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歷 
美國 USC 南加大劇場服裝設計研究所碩士 MFA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藝術學士 BFA 主修服裝設計 
 
現任 
實踐大學文化與創意學院 院長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時尚設計學系 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 兼任教授 
TATT 台灣技術劇場協會 理事 
 
經歷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時尚設計學系 創系主任(2007-2013)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服裝設計學系、服飾經營學系 系主任

(2001-2003) 
並曾兼任於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劇場

設計學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國立台南大

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高雄醫學大學香妝品學系、樹德科

技大學應用設計研究所、台灣 TATT 技術劇場協會會員/理

事、美國 USITT 劇場設計協會會員、美國南加大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戲劇學院－ 展演製作

助理、美國洛杉磯 Bing Theatre －服裝管理、中華民國

美容學會顧問 
 
榮譽 
[2004/2013/2017]  榮獲三屆實踐大學校級"特優教學

獎" 
[2016] 服裝設計作品"蘭若寺"榮獲 WSD2017 世界劇場設

計大賽(四年展)入圍決賽(六月決選) 

[2016] 獲中國東北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聘為客座教授  
[2016] 榮獲 2016 中國文博會(寧波)創意中華大獎 設計

金獎(服裝設計系列) 
[2016] 擔任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 520 就職大典及國宴 禮

賓人員服裝設計 
[2015] 服裝設計作品獲選參展莫斯科"世紀之交"服裝設計

展 
[2015] 青春設計節場地設計金獎 

 

 



[2014] 服裝設計作品"終局"獲 OISTA 世界劇場組織收錄

於世界設計年鑑 1990-2005 
服裝設計作品獲選收錄於 OISTA 世界劇場設計年鑑

1990-2010 
[2012-2015] 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留任計畫獎勵得主  
[2013] 服裝設計作品【拉提琴】獲選第 11 屆台新藝術獎

年度十大表演藝術、應邀擔任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鉅

著【山海經傳】服裝設計並於國家劇院展演 
[2012] 服裝設計作品【台北爸爸紐約媽媽】【艷后和她的

小丑們】獲選參展 TIFA 台灣國 際藝術節展演、服裝設計作

品【西廂記外傳】獲邀於北京國家大劇院展演、服裝 設計

作【安平追想曲】獲選第 10 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

術 
[2011] 獲邀於浙江文化藝術節發表設計創作學術講演、獲

邀擔任第二屆好漢完字節【無 聲之聲】服裝設計系列設計

者及策展人 
[2010] 獲邀參展美國 USITT50 周年研討會暨 STAGE 
EXPO2010 劇場設計大展－世界服裝 設計金獎展區、獲邀

擔任首屆兩岸漢字藝術節時尚創意服裝展台灣總策劃－北

京 今日美術館 
[2009] WSD2009'世界劇場設計大賽 World Stage 
Design 2009’ － 服裝設計金獎。 服裝 設計作品：終局

Endgame、利西翠妲 Lysistrata 
[2008] 服裝設計作品【慈禧與珍妃】獲 2008 金鐘獎最佳

傳統戲劇節目獎 
[2007] 獲邀參展布拉格 PQ 07’【11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Sceonography and The atre 
Architecture】布拉格國際劇場設計藝術四年展－台灣國家

展區，並獲團體金 賞（參展作品：終局、落腳聲、利西翠

妲） 
[2005] 服裝設計作品：Endgame 終局、Butterfly Lovers
梁祝 獲 The International Seletio n Jury of World 
Stage Design 2005’評選為【傑出服裝設計作品】獲邀參

展－加拿大多倫多 WSD2005'世界劇場設計大賽 
 
 
 
 



[2003] 獲邀參展布拉格 PQ 03’【10th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Sceonography and The atre 
Architecture】布拉格國際劇場設計藝術四年展－台灣國家

展區、服裝設計師 展區，並獲團體銀賞（參展作品：東方

搖滾仲夏夜、梁祝 ） 
[2003] 獲邀擔任 2003 年華航美國玫瑰花車大遊行

“Dreaming of Taiwan”服裝造型設計獲 “International 
Trophy”國際花車首獎 
[2000] 獲邀參展 2000 年第一屆華人戲劇設計藝術大展－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1998] 碩士畢業製作“Pride＆Prejudice”獲美國南加大

USC 戲劇學院 年度最佳服裝設計 獎 
[1997] 獲美國南加大戲劇學院劇場服裝設計研究所

（Allen Stanley Memorial Award） 研究生獎獲美國南

加大戲劇學院劇場服裝設計研究所 1997~1998 年度全額

獎學金 
 
設計創作經歷 
[2017] 國家音樂廳"徐志摩的昇華之夜"服裝設計 
[2016-2017] 新加坡RWS集團音樂劇"木蘭少女"服裝設計

[2016] 擔任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 520 就職典禮及國宴 禮

賓人員服裝設計 
[2016] 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暴雨將至-動見体劇團 
[2016]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開幕製作「飛馬行-台灣豫劇團 
[2016] 高雄春天藝術節 - 台灣豫劇團"蘭若寺"服裝設計 
[2016] 國家劇院全本莫札特歌劇"女人皆如此"服裝設計 
[2016] 高雄義大世界夏日遊行系列 服裝設計 
[2015] 國家劇院全本普契尼歌劇"波希米亞人"服裝設計 
[2015] 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旗艦計畫 
音樂劇"釧兒" 服裝設計 
[2015] 台南市文化局-優秀扶植團隊 服裝設計 
[2014] NSO 國家交響樂團年度製作歌劇"SALOME"服裝

設計-國家戲劇院 
[2014] 文大藝術學院院展"靈戲米蒂雅們"服裝設計 
[2014] 台北文學獎戲劇類首獎醉品"A Dog's House"服

裝設計-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2014] 創世歌劇團歌劇"波西米亞人"服裝設計-國家戲劇

院 



[2014] 天作之合劇場音樂劇"MRT"服裝設計-台北松山藝

文 
[2014] 舞台劇"台北紐約"服裝設計-台北城市舞台 
[2014] 中國長江人藝舞台劇"台北新娘"服裝設計-中國武

漢大劇院及全國巡演 
[2013] 台師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鉅著【山海經傳】

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院 
[2013] 台灣豫劇團/春天藝術節【巾幗華麗緣】服裝/造型

設計，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2013] 天作之合音樂劇場【天堂邊緣】服裝/造型設計，

台北水源劇場 
[2013] 創世歌劇團【魔笛】服裝/造型設計，大東文化藝

術中心 
[2013] 國立中山大學/春天藝術節【打狗傳奇】服裝/造型

設計，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2013] 國立台南大學【大肚王傳奇】服裝/造型設計，台

南原生劇場 
[2012] 國光劇團【艷后和她的小丑們】服裝/造型設計，

國家戲劇院 
[201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中國國家話劇院【孫飛虎搶親】

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院/北 京國家大劇院 
[2012] 創作社【拉提琴】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院 
[2012] 優人神鼓【花蕊渡河】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

院 
[2012] 人力飛行劇團【台北爸爸紐約媽媽】服裝/造型設

計，國家戲劇院 
[2012] 國家文藝基金會/秀琴歌仔戲團【安平追想曲】服

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院 
[2012] 日本關西【SAKURA COLLECTION】時裝設計展

日本大阪 
[2012] 音樂時代劇場【東區卡門】服裝/造型設計，國父

紀念館 
[2012] 台南人劇團/春天藝術節【海鷗】服裝/造型設計，

高雄至德堂 
[2012] 美吾髮廣告微電影【好久不見】服裝/造型設計 
 
[2012] 創世歌劇團【星空下的承諾】服裝/造型設計，高

雄至德堂 



[2011]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慶典重點製作【渭水春風】服裝

/造型設計，台中 
[2011] 台南人劇團/瘋戲樂工作室【木蘭少女】服裝/造型

設計，國家戲劇院 
[2011] 第二屆好漢玩字節【無聲之聲】系列 服裝設計 
[2011] 綠光劇團【外遇/遇見羊】服裝/造型設計，台北城

市舞台 
[2011] 國家文藝基金會【安平追想曲】服裝/造型設計，

城市舞台 
[2011] 音樂時代劇場【渭水春風】服裝/造型設計，國家

戲劇院 
[2011] 音樂時代劇場【隔壁親家】服裝/造型設計，國父

紀念館 
[2011] 太平盛世劇團【左拉的獨奏會】服裝/造型設計，

親子劇場 
[2010] 中山大學 30 周年音樂劇【拜訪森林】服裝/造型設

計，逸仙館 
[2010] 高雄青春藝術節【白香蘭】服裝設計，至德堂 
[2010] 美國 USITT50 周年 STAGE EXPO2010 服裝設

計，KANSAS CITY USA 
[2010] 首屆兩岸漢字藝術節許芳宜舞作 –【敬 靜 境】服

裝設計，中國北京 
[2010] 義大世界【DAY SHOW】服裝設計，義大世界 
[2010] 創世歌劇團【唐喬望尼】服裝/造型設計，至德堂 
[2010] 首屆兩岸漢字藝術節時尚創意服裝展【潮 T】服裝

設計，中國北京 
[2010] 台北藝術節【渭水春風】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

劇院 
[2010] 高雄青春藝術節【預言】服裝/造型設計，至德堂 
[2010] 國立台灣豫劇團【約/束】服裝/造型設計，城市舞

台 
[2010] 全民大劇團【瘋狂電視台】服裝/造型設計，新舞

臺 
[2009]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閹雞】服裝/造型設計，國家

戲劇院 
[2009] 世界莎士比亞論壇【約/束】服裝/造型設計，英國

倫敦國王學院 
 



[2009] WSD2009 世界劇場設計展【ENDGAME】

【LYSISTRATA】，日本東京 
[2009] 綠光劇團【幸福大飯店】服裝/造型設計，新舞臺 
[2009] 僑委會北美地區台灣傳統文化週【根】服裝設計，

美國美東 10 州 
[2009] 大風音樂劇場【美好的人生】服裝設計，國家戲劇

院 
[2009] 創世歌劇團【愛情靈藥】服裝/造型設計，至德堂 
[2009] 世界劇場設計大展【WSD2009】服裝設計，韓國

首爾/日本東京 
[2009]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1895 開城門】【草地狀元】

服裝設計，台南古城樓 
[2009] 北京兩岸藝術周【慈禧與珍妃】服裝/造型設計，

北京長安大劇院 
[2008] 高美館/法國古蹟協會【芭比的異想家居】服裝設

計，高美館/台北當代館 
[2008] 音樂時代劇場【隔壁親家】服裝/造型設計，國家

戲劇院 
[2008] 國立台灣豫劇團【慈禧與珍妃】服裝/造型設計，

城市舞台 
[2008] 日本安農津慶典【台灣最夯】服裝設計，日本岡山

縣 
[2008] 師大表演藝術節【茶花女】、【蝴蝶夫人】、【唐

巴斯夸雷】服裝設計，師大 
[2007] 音樂時代劇場【四月望雨】服裝/造型設計，國家

戲劇院 
[2007] 台南人劇團【落腳聲】服裝/造型設計，台南人劇

場 
[2007] 國立國光劇團京劇隊【胡雪巖】服裝/造型設計，

國家戲劇院 
[2007] 新象藝文【歌未央】服裝/造型設計，城市舞台 
[2007] 嵐創作體【玩全百老匯】服裝設計，城市舞台 
[2006] 台南人劇團【利西翠妲】服裝/造型設計，台南一

級古蹟億載金城 
[2006] 音樂時代劇場【世紀回眸－宋美齡】服裝/造型設

計，國父紀念館 
[2006] 國立台灣豫劇團【劉姥姥】服裝/造型設計，至德

堂 



[2006] 大風音樂劇場【辛巴達】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

劇院 
[2006] 大風音樂劇場【小紅帽狂想曲】服裝設計，國父紀

念館 
[2005] 南風劇團【微暈】服裝設計，至善廳 
[2005] 台南人劇團【哈姆雷】服裝/造型設計，台南人劇

場 
[2005] 豆子劇團【親愛的守門員】服裝/造型設計，至德

堂 
[2004] 台北國際藝術節/台南人劇團【終局】服裝/造型設

計，國家劇院實驗劇場 
[2004] 台北愛樂歌劇【魔笛】服裝/造型設計，國家戲劇

院 
[2004] 蘭陽舞蹈團年度展演【島嶼與神話】服裝/造型設

計，宜蘭文化中心 
[2003] 華航美國玫瑰花車大遊行【Dreaming of Taiwan】

服裝/造型設計，Pasadena Cit y L.A. 美國洛杉磯 
[2003] 大風音樂劇場【荷珠新配】服裝/造型設計，國家

戲劇院 
[2002] 第五屆台北藝術節閉幕展【梁祝】服裝/造型設計，

台北中山堂 
[2002] 大風音樂劇場【威尼斯商人】服裝/造型設計，國

家戲劇院 
[200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院【危險關係】服裝/造

型設計，北藝大戲劇廳 
[2002] 蘭陽舞蹈團年度展演 2002【聽花人】服裝/造型設

計，宜蘭文化中心 
[2002] 古民伸舞團【活.動.畫】服裝設計，高美館 
[200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白衣男子】服裝設

計，北藝大舞蹈廳 
[2001] 唯我劇團【私人劇會】服裝設計，台北 
[2001] 高雄舞蹈教師協會舞展【星空下】服裝/造型設計，

高雄至善廳 
[200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 羅曼菲舞作【破陣而

出】服裝/造型設計，北藝大舞蹈廳 
[2000] 左派份子舞展服裝/造型設計，皇冠小劇場 
[2000] 南加大之夜音樂會服裝/造型設計，高雄至善廳 
 



[1999] 果陀劇場【東方搖滾仲夏夜】服裝/造型設計，國

家戲劇院 
[1999] 美國南加大電影學院微電影【Golden Fish】服裝/
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電影學院微電影【The RUNNING 
MAN】服裝/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電影學院微電影【Sacrificial Target】
服裝/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戲劇學院【Pride ＆ Prejudice】服裝

/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音樂學院【長笛獨奏會】服裝/造型設

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戲劇學院【Sonic ＆ Capsule】服裝/
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8] 美國南加大電影學院微電影【 Emotion 】服裝/
造型設計，美國洛杉磯 
[1997] 美國南加大戲劇學院【Killing Game】服裝/造型

設計，美國洛杉磯 
 
相關產學合作案 
[2014-2016] HD 彩妝噴槍造型設計師職能認證計畫 - 協

同主持人 
[2012] 創世歌劇團–星空下的承諾服裝造型設計案 
[2011] 衛武營藝術園區 PQ11 行前展合作案 
[2011] 民視/義大世界–希臘主題展演服裝造型設計案 
[2010] 民視/義大世界 服裝造型設計合作案 
[2009]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互動式劇場合作案 
[2008] 南台灣劇場設計聯展合作案 
[2008] 高雄市政府眷村改造時尚設計合作案 
[2007] 高市交歌劇選粹之夜服裝造型設計合作案 
[2004] 對位室內樂團巡迴展演服設計合作案 
[2002~2004] 高市中華藝校舞蹈科創作展服設計合作案 
[2002]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員工制服設計合作案 
[2002] 高雄市新興高中 制服設計案 
[2001] 全國運動會高雄縣代表隊服裝設計合作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