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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培育平台行銷企劃 

-以FJU Talents為例 

摘要 

  本研究鑒於台灣國內消費者對於設計師自創品牌的信賴程度，進而致力於推廣

系 內自有設計師培育平台-FJU Talents。研究目的包括紀錄FJU Talents的培育

過程、 以及運用多種方式帶領大家更深入了解這個優秀的平台。由於國內目前

暫無大型 培育設計師平台，期望藉由這次的努力促使FJU Talents更讓大家知

曉，進而幫助 這些有潛力的設計師讓更多人看到，培育出更多台灣設計界的明

日之星。其包括 目前時下最流行的IG平台經營以及舉辦校內靜態展讓更多人可

以親眼一覽設計師 們傑出且精彩的作品，並創辦網站補足社群媒體介紹不夠深

入的部分，幫助這些 新銳設計師在未來設計的道路上能夠更加順利。  

關鍵字：新銳設計師/FJU Talents/台灣服裝設計師品牌/設計師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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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動機 

 
本次的研究靈感源自於對系上設計師培育平台的興趣以及好奇，想了解設計師在

培訓競賽中經歷的過程，以及這個平台對設計師未來發展的實質效益，再者過去

本系的畢業專題發表鮮少有行銷組與設計組的跨組合作。因此我們決定與設計組

的設計師們各司其職發揮所長，本身利用我們行銷組四年的經驗累積進行實務操

作，擔任設計師培育平台的行銷推手，讓更多的人可以關注到這個新銳設計師展

現自我風格的平台，並藉此吸引有興趣的觀眾進一步去了解每位設計師的個人資

料及作品，甚至達到品牌忠誠的效果，在未來有助於設計師作品的發行以及吸引

品牌的擁護者。 

 

 

第二節 企劃背景 

 
在台灣目前的時尚產業背景下，缺乏一個健全且良好的平台去培育以及產出更多

優秀的設計師。而FJU Talents 則是默默在這塊深耕多年，但由於社群平台日漸

蓬勃發展，也讓我們體悟到社群平台的經營與發展是相當重要，也希望藉由這次

的努力讓更多人看到這個優秀的平台。 

 

 

第三節 企劃目的 

 
希望在執行我們的企劃後夠提升FJU Talents的知名度。在網路上透過粉專經營

吸引對於服裝設計有興趣的族群、目標成為服裝設計師的人以及已在服裝產業深

耕的前輩。一方面可以讓這份才能及熱情不斷的延續，另一放面也透過行銷宣傳

讓新銳設計師能夠更容易被看見。在網站架設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整合從過去

到現在再到未來的所有作品，讓歷屆得獎設計師及其作品一目了然。而在實體展

上，我們希望能拉近設計師的作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在近距離的觀賞下可以看

見一針一線以及縫紉技術等更多細節，而不只是在網路上瀏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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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服裝設計師品牌市場 

台灣紡織工業從1950年代開始經歷了60多年之發展與成長，積極研發新產品與生

產設備來拓展國際市場，已然是台灣產業結構中最完整的生態體系，而且台灣生

產的紡織品已成為世界紡織品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來源之一。 

根據紡拓會2017年台灣紡織工業概況報告中指出，2017年台灣紡織工業出口值為

100.7億美元，進口值為33.7億美元，貿易順差高達67.1億美元，是台灣第四大

貿易順差產業。（財政部統計處，紡拓會整理） 

台灣流行服飾產業從民國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時起步，早期主要為委託代工(OE

M)、 設計代工/加工(ODM)如今逐漸轉型走向自有品牌(OBM)模式，並且興起一股

「設計師品牌」趨勢，在產品中加入設計者的個人風格、美感、深度體驗性質的

產品與服務，一個成功的設計師品牌，要能掌握流行脈動並且與競爭者做出區隔

性商品;此外，賦予該品牌內涵與象徵意義，更是能夠通過市場考驗的不二法

門。(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2009) 

台灣服裝產業在1985年，因前中興百貨開幕而發掘夏姿和溫慶珠等設計師，2003

年則因前衣蝶百貨為台灣服裝設計師開櫃「解放區」而聲名大噪。2006 年衣蝶

百貨結束，至今國內新銳設計師幾近沒有通路舞台，只能往國外搶進時裝週。財

務問題是國內設計師最大困境，面對百貨設櫃更是難上加難。 

擁有遠東新紡織背景與過去曾為設計師協會理事長的遠百總經理徐雪芳，在 201

3上半年籌備規劃在遠百新改裝櫃位加上台灣設計師複合式櫃位。主要是因應本

土女裝品牌逐年式微，產業大衰退下，必須要有新血接軌，「3D設計師基地」同

年也開幕桃園遠百、板橋大遠百兩店，推薦蘇建任等10位新銳設計師登場。 

而誠品生活看準新一代台灣設計師創意獨具、市場反應機敏，松菸店首度跨足自

營AXES時尚複合店，主打闖入倫敦時尚週的詹朴、黃嘉祥等24位新銳設計師。新

紡旗下複合式精品店ARTIFACTS進駐誠品松菸店，一別以往僅引進國際設計師品

牌與流行潮牌，松菸店也首度與陳劭彥、孫瑜鴻等台灣新銳設計師品牌合作，主

攻年輕客層。 

目前台灣紗線、布料在全球市場受到極高評價，全球主要知名品牌幾乎都有採購

台灣紗布原料，尤其是機能性產品;但台灣下游時尚服飾設計與品牌仍須積極發

展，以獲取終端消費品較高的利潤。除了強化流行趨勢的掌握和精緻化設計的能

力外，品牌亦是台灣紡織業未來必須要走的道路。品牌不但能創造商機，也可以

帶動台灣紗、布原料的創新與品質，能將原料到品牌整體產業鏈做深度整合，台

灣紡織業必能再度爆發成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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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定位 

Kotler(2004)將定位定義為只設計公司提供物與形象的行為，使產品在目標顧客

心中具有獨特地位，定位之終極目標在於成功創造顧客的價值命題(Value Propo

sition)，說明顧客購買產品的理由。Maggard(1976)認為過去定位策略多侷限於

產品本身，透過產品差異化建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然而，定位策略其內

涵並不僅如此，應該要廣泛納入整個企業之定位，進而牽動潛在顧客對於品牌的

印象。Kotler(2004)和 Aaker(2001)將定位策略歸納整理出有以下方式: 

1.屬性定位(Attribute Positioning):依據公司或產品的某些屬性定位。 

2.利益定位(Benefit Positioning):將產品中可以帶給消費者的利益做為定位標

準。  

3.用途/應用定位(Use/Application Positioning):依據產品的某些用途或應用

定位。  

4.使用者定位(User Positioning):依據品牌的某些消費族群定位。  

5.競爭者定位(Competitor Positioning):可以強調產品比競爭品牌更好的競爭

定位。  

6.產品類別定位(Product/Category Positioning):依產品所屬類別定位。  

7.品質/價格定位(Quality/Price Positioning):依據產品品質與價位定位。 

俗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一個成功的產品策略要能清楚認識競爭者

並且了解該競爭者在消費者心中的認知與評價，進而分析競爭者的定位策略， 

對於競爭著有一定程度了解後，再分析市場與消費者的特性，決定公司欲在市場

中的定位，進而擬定相關定位策略。最後隨時檢視該定位策略是否有所成效， 

如執行上出現困難，則回頭依步驟重新檢視。 

 

二.品牌塑造 

品牌建立一直以來都是各家公司追求的最後目的，然而一個成功品牌的塑造確是

很困難的。品牌的整體主張、讓人印象深刻的識別標幟以及產品初上市的賣相，

是品牌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Arnold(1995)根據研究結果認為品牌要成功要能符

合以下幾個條件:1.產品本身必須具備符合市場需要的功能2.品牌可增加產品的

附加價值3.品牌所提供的各種利益必須互相融合，形成一整體個性或風格4.品牌

所提供的價值必須符合消費者的欲求。品牌成功與否，與剛推cji6出時是否第一

時間就能引起消費者注意有很大關聯。也就是說品牌能否成功取決於推出時是否

順利及消費者反應及後期是否能繼續維持顧客滿意度。Kotler(2008)也認為一個

品牌的建立可分為五個步驟，首先必需依據公司的組織架構擬定一套品牌規劃，

因為一個品牌的建立必需建立在循序漸進的計畫上，緊接著針對品牌進行分析，

分析重點要包含對本身公司產品與營運了解、競爭者分析、客戶分析以及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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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析等。當對組織內、外都有明確的了解後才能接著制定結合組織願景和使命

的品牌策略，發展該品牌在市場的定位，最後執行適宜的行銷企劃，成為一個強

勢的品牌。 

 

第二節 如何成功行銷平台，方法及應用 

社群網站們就像是個野獸，它巨大的影響力想必你我都是受益者/受害者。市場

上，除了坐擁社群媒體的龍頭Facebook以外，還有當前最火紅的Instagram、Pin

terest、Snapchat、Google+、Youtube、Reddit等都有它各自的愛好者。 

 

一、確定行銷目標 

如果不知道想要實現什麼目標、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就無法明確學習和改進，並

獲得成長。你想為客戶解決什麼問題？你能提供什麼價值？你想創造達成什麼結

果？社群媒體如何幫助實現這些目標？還是你只是靠聽說或感覺來做決策？在建

立目標時，你還需要超越虛榮指標，例如：粉絲數、貼文按讚數。相對地，更應

該關注的指標可能是：潛在客戶名單數、評價回饋和轉換率。無論你所屬的產業

是什麼類別，以下這些目標或許是你所需要或想要達成的：增加曝光/增加流量/

收集數據/拓展品牌/有更多粉絲數/獲取潛在名單/尋求業務夥伴/提升銷售業

績，對於社群行銷新手而言，可以先選擇兩個主要目標，再選擇兩個次要目標。

一開始有太多目標會造成分心和分散有限的資源，最終可能沒有實現任何目標。 

 

二、目標要具體明確 

當你知道想從社群行銷中學到、得到什麼，需要開始思考如何衡量方向是否正

確。畢竟，如果設定的目標沒有任何具體參數來衡量，就算實現了目標，你永遠

不知道你哪裡做得對、哪裡不夠好。 

 

三、相應資源與時間 

這一步對於實現目標至關重要，如果沒有給予相對的資源（人員、預算、技能、

知識等都是資源）或給不了，那麼這一切根本不切實際。只談論要收穫什麼，卻

不願意投入付出、承擔風險。 

你設定將銷售提高20％的目標是具體的、可實現的，但是如果沒有為實現此目標

設定最後期限，所有努力、資源和注意力可能會隨時間轉移到不同的方向。 

 

四、確定目標受眾 

大多數時候，你不知道客戶在哪裡、不知道要發什麼內容、廣告如何設定、產品

如何改進，通常是因為你不知道你的目標受眾是誰，導致你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如何做。試著想一想，40 歲以上的族群和大學生們，在某方面確實有很大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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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是嗎。因此，確定目標受眾不應該只是口號，這需要真正去研究和了解，包

含：年齡層、工作、收入水平、興趣、問題、習慣、動機…等等。 

  

五、研究競爭對手 

先至少列出 3 到 5 個主要競爭對手，並分析其作法、策略是什麼。包括：粉絲

或追蹤數量、發文頻率以及時間點、經常發表什麼類型的內容、最常用什麼樣的

標籤（如：免費體驗活動）、如何跟粉絲互動或回饋？雖然你無法直接查看對手

的洞察報告或相關詳細數據，但通過研究調查工作，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想法。 

 

六、選擇社群平台 

台灣慣用的社群媒體不如國外那樣繁複多元，不外乎就是 Facebook、Instagra

m、Youtube、LINE。然而，每個平台都有它獨一無二的特質、功能，互相整合搭

配會更有優勢。有 3 件事情可以幫助你考慮應該使用哪個社群媒體，以及應該

使用多少種工具－時間：你可以在社群媒體上花費多少時間？你有足夠的時間去

學習、操作嗎？資源：你或夥伴能做那些事？擅長做圖片還是影片？能寫文案

嗎？有合適的人員和技能來創造所需要的內容素材嗎？受眾：潛在客戶和客戶習

慣用哪一種網路工具？ 

 

七、完善基本資料 

優化社群媒體資料是最常被忽視的部分，對於很多人來說，這部分並不如粉絲數

值得炫耀和滿足自我感覺，但基礎的優化卻是建立美好第一印象的重要步驟。  

(一)、大頭照 

一旦設計好大頭照，請確保在所有社群媒體中保持一致性，這樣有助於人們可以

更容易識別屬於同一個品牌。  

(二)、封面照 

封面照片往往是頁面上最大、最引人注目的視覺版面，網路是一個快速發展的世

界，如果你無法引起人們的興趣，人們是不會花時間停留查看的，而且會說走就

走。 

(三)、商家資訊 

當你引發人們有足夠的興趣時，他們將有很大的機會想查看商家資訊，這不僅可

以為新訪客做品牌介紹，也能隨之連接到網站。 

另外要記住，一致性可以幫助人們在不同的社群媒體上識別你的品牌。 

 

八、規劃內容主題 

只是建立社群帳號是遠遠不夠的，完成以上步驟後，是時候考慮內容主題了，這

也是社群行銷與否能真正進行和成功的關鍵。 

 在內容行銷方面，你應該規劃出符合業務目標的內容，例如：如何透過你的產

品解決客戶問題的內容。圍繞您的目標受眾面臨的共同挑戰開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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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擬定發文策略 

社群媒體對於任何網路行銷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人們使用 Facebook 

或 Line 並不是為了買東西，所以你不能夠老是在發布銷售產品的廣告訊息，除

非你已經具有非常大的品牌吸引力。然而，除了內容主題之外，你還需要有明確

的執行方式，你是要採用文字、影片、圖文、還是 GIF 動態圖片？你要多久發

一次文？在什麼時間發？ 

 

十、主動宣傳推廣 

即使每種社群工具都有其優勢的一面，但它們並不是被動就會有客戶上門光顧的

方式，這是一大敗筆與迷思。記住，社群行銷不是單純把產品資訊發在貼文上就

能順利賣出去的事。 

 

十一、數據分析與測試 

大多數社群媒體都具有基本的數據分析功能，假設你不去看，那也只是單純的擺

設，而且你可能無法明確知道有多少曝光、哪種類型的內容最受歡迎、哪個時間

發文最有利、粉絲是否合乎理想、退讚封鎖比率…等。 

（2019/06/09，林杰銘） 

 

第三節  設計師品牌在快時尚環境之下其經營之道 

 

一、關於快時尚及商業品牌 

其實我不會不願看到「快時尚」的出現，相反的，我認為這樣子的產業出現是一

種資訊透明、資本主義M型社會底下必然的產物，互聯網的發達導致了資訊與慾

望的過度膨脹，「快時尚」只是看準了這點去提供一個消費者可以輕易接觸的商

品。「物件」本身是中性的，它單純被創造出來，工業革命後其實所有物件都是

「快」的，快時尚也只是一種表現形式，之所以為人詬病，單純是因為「時尚」

本就是資產階級創造出來作為身份認證的東西，現在只是隨著快速複製跟生產技

術的成熟，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那個階級疆界而已。(28Feb,2018，HYPEBEAST) 

快時尚提供當下流行的款式和元素，以低價、款多、量少為特點，激發消費者的

興趣，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需求。可以說，快時尚是全球化、民主化、年輕化

和網路化這四大社會潮流共同影響下的產物。(MBA智庫) 

快時尚品牌沒有這樣的包袱，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以原創與質感著稱，所有人都

曉得快時尚品牌總是「複製」，但這樣的行為，卻在消費者的無關緊要、被剽竊

品牌的無能為力、默不吭聲之下，成了快時尚品牌不約而同的默契，於是當有人

起身質疑抄襲行為時，他們依然可以無動於衷地繼續銷售，消費者也不會群起抵

制，因為這些渴求走在潮流前端的人們，可以用極為便宜的價格，買到各大時裝

伸展台上的「同款複製品」，何樂而不為？(BeautiMode，2016/07/25) 

https://imjaylin.com/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7%9A%84%E5%85%B4%E8%B6%A3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7%9A%84%E5%85%B4%E8%B6%A3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5%A8%E7%90%83%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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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尚品牌與設計師聯名的模式，在近年已成為時尚圈的一股常態趨勢，從 H&M 

與 MOSCHINO、KENZO、Giambattista Valli，到 UNIQLO 與 Christophe Lemair

e、Alexander Wang….，每回合作都是重磅消息。而這些聯名系列能造成轟動的

原因，不外乎就是能讓消費者用平實價格購入設計師品牌的服飾配件，網路的話

題炒作也為品牌帶來可觀的銷量與關注度，並利用媒體渠道推播給更多消費者。

(CHARLIE LEESEP，13,2019) 

商業品牌更像是一個合唱團。它會通過對目標客群的年齡、身份、消費能力、著

裝需求等要素的設定來確定品牌風格，成衣會進行大規模生產，元素也會跟隨流

行趨勢，以此獲得更大的商業利益。(2019-05-23，德鄭) 

商業品牌的設計師是需要忍耐的，不斷地自我否定和被他人否定，不斷地把自己

的腳放在目標客群的鞋裡去了解需求，不斷地考慮自己的設計在整一季的系列裡

該如何不突兀卻又有看點。(2019-05-23，德鄭) 

快時尚的版圖擴展到世界各地，但蓬勃發展之際，也必然面對過度生產、剝削勞

工等問題，如何在這之間抓取一個平衡點，將會是快時尚必須解決的課題(2018-

06-01，吳思妮) 

 

二、設計師品牌之經營與方向 

必須耗費大量時間製作，考慮到單價，當初確實有想過台灣市場不買單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單單只把目光放在台灣，但其實台灣還是有潛在的受眾，我們的台灣

販售點HYST就證明了這點，仍是有客人願意靜下心來好好用手觸摸我們的作品，

慢慢去感受有溫度的衣服在身上所產生出的火花。(28Feb,2018，HYPEBEAST) 

隨著90後、00後逐漸成為消費主力軍，快時尚也迎來了寒冬。一位90後就曾在之

前的媒體採訪中表達了她對快時尚的態度："寧肯選擇一些網紅和年輕設計師品

牌，或許你們80後都沒聽說過的自創品牌。"(2019-06-13，螞蟻訪談) 

新一代的消費者們，特別是90/00後，國外可能更多叫千禧一代和Z世代，更多的

注重個性與自我表達。快時尚們廉價而且千篇一律的設計並不能抓住新一代消費

者們的需求，反而是近些年獨立設計師品牌們發展的越來越好。我們身邊很多的

獨立設計師都很快擁有了自己的粉絲圈，而且正在一步步從小眾走向大眾。新一

代的消費觀決定了新的時尚市場註定會是有個性有才華的設計師們的天下。(201

9-06-13，螞蟻訪談) 

90後、00後消費更加趨於理性，"快"消費已經不是促進消費的動力，人們再也不

願意花高價格去買一件容易撞衫或者只能穿幾次就慘遭丟棄的服裝，性價比高服

裝款式經典耐用的服裝才是本質需求。 

無論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導向還是現在消費主力的需求，原創設計都有十分好的發

展態勢。一味追求速度和價格的快感久而久之讓消費者疲憊，與此同時商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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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弊端也日益明顯，在經過冷靜和理性的思考後，消費最終都會回歸"性價

比高""實穿性強""獨特有個性"等一些本質追求。"(2019-06-13，螞蟻訪談) 

「我基本上是反對快時尚的，但我不會叫別人說，『你買快時尚就是不好』。」

周裕穎如此說道，「因為這就是一個過程，有了這個過程，才能讓你追尋更好的

產品。」對於他而言，快時尚能夠維持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同時也是一條讓大眾

快速接觸到時尚的途徑，也因此，周裕穎相信快時尚帶領消費者進入時尚圈後，

消費者會漸漸開始反思，轉而追求更有故事內涵、更有文化意義的設計師品牌。

此外，自創品牌店員黃聖閔更篤信「堅持」就能有所回饋，不管是對服飾品質的

要求，還是品牌理念的嚮往，一旦消費者了解品牌背後的故事，勢必會轉而支持

其商品。(2018-06-01，吳思妮) 

設計師品牌則更像是一個偶像明星。它一般都以一位設計師的思想為主導，更注

重個性的表達和審美的體現，在表現手法上更為自由、發散和具有辨識度。這需

要賦予品牌本身一個強有力的靈魂，因為它要做的不是跟隨趨勢，而是創造流

行，如果設計師並沒有相應的思想根基和審美高度，那麼浮於表面的技巧和噱頭

也只能吸引到圖個新鮮的路人，無法真正建立起欣賞和追隨這個品牌的踅擁群

體。(2019-05-23，服裝人德鄭) 

好的設計是痛苦出來的，因為設計師需要不斷挑戰自己，元素太多的時候要捨得

拿下來，元素太少的時候要有勇氣加上去，一桿貨之間必須要有連貫性，每件單

品拿下來還得讓人願意穿。(2019-05-23，服裝人德鄭) 

 

三、總結 

由上述文獻資料可得知，在經過快時尚的旋風後，人們會趨向於冷靜，此時的消

費者已不再衝動性的購物，反而會更加仔細的思考此件單品到底適不適合我、到

底有沒有購買的必要。從消費者來看，在這個自媒體發達的時代下，人們都希望

自己看起來是與眾不同的，進而表達出自己獨特的個性；從零售商的角度來看，

某些快時尚大品牌也漸漸開始和設計師品牌合作，推出一些限量的產品，而這些

產品總是在發售後就銷售一空，可見此種行銷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從以上端倪可看出，設計師的單品已經在慢慢的步入主流市場，人們對於藝術及

設計的認知更加廣闊，相對的接受度便會明顯提升。特殊材質以及個性剪裁已不

再是遙不可及的，每個人都是天生的模特兒，人們開始享受穿著帶給自身的創新

體驗，並且也會仔細檢驗所花的金錢是否符合多個面向的期待。 

但這只是一個新時代開端，新銳設計師在鑽研設計的同時必須以開闊的心胸去面

對新穎的行銷及銷售方式，方能站穩腳步，扎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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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 

 

 

擬定研究主題----------確定企劃主題 

↓ 

搜尋文獻資料----------收集相關研究論文、書籍 

↓ 

研究目的----------暸解市場現況、提升品牌知名度 

↓ 

研究動機----------發現問題、探討研究背景 

↓ 

研究問題----------確定研究問題、擬定範圍與限制 

↓ 

研究設計----------研究架構、決定研究方法、對象 

↓ 

製作問卷----------編定問卷、修改問卷、確定對象 

↓ 

問卷調查分析----------問卷發出、問卷收回、資料整理 

↓ 

資料彙整及統計----------敘述統計 

↓ 

結論與建議----------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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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劃目標 

 

我們這次企劃以宣傳FJU Talents ss2021得獎的設計師為目標，透過實體靜態的

方式展出，拉近觀賞者與作品間的距離，同時從校園出發，讓本校的所有師生都

能夠更加認識此平台及其設計師。也因為於50週年校慶期間展出，期望可以帶來

更多人潮、已畢業之學長姐及紡織業界中的前輩；不僅讓設計師的作品有更多曝

光機會，也可以讓紡織業前輩在本活動找尋他們需要的人才，達到雙贏局面。 

另一方面，我們也透過網路推廣的方式，讓資訊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並將過去未

經整理的資料重新整合，讓觀賞者可以一目了然，一睹歷屆Talents們所有精彩

的創作。 

第三節 企劃內容 
 

一、靜態展計畫 

規劃於校慶期間，於系館一樓舉辦FJU Talents ss2021得獎設計師服裝的靜態展

覽，同時播放發佈於英國倫敦時裝週活動Fashion Scout走秀的影片。在展覽

上，除了服裝外，還會以四位得獎新銳設計師的各自主題布置展場，將設計師的

理念，透過文字及裝置藝術的方式去傳遞，讓走進展間便能感受到創作的溫度。 

 

二、網路行銷-社群媒體(IG、FB、網頁)推廣計畫 

(一)、FJU Talents平台狀況分析(紀錄於2020年7月3日): 

 IG FB 網頁 

追蹤人數 134人 1214人 無顯示 

貼文平均案讚數、觀看 25次 30次 無顯示 

上一次更新日期 2019/9/20 2019/9/16 2020/3/20 

更新頻率 視活動而定 視活動而定 視活動而定 

 

(二)、策略:  

目標:提升社群媒體的觸擊率，讓更多人認識FJU Talents這個平台。  

對象:國內外從事相關工作和對服裝產業有興趣及喜好者。 

內容:介紹FJU Talents參賽設計師以及推廣此平台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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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企劃執行辦法 
 

一、靜態展計畫 

預計將於校慶期間使用108展場空間，妥善運用其場地完整的呈現其四位 FJU Ta

lents其作品特色以及透過作品想傳達出的精神。展期為期一個禮拜，希望藉由

校慶期間吸引一定的流量關注，進而達到我們的企劃目標讓更多人知道FJU Tale

nts。 

 

二、網路行銷-社群媒體(IG、FB、網頁)推廣計畫 

更新頻率:IG更新，讓關注者可以持續獲得最新的消息以保持熱度。 

貼文內容:包括介紹參賽設計師設計理念、創作過程、過去經歷及作品等。 

內容來源:參賽設計師訪談、前幾屆Talents及作品介紹、參賽期間紀錄。 

訪談方法:以拍攝照片及短片方式，讓設計師透過鏡頭介紹自己並傳達自己的設

計理念。之後再將影片放上我們的粉專(FB、IG)，搭配我們的文字介紹，讓觀看

者清楚暸解每個設計師的風格，吸引觀眾對設計師的好奇。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研究內容範圍主要在本系設計組新銳設計師們，輔以其他國

內外可參考之新銳設計師平台。 

二、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人員本身 

本研究算是行銷組的我們第一次接觸到如此實務的行銷機會，而受限於資金及經

驗的不足，在學習如何推廣以及宣傳上都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導致於本研究只

能幫助設計師們在系上進行規模較小的展覽而在網路的觸及也比較不符期待。 

(二)就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在國內較少相似性質的資料可參考，大部分是參考國外同性質

的平台，使得本研究資料較多為邊摸索邊參考國外相似性質平台，完整度上較不

完整及齊全。 

(三)就研究方法 

這次畢展的創意企劃，由於經驗以及資金的考量，再加上國內較無此性質的平台

可借鏡亦或是參考，其研究結果在精彩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再加上隨著設計師

們相繼離開校園，因此無法時刻更新，因此如有在行銷上的疏漏亦或是不足，敬

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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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一、校內展覽推廣 

在去年12月底時，配合學校校慶在系館舉辦了設計師們的作品展覽。將兩位設計

師，王季澧/林育婕在本次FJU Talents的作品於校內展出。配合上校慶系友回娘

家的活動，讓許多當天不管是來參加校慶亦或是回娘家的系友們都可以親眼目睹

到兩位設計師精湛的作品。當日的活動也吸引到近百人的參訪也讓更多人認識且

暸解到FJU Talents。當天展覽也不乏知名設計師蒞臨，像是國內知名設計師CJEA

N簡君嫄。也讓系上的新銳設計師們讓更多業界優秀的前輩所看到，也是此次展

覽相當重要的目的。 

二、社群經營推廣 

Instagram數據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達634人 

內容互動次數：208人 

粉絲數量：105人（持續浮動中） 

第五章 結論 

國內每年不乏許多設計系畢業的新星們踏入服裝產業，但在台灣現有的市場中，

國內設計師品牌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可說是屈指可數，再漂亮再精美的作品若無法

真的走入人群那大部分都是空談。以台灣當前對於設計師品牌的報導及推廣也確

實不是那麼的普及，更不用說是對於還在校園亦或是準備離開校園前往人生下個

目標的這些新銳設計師們，多數的他們都擁有很棒的才華但卻無法獲得成正比的

關注度。而我們這次活動最大的目標當然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以及認識到

這些來自輔大織品系優秀的Talents們。讓更多人對於他們不再只是有著模糊的

印象覺得他們很會做衣服如此的表象而已。可以更了解私底下的他們也更了解到

他們對於自己人生以及作品有著什麼密切的關聯。如果沒有挖掘出這些有趣的東

西，我們相信絕大多數人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大概就只有哇！他們很會做衣服而已。

而現在讓大家看到更多他們光鮮亮麗的背後所付出的努力，絕對能讓更多人更貼

近這些厲害的設計師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