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nway Asia Program 
 RAP亞洲新秀設計師獵星計劃 

 

 

RAP – 意指敲擊，拍擊的意思 

LaMay拉美美人秉持企業使命初衷 

擬長期計畫培育服裝產業設計精英 

期引起業界共鳴，攜手共襄盛舉 

從台灣出發、放眼亞洲 ! 

 

 
產學合作企劃書  



介紹 



企劃宗旨 
綜觀台灣多年來相當注重各種人才的培育，尤其是科技智慧產能方面的人才。 流行產業畢竟在
世界上一直是一個舉足輕重、產值非常大、不容小覷的行業。 所以培育出優秀服裝設計師更是
能夠讓臺灣這個注重人才發展的亞洲珍珠散發無線光芒。 

本公司從事紡織生產廠商、服飾進出口產業已有50多年的資歷。本次提出企劃之概念是以優
良服裝企業主導回饋社會並育成台灣下一代之服飾設計產業人才。透過兩
岸網路平台，給台灣學生一個不需要斥資製作參與時裝週比賽，或者單打獨鬥籌措資金開店，

就能有個展現作品及設計理念的機會。更透過兩岸設計比賽讓年輕一代的新秀設計師被兩岸
產業界與網際世界看見，進而為企業界尋求優秀的人才。進而替這些充滿熱情
創意的學生未來鋪路，充分展現MIT創意精神，讓學生的設計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同時透過本計畫，學生們在各個學校中所學習到的知識，可以落實發揮於產業實際商業模式當
中！學生的作品不再只是為了應付考試或作業的作品，與我們合作是將學生的作品升級成為一

個可以販售的商品！落實學中做，做中學的精神！ 
 

『 Runway Asia Program - RAP亞洲新秀設計師獵星計劃』 
 

獵星計畫將會與教育部、業界、協會、大陸學校等互聯網系統攜手合作！ 

 

 我們的最終目標與期望 

希望透過獵星計畫，每年可以一直不間斷的培育出台灣服裝設計界的新勢力! 



公司背景 

工廠 

• 標旗企業前身為早期台灣

知名外銷義大利Piti Filati的

高級毛料紡織廠 

• 五十多年前就開始由澳洲,

紐西蘭進口原料 

• 在亞洲製造羊毛紗廠並逐

漸轉型為參與開發設計高

級針織品製造廠商，並在

越南、柬埔寨及大陸設廠。 

多年來專於外銷歐洲世界

級品牌針織特級精品，並

以歐洲義大利為主要出口

國。 

經銷 

• 標旗企業與台灣及大陸經

銷商合作進口義大利品牌

多年，主要以流行品牌代

理，美妝保養品，酒類，

食品罐頭及牛羊肉品為主。 

• 合作經銷商遍及大陸各省

百貨商場，各大賣場及中

大盤商。 

因應世界潮流趨勢 

• 標旗企業特設分公司晶和

洋行在2009年開始投入網

路購物，至今共擁有四個

購物網站。 

• 近期更與新加坡、日、韓、

中國新秀設計師合作一個

LaMay拉美美人全球服飾

購物網站，將世界各地新

秀設計師的產品帶入台灣

市場。 

• 只鎖定高貴不貴的清新品

質商品，引導消費者，並

避免與價格低廉品味堪慮

的複製品競爭。 



分析 



國際間台灣設計師人才輩出 

證明台灣的孩子們不缺才華！缺的只是一個被看見的機會！ 

吳季剛  

潘貝寧  
古又文  

黃薇 

王陳彩霞 

詹朴 

洪麗芬 

葉珈伶 

竇騰璜 

張李玉菁 

潘怡良 

溫慶珠 

陳季敏 

黃嘉祥 

賴慧敏 
賴慧萍 

朱欽騏 

施堉霖 



數據分析 

※內部資料，請勿外洩！ 

就讀服裝設計相關科系之同學 
出社會後真正學以致用的 
嚴格說起來不到26.5%！ 

 
浪費學生時間！ 
也浪費教育資源！ 

 



下 一  個 

 

新秀 設計師 
 

在哪裡? 



計畫簡介 



交流

競賽 

產業

體驗 

知
名
度 

概論:  獵星計畫將結合兩岸服裝設計交流競賽與產業體驗兩大部分！ 

1.將全面提升學生作品之能見度！ 

2.學生可提早實習職場之運作模式！ 

『Runway Asia Program』 
亞洲新秀設計師獵星計劃 



1. 新秀招募 – 提供平台曝光販售設計商品 

※LaMay審核標準：  
商品上架資料是否繳交齊全、資料內容皆符合上架條件， 
例如：尺碼與材質有沒有給齊全⋯⋯等等 

招募有理想/才氣/
想法或想展現自己
的新秀設計師與同
學參與，請校方協
助宣導招募計畫。 

報名需繳交 
(1)2-3張最能表現 
    自己的照片與自 
    我介紹 
(2)5-10張設計作品 
     照片(正面/背面 
    /清楚細節圖) 
(3)詳細的尺寸表 
(4)材質介紹 
(5)說明介紹作品 
    (適合誰穿、衣服 
    類型/剪裁、欲 
    呈現出來的效 
    果...等) 

審核通過後即可
將作品上架至平
台做正式販售！ 
自行決定商品上
下架與賣價，同
時可與平台申請
進行商品之行銷
活動。 

繳交文件
(附件1) 

平台上線 

招募 

作品曝光 

1.售出時，將 
   主 動 做 通 知 。 
2.請學生直接 
   將商品寄給 
   訂購人。 
3.網站只扣除 
   基本費用， 
   剩餘盈餘將 
   全 額 歸 學 生 。 

1.平台中置入校   
   徽/校名/學生姓   
   名/作品理念等 
 
2.同步放置官方  
   FB招募計畫相 
   簿，將分別設 
   置個人作品相  
   簿。   

盈餘回饋 

【上架=立刻曝光】 



2. 每月新人王選拔 – 為新秀曝光增加知名度 

新人王 

曝光 新人王 

選拔 

招募期間每月30日依
相簿作品人氣指數進
行新人王選拔，使用
票選方式選出一位新
人王！ 
評選標準為作品FB相
簿按讚數數量。 

於選拔結束之隔月 
10號公布新人王得主！ 
選拔結束的隔月15號，
其作品將會曝光至 
(1)平台首頁大輪轉廣 
     告區！ 
(2)官方FB動態消息！ 
(3)官方Line@    



學校 

LaMay 學生 

• 其菁菁學子皆是經業界認同之菁英！ 

• 幫助學生提升未來之職場履歷之經驗值。 

增加學校正面形象 

• 幫助學校新生招募！ 

新星將自動成為學校的最佳代言人 

最好的免費廣告！ 

• 可製造校園學生之共同話題，為參展同

學加油打氣。 

提升校園向心力！ 

• 向世界推薦作品，增加知名度！也引起服
飾企業的關注，為將來事業及早鋪路。 

推薦自己！ 

• 扣除平台基本費用，賣出盈餘將全數歸同學。 

自己的賣價自己訂！ 

• 同步得到學習學分並提早進入實施職場讓
企業選秀。 

 

 

展現自己的機會我來了！ 

 

• 業界首創提供商業平台供學生自由發揮！ 

提供平台！ 

• 在業界倡導支持獵星計畫，培育孵化精英！ 

提供資源！ 

• 期望培育出亞洲服裝設計界的新勢力！ 

提供希望！ 



招募流程 



                        網站介紹 
▪ 此平台之商品皆是從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等國之服裝品牌與公司進行招商並

進行合作，平台消費族群皆是已有消費能力之OL、中高階主管與經營者，在社會上會發
揮較大之影響力，並有設置企業會員專區，有合作之業界人士與消費族群皆會至此平台
進行參觀與選購，進而增進學生作品的曝光度。 
 
 

▪ 此平台一推出即破3萬個瀏覽人數，且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號召各方人馬共同參與，進
而炒熱其網站氛圍，並每週定期投遞廣告資源至本平台，以保持其網站之能見度，本公
司除從事服裝產業，尚有經營美妝、家庭用品、食品等產業，在行銷方面的操作上也是
行之有年，此次合作企劃，是為培育下一代優秀人才，增加其知名度與競爭力。  

 



網頁呈現範例 



新秀設計師介紹版面 

* 提供個人品牌頁, 

學生可提供自行品牌自行設計 

的LOGO做上傳跟品牌事蹟與
敘述 

 

       點擊即進入商品分類頁面 



點擊頁面呈現 

RAP單獨分類 

&學生個人獨立類別 



商品介紹版面 



各級學校 
 

希望校方能協助宣傳推廣 

Runway Asia Program  
RAP亞洲新秀設計師獵星計劃 

 
鼓勵孩子們皆積極的參與此合作計畫！ 

培養台灣下一代服裝設計界的 

新勢力！ 



 

Who is the next  Fashion Designer？! 

 

JOIN US！ 

下一個被看見的就是你！ 



報名資訊 



附件一、 
獵星計畫報名表 



校方Q&A 

▪ 學生商品退貨怎麼辦？ 

→為符合台灣法律7天鑑賞期的部分，請老師協助宣導學生務必做好心理調適，避免學 

    生受到衝擊，這也是產業體驗的一部份！ 

▪ 學生不出貨怎麼辦？ 

→首先打給緊急連絡人並聯絡校方與老師協助處理，若協助無效，告知客人缺貨並退款 

    給客人，並將其學生之作品下架與取消參加競賽的資格！ 

▪ 什麼時候付款給學生？ 

→賣出商品的隔月5號對帳，20號付款。 

▪ 客人打電話來客訴怎麼辦？ 

→ 網頁上會說明清楚，作品皆為學生手工製作，若有些微誤差，請敬請見諒，也給學生 

     們一些鼓勵與支持，完美主義者請勿下單！感謝您~ 

▪ 客人要退貨怎麼辦？ 
→要先查清退貨原因！若真的是學生失誤，例如：實際商品與商品圖不符或是顏色/尺寸
有誤，才會請學生協助退貨。 

 



聯絡資訊 

▪ 主辦單位:  標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晶和洋行有限公司 

▪ 主辦人: Shirley Huang 黃宜琪 

▪ 聯絡人: Nico Lin / Cindy Wu 

▪ 電話: 886-2-2701-7272#28 / #27 

▪ 傳真: 886-2-2707-0512 

▪ 郵件: contact@lamay.co  

▪ Website : www.lamay.us.com  
 
標旗企業官方網站 :  www.kashnco.com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 

 或解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http://www.lamay.us.com/
http://www.kashn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