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YDER 訂製老派優雅
夕陽西服 O2O 逢春天
快時尚讓訂製西服成夕陽產業，STYDER 卻認為只有夕陽思維沒有夕陽產業。透過網路智造，從
布料挑到領口樣式，從穿著場合到身形量製，透過老師傅的巧手，讓年輕人愛上優雅老派，夕陽
西服業迎來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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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西服訂製從挑選布料到成品費時良久，STYDER 2.0 透過網站，大幅降低時程以及價格。

看過電影《金牌特務》(Kingsman)的人，

應會對劇中主角英國紳士的打扮念念不
忘，真正貴族紳士的西裝是由經驗豐富的老裁
縫量身訂製。但在現代，許多人覺得手工訂製
西服是長輩那代才做的事，除此之外，手工訂
製西服面臨精品西裝、快時尚品牌夾殺，可說
是來到最壞年代。但對於父親開創成衣工廠的
晨現國際公司品牌總監黃淯晨來說，雖然是在
最壞時機點創業，卻成功以手工訂製西裝品牌
STYDER，吸引 30、40歲的年輕客群。

「STYDER能夠成功，服務格外重要。」

黃淯晨認為，只有夠貼近人心，了解消費者需
求，解決顧客心中的疑惑，顧客才會真正相信
你。他看到手工訂製西服因為「時間」、「繁
複」、「價格」3大痛點，讓很多顧客猶豫不決，

不願訂製西服。所以，STYDER希望透過電商
服務，以視覺化方式將訂製流程縮短，並運用
半訂製方式降低價格，用以吸引更多顧客，讓
傳統訂製西服的老靈魂手工藝，用創新思維活

出新生命。

1.5 代的傳承
轉當父親客人 扭轉代工悲情

「我一直希望能夠跟父親事業有所連結。」

黃淯晨過去雖然曾出國學習行銷，但依舊選擇
回來繼承父執輩傳統西服產業中最精彩的工
藝，「但我不是企二代，而是『1.5代』。」他
用自身的創新思維創立 STYDER品牌，走出不
一樣的路，但也不諱言，最終是希望能幫助父
親的工廠。

「我的父親黃翔鉦經營西裝工廠多年，代
工國外知名精品品牌西裝，當臺灣製造產業低
迷，紛紛西進中國設廠，他選擇留在臺灣，轉
型接單 ODM、OEM，代工各大銀行制服。」黃
淯晨談起父親感嘆的表示，後來 2008年遇到金
融海嘯，銀行縮減開支不做制服，當時一整年
完全沒有營業額，再加上新設工廠，導致當時

債務高達 1.6億元新台幣，曾經積欠員工 5個
月薪水，甚至連工廠都被貼封條。

「我曾經想要返家幫忙，但是父親反對。」

黃淯晨回憶，當時父親認為訂製西服已經是夕
陽產業，因此，他當時學成回臺後，沒有進入
家族事業，而是在一家 40年老牌生技公司擔任
總經理特助，協助企業做組織變革，當時成果
豐碩，公司營業額成長 1倍，股價隨之飆漲，

也吸引其他知名公司挖角。「我當時在想，怎
麼都在幫人家傳產做轉型，沒有幫忙自己家？」

黃淯晨找了當時在新創輔導業當經理的高中同
學李其翰，藉助其扶植中小企業的豐富經驗，

思考如何轉型自己家的傳產。他更放棄年薪百
萬元的穩定工作跟高薪挖角誘惑，決定創立西
服品牌，創業初期甚至還瞞著父親。

「無法從內部改變，就從外部去影響。」

黃淯晨笑著說傳產企業不太聽員工、家人的話，

只聽客人的話，「當我變成爸爸公司的客人，

就可以用客人的立場去改變。」因此在 2014年
公司成立初期，還隱瞞父親成立公司的他，先
到臺北西裝店市調，觀察店家的經營和服務，

「當時我完全不懂布料和西裝，甚至跑到其他
西服店實習。」黃淯晨表示，當時以月薪 6位
數僱請技術高超的老裁縫師傅，同時，飛到國
外談下很多獨家布料代理，帶入新穎設計。

黃淯晨重視服務，「我認為從使用場合、

目的性，細微到顧客當下的心理狀態都必須耐
心的諮詢，包括一連串選布料、內襯、鈕釦、

領子款式或喜好的溝通，接著才進入老師傅替
你丈量、縫製、試穿毛胚、修改等手工製造過

程。」他相信解決客戶心中的疑惑，真誠相告，

客戶才會真正相信你。

學習歐美心服務
開創國內 O2O 半訂製西服

在 STYDER成立第 3年慢慢有些成績，代
表臺灣參加亞洲洋服裁剪比賽，獲得亞洲第二
名，因為高級手工技術被 LV認可，同年度登上
LV發行的臺灣版《City Guide Book》，是國
內唯一有上榜的西服店，在知名度更加擴散後，

STYDER開始做精品品牌設計。

STYDER 接著迎接爆發性成長，從 2016
年起每年營業額增長 4成，但去年成長減緩，

今年更受疫情影響大受衝擊。「當時看到歐洲
男士品牌 Suitsupply只是在網路賣西裝，就在
歐美創下 80億歐元的營業額。」黃淯晨認為只

晨現國際團隊打造的 STYDER 品牌被 LV 認可，曾登上 LV 發
行的臺灣版《City Guid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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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現國際開創網路半訂製西服服務，預估市場商機龐大，1 年市場上看 10 億元。

業者真心話
這次計畫是在網路線上開店，但很快發現跟開設實體店
面完全不同。如果只是單純的實體店面，因為我們已經
有經驗，執行會很快。但網路世界截然不同，必須要有
專家提醒，並且吸取經驗。這次參與 SIIR 計畫，不只是
獲得資金奧援，更重要是產生一個巨大動力，推進自己
朝著目標，按部就班，就像是按時交功課概念，什麼時

間到該有什麼產出，一步步朝自己的願景目標實現。
晨現國際公司品牌總監黃淯晨

STYDER「心」服務圈粉之道

訂製流程
訂製流程精緻與視覺化，降低客戶選擇的困難度以及想像力的門檻

生態圈合作
透過計畫先做好品牌，繼而推動父親公司技術

數據庫
將顧客資料存在數據庫，可將產品異地製作

1
2
3

要有製造廠、有技術，讓人知道品牌是好的，

半訂製西服的服務是很有商機的，所以 STYDER
決定透過網路電商推出半訂製西裝服務。

「量身、試穿，以及個人化選項等因素，

受限於地域限制，是訂製最大的局限。」黃淯
晨開始構思如何讓訂製西服產業，跟上行動消
費的時代，並透過網站將訂製流程精緻與視覺
化，降低客戶選擇的困難度以及想像力的門檻，

並提昇購買欲望，藉由模組西服版型與機械化
的生產，形成製程創新，為顧客提供更優質的
CP值跟等待時間。

「過去訂製手工西服必須花費1個月時間，

要親自到店裡試穿，一件價格約為 4 ～ 5 萬
元。」黃淯晨表示 STYDER透過網站，只要來
現場 1次，製作時間縮短至 2個星期，價格降
至一半左右。「初期鎖定 30 ～ 40歲年輕族群，

整個市場規模達 5 ～ 10億元。」

SIIR 化身教練
父子兵上陣共營生態圈

「我有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企業家成立『頭
家讀書會』，每月聚會討論書中觀點，當時夥
伴得知我的心路歷程，就推薦我申請經濟部商

業司推動的『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在
計畫推動間，審查委員給予很多寶貴意見，他
們建議分階段先做好品牌，接著將父親製衣工
廠的技術提昇。」黃淯晨表示，父親工廠是北
臺灣機械設備最齊全的生產中心，透過生態圈合
作，一次推進 2家公司，一同成長，「這也回到
我當初創業初心，跟父親事業有連結。」

STYDER訴求「Made to Order」，規劃要
在網站將豐富款式的西服分類，例如：適合上班、

宴會，即使同樣是結婚還可分室內、戶外場地。

透過數據分析，將產品去蕪存菁，不適合就立即
更換新款式，藉此刺激市場。「顧客只要到店面
量身一次，相關資料就會存到數據庫。」黃淯晨
舉例當顧客要去上海開會時使用，STYDER就可
以藉由數據庫製作，直接將西服直接寄到上海下
榻飯店，這樣就彷彿跑到上海開分店，卻能減少
營運人力，同時滿足顧客需求。

黃淯晨希望可以克服西服產業的老化，吸
引年輕人加入，「藉由這次計畫，能為產業注
入新血，觸發其他同業革新，有了新血加入，

相信在地西服產業會持續發展茁壯。」
晨現國際公司品牌總監黃淯晨認為，「時間」、「繁複」、「價
格」是現代人不願訂製西服的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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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晨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提出的計畫
為「STYDER 2.0品牌創新智造計畫」，該計畫
創新點在於「讓訂製西服產業，跟上行動消費
的時代」。傳統訂製西服因「時間限制」、「價
值認知」及「渠道陌生」等問題，在量身、試穿，

以及個人化選項等因素，形成了許多地域限制，

是此產業最大的局限。

本計畫的主軸是建立一個結合線上與線下
(Online To Offline, O2O)的購物系統。顧客在
線上商城購物時，時常對於自己的尺寸感到陌

生，本公司的主要優勢在於記錄客戶的量身資
料，未來顧客上平臺購物時，拿到的西服、外
套和褲子，都是依量身時的數據所製作完成的
成品，不用再做任何的調整。

在實體店面，晨現也仍使用手機或電腦為
客戶服務，和線上商城有著一樣的服飾做為體
感與試穿。若實在因距離因素，無法體驗布料
手感或光澤的問題，只要是已有量身數據的會
員，即可在商城購買免費當季布料樣卡冊，有
效降低因電腦呈現的色澤誤差。

未來，線上商城將提供客戶免費量身，並
記錄至雲端系統存留，商城的選擇項目也會進
行簡化；整體製作時間將縮短至 2周，在身材
無太多改變的情況下，客戶可以選擇直接在網
路上進行購買，服飾也將以原量身資料進行訂
製，郵寄或來店取貨皆可。

本計畫完成後，期望能打破地域局限，讓
顧客在線上也能享受訂製服務，擴增銷售渠道。

透過版型模組化及優化工廠生產，實體店面也提
供如線上商城的試穿衣，降低客戶對訂製服飾的

想像門檻；而產品也能實質降低成本，為顧客提
供更高的性價比，減少心理及花費上負擔。

目的也是希望能為產業帶入活水，觸發同
業的革新，在品牌、行銷甚至薪資上能更為貼
近青年人。建議未來透過網路化引起年輕世代
族群的興趣後，吸引更多新人投入，讓在地西
服產業持續發展。本計畫以 O2O模式，期盼能
破除地域限制，標準化訓練人才，未來也可思
考如何有效快速拓展連鎖店面，讓我國客製和
訂製服飾產業邁向國際市場發展。

STYDER2.0
品牌創新智造計畫

晨現國際建立一個結合線上與線下 (Online To Offline, O2O) 的購物系統，將客戶量身資料上
雲端，讓顧客上平臺購物步驟簡化，訂製西服時間縮短至 2 周，並打破地域限制。

文／洪為璽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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