腦網路⾏銷』，並聘請經驗豐富的專業師資授課 

⾏銷課



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