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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幾年來，由於國內、外經濟環境的劇烈改變，台灣紡織服飾業者亦隨

著時代與科技的衝擊，而快速發展為變化萬千的流行產業型態。更由於

消費意識的高漲及傳播力量的影響，流行產業為求跟得上全球流行工業

的變遷，對於流行資訊的掌握與靈活運用則更形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

的在於了解與釐清流行資訊的形成因素，與流行資訊的本質與內涵，以

利於台灣流行產業業者運用轉換為設計開發的有利根據。同時發覺流行

資訊對國內流行產業在設計、生產、行銷等各層面的影響力。因此，在

研究方法上選擇以探索性的質化研究與個案訪談為基礎，由七個在國內

流行產業具代表性的受訪者，結合文獻探討的資料，將流行資訊的本質



與社會趨勢密不可分的關係釐清，也將流行資訊形成的背後，必須結合

許多專業流行預測的智慧結晶，與統整結構的多重面貌分析出來。再者

流行資訊對流行產業的設計者、生產機制及行銷機制都各有不同程度的

影響力。 因此，透過本研究對流行資訊的深度探討，可以初步描繪流行

資訊的整體面向，並深度了解流行資訊對流行產業的實質影響，以提供

國內流行產業放眼國際及面對變化多端的流行市場，作為提昇國際競爭

力的重要參考。  

摘要

(英) 

Due to the rapid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aiwan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has been transforming into an ever-changing one to 

accommodate this impact. In addition to that,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high 

consumer awareness and media influence, the fashion industry has to catch up 

with the worldwide changes. Therefore, to grasp and make use of the fashion 

information effectively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and clarify the factor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information, as well as its nature and content. The findings are very useful for 

Taiwan fashion companies to strengthen thei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Meanwhile, the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information 

on every aspect of design,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etc. Therefor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was based on cases sampling 7 interviewees, whose viewpoints 

are very representative of Taiwan fashion industry. This study also reflected 

information from literature review to clarify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ure of fashion information and the social trend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looked beyond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fashion information and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it had to combine professional fashion forecasting, accumula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multi-facet of the whole structure. Fashion information has 

different levels of influence on the desig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echanism 

of fashion industry. Therefore, throug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is study, a 

multi-facet fashion industry was depicted. Also it provided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ysical influence of fashion information on the fashion industr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the domestic fashion 

industry as to upgrad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maneuver into the 

global fash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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