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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 

家政學科專業知能研習「時尚系統：源起與運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 111學年度工

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1. 為使家政教師能在 108課綱實施時具備創新教學知能以實踐新課綱精神，本學科透

過研發小組進行各項教學資源的研究與探討，透過辦理相關研習，建置研發成果於

學科中心網站分享教材，以幫助家政教師進行教學翻轉。 

2. 111學年度工作擬辦理 108課綱家政課程素養導向教學資源研發、家政探究課程設

計工作坊、家政專業知能研習、家政非專業授課教師增能等多元研習增能。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家政學科中心（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肆、辦理內容 
針對 108課綱家政衣著類別辦理講座，增進家政教師學科專業知能，並與現場教師

進行交流反饋。本研習規劃家政教師專業知能相關主題，從課綱衣著類別中進行專業知

能研習規劃如下： 

a. 服飾計畫與搭配 

家 2a-V-1 分析織品特性、運用服飾設計元素，形塑自我形象展現美 

家 Ba-V-1 織品特性與服飾應用。 

家 Ba-V-2 服飾設計與搭配。 

家 2a-V-2 結合友善環境概念，考量需求選購服飾，並運用服飾管理原則，有

效管理服飾 

家 Ba-V-3 服飾需求評估與選購。 

家 Ba-V-4 服飾管理與維護。 

b. 服飾語言與文化 

家 2b-V-1 分析時尚流行與經典元素，欣賞服飾文化，厚植審美觀 

家 Bb-V-1 服飾與流行。 

家 Bb-V-2 服飾文。 

 

融合課綱內容，暫定以認識時尚系統的源頭與運作、認識服飾元素、風格與品味之

關係、理解時尚系統與社會議題、趨勢間之關係進行專題規劃。擬以事前閱讀文章書籍

方式，強化參與教師先備知能，進一步透過專題講座與課程互動，落實家政專業知能增

能目標。 

 

伍、報名資訊 

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3.inservice.edu.tw/ 登入報名 

http://www3.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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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研習名稱] 時尚系統：源起與運作_111學年度家政學科專業知能研習 

[研習代碼] 3482272 

[報名截止] 111年 8月 10日 

 

肆、研習對象與預計人數 
一、 對象：全國高中家政教師優先錄取 

二、 人數：30人 

 

伍、本活動提供交通、住宿補助，說明如下： 
一、 此為延續型研習，請務必2日準時出席、不翹課、不早退、完成指定任務，再

報名！ 

二、 本活動提供出席教師交通、住宿（依據核銷相關規定，若以差旅費報支住宿費，

則須距離出差地60公里以上者，方可報支，住宿前請先自行計算*；須符合本

活動相關規定後予以協助申請差旅費用） 

* 學校、居住地，擇一距離出差地（師大）較近者，以Google Map開車方式計

算，大於60公里方可申請住宿費。 

三、 費用補助說明： 

1. 資格：距離符合上方第二點、全程參與、不翹課、完成指定任務之教師。 

2. 指定任務：各組須派人出席線上發表，細節另行通知‧ 

3. 費用計算：相關費用核准依臺南女中主計室規定處理，主辦單位有權調整

費用支付金額。 

（1） 交通費用： 

A. 僅支付於任教學校或居住地(二擇一，較短距離費用計算)至臺北車

站之高鐵/臺鐵/客運順向之費用，其餘費用不計算（如公車、捷運、

U-bike）。 

B. 搭高鐵須附檢具： 

i. 若為紙本：去程紙本請當日繳交工作人員(須簽名)；回程(須

簽名)請郵寄至本校── 

地址：700臺南市中西區大埔街97號 臺南女中(06-2131928) 

收件人：家政學科中心 陳小姐 收 

ii. 若使用高鐵APP搭乘：請下載電子車票證明(「一般查詢」版即

可)並用電子設備簽名後email至 hometngs@tngs.tn.edu.tw ，

信件記得附註研習日期、主題、您的學校、姓名、手機(若有

問題聯繫用) 

（2） 住宿費用(僅提供1晚)： 

A. 僅提供1日費用，最高支付金額2000元整，超過須自行吸收。 

B. 須開立合法旅宿業者：二聯或三聯式發票；若為免開發票店家(仍

須合法登記經營)，收據須有店章及負責人私章。 

C. 發票、收據開立日期僅限111年8月15日(入住日)或16日(退房日)，

其餘日期不予支付。 

mailto:hometngs@tng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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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三聯式發票請打本校統編：69116408 

E. 二聯式發票請寫本校抬頭：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4. 匯款時程：於研習結束後實核實銷，並依據臺南女中（家政學科中心）校

內行政流程辦理約3-4週。 

 

伍、研習時間與地點 
日期：111年 8月 15 日(一)08:30-16:30 

111年 8月 16 日(二)08:40-16:40 

地點：臺師大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勤 103教室（須脫鞋、禁止飲食）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陸、研習主題與流程 

8 月 15日 

時間 流程/主題 講者/主持 指定閱讀* 

08:30-08:50 報到 家政學科中心 -- 

08:50-09:00 開幕式 家政學科中心 -- 

09:00-10:30 

【一】時尚的意義：From 

Mode to Fashion 流行時

尚─從字源說起(一) 

講師：臺師大人發系楊翠竹

教授 
《時尚學：時尚研究入

門書》第 1章導論 & 第

2章 

10:30-10:40 休息 -- 

10:40-12:10 

【二】時尚的意義：From 

Mode to Fashion 流行時

尚─從字源說起(二) 

講師：臺師大人發系楊翠竹

教授 

12:10-13:10 午餐 --  

13:10-14:40 

【三】高中家政課綱服

裝議題課程暨時尚系統

資料研討與實作（一） 

講師：1位待聘 

1. 《時尚學》第 3-6

章 

2. 《法式韻味：時尚

美饌、生活品味、

優雅世故，路易十

四送給世界的禮

物》第 2-4章 

3. 《歐洲啟蒙思想對

童裝改革的影響》 

4. 《時尚經濟學》第 1

章 

14:40-15:00 休息 -- 

15:00-16:30 

【四】高中家政課綱服

裝議題課程暨時尚系統

資料研討與實作（二） 

講師：1位待聘 

 

8 月 16日 

時間 流程/主題 講者/主持 指定閱讀* 

08:40-09:00 報到 家政學科中心 -- 

09:00-10:30 
【五】時尚的意義:物質

文化的觀點 

講師：臺師大人發系楊翠竹

教授 

1. 《歐洲啟蒙思想對

童裝改革的影響》 

2. 《時尚學》第 3章 

3. 《法式韻味：時尚

美饌、生活品味、

10:30-10:40 休息 -- 

10:40-12:10 
【六】時尚系統的運作:

源起與演進 

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楊

翠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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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流程/主題 講者/主持 指定閱讀* 

優雅世故，路易十

四送給世界的禮

物》第 2-4章 

12:10-13:10 午餐 -- -- 

13:10-14:40 
【七】現代時尚系統

（一） 

講師：臺師大人發系楊翠竹

教授 

1. 《時尚學》第 4-6

章 

2. 《時尚經濟學》第 1

章 

參考閱讀:  

1.《時尚經濟學》第 8-11

章:這四章雖是實例說

明，但對於服飾線條、

品牌/設計師不熟者，很

容易有讀沒真懂 

2. 跟著潮流預測權威

WGSN，抓緊流行商

機，把生意做起來 

3. 破壞性競爭：Apple 

vs. BlackBerry，H&M 

vs. ZARA，Bumble vs. 

Tinder，看巨頭爭霸如

何鞏固優勢、瓜分市

場！ 

4. 「身體的身體」：歐

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 

(如果你對服裝的文化

意涵有興趣，可參考之) 

14:40-14:50 休息 -- 

14:50-16:20 
【八】現代時尚系統

（二） 

講師：臺師大人發系楊翠竹

教授 

16:20-16:40 綜合座談 家政學科中心 -- 

註：承辦單位得視疫情、天氣、人員、場地等實際狀況而作調整。 
 

*《閱讀詳細資訊》 
1. 時尚學（主要閱讀書籍）：時尚研究入門書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

立緒文化出版。 

▲ 如何取得？若您願意讀原文，該書在 Amazon 可購得電子書；欲讀中文，請逕自向跟各圖書館借

閱自行影印之。 

 

2. 時尚經濟學(The fashion business: theory, practice, image); 序曲文化出版。 Chapter 1, Chapter 

8-11  

▲ 如何取得？請逕自向跟各圖書館借閱自行影印之。 

 

3. 法式韻味：時尚美饌、生活品味、優雅世故，路易十四送給世界的禮物。 Chapter 2-4，八旗文化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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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取得？請逕自向跟各圖書館借閱自行影印之。 

 

4. 歐洲啟蒙思想對童裝改革的影響，楊翠竹 (期刊論文) 

▲ 如何取得？家政學科中心將事先提供電子檔，研習當日會準備紙本 

 

5. 流程表參考閱讀中的三本書：《跟著潮流預測權威 WGSN，抓緊流行商機，把生意做起來》、破壞性競

爭：Apple vs. BlackBerry，H&M vs. ZARA，Bumble vs. Tinder，看巨頭爭霸如何鞏固優勢、瓜

分市場！》、《「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 

▲如何取得？請自行購買 

 

6. WGSN 為時尚趨勢資料庫，是現代時尚系統中“ideas 源起”之重要資料庫，您可至網路查閱各大學

圖書館是否有購入此資料庫並作借閱。（師大有此資料庫，若你是師大學生，可以直接在校園 IP 範

圍內檢閱，教師上課時可以點閱簡介之） 

 

※ 著作權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及非供公

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柒、其他說明 
一、 請參與教師自務必行攜帶環保餐具（杯子、筷子、湯匙…等）。 

二、 核實核發 2日共 16小時研習時數，請於報名時仔細閱讀網路相關資訊，若有

任何疑問，請一律來信：hometngs@tngs.tn.edu.tw 我們會盡快回覆您。 

三、 本單位保留活動相關異動權。# 

mailto:hometngs@tngs.tn.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