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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試圖在全球化下的國際分工與貿易中來探討臺灣傳統服飾產業如

何轉型成為時尚精品產業，並在全球的競爭狀態與策略中，破除原本的競爭

邏輯，擴展產業邊界而創造出新的藍海商機。文中藉由傳遞新的國家競爭力

與時尚品牌之經濟價值以及闡釋傳統產業時尚化的分析模型，來探討臺灣夏

姿服飾公司品牌轉型的過程。以國家形象、競爭差異、行銷策略所建立的架

構，發現到夏姿轉型為國際時尚品牌後，傳遞出代表著國家形象以及消費者

對於特定國家文化認同感的象徵意涵，並開創出藍海策略之競爭差異來擺脫

低價競爭與區隔同價市場， 後透過行銷策略使得品牌在現代化與全球化中

得以持續發展。夏姿這樣的轉型，除了能夠找到一條全新的路徑而立足於國

際市場，也讓其成為臺灣在時尚中的華人文化之典範。  

 

關鍵詞：全球市場中的傳統服飾轉型、品牌時尚化、國家形象、差異競爭、

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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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 早是在 1910 年由英國經濟學家諾曼‧安吉

爾(Norman Angell)所提出，象徵著資源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流動與配置(江雪

秋，2003：頁 171-172)，對每個人來說，全球化都是全世界勢在必行的命運，

這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對所有人都產生了同樣深刻的影響(包曼，2001：頁 1)。

此也象徵全球化意味著：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世界社會中，這表示，對封閉

空間的想像已經是脫離現實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區域或是群體可以自我

隔絕(貝克，2000：頁 14)。  

當我們談及到全球化的影響時，不可避免地，一定會觸碰到跨國或是跨

界的議題。因為世界就像是一張網絡，涵蓋了存在於地球上的每一個國家與

地區。全球化的發展不等於國家主權的消失，因為在國際社會中，任何國家

都要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李正國，2006：頁 5)，因為「國家」這個字無法

在深度上使其去政治化(巴特，2002：頁 197)，所以演變成彼此的互存，是

一個動態的合作與競爭關係。這一刻的地位，並不保證下一刻的確定，尤其

是處在半邊陲地帶的國家或地區，更是面臨到上昇亦是下降的命運，因為在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一個經久不變的要素就是等級式和廣為分布的勞動分

工(華勒斯坦，2000：頁 271)。根據伊曼紐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資本主義雖然使全球成為一個統合的、分工的「世界體

系」，但也使得核心國家的資本、權力、資訊之集中過程能力愈加強大。當

他在看待此一體系內的關係(即核心──半邊陲──邊陲的架構)時，國家仍是

重要的分析單位(孫治本，2000：頁 161)，而這種涉及國家主權並探討一國

與他國之經濟互動，謂之國際經濟學當中的國際貿易(王鳳生、陳思慎，2006：

頁 15-2-15-3)。由此觀之，如位於非核心地位之國家或地區，要能夠形成一

股面對核心國家之產業競爭，必須得以新的策略行之，才能夠使得貿易關係

得以進行。而如此之思維模式，可促成一套完整的態度與價值觀，認為創新、

競爭、可靠性、高標準(哈瑞森、杭亭頓，2008：頁 28)都是在全球競爭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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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穎而出所必須具備的元素。  

談及到全球化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是「空間的國家統治」。也

就是說經濟與社會乃隸屬於國家之下；在日常生活和學術上，大家談的是「法

國」、「義大利」、「美國」、「西班牙」、「日本」、「瑞典」等的經濟與社會。只

有在這樣的一個思想和制度的架構下，現代社會才成為一個彼此界線分明的

社會，如同「社會貨櫃理論」(Container-Theorie)所述，它們的確像在一個貨

櫃中般被留置於民族國家的權利中(貝  克，2000：頁 34-35)。因此，方可了

解到一國之產業是受到本身經濟與社會制度相當深厚的影響。  

在任何社會及國家中，經濟全球化的代價與好處是不會均等的；假如某

個社會及國家的向心力極小，對於公正合理地分配負擔又沒有相同的看法，

那麼全球化將帶來極大的痛苦(詹姆士，2000：頁 12)。因此，在競爭過程中，

勢必要發展出本身特有的產業優勢，即使沒有出現絕對利益原則，也至少能

有比較利益原則；能夠取材其他國家或是地區之文化長處，才能在全球下的

體系中，取得經濟上較為對等的交換關係，得以讓社會於處於國家這脈絡中

得以發展多元的內容。臺灣服飾產業曾經領導整體經濟發展，如今卻被視為

夕陽工業的「傳統產業」，1其實服飾文化之精博浩瀚，如能巧妙運用其精髓，

必定可將臺灣服飾產業擺脫純生產製造，而提昇到更高的層面(臺北服飾文化

館，2007)。  

如同表 1 顯示過去臺灣產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可看出其實成衣及紡

織品業在整個製造業中，與其他產業相較，仍是相當具有附加價值的。因此，

傳統紡織產業想在全球化下跨越邊界而創造更大格局，勢必要朝向「品牌時

尚化」(Branding Fashionalization)來發展。在社會和經濟發展趨勢加速的情

境中，要描繪時尚產業的輪廓是必須在新的自由化、個性化和全球化等方

面，跨越各部門領域的關係(McRobbie, 2002: 53)。綜觀上述，由於研究題材 

                                                        
1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製造業可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與「技術密集

產業」，而紡織、成衣及服飾業被歸類於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對一國的經濟成長佔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主要是它可以涵蓋龐大的就業人口，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朱延智，2005：頁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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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過去臺灣產業附加價值率變化趨勢  

附加價值率(1991-2003 年) 
行業別  

變動趨勢  P 值  差距  高年  

整體製造業  -0.0027  0.0147** -0.037 1993 

食品及飲料業  0.0007 0.7675 0.000 2002 

成衣及紡織業  0.0090 0.0080 -0.039 2001 

印刷業  -0.0071  0.0053** -0.042 1993 

化學材料業  -0.0049  0.0003** -0.057 1991 

塑膠製品業  -0.0016 0.9312* -0.039 1993 

金屬製品業  0.0093 0.0007 -0.029 2001 

機械設備業  0.0031 0.1324 -0.039 2001 

電力機械器材業  -0.0030  0.0006** -0.036 1992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自臺灣經濟研究院計算自主計處「國內生產各業值雙面平減表」

(臺灣經濟研究院，2004)。  

 

在學術上較為新穎，因此本文採用紮根方法進行，2由二手資料的詮釋加以建

構出一分析模型，後再將此模型運用至選取個案進行深度訪談以及其他相關

文獻的分析上。希望藉由品牌時尚化這樣一個切入點來探討一種新的國家競

爭力與時尚品牌之價值，並建構一傳統產業時尚化模型， 後由臺灣夏姿服

飾公司此傳統產業之現代化轉型來作為探討之具體訪談個案，形成理論模型

與實證案例的相互映證。  

                                                        
2 紮根理論是由 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 早發展出來的(Strauss and Corbin, 1990: 

27)。紮根研究目的在於建立理論，應用一系列的方法來搜集與分析資料，諸如常見的觀察

與訪談(Strauss and Corbin, 1998: 3-14)，此為質化研究方法中以歸納方式，對現象加以分析

整理所得的結果。經由系統化的資料搜集與分析，而發掘、發展，並已暫時地驗證過的理

論。目標在於建立能忠實反映社會現象的理論。「紮根」方法的運用，在於實地所搜集的資

料之上，將零碎片段的資料歸納、分析、統整為某些類別或主題，再經由持續不斷的個案

資料搜集，以求理論的飽和，而得出一紮根於實地資料的理論(陳昺麟，2001：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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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服飾產業的歷史脈絡與轉型之必要性 

紡織成衣業曾經是臺灣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不僅為國家賺取豐碩可觀的

外匯，更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提升國人的生活水平作出貢獻。近年來

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的丕變，業者紛紛著手調整其經營策略，希望能透過產

業升級以強化競爭力；其中經營品牌與通路逐成為眾人嗎目的焦點(黃佩鈺，

2008：頁 95)。談到競爭的優勢，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從國家環境

看產業競爭力的論述，尤其是他所認為產業競爭的狀態與競爭策略的相關理

論(波特，2005：頁 12)是需注意的核心。如將探討焦點放置到臺灣與中國大

陸兩岸之間的關係來看，可發現到可相互依附或成長的優勢在於其差異性，

但前題是要能夠處理這種差異性並相輔相成地運用它。因此對於想要跨越邊

界，創造更大格局的企業來說，了解與轉化應用臺灣的管理與中國大陸的文

化是不可或缺的。在全球化下潮流下，如何將中國風的特色突顯出與西方世

界的差異，或許能從此面向著手，進而剖析臺灣傳統服飾產業的未來發展。

此外，金偉燦(W. Chan Kim)與芮妮‧莫伯尼(Renée Mauborgne)所闡釋的藍海

策略，破除原本的競爭邏輯，擴展產業邊界而創造出新的藍海商機(金偉燦、

莫伯尼，2005：頁 15-19)。而在決定哪些產業是國家發展的方針，其主要可

思考的因素為產業吸引力及國家競爭力，這需要檢視一國之內的消費行為以

及出口的生產模式(科特勒、賈特斯普林皮塔、瑪耶辛斯，2000：頁 243-268)。 

臺灣一直以來都是以出口為導向，而從 1961 年至 2006 年臺灣主要出口

貨物前五名可由表 2 得知，紡織及成衣業一直都是臺灣相當重要的出口貨

物，不過 2006 年之後，紡織及成衣業卻已經跌出臺灣主要出口的前五名。  

另外，根據圖 1 可看見從 1970 年至 1885 年，成衣服飾幾乎都佔臺灣紡

織品出口總值 50%以上之高比重。但從 1986 年以後其所佔比重逐年下滑，甚

至於 2000 年以後，比重已降至 20%以下。其中 1987 年成衣服飾的出口總值

皆高於紗布，但其之後，成衣服飾出口快速下滑，因此可以說 1987 年是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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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中的成衣服飾業漸漸衰退的一個轉折年(陳介英，2007：頁 63-90)。3 

表 2：1961-2006 年臺灣主要出口貨品前五名  

名次  

年別  
一 二 三 四 五 

1961 
食品、飲料及

菸類 

紡織、木、紙

及相關產品 

農林漁牧、狩

獵品 

化學材料與

製品 

非金屬礦物

產品 

1966 
食品、飲料及

菸類 

紡織、木、紙

及相關產品 

農林漁牧、狩

獵品 

電力機械及

器具產品 

非金屬礦物

產品 

1971 
紡織、木、紙

及相關產品 

電力機械及

器具產品 

食品、飲料及

菸類 

農林漁牧、狩

獵品 
機械設備 

1976 
紡織、木、紙

及相關產品 

電力機械及

器具產品 

食品、飲料及

菸類 

農林漁牧、狩

獵品 
機械設備 

1981 
紡織與成衣

製品 
電子產品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鞋製品及配

件 

玩具、遊戲及

運動相關產

品 

1986 
紡織與成衣

製品 
電子產品 

鞋製品及配

件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玩具、遊戲及

運動相關產

品 

1991 
紡織與成衣

製品 
電子產品 機械設備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資訊與通信

產品 

1996 電子產品 
紡織與成衣

製品 

資訊與通信

產品 
機械設備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2001 電子產品 
資訊與通信

產品 

紡織與成衣

製品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機械設備 

2006 電子產品 
基本金屬及

其製品 

精密儀器、鐘

錶、樂器 

塑膠、橡膠及

其製品 
機械設備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自中華民國財政部「近年出口主要貨品統計」 (2009)。  

                                                        
3 紡織產業為臺灣重要的創匯產業之一，然而臺灣紡織產業在無天然纖維的環境下，卻能夠

在國際市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顯然具有競爭力。由過去發展至今，許多體質不良的紡

織業早已消失，現在的紡織業都是經過千錘百鍊而存留下來的，所以產業的韌性極強。不

過下游的成衣及服飾業在越南與中國大陸的低價競爭下，經營日益困難；尤其是中國大陸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更加速成衣產品的出口成長(朱延智，2006：頁 165-169)，讓臺灣的

成衣及服飾業面臨更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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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類紡織品歷年佔紡織品總出口值比重  

資料來源：《牽紗引線話紡織：臺灣紡織產業發展史》(陳介英，2007：頁 80)。  

 

由競爭與策略角度思考之，如果落實到產業與國家、經濟與社會關係的

研究中，則會發現其中又以時尚產業中的時裝為具代表性。因為時裝只有在

社會環境中才能突顯，經濟愈繁榮、社會團體愈大、組織愈完善，時裝就會

顯得愈重要(赫洛克，1988：頁 4)。瑪莉．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認為任何

社會都存在著一種將身體象徵化的傾向(Entwistle, 2000: 10)，如此之身體的

再現可藉由服飾來實踐。這之中隱含著，雖然文化並非一種商品(瓦尼耶，

2005：頁 19)，但是卻可藉由外顯性十足的服飾來加以展現。  

人是群居的動物，每個人以「成員」身分進入這世界。以家庭、宗族和

部落為單位共同生活，聚集成鄰里、社群、城鎮和都市，在幫派、俱樂部、

工會、協會中，與無數多種團體之下運作著。人們往往藉由穿著來宣稱自己

對於政治、文化、宗教，以及本身專業的忠誠感(Miller, 2005: 14)。人和團體

是不可分的現象，是一體兩面的；因此，這之中的黏著劑也就是「歸屬感」，

甚至在性別因素方面，因為不同時代下的社會觀感差異，影響到女性主流穿

著的趨向性(Banner, 2003: 7-8)；男性對於穿著材質的必須偏好與可選擇性

(Lomas, 2007)，這構成人類處境的基本要求(阿金，2006：頁 96-97)，使個人

可藉由服飾宣揚出一種優勢的經濟與文化價值或避免某些負面標籤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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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為了誇耀而從事支出，沒有任何型態的消費比起花在服裝上更能凸

顯，甚或更易操作(范伯倫，2007：頁 138)，以闡釋時尚與財富累積的關連

性(Shi, 1999: 439)。  

在現今的社會脈絡中，個人身體可藉由服飾象徵此視覺意象來宣揚的文

化價值已不只侷限於財富及社會威望而已，文化價值的項目已複雜許多。可

以定義為個人對服飾語言的操弄，用以產生具「個人語調」(Intonation)和風

格特色的「明確發言」(Specific Utterance)，而這個具個人特色的服飾表達就

稱為「個人言說」(Individual Speech)( Rubinstein, 2000: 26-29)。例如：年輕

的意象、健康的形象、或休閒品味格調的呈現等優勢的文化價值，都可透過

服飾象徵記號的運用來宣示。而這樣的功能，更是能展示個人的獨特性和顯

著性(Simmel, 1971: 309)，並將其鑲嵌於國家經濟與文化價值的認同當中。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炫耀性的宣示，對於服飾的需求，可以說是一種較

高的或是精神上的渴望(范伯倫，2007：頁 138-153)，就像我們產生出許多文

化的炫耀項目，諸如：衣著、珠寶、美食、藝術品、音樂、跑車、遊艇、噴

射機、豪宅以及名流朋友等(康尼夫，2003：頁 232-233)。其實這如同訴說著

我們需要別人重視的感覺，或許是因為我們天生就對於自己的價值懷有疑

慮，於是這種藉由服裝來表現自我產生一種決定性的影響(狄波頓，2005：頁

12-14)。  

然而，在此所探討的的時裝與傳統上定義不同，其僅僅是是二十世紀以

後才出現的現象，因為在二十世紀以前，服裝類型林林總總，不同階級、社

會地位、家庭的穿著都不一樣(王受之，2006：頁 7)，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具

有強制力的社會，其服飾是不適合作為炫耀人體的工具(范伯倫，2007：頁

144)。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造就具有消費的群眾，才逐漸使得服裝有

多變化，讓服裝為身體服務、為人服務。尤其是在現代通訊的居間促成之下，

品牌社群更是已經成為現代歸屬的現象(阿金，2006：頁 104)。因為在做設

計時，要先照顧到使用者的需求(吳昭怡，2006：頁 98)，而設計是根植於創

新能力當中，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

的調查，臺灣在 2007 至 2011 年的全球創新力評比是第 6 名，在亞洲僅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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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7：頁 4)，如表 3 所示，顯示出臺灣在此

面向是具有競爭力的。然而，設計不是空洞的東西，不能單獨談，要和組織、

策略、行銷、品牌一起談(吳昭怡，2006：頁 30)，才可讓其具體化地呈現在

物件上。  

表 3 ：全球 2002-2011 年創新力評比報告  

年份  

國家  
2007-2011 2002-2006 名次變化  

日本  1 1 - 

瑞士  2 2 - 

美國  3 3 - 

瑞典  4 4 - 

德國  5 6 +1 

中華民國 (臺灣 ) 6 8 +2 

芬蘭  7 5 -2 

以色列  8 10 +2 

丹麥  9 7 -2 

奧地利  10 11 +1 

加拿大  11 13 +2 

法國  12 12 - 

荷蘭  13 9 -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臺灣新經濟簡訊」 (2007)。  

三、服飾的新經濟價值：品牌時尚化與國家文化的展現 

要進入到時裝時代，首先要有品牌意識和流行風格意識。時裝的核心就

是不斷地變化；變化的本質，也就是時裝與成衣、服裝之間的區別。表面上

看起來，時裝是服裝設計師個人喜好、才能與智慧的創作結果，但是真正的

關鍵並不是某個設計師具有的天分與想像力，而是本身創作與時代需要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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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否恰好吻合(王受之，2006：頁 8-9)，也就是其創造能否正好符合時代的

需要。而在當今強調以人為本的背景中，服飾的設計和用料也會愈來愈接近

人性(吳昭怡，2006：頁 136)，而更加突顯當代社會中人的重要性。一個新

風格一旦蔚為風潮並持續受寵一季或至少該風格仍是新奇事物時，人們很容

易被這個新風格所吸引，這個流行的時尚款式就會被認為是美觀的(范伯倫，

2007：頁 145)。  

每一個時代，都有一個壓倒性且佔有主導地位的觀念，民眾的衣著是當

時思想的意識型態之具體表現，4且可反映出一個國家的一般生活方式(李少

華，1990：頁 46-50)。當國家強盛時，更可使得本身時裝的影響力遍及到他

國。例如：過去文藝復興時代，高級服飾都以義大利為首；而後「法王路易

十四」(Louis XIV)在財務大臣柯貝爾(Jean-Baotiste Colbert)的協助下，除了

讓法國成為超級商業強國之外，也強調法國時尚產業若能發展出來，可媲美

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金銀礦(陳高生、宋思葦，2011：頁 226)，而使得高級

服飾與與法國形象密不可分(德尚，2006：頁 4-9)。在此，也證明了全球品牌

如果沒有在地化的精神，是很難得到支持的(韓倫，2006：頁 12)，但如果能

結合強盛的在地文化，則可創造出在全球架構下更具有競爭力的價值來。這

樣之觀點來自於「世界文化的分布反映權力的分布」之論述，如同美國前助

理國防部長奈伊(Joseph Nye)所言，「硬性權力」(Hard Power)由經濟與軍事實

力支配的實力；「軟性權力」(Soft Power)則是國家透過文化和意識型態，使

其他國家「想要」強國所想要的。而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型態很吸引人的

時候，其他國家就比較願意追隨其領導。這些都是必須根植於物質成就和影

響力之上，也就代表著軟性權力建立於硬性權力的基礎上，才能彰顯其力量

(杭亭頓，2008：頁 112-113)。  

流行服飾產生於虛構的本源之樣式(經由時裝設計師構想出來的時裝)，

緊接著便是經由一系列的真實服裝來實現這一樣式 (此為式樣流行的問

                                                        
4 意識型態的結構可透過符號系統來組成(Eder, 1996: 206)，如同時裝可以象徵當代的文化符

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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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巴特，1998：頁 19-20)。但是到了「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與「大

規模消費」(Mass Consumption)的背景下，時裝界認識到：無須每件衣服都

要與眾不同，但須藉由品牌的力量來推動時尚，5因為品牌的作用是推動流行

的力量，6一旦成為流行，就可以批量生產。在現代時裝業中，由於中心已經

不是設計師本身，而是品牌的推動，因此品牌成為整個運作的核心。7如果將

時裝產業比喻成一座「核能發電廠」(Nuclear Power Planet)，品牌能產生光

和熱，是原本運作的動力來源；設計師提供「鐳」(Radium)來促成融合反應；

而 後由那些具有純熟技術的管理者來操作這座發電廠(Hume, 2006: 32)，進

而產生一規模性的效果。重新定義時尚產業在管理面向的效果，更能凸顯此

產業未來的發展新模式(Abrahamson, 1996: 256-260)。  

根據這樣的運作模式，更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品牌對於時尚產業具有相當

大的影響力。如把此現象放置全球化下的企業評比來考量，根據表 4 所列出

之全球前百大 有價值品牌的調查，其中時尚服飾精品所佔有之比例，從

2001 年至 2007 年的狀況來看，其幾乎都維持佔據百大產業中的十分之一

強。不但顯示出其品牌在國際產業競爭上具有相當重要的符碼意義之外，其

產業的未來仍有其發展性。  

 

 

 

 

 

                                                        
5 「時尚」(Fashion)，顧名思義可以說是一時的崇拜，但也可說是一種行為態度、生活風格與

選擇。其如同是當代的生活方式，密切呼應了時代社會及文化現象(石靈慧，2005：頁 35-37)。 
6 時裝與品牌原本是兩回事，但近年來逐漸成為同一件事。「品牌」(Brand)是指過去人們畜牧，

其牲畜容易在山頭走失，為避免與他人牲口搞混亂而起爭議，因此在牲畜身上烙上名字或

標記以茲辨別。此烙印行為稱之 branding，與今日將名牌釘在衣服上同出一轍(黎堅惠，

2008：頁 183)。 
7 1980 年代見證了品牌無限的發展，以及始於 1960 年代的模特兒近年來近似神化的地位。時

裝設計師的名字轉變成品牌，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時裝產業(塔克、金斯偉爾，2001：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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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全球前百大最有價值的時尚品牌  

年代 
排 名 

（年間消長狀況） 

品牌價值 

（單位：百萬美金）
原產國 品牌名稱 

31 875 美國 GAP(apparel) 

38 705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50 536 義大利 GUCCI 

61 427 法國 CHANEL 

67 375 美國 LEVI’S(apparel) 

85 191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91 149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100 100 義大利 BENETTON(apparel) 

2001 

總數：8(美國：3、法國：2、義大利：3) 

36(-5) 741(-134) 美國 GAP(apparel) 

41(-3) 705(-)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52(-2) 530(-6) 義大利 GUCCI 

64(-3) 427(-) 法國 CHANEL 

73(-6) 345(-30) 美國 LEVI’S(apparel) 

86(新進排名) 249(NR) 義大利 PRADA 

95(-10) 193(+2)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100(-9) 151(+2)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2002 

總數：8(美國：3、法國：2、義大利：3) 

36(-) 7,688(+6,947) 美國 GAP(apparel) 

45(-4) 6,708(+6,003)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53(-1) 5,100(+4,570) 義大利 GUCCI 

61(+3) 4,315(+3,888) 法國 CHANEL 

73(新進排名) 3,416(NR) 法國 HERMÈS 

77(-4) 3,298(+2,953) 美國 LEVI’S(apparel) 

87(-1) 2,535(+2,286) 義大利 PRADA 

95(-) 2,048(+1,855)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2003 

總數：8(美國：3、法國：3、義大利：2)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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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7,873(+185) 美國 GAP(apparel) 

44(+1) 5,602(-1,106)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59(-6) 4,715(-385) 義大利 GUCCI 

64(-3) 4,416(+101) 法國 CHANEL 

79(-6) 3,376(-40) 法國 HERMÈS 

85(-8) 2,979(-319) 美國 LEVI’S(apparel) 

93(新進排名) 2,613(NR)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95(-8) 2,568(+33) 義大利 PRADA 

100(-5) 2,147(+99)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2004 

總數：9(美國：3、法國：3、義大利：3) 

18(+26) 16,077(+10,475)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40(-2) 8,195(+322) 美國 GAP(apparel) 

49(+10) 6,619(+1,904) 義大利 GUCCI 

65(-1) 4,778(+362) 法國 CHANEL 

77(新進排名) 3,730(NR) 西班牙 ZARA(apparel) 

82(-3) 3,540(+164) 法國 HERMÈS 

93(+2) 2,760(+192) 義大利 PRADA 

95(-2) 2,677(+64)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96(-11) 2,655(-324) 美國 LEVI’S(apparel) 

2005 

總數：9(法國：3、美國：2、義大利：3、西班牙：1) 

17(+1) 17,606(+1,529)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46(+3) 7,158(+539) 義大利 GUCCI 

52(-12) 6,416(-1,779) 美國 GAP(apparel) 

61(+4) 5,156(+378) 法國 CHANEL 

73(+4) 4,235(+505) 西班牙 ZARA(apparel) 

81(+1) 3,854(+314) 法國 HERMÈS 

96(-3) 2,874(+114) 義大利 PRADA 

97(-2) 2,783(+106)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98(新進排名) 2,783(NR) 英國 BURBERRY 

100(-4) 2,689(+34) 美國 LEVI’S(apparel) 

2006 

總數：10(法國：3、義大利：3、美國：2、西班牙：1、英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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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321(+2,715)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46(-) 7,697(+539) 義大利 GUCCI 

58(+3) 5,830(+674) 法國 CHANEL 

61(-9) 5,481(-935) 美國 GAP(apparel) 

64(+9) 5,165(+930) 西班牙 ZARA(apparel) 

73(+8) 4,255(+401) 法國 HERMÈS 

94(+2) 3,287(+413) 義大利 PRADA 

95(+3) 3,221(+438) 英國 BURBERRY 

99(新進排名) 3,046(NR)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2007 

總數：9(法國：3、義大利：2、美國：2、西班牙：1、英國：1) 

16(+1) 21,602(+1,281)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22(新進排名) 13,840(NR) 瑞典 H & M(apparel) 

45(+1) 8,254(+557) 義大利 GUCCI 

60(-2) 6,355(+525) 法國 CHANEL 

62(+2) 5,955(+790) 西班牙 ZARA(apparel) 

76(-3) 4,575(+320) 法國 HERMÈS 

77(-16) 4,357(-1,124) 美國 GAP(apparel) 

91(+3) 3,585(+298) 義大利 PRADA 

94(新進排名) 3,526(NR)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2008 

總數：9(法國：3、瑞典：1、義大利：3、西班牙：1、美國：1) 

16(-) 21,120(-482)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21(+1) 15,375(+1,532) 瑞典 H & M(apparel) 

41(+4) 8,182(-75) 義大利 GUCCI 

50(+12) 6,789(-1,465) 西班牙 ZARA(apparel) 

59(+1) 6,040(-315) 法國 CHANEL 

70(+6) 4,598(+23) 法國 HERMÈS 

78(-1) 3,922(-435) 美國 GAP(apparel) 

87(+4) 3,530(-55) 義大利 PRADA 

89(+5) 3,303(-223)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98(新進排名) 3,095(NR) 英國 BURBERRY 

99(新進排名) 3,094(NR) 美國 POLO RALPH LAUREN 

2009 

總數：11(法國：3、瑞典：1、義大利：3、西班牙：1、美國：2、英國：1)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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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1,860(+740)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21(-) 16,136(+761) 瑞典 H & M(apparel) 

44(-3) 8,346(+164) 義大利 GUCCI 

48(+2) 7,468(+679) 西班牙 ZARA(apparel) 

69(+1) 4,782(+184) 法國 HERMÈS 

84(-6) 3,961(+39) 美國 GAP(apparel) 

95(-6) 3,443(+140)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100(-2) 3,110(+15) 英國 BURBERRY 

2010 

總數：8(法國：2、瑞典：1、義大利：2、西班牙：1、美國：1、英國：1) 

18(-2) 23,172(+1,312) 法國 LOUIS VUITTON (LV) 

21(-) 16,459(+323) 瑞典 H & M(apparel) 

39(+5) 8,763(+417) 義大利 GUCCI 

44(+4) 8,065(+597) 西班牙 ZARA(apparel) 

66(+3) 5,356(+574) 法國 HERMÈS 

84(-) 4,040(+79) 美國 GAP(apparel) 

93(+2) 3,794(+351) 義大利 GIORGIO ARMANI 

95(+5) 3,732(+622) 英國 BURBERRY 

2011 

總數：8(法國：2、瑞典：1、義大利：2、西班牙：1、美國：1、英國：1)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與整理(Interbrand, 2011; Guo and Yeh, 2012: 75)。  

 

由表 4 綜觀前百大時尚產業，沒有任何亞洲的時尚品牌列於榜上，其闡

釋了歐洲與美洲在全球化這浪潮下佔有較為核心之位置。除此，以「設計」

為主的時尚產業自 2005 年之後在排名順序，已經超越原本以「成衣」為主

的服飾產業。然而，以「成衣」為主的服飾產業在品牌價值上，8卻歷年逐漸

地滑落，如美國的 GAP 以及 LEVI’S。GAP 的品牌價值排名從 2001 年的但

31 名，幾乎是逐年下滑至 2008 年的 77 名；而 LEVI’S 的品牌價值排名更是

由 2001 年的 67 名，也是幾乎逐年下滑至 2006 年的 100 名，而在 2007 年更

是跌落至 100 名之外，而後 2008 年卻難在進入前百大的行列。在此可與之

                                                        
8 「品牌價值」是一種對一個品牌形象的總和，包括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品質、財務表現、顧

客忠誠度、滿意度以及對品牌整體的評價(卡奈普，2001：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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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照的是義大利 GIORGIO ARMANI，9其在 2001 年之後幾乎年年都上

榜，雖然其中短暫於 2003 年與 2007 年並未入列，但其品牌一直堅持時尚的

價值，使得在 2008 年都能夠繼續回到前百大；英國 BURBERRY 在 2006 年

進入前百大，為延續品牌的價值而開拓至以亞洲市場為主，於 2007 年正式

結束位於威爾斯的生產工廠，要把生產線外移到工資低廉的中國大陸(蘇瑜

棻，2007)。新聞發佈後確實造成品牌形象的影響，雖然之後在 2008 年未入列，

但其成功地維持住轉型上的挑戰風險，在 2009 年又重新回至百大行列。10 

但是在表 4 中也可發現，品牌強調「快速時尚」(Fast Fashion)與「平價

奢華風」(Masstige)的「西班牙」ZARA，11其擺脫了傳統的成衣模式(楊瑪利、

林孟儀，2006a：頁 196-197)，12只需短短的 12 天就能完成一全新系列，且

藉由轉型而維持一種異軍突起的效果，讓其品牌排名於 2005 年首度進榜 77

名，之後逐年升高 2006 年的 73 名、2007 年的 64 名後至 2008 年的 62 名；

而於 2008 年的「瑞典」H & M(Hennes and Mauritz)強調其「一流形象、二流

                                                        
9 GIORGIO ARMANI 的臺灣代理商是嘉裕西服董事長「嚴凱泰」，為了力圖「拯救」嘉裕

(Carnival)，花了相當心力在國內資深紡織公司經營的男裝品牌蛻變上。特別是在代理

GIORGIO ARMANI 之後，可以看出「向 ARMANI 學習」的諸多細節。嚴凱泰表示，ARMANI

的品質、精緻，就是 重要的精神(聯合人力網，2006)。 
10 英國在十八世紀啟動「工業革命」帶來的「大量生產」，也影響到流行時尚界，尤其是「成

衣」就在這種條件之下開始蓬勃發展，讓大眾透過成衣的方式與概念，也能穿出流行，這

也讓流行時尚不再成為只有少數上流社會人士，才能享有的一項特權，著實改變長期以來

人類的穿衣文化(葉立誠，2010：頁 101)，而這一波的改變，更是從品牌改變與打造，在全

球化下開啟另一種不同的新思維。 
11 西班牙的文化創意挽救了傳統產業於狂瀾，例如：強調舒適、自在、悠閒的西班牙設計，

更趕上全球渴望解放壓力的潮流，繼義大利設計之後，成為世界新焦點(楊艾俐，2003：頁

145)。另外，西班牙與臺灣相似的地方為其經濟由中小企業構成，如：臺灣 2005 年整體商

業數，以中小企業為主，共有 764,457 家，佔整體商業的 98.0%(經濟部商業司，2006：頁

13)，而這些中小企業因專業化的結果，早成為其他大企業的供應商，理解到國際化的氛圍(伯

格、西蒙、包納，1996：頁 110)。 
12 masstige 是 mass(大眾)與 prestige(名聲；魅力)兩字所組合的新詞，指一種品牌，價格介於「大

量生產的低價位商品」與「有品牌、高價位商品」之間，又一說為「低調的奢華」(中國時

尚品牌網，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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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三流價格」的廣告號召，13並打出與世界級的知名歌星，如：瑪丹娜

(Madonna Louise Ciccone)、超級名模，如：克勞蒂亞．雪佛(Claudia Schiffer)、

海蒂．克隆(Heidi Klum)或是名設計師，如：卡爾．拉格斐(Karl Lagerfeld)、

川久保玲(Rei Kawakubo)等，一同合作或代言的設計款式策略，讓其品牌相

當戲劇性地在首度進榜就一舉站上 22 名，高過於許多傳統時尚國家的品牌。

這些原本不屬於流行時尚生產的國家，憑藉其獨特的產銷模式，除了讓國家

的形象得以宣揚之外，也象徵著「後進國家」產業發展與品牌的打造，是可

以藉由品牌時尚化的行銷模式來加以展現其轉型的成果，而有成功的機會。凡

此種種都證明高檔與評價的結合似乎是一種將來可能會更加蔚為風潮的趨勢。 

甚至在成衣的發展上，也看到這樣的一種雛形。某些時尚服裝製造商已

經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使用垂直整合自身優勢(Richardson, 1996: 409)，

因為如果服飾產業的競爭力只定位在成衣而沒有品牌作為後盾，即使國家分

工後的「顯示性比較利益」(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值較高，14 

也只能從事簡單的代工生產，利潤無法提升，如根據表 5 的各國家成衣競爭

力 RCA 值，可看見土耳其在 2000 年至 2003 年都是 高的，但是卻沒有辦

法帶動國家形象於品牌價值的經濟效益上。而這也可看到美國只有成衣方面

的生產，而沒有逐漸轉型走向品牌時尚化，只能以壓低勞動力成本做價格上

的競爭(柯志明，1993：頁 1)，相對性受到其他國家低價競爭的風險會更大。

另對照至表 4 的分析，更可看到美國知名品牌錯誤方向後的成本與代價是逐

年不斷下滑的品牌價值。由於成衣廠商主要銷售對象為品牌或是百貨連鎖據

點，面對國際上買主及品牌零售商大者恆大的趨勢明顯且逐步縮減其供應商

的數量，以達成快速反應及品質穩定之需求下，因此如何成為一個知名品

牌，將是未來成衣業賴以生存的關鍵(駱春梅，2005：頁 102)。  

                                                        
13 H & M 是瑞典知名服飾品牌，近來熱門商品是其團隊根據瑪丹娜的喜好及訴求所設計出的

「M by Madonna」系列， 後由瑪丹娜挑選出並為其代言的商品(Stenvinkel and Tapper-Hoël, 

2006)。 
14 RCA 是指國家 x 產業之 y 產品出口市場佔有率除國家 x 產業總出口市場佔有率。當 RCA

值愈大時，則國家的 x 產業之 y 產品愈具有比較利益，其國際出口競爭愈強(李博志，2006：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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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各國家成衣競爭力 RCA 值  

年別

國家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土耳其  7.851 6.707 7.481 7.082 

中國大陸  4.627 4.346 4.073 3.947 

印度  3.894 4.365 3.570 3.830 

印尼  2.436 2.540 2.222 2.237 

菲律賓  1.916 2.344 2.310 2.451 

泰國  1.828 1.736 1.571 1.493 

墨西哥  1.672 1.595 1.549 1.473 

南韓  0.934 0.905 0.729 0.618 

馬來西亞  0.735 0.744 0.676 0.687 

中華民國(臺灣) 0.641 0.639 0.522 0.467 

新加坡  0.425 0.423 0.424 0.412 

美國  0.341 0.303 0.279 0.254 

巴西  0.164 0.003 0.118 0.134 

資料來源：作者分析、整理自「產業競爭力」(李博志，2006：頁 53)。  

 

而這些推動因素，如同 Richard R. Nelson (1994)所言，相關的策略其實

是一套廣泛的如同信仰般之承諾，而其背後力量來自國家長期支持的許諾，

以及政商和社會在民族情感上的高度共識(Nelson, 1994: 247-269；瞿宛文，

2006：頁 43)，而這種民族屬性也是我們這時代生活中相當普遍合法的價值，

使得文化的區隔能與民族作一種想像的連結(安德森，2008：頁 7-12)。因此，

可以理解到國家形象除了單純的品牌價值之外，其一國內的整體發展也是需

考量的。因為這樣一種認同的意義，顯示出文化是由社會制度、知識系統、

價值信念、象徵符號以及人類實踐所組成的多層次系統(郭洪紀，1997：頁

53)。  

國際知名品牌擁有高價值，述說著區域性產品的必須轉型為全球性商品

貿易才能夠拓展其生存空間，並印證了時尚是一種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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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必須從社會因素中找尋其沿革(瓦格．拉波特，2002：頁 160)。尤其

在所謂的亞洲文化崛起之時，背後更隱含整個時尚產業轉型之所需，臺灣設

計界未來十年會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其設計不應該只是承襲歐洲的傳

統，應該轉向中國或是東方的設計元素。因為在二次戰後迄今，亞洲四小龍

的經濟發展經驗，加上後來的中國大陸、泰國，甚至之前的日本，都使許多

西方人士相信，以儒家為文明基礎的東方文明，是這些國家成功的主要原因

(Pye, 1985；葛永光，2005：頁 118-119)。珍惜本身的特有文化，才能使得產

品之故事脈絡能有基礎與獨特性，而品牌的意義在於顧客知道誰生產了這個

產品，哪個公司創造了這個產品(鄭一青，2003：頁 121)並賦予一個強力而

清晰的品牌特性(Joachimsthaler, 1997: 40)，使其能夠與競爭者能在產品的深

層意涵中有所區隔。  

四、品牌時尚化分析模型 

近年「美學經濟」指標性產業──時尚產業，為亞洲各國所重視並積極

推廣，紛紛從專業代工的「製造業經濟」發展至以品牌及設計為主的「創意

經濟」；諸如臺灣的「品牌臺灣發展計畫」(Branding Taiwan)、中國的「建造

上海時尚都市」、韓國的「米蘭計畫」以及泰國的「曼谷時尚都市」等(中華

民國紡織業拓展會，2007)，都重塑了時尚的價值。15儘管理論界對於時尚產

業還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是時尚元素和產品在現代經濟社會已經是無處不

在。以時尚產品為特徵的設計、製造、銷售價值單元正在與原有的宿主產業

進行分離，在以時尚為紐帶的聯結下，形成新的價值鏈條，逐漸發展為新的

產業。在一些國際化的大都市，時尚產業已經和以技術為特徵的新興產業一

樣，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新動力，在實現商業價值的同時，也在改變城市

                                                        
15 時尚化概念，如果放置在其他領域，更明顯看到亞洲文化的轉型價值，諸如：飲食。尤其

是東南亞料理率先走上時尚化、精緻化路線者，首推泰國料理。泰國政府視飲食為文化經

濟(及體驗經濟)焦點，將泰式料理塑造為文化產品，配合觀光旅遊宣傳及歐美社會對亞洲料

理的逐漸接受，躍入時尚餐飲之林，蔚為全球化的文化產業(王志弘、沈孟穎，2010：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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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結構。與此同時，時尚產業已經和城市的文化、歷史緊緊結合在一起，

不僅提升級城市的經濟功能，而且在推進創新、重塑城市競爭力等方面，為

城市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閆海洲，2010：頁 98)。  

「時尚」就是在某種既定的時空範圍內，被人們重新觀察到的急遽變化

之生活習俗(高田公理，1988：頁 129)。時裝成為時尚的典型代表，是因為

時裝在社會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宣揚，2002：頁 143)。主要的象

徵功能在於突顯其社會顯著性，16並道出時尚是來自於人們對於美感以及品

牌的追求(辜振豐，2003：頁 75)，而這所證明的意涵卻是鑲嵌在整個社會所

建構之對某種品牌之認知上。17時尚的指標 容易察覺的就是由衣服的穿著

這具有強烈的外顯效果來呈現，而穿衣其實就是一種自我創作、風格的展現

(吳昭怡，2006：頁 80)。以時裝來吸引人注意，大多是傑出的、公眾場合露

面的角色(赫洛克，1988：頁 48)，從而創造一種視覺形象的塑造(卡普塔，

2007：頁 85)。但在現今社會脈絡中，一般個人也都可藉由服飾象徵此視覺

意象來宣揚所涵蓋的優勢文化價值，並展示本身獨特性和顯著性 (Simmel, 

1971: 309)，即各種秀異的標示(劉維公，2006：頁 178)。  

從過去以生產為導向的市場型態，轉換為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現代，必須

確實地掌握消費者的喜好趨勢，才能創造更佳的市場利基(林家旭，2008：頁

373)。傳統消費者因為可以選擇的產品少，常受廠商與供應商的支配與限制；

在當今強調多元競爭的全球時尚市場中，傳統服飾轉型為時尚產業需要有效

的品牌宣傳與建構，因為當消費者面對充滿選擇時，除了名人可說是宣傳的

佳利器(瓦格、拉波特，2002：頁 113)之外，唯一能憑藉的就是本身聽過

的、知道的、買過的，信賴且享用愉快的品牌(馬里堤，2001：頁 10)。更進

一步來看，這就好像是一種「品牌的承諾」，恰似一種透明的水泥，來填補

腦袋的裂縫。如果填補妥當，過了一陣子就會開始凝固，並在心理上產生「自

                                                        
16 如同臺灣在 1970 年代中期普遍穿起一種由當時的蔣經國總統推行公務員穿著「青年裝」之

現象，就是一種凸顯社會杜絕浪費精神的顯著性(葉立誠，2005：頁 184-186)。 
17 在時尚追求的典型故事中，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內容，會隨著消費者與品牌建立關係

的時間長短而有所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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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定位」(崔維斯，2001：頁 227)。因為成功品牌必須要有一明確又獨特的

識別資產，18對消費者而言，使其易於在眾多品牌中記憶與分辨(高端訓等，

2005：頁 16)。如把這種分析放置於對物品的觀感，也透露出了人所喜歡的

物品是一種象徵，它建立了確切的心智架構，而這種東西總是有一個故事、

一段記憶，還有把我們個人與這個特定物品、事件連結起來的特質(諾  曼，

2005：頁 8)，形成一種近年強調的新消費族群的趨勢。這樣的消費態度是重

視個人、獨立自主、喜歡參與且具有豐富消費知識的群體(Lewis and Bridger, 

2001)，其經濟能力與影響力，甚至將主導未來時尚消費市場的發展(林勤敏，

2009：頁 215)。在這種愈來愈追求時尚化與個性化的消費中，產生了一種對

於品牌的偏好，尤其是歷經商品經濟與消費文化的洗禮後，物質產品會經由

消費而獲得生活與社會的生命意義，而後在改變的過程中，建構了自己獨特

的物質與精神的消費文化(余逸群，2010：頁 4)，形成一種屬性認同的 佳

寫照。  

這樣的一種象徵，更是比擬了時尚與國家、社會、商業與個人不可分割

的事實。一國人民的行為也會因為國家發展而受到改變，諸如十八世紀英國

對外貿易擴張與工業革命，不僅促使國家財富急速增加，對當時人們的生

活，也造成巨大的改變。此外，國外引進的異國風格商品及 新時尚的新奇

事物、國內製造的多樣性消費產品、加上快速拓展串連的工廠及商店網絡，

使得喬治時期的人們，無論階級高低，皆可享有前所未見得以嚮往及購買生

活基本必需品、符合個人地位物品、甚至於奢侈品的權利(Chen, 2007)。  

這種巧妙之結合，更是彰顯了國家這樣鉅觀之面向是來自於微觀的日常

生活之堆砌。如將其放置於產業觀點來看，便能夠將前述之國家競爭力與品

牌連結至時尚產業之中，如同十八世紀日內瓦銀行家「奈克」(Jacques Necker)

之讚嘆：「對於法國人而言，品味是商業 豐碩的成果」(德尚，2006：頁 8)，

                                                        
18 根據品牌大師 David A. Aaker 的定義，品牌的識別資產至少包括：「品牌知名度」、「品質認

知度」、「品牌忠誠度」、「品牌聯想度」及「品牌專利資產」等五個元素(高端訓等，2005：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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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是為什麼在行銷活動前，必須先弄清楚整個文化的總體價值為何(摩  

瑟，2005：頁 55)，之後並藉此結合鉅觀與微觀面向的分析來呈現其效果。  

綜合上述，可理解到國家形象對於時尚產業的品牌效果是建立於生產品

質、文化傳統之中；在競爭過程，必須開創新的藍海策略，以產品升級和市

場區隔作為一利基的表現； 後在行銷部分，則是要能夠達到彰顯世代認

同、個人屬性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試圖建構一概念模型來作為分析品牌時

尚化的轉型效果：  

 

國家形象 
生產品質 
文化傳統 

競爭差異 
產品升級 
市場區隔 

行銷策略 
世代認同 
個人屬性 

 

圖 2：傳統服飾產業之品牌時尚化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研究者設計。  

五、立足臺灣、放眼世界──夏姿．陳(SHIATZY CHEN) 

(一) 夏姿的創辦人及其歷史背景 

曾經，王陳彩霞是臺中清水鎮一家布莊的裁縫師；如今，王陳彩霞是夏

姿服飾創辦人，少數在國際舞台上闖出中國服飾品牌的臺灣人。王陳彩霞十



全球市場中臺灣傳統服飾產業之品牌時尚化分析 

．433．  

七歲就跟著舅舅學裁縫，學成後到臺中清水裕豐布莊駐店當裁縫；二十四歲

時嫁給綢布莊老闆的大兒子王元宏；1978 年，這對夫妻憑著家裡給的十萬元

開始創業，從寄賣流行女裝開始做起。有一段時間，她每半個月坐著公路局

公車，抱著未滿週歲的大兒子到臺北看望老公，順便學一些臺北 新的設計

款式。夫婦倆後來也曾經跟著業界的節奏，拷貝日本的流行，做到一年營業

額三百萬元(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 

王陳彩霞在 1984 年參加東京著名設計師森英惠的時裝展，讓她吃驚的

是「竟然有那麼多的時尚名流，同時穿著森英惠的服裝參加時裝秀。」她看

到一個有原創力的設計師所受到的尊重、寵愛，也第一次看到國外的服裝標

準。「別人到國外是去 copy(複製)，我是去看人家的精神！」王陳彩霞意識

到，衣服和社會生活文化息息相關，國外服飾設計師懂得將文化融入設計

中，臺灣的衣服也應該要有中國文化做內裡。當時的王陳彩霞雖然只是「做

衣服」的人，19但她始終不解：「世界上的百年品牌都很堅持自己的路線。沒

有堅持，就沒有今天的這些品牌。只是，法國、美國、義大利都有百年品牌，

為什麼臺灣沒有？」而後，1979 年她決定放棄大家爭相投入的流行服裝，自

闢改良式中國服的新道路(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  

1980 年代中期，王陳彩霞開始出發挑戰另一個新領域，將中國服與流行

元素結合，設計一種前所未有的流行時裝。但夏姿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以

前流行服裝可以抄日本，中國服可以吃老祖宗的手藝，但是流行與中國服結

合，沒有本可循，只能自己創造。」那兩、三年是夏姿成立以來 沈悶的一

段轉型期。王陳彩霞為尋求突破，開始往全世界的流行時裝中心法國巴黎、

義大利米蘭尋求養分，但西洋的元素加上中國元素，一融合不對，就失去風

格成為四不像。夏姿的服裝變得不受歡迎、業績掉了很多、客人對全新的服

裝連看都不想看(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  

                                                        
19 當時呂方智、王榕生等人開始以自己的名字打出設計師的路線，王陳彩霞的夏姿才要起步，

「他們已是知名的設計師，我們被認為只是一般成衣商」王元宏說出當時夏姿在業界的位

置(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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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陳彩霞後來發現了關鍵：布料對設計師的重要，「設計衣服，原料成

功了，就成功一半。」另外，為了學習巴黎時裝的立體剪裁，1990 年，夏姿

在巴黎市郊住宅區買一棟房子做為工作室，聘請一組法國設計師、打版師教

夏姿全新的時裝工藝技術。王陳彩霞很敢花錢栽培夏姿的設計師，在歐洲的

各種時裝展、布料展上，都可以看到夏姿的設計師出現。相較於一些抄短線

的臺灣流行時裝業者，王陳彩霞在基本功上，下了十足力量，她看的是品牌

長期的未來(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124)。1996 年，夏姿在巴黎

繁華的羅浮宮附近名店街買下一棟十八世紀的建築物，花五年時間重新裝

修，王陳彩霞的夢想終於在 2001 年 10 月 8 日實現。正對著法國 著名的

Colette 時裝店的夏姿專賣店，開幕了(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4)。  

(二) 夏姿「現代化的轉型」與「全球化的擴展」 

夏姿代表的是臺灣傳統紡織產業朝向時尚精品的轉型經營，也是現代化

中相當重要的指標之一，其設計總監「王陳彩霞」(Shiatzy Chen)由於對服裝

的熱愛，從基礎裁縫做起，雖從未受過正統服裝設計教育，但憑藉熱忱與務

實的學習態度，逐步累積實力並摸索出獨創之風格。秉持著創造「華夏新姿」

的精神，使得 1978 年成立的夏姿服飾有限公司，從原本 1978 年的女裝生產，

到後來於 1987 年推出男裝系列，20並於 1996 年整合旗下所有服裝系列為

「SHIATZY CHEN」品牌，使其至今已擁有高級女裝、男裝、配件以及家飾

品，並致力於國際市場的拓展(Chen, 2006)，由表 6 可以看見夏姿發展的整個

歷史脈絡。 

 

 

 

 

 

                                                        
20 1987 年是臺灣服飾產業開始逐漸走向衰退的關鍵年(陳介英，2007：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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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夏姿產業發展史  

年  代  重要事蹟  

1978 年  
「夏姿服飾有限公司」成立於臺北市，推出品牌「夏姿」專事生產女

裝，銷售於國內市場  

1987 年  正式推出男裝系列  

1990 年  巴黎成立工作室  

1994 年  成立夏姿服飾會員系統 Arts Club 

1996 年  整合旗下所有服裝系列為「SHIATZY CHEN」品牌  

1998 年  
夏姿服飾成立廿週年，結合慈善活動，成立「婦女腫瘤醫學研究協會」，

邀集各界政商名流共襄盛舉，募得之款項全數捐付慈濟醫學院  

2000 年  應邀前往新加坡參加亞洲設計師時裝展  

2001 年  夏姿服飾在巴黎門市正式開幕，成為第一個進駐歐洲的臺灣時尚品牌  

2002 年  應邀為奧地利施華洛世奇(Swarovski)水晶設計與發表高級訂製禮服  

2003 年  

1. 夏姿服飾成立二十五週年  

2. 夏姿服飾上海錦江門市開幕  

3. 夏姿臺北中山旗艦店開幕  

4. 正式推出男女家居服飾與家飾品系列  

5. 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評選夏姿為值得矚目

之品牌  

2004 年  

1. 與「故宮」合作，於「至善園」發表春夏新裝  

2. 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評選夏姿為 2004 熱門時尚品牌之一  

3. 北京朝陽門市成立  

4. 香港半島酒店門市成立  

2005 年  
1. 上海外灘旗艦店成立  

2. 香港利園門市成立  

2006 年  青島陽光百貨門市成立  

2007 年  

1. 上海營運總部成立  

2. 天津海信廣場店開幕  

3. 捐贈設立夏姿．陳「雲南屏邊希望小學」  

2008 年  

1. 澳門四季酒店旗艦店開幕  

2. 參與巴黎時裝週  

3. Cha Cha Thé 采采食茶文化成立  

續次頁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五卷第二期 

．436．  

2009 年  

1. 參與巴黎時裝週  

2. 應邀為 Swarovski 設計並於臺北、北京發表皮革與水晶作品  

3. 臺中旗艦店開幕  

2010 年  

1. 參與巴黎時裝週  

2. 香港歷史博物館展出高貴典雅的旗袍設計  

3. 臺北天母門市開幕  

4. 上海國金中心店開幕  

2011 年  

1. 參與巴黎時裝週，打造中西合併品味  

2. 臺中遠東百貨店開幕  

3. 北京太陽宫店開幕  

4. 成都遠東百貨店開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夏姿．陳公司重要年鑑介紹(Chen, 2006；夏姿服飾有限公司，2009；

張釋云，2009b：頁 134-135；顏甫珉，2011)。  

 

1990 年於巴黎成立工作室，並於 2001 年 10 月正式成立巴黎門市，21成

為第一個進駐歐洲之臺灣時尚品牌；2003 年 3 月上海「錦江」門市成立，成

為夏姿進入中國市場第一個據點；2004 年香港半島酒店與北京太平洋百貨門

市亦相繼開幕；2005 年，夏姿於香港利園增設第二家門市，並於上海外灘九

號樓成立旗艦店，成為夏姿國際化的一項重要里程碑。  

夏姿對服裝及品牌的專業與努力，亦獲得國際媒體諸多讚賞。2003 年，

《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夏姿為值得矚目之品牌；2004 年，《倫敦金融時報》

評選夏姿服飾為年度熱門時尚品牌之一，與來自全球的國際精品名牌並駕齊

驅(Chen, 2006)。而後於 2007 年，夏姿更是擔當起企業社會責任，捐贈設立

夏姿．陳「雲南屏邊希望小學」(夏姿服飾有限公司，2009)，夏姿種種的努

力都使得臺灣的能見度提升許多。如今，在全世界 頂尖的流行殿堂巴黎羅

浮宮附近的名品街，看到豎起「SHIATZY CHEN」招牌的專賣店。每一季都

                                                        
21 夏姿之所以成為研究之代表個案，除了臺灣可稱為國際品牌之服飾不多之外，另也彰顯臺

灣人不屈不撓的精神：從臺中鄉下到巴黎，這條路，坐飛機只要十五個小時，但王陳彩霞

花了二十三年才走到(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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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國人敲門，想做夏姿的代理商(周啟東、李采洪，2003：頁 122)。另外，

為了在品牌間別度上下功夫，如圖 3 所示，夏姿 LOGO 也採用了英文的拼寫

來展現國際化的接軌，22下方並列出設有據點的國家城市。 

 

 

圖 3：夏姿 LOGO 

資料來源：亞洲 CI 網(2009)。  

(三) 臺灣「品質」與中國「特質」的結合 

談到傳統產業在轉型過程中，如以「臺灣」當作是品牌的力量來進行全

球化，其實在全球精品市場會相當辛苦，尤其是臺灣早期是以「加工」、「代

工」為主，在時尚形象當中的加分效果非常有限。因此，除了強化本身的製

造能力之外，更應該要尋找外來的元素，以增添其轉型後的競爭力。 

 

因為我們歷程是從「加工」、「代工」那階段走過來的，所以對於「設

計」這元素，並沒有很根植於這產業裡面，臺灣設計的東西很多都以

歐美為主。但是臺灣具有的優勢在於認真、韌性、創心、靈活度……

                                                        
22 中間的標誌是夏姿英文名稱之縮寫：SC，以方便展現當代許多精品會運用的 LOGO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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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覺得 Made in Taiwan 裡面其實包含了 Made in China，就是用中

國的元素在臺灣，夏姿用了許多在高級路線的地方，也一直把 Chinese

這要的東西放在設計這裡面，這應該是可以讓外國人很容易瞭解的特

點吧！   

 

在製造部分，一般而言，「臺灣製造」(Made in Taiwan; MIT)和「中國製

造」(Made in China)這兩個生產地給人的感覺應該有所不同。夏姿強調本身

的衣服，一看就知道是夏姿生產的，而這個所謂的「中國」(China)意指為「中

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的意思，並不是真正所有產品在中國生產，以此

作為一種品質上的監管與生產地的強調。因此，如何能擁有中國的「特質」，

但是也能有臺灣的「品質」，並讓兩者結合，會是夏姿進入到國際市場與其

他時尚業者競爭中，很重要的一種產業轉型所會面臨的挑戰。  

 

關於品質，我們現在所有的衣服都還是打著 Made in Taiwan，臺灣技

術上面領先中國大陸一般有十到十五年之間，所以我們會希望在「品

質」上是 Made in Taiwan，但是「文化」上卻是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因為臺灣的文化給人感覺是比較「速食」的，雖然可以有不錯的品質，

但是中國那種五千年的東西給人感覺就好是像是一個不一樣的「故

事」。所以像我們這邊生產幾乎都還是在臺灣，就是要給人有一個在

技術上的「印象」。但是在「製造的品質」與「整個社會的進步度」

來看，Made in Taiwan 還是會比 Made in China 有較好的評價，而這也

是我們現在製作的部分：以「臺灣」為主。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借用

中國的「文化」部分。 

 

從整體國家形象的層面來看，臺灣製造的形象事關重大(施振榮，2005：

頁 44)。因此，為了要強化本身的「生產地」概念，夏姿採取的策略是將生

產地放在臺灣，借助臺灣本身「電子資訊產業」在國際上的形象以突顯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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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的保證，這種舉動就像是 2005 年快速崛起的西班牙 ZARA，23其仍有一

半的製造基地保留在西班牙總部附近地區(楊瑪利、林孟儀，2006b：頁 220)

的道理一樣。但是卻引伸到中國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故事來述說，回答了一種

歷史與意義的問題(韓  倫，2006：頁 31)，使其品牌具有說故事的功能，並

巧妙地與淵源流長的文化做一結合。  

(四) 以「品味」擺脫低價競爭；以「文化」區隔同價市場 

夏姿的轉型，讓其轉移純粹製造為主的「代工品牌」，成為在臺灣算是

很大的「設計品牌」，與其他各國的國際競爭當中，其脫離了削價或是價格

低廉的商品市場之主要競爭者，而是以歐美為主要消費取向的顧客，達到所

謂的藍海策略的第一原則：重建市場邊界，並且深入探討顧客所「講究」而

非「將就」(金偉燦、莫伯尼，2005：頁 76-89)的觀點。  

 

我覺得競爭會有幾個面向，一個就是我們當地的對象，另一個就是你

們的價錢是在哪一個層級上，以及鎖定的顧客是同一群人。我要舉○

○，24是因為有很多人可能對它不了解的時候，很可能就認為這兩個

牌子都是很「中國式」的設計、風格，都有做「行銷」的工作。但是

只要仔細分別，會發現買○○衣服的客人與買「夏姿」的客人，其實

是很不同的族群。○○的客人是以「觀光客」為主，他可能想要有「a 

piece of China」（有某一點中國的東西），就可能會買○○，原因是它

的「價格比較低」。但是我們的東西，你應該可以用個二、三十年，

應該是絕對沒有問題，所以「價格會高很多」。  

 

雖然夏姿的客人也有觀光客，但是策略上就比較針對是「海外的觀光

                                                        
23 此概念可由經濟部《2004 年中華民國工業簡介》中列出 2003 年臺灣市佔率全球第一的產品

共列了 18 項，其中 14 項為電子資訊產品(瞿宛文，2006：頁 27)，來凸顯臺灣製造業具國

際地位之產品形象。 
24 作者在文本中以○○為替代訪談時所提到之品牌名稱，作為一匿名性之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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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鎖定在他們基本上對生活有「一定的品味」，並且對自己用的東西相對

上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品質要好」，然後要「與別人不一樣」，所以就會

選擇「夏姿」的商品。這種策略的確擺脫了對於商品市場的削價搶奪，進而促

成產業升級的另一種樣貌，讓其不須與相似文化的商品賴以在價格上做競爭。 

 

○○的東西，你可能走出去就會與人在外型上「撞在一起」。所以很

多人會誤解只要是以中國風為主，可能我們是一樣的，但是由客群上

來看，只要看「商品」與「定價」，就會發現有很大的分別。  

 

以此方式作為消費者之區隔，使得夏姿現在大部分的客人，座落於購買

國際精品這個區塊，像是 LOUIS VUITTON 跟 GUCCI 等，來說明共同時尚

奢侈品與其他低價競爭者不同的經濟特徵，彰顯較低的價格彈性需求(Hilton, 

Choi, and Chen, 2004: 351)。強調因此只要他們擁有這三個品牌之後，就可能

會想要些許不一樣的品味。而夏姿就會提供這樣一種具有不同創新味道的特

性。而這就像是一種「文化區隔」的方式使得夏姿得以發展出所謂「東方元

素」的方向，進而與諸多歐洲、美洲時尚品牌，做出鮮明的差異效果。  

 

我想就一個品牌來講，我們可以勝出的就是「我們自己的文化」這一

塊，因為其他的都是「外來的」，而且它的「品質也都很好」。這時候

需要的是從消費者「認知」來著手，大部分的消費者基本上都還是非

常「西化」，大家都還是希望擁有的是 CHANEL、LOUIS VUITTON

跟 GUCCI，但是慢慢地如果許多外國人都很喜歡中國、臺灣，或是中

華文化的時候，也許你也會覺得如果自己使用的東西有一點點「中國

味」的話，是很時尚的。  

 

夏姿的轉型確實使得商品能夠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其不易簡單由技術層

面就能夠加以取代的利基。使本身品牌的意涵能夠逐漸與歐洲、美洲的同價

市場造成一種競爭效果，並且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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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者年輕化」、「配件多款少量」與「政治宣傳效果」的

行銷策略 

企業對於未來的消費族群之開拓，是決定是否可延續整個產業生命的核

心。夏姿也不例外，一方面強調具有傳統文化價值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必須

使年輕一代的消費者能夠產生認同感，並進一步願意擁有此產品。因此在轉

型過程中，整個企業「行銷」策略，就變得相當重要。  

 

我們在臺灣很久了，所以大家可能會知道這個品牌，但是我們也在努

力「轉型」中，因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停留在「媽媽那一輩會用的品

牌」。當然有一部份原因是「價格帶」的關係，或是我們的「VIP 都是

政商名流的太太」。所以行銷這一部分，也是我們現在努力希望可以

「年輕化」，希望像二、三十歲這年紀的女生也願意進來購買一個背

包或是手提包之類的。尤其市場品牌要國際化，已經沒有時間讓你像

是在臺灣耕耘二十幾年、三十幾年這樣，你到了一個新的市場，你就

要馬上跟別人競爭。  

 

夏姿在行銷部分的年輕化，希望其產業能夠獲得年輕族群的青睞，進一

步延續本身在時尚精品業的市場。相較於其他業者，其可能會主打配件部

分，讓年輕人比較容易直接獲得。而夏姿是以服飾為一主要的力量，其轉換

的作法是必須更貼近年輕消費者，才可能變成是一種常態性的消費狀態，夏

姿在此也做了相關的調整，讓整個行銷更具有競爭力。  

 

服飾基本上就會比配件來得高一點點，但是我認為我們新推出的產品

價格應該是大家可以負擔得起的。在配件部分，這可能是我們的困難

的地方之一，因為我們是以 fashion 出發的，不像 LOUIS VUITTON

是以配件起家。我們配件是畫好設計圖之後，送到法國或義大利工廠

去生產，但我們生產的數量都很有限，所以它的價格低不下來。因為

LOUIS VUITTON 是一個大品牌，所以它的採購力很強，我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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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就是「多款少量」，之間加上運費等，所以配件真的就無法在價

格上低下來。但是我們又不想屈服於成本因素，把它拿到中國去生

產，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堅持。就是要在法國、義大利，要在品質上感

覺與他們是同等的。  

 

其強調年輕人對於求新求變的需求，因此，夏姿在這方面是以數量的變

化來吸引消費族群的注意。並且更加強調這些配件的品質是與其他時尚業者

一樣，具有一定的水準，以提升其競爭力。另外更重要的是，要成為一國際

性產品，必須要由某些知名度高的人物幫忙做一代言工作，尤其是社交名媛

等，更能凸顯其品牌價值。  

 

出席公開活動經常都看得到名媛陳妍嵐選擇國內頂級女裝夏姿．陳

(SHIATZY CHEN)，讓自己原本就典雅婉約的時尚氣質，更顯亮眼，

堪稱夏姿．陳的最佳代言人(葉卉軒，2011)。  

 

夏姿的服飾向來受到政商名流喜愛(陳怡君，2007)，因此在整個行銷考

量中，目前採取的策略就是希望許多政治名媛，能夠由較高曝光度來提升品

牌知名效果，作為國家形象與品味之展現，這樣的效果與早期英國戴安娜王

妃對於英國服飾的宣傳效果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此可為品牌創造相當可觀的

免費公關(普林格，2005：頁 67-68)。25除了名人效應之外的行銷手法，甚至

為求品牌年輕化之品牌曝光效果，夏姿創辦人之媳婦也扮演了一種素人行銷

之推手。  

 

                                                        
25 近來更加讓人熟悉名人加持效果的就屬華人「吳季剛」(Jason Wu)2008 年幫美國總統夫人：

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設計在總統就職舞會上穿著的白色斜肩禮服(張釋云，

2009a：頁 86-89)；中華民國總統夫人周美青 2010 與 2011 年國慶典禮上所穿著的點綴著金

箔咖啡色洋裝(陳映竹，2010；江羚瑜，2011)，也是出自吳季剛設計。讓 Jason Wu 這設計

師同名品牌受到相當大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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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汽車大千金許嫁給夏姿創辦人王陳彩霞的二兒子王子瑋，雖然沒

有直接參與夏姿或采采食茶工作，不過許年輕又典雅溫婉的氣質是最

稱職的代言人，她身邊的姐妹淘也因此成為夏姿新顧客(張寧，2011)。 

 

夏姿對於年輕化的追求現象，不僅限於此，在明星對於品牌效果之加值

部分，更有不同的方式，諸如邀請依林 (Eelin)模特兒林又立擔任夏姿 2006

春裝目錄代言人等；在設計風格上也增添諸多年輕化的影子，像是改良式的

馬靴、新式剪裁的繡花禮服與翻領的皮外套，將設計呈現出年齡層下探的趨

勢(張釋云，2009b：頁 123)。在所有服飾產品的設計風格都可看到品牌時尚

化的塑造過程中，必須兼具不同年齡層顧客的推展，方能進一步延續其價值

的展現。品牌價值，是一種深層的內化信仰：時尚化過程，讓服裝更具有時

代氣質的感染力。  

六、結 語 

全球化的轉型競爭是所有傳統產業都必須面對，過去這幾十年來，國際

品牌主導市場的情況相當多。企業運用跨國性的行銷，並藉由國家的形象來

加以推行。擁有國際品牌之時尚產品的公司更是成為一種國家競爭的優勢，

企業集團憑藉其經濟規模、大量的廣告宣傳預算及高人一等的組織管理，征

服全世界的消費者，不僅使得產品得以銷售，更是把國家的文化符號象徵傳

遞到其他國家中。因此要分析一個國家的時尚產業，其不單只是代表著國家

優勢產業結構的意涵，更是象徵著消費者對於特定國家文化的認同感。因此

分析其產業時，必須將此脈絡一同放進來深入探討，才能較完確地把這樣的

全球化所帶來的效應描述出來。  

但在全球競爭的百大時尚品牌中，幾乎都是歐洲與美國所佔有，尚未出

現亞洲的品牌。這在強調亞洲崛起之美學經濟，更使得臺灣時尚產業具有相

當大空間的發展潛力。而把時裝簡化成一種品牌的模式來呈現，將其所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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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型時尚化轉變成競爭的優勢，營造一種國家文化來產生個人的歸屬感。

具有國際化指標的大都市，時尚產業已經相關的新興產業一樣成為推動區域

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在促進商業價值的過程中，也在改變城市的視覺藝術產

業結構，讓時尚產業與城市的文化歷史緊緊融合在一起，推進創新整體產業

的發展性。 

傳統服飾產業，在歷經過去成衣削價競爭的歷史後，品牌的轉型必須藉

由時尚化過程來加以形塑。在此改變中，除了立基於當代時空背景，也需涵

蓋不同的面向：(一)「國家形象」的描繪，從「符號」概念中引伸的生產國

印象，除了需仰賴「有形的生產品質」作為後盾之外，「無形的文化傳統」

是支撐起國家形象此概念的整個想像所需的架構依據。兩者是相輔相成，產

品的生產品質是貼近消費者使用的經驗事實，臺灣在此部分已有許多科技上

與設計上的成果，而能夠轉化為一種國家形象的符碼，以品質的提升來象徵

商品「臺灣製造」(Made in Taiwan; MIT)在國際市場上的價值，並藉此型塑

而轉化為一種國家形象的優勢；(二)開創「競爭差異」，結合麥可‧波特的競

爭策略以及金偉燦、莫伯尼所謂的藍海策略概念來凸顯「產品升級」與「市

場區隔」所能帶來的整體效益，尤其廣泛的東西文化不同，可作為一種區隔，

並提領出華人文化的一種傳統優勢來做為發展上的主軸；(三)「行銷策略」

則是必須打破過去以生產者為導向的市場型態，而轉換為以消費者為導向的

現代趨勢。在這過程中，品牌的形象是必須加以延續的，因此獲得不同「世

代認同」是確保抽象的品牌價值得以在觀念中不斷產生口耳相傳的生命延續

象徵。然而，在愈來愈追求時尚化與個性化的消費行為中，「個人屬性」是

一種品牌所必須採取包裝，亦即新的意識型態賦予了品牌的認同價值。  

品牌時尚化過程，簡言之：國家形象對於時尚產業的品牌效果是建立於

生產品質、文化傳統之中；在競爭過程，必須開創新的藍海策略，以產品升

級和市場區隔作為一利基的表現； 後在行銷部分，則是要能夠達到彰顯世

代認同、個人屬性的效果。因此，本研究試圖建構一概念模型來作為分析品

牌時尚化的轉型效果。傳統產業面臨到全球挑戰的壓力之後，在其現代化過

程是必須找出本身優勢並結合外來的文化以強化品牌的效果。可以看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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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飾產業，如何走出代工、加工的路徑，而能夠逐漸轉型成為時尚、精品

產業，讓臺灣的產業找到一條全新立足於全球市場的路徑，並且開創出藍海

策略之競爭差異的效果， 後要能夠立足於國際市場，行銷的策略更是不可

或缺。夏姿這樣一個傳統產業之轉型發揮了「臺灣手藝、中國風華」(Made in 

Taiwan, Cultured by China)的魅力，讓本身品牌在時尚化過程中成為東方華人

文化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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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Branding Fashionalization for 

Traditional Taiwan’s Clothing Industries in Glob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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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from traditional 

clothing to a fashion boutique industr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es to eliminate the original logic of competition, expand industry boundaries and 

create so-called new blue ocea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new 

national economic value of fashion and uses the model of fashionalization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HIATZY CHEN in Taiwan. Examining images of 

nation, diversity of competitiveness, and strategy of marketing, the author finds that 

foll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to an international fashion brand, SHIATZY CHEN 

deliver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national image, as well as consumer specific cultural 

identity, and creates blue ocean strategies that eliminate low-end competition and 

separate the same price market. What is more, these marketing strategies made the 

brand compatible with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IATZY CHEN produces not only a product that reflects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a model of fash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Keywords: Global Market, Branding Fashion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lothing,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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