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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品牌 Seivson 於東京時裝週發表 2022 秋冬系列新作
臺灣服裝設計品牌 Seivson 於 3 月 15 日東京時裝週發表 2022 秋冬系列新作。紡拓會
執行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贊助之東京時裝週聯合推廣活動，本季由 Seivson 設計以『Will
Electronic Sheep be in the dream of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會夢見電子羊嗎？』為主題整合行
銷，建構以臺灣原創設計、與臺灣知名紡織廠美立信等業者開發認證機能性布料，設計創作
2022 秋冬系列作品，並由臺灣成衣製造業資源整合生產，有效串聯我國產業鏈共同行銷。本
次 Seivson 與東京時裝週知名設計師品牌 DISCOVERED 跨國合作，是設計師申子芹第二次在東
京時裝週官方日程以實體秀形式發表新作，合作款式除了登上 Seivson 東京時裝週外，另也延
續初次登場至 Seivson 臺北時裝週 3 月 28 日官方大秀。
AW22 設計概念為『Will Electronic Sheep be in the dream of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會夢見電
子羊嗎？』源自於 Cyberpunk 的靈感，延續上季未來科幻主題，隱喻在不遠的未來，在科技
高度發展之下，導致人類產生極度扭曲的「反烏托邦」心理，探討真實人類與仿生人之間的
模糊關係。整體設計氛圍瀰漫著晦暗的壓力，透過解構與重組，使用收腰、露臍、挖空等設
計展現真假人類女性的未來魅力。此外，整季概貌圍繞『打破世界規則，將”內衣” 和”外衣”
顛倒結合，模糊內外衣的界線，展現真假人類的新智能型性感。』同時，本季也運用不同顏
色的布料，象徵未來世界不同的階級，並取自材賞金獵人、武士、盔甲等正義角色的元素，
表達人類向階級宣戰的心理。整體結合軍事、科技及未來感而成的高機能性服飾，設計重點
包括：多口袋、飄帶、材質拼接、拉鍊作為剪裁接縫、高領口連帽設計的多層次感，更加入
了帳篷廓型的服裝，將人與家合而為一，家可以跟著人隨時移動概念。
設計師原創寬鬆 oversized 襯衫經典版型適合任何體型，布料使用由臺灣知名紡織廠合作開
發認證布料，高科技的涼感吸濕排汗效果，擁有抗皺功能，講求保持完美版型。Seivson 經典
代表的印花，為獨家設計的歐洲傳統壁紙，延伸家飾布料成為時裝面料，遠看如美麗復古歐
式壁畫，近看將發現隱身在布料中有許多歐洲居家仕女。本次設計中加入了 Sevison 與 Acrypsis
經典刺繡，使用雙層刺繡，特別將兩個 Logo 不斷堆疊，第三層再繡上 Tokyo，象徵著品牌在
東京多年的努力，最後在字母後加上多條流蘇，是品牌獨有且受歡迎的設計手法，增添了服
裝的細節。Seivson X (A)crypsis 東京時裝週期間限定『末日版獨眼怪獸公爵 X 侍女圖全印花刺
繡』企劃商品，將於臺灣與日本同步秀後 3/22 發售。
【Sevison 東京時裝週發表活動】
日期：2022 年 3 月 15 日 15:00
地點：日本東京澀谷 Omotesando Hills Main Building B3F SPACE O
直播連結：https://youtu.be/0T-qMmfAeTk

【Sevison 臺北時裝週】
日期：2022 年 3 月 28 日 19:00
地點：松菸文創園區 4 號倉庫
新聞聯絡：
【紡拓會】 台北市愛國東路 22 號 13 樓
電話：886-2-2341-7251 傳真: 886-2-2391-1648
劉孔倫科長 ext.2561、cecilia_liu@textiles.org.tw
陳詠晴專員 ext.2598、emily_chen@textiles.org.tw
【品牌 Seivson】
張先生 0913-317-214
seivson.official@gmail.com
【附件一：Seivson 品牌介紹】
Seivson 是從"Nos(我們)" "Vies(生活)" 兩個法文單字翻轉過來的，意思是「我們的生活」。代
表著期許我們所設計的時裝，是貼近日常生活所需的服裝，講究的面料、可複合式的穿搭是
產品最核心的特色。而 Seivson 也含有「用翻轉的角度看待生活」的精神，期許能夠透過我
們為臺灣女裝領域注入全新的能量，讓更多元的顧客能夠認識時裝設計。於 2021 年從「東京
時裝週」發表 2022SS Runway Show，並在 WWD JAPAN 票選為全日本人氣第一的品牌。首度
進駐台灣最頂級精品選物店－Trends，作為該選物店唯一合作的臺灣時尚品牌，另外也創下
被美國 VOUGE 與義大利 VOUGE 選為拍攝年度形象大片的臺灣代表品牌之佳績。2022 年國
際性潮流網站 HYPEBEAST 的網路商店 HBX 與 Seivson 合作，Seivson 成為唯一一個在此販售
的臺灣女裝品牌，與其他 200 多個國際精品品牌在此一同販售。
叁尚國際於 106 年成立，致力於國際時裝品牌，設計團隊曾連續兩年為臺灣官方選為亞洲新
銳設計師代表，亦選為 2016 亞洲六大設計師，代表臺灣前進東京與紐約時裝周，常年經營
日本市場，為首次被日本正式代理品牌的臺灣設計師。目前市場重心於臺、中、日，定期參
加國際時裝週與展會，旗下品牌“Seivson”連續兩年入選臺北時裝週獨立秀。
Seivson 也是臺灣頂級選物店(臺灣 Artifacts、Trends 與日本 United Arrows、Journal Standard)
唯一選中販售的臺灣品牌。Seivson 堅強的設計實力成為眾多國際雜誌首次報導的臺灣品牌如
《VOGUE JAPAN》
、
《ID JAPAN》
、
《WWD》
、
《Fashion Snap》
、
《SPUR》等..,更在 2019 年五月登上
日本最權威的時尚雜誌“裝苑”封面。2019 年底受到多家法國、義大利等國際 Showroom 邀
請進駐，並在 2020 正式進軍歐洲市場。Seivson 除了一年比一年愈加突破的設計、製作等實
力之外，華麗奪目的設計之下，更於布料開發階段結合了永續環保，讓作品更為注目並獲得
廣大好評，未來也將持續把永續環保的概念落實在服飾之間。
【附件二：Seivson 日本東京時裝週設計師品牌「DISCOVERED」介紹】
DISCOVERED 成立於 2001 年，最初專門為音樂創作者、DJ、演員等訂製服裝，逐漸發展成時
裝潮流品牌。2010 年開始連年舉辦時裝秀展演，年輕的日本雙人設計師木村多津也以及吉田

早苗，在連續幾季推出的精彩作品推波助瀾下，早已躍升為足以代表日本的新銳設計師，同
時 DISCOVERED 也成為了設計師男女裝品牌中的中流砥柱，不少日本高知名度的藝人與名人
們皆是品牌的忠實粉絲。
DISCOVERED 旨在創意與實穿間尋找平衡，融合了古典與休閒兩個核心概念，創作出與現實間
具有深刻連結的品牌原創性，擅長將原本對立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做出高超水平的「Opposition
mix up」(混搭對立)。
【附件三： Seivson 東京時裝週照片及圖說】
『THANK YOU JAPAN, WE ARE FROM TAIWAN』延續上一季東京秀後的感動，臺灣設計師申子
芹本次特別推廣日本與臺灣的設計交流，搭起台日交流的橋樑。
Seivson 將這場秀定義在一個虛擬與現實融合的世界
本季的 Seivson 描繪了一個人工智能與生活、虛擬與現實融合的世界。 以人類、服裝與空間
的關係為主題，Seivson 創造了具有未來主義氛圍的服裝。
切割、重組“與身體合一”
服裝完美貼合身體的纖細腰線，採用“挖洞簍空”設計將皮膚露出來的“仿皮衣”，都是容易被
認為活體人形的形象。

<圖片來自 Fashion Press>
顛倒內外的概念
Seivson 顛倒內外關係的作品也令人印象深刻。 系列中有外面穿著一件雪紡和歐根紗的長袍，
讓人聯想起內衣，裡面搭配一件作為外套穿的風衣。這種顛覆日常穿搭的分層結構，是 Seivson
對“賽博龐克”的全新詮釋。

<圖片來自 Fashion Press>
嘗試複雜的重組方式
本次還有加入一些拆解、重建的組合方法，如:兩件連接在一起的灰色飛行員夾克顛倒穿著，
使造型更加複雜。並且強調細節，例如交錯的拉鍊和過長的袖子，皆加入了未來主義元素。

<圖片來自 Fashion Press>
統一色調，強調質感
整系列以顏色黑色、灰色、米色和其他基本調作為主軸，偶爾加入藍色和綠色。透明的網紗
與被破壞的針織，兩種異材質的結合增添了溫暖的感覺， 輪廓和細節都表現得十分突出。

<圖片來自 Fashion Press>

臺灣與日本品牌合作單品
秀的最後一套壓軸服裝是使用帶有厚重感，宛如澎澎枕頭等素材製成的連衣裙。 這是臺灣設
計師與日本品牌“DISCOVERED”第一次合作的一件設計單品，其願望是“成為日本和台灣之間的
橋樑”。 從腰部到下擺是份量感十足的澎澎裙，壓倒性的立體廓形是本季秀場最受矚目的焦
點。

<圖片來自 Fashion Press>
東京時裝周秀後販售-限定聯名商品『末日版獨眼怪獸公爵 X 仕女圖全印花刺繡夏威夷襯衫』

Seivson & (A)crypsis 設計師原創設計，希望將一件人人都可穿的襯衫，變的經典又時尚。講求
以最實惠的價格，就能擁有臺灣設計師國際時裝秀訂製水準的服裝！
本次品牌最經典必收的代表印花商品，特別融合了(A)crypsis 獨眼公爵巧思在裡面，這款印花
圖騰也被 VOGUE NY 列為 27 個國家新銳設計師代表作！不論是從設計端、刺繡印刷端、布料、
製造等，都足以用來證明臺灣製作工藝和臺灣品牌的國際時裝週實力！
-開賣日期：3/22 晚上 6:00 PM (Taiwan )
-售價： NT $2680 -尺寸：One Size
-尺寸數據 cm：肩寬 76 cm / 衣寬 78 cm / 前衣長 76 cm / 後衣長 83 cm /袖長 25 cm /袖口

寬 26.5 cm
-顏色：獨眼公爵黑、末日侍女藍
-販售方式：3/22 官網準時上架開放限量搶購
-出貨時裝：4 月初出貨
-寄送：全球可郵遞寄送
-付款方式：可刷卡、匯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