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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月是时*+校毕业季,又一批年-./ 人将投入市场。新加坡时尚0 做,但 
1 年依旧出2 不少./ 师品3 ,45小步伐,在时尚感与市场之6 探7可8性。 

9:;< 与从业=./ 师对>,为毕业?提供对@业=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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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时很多国E大品3 如 
Ralph Lauren、Banana Republic 
F来此.G海外办事处。‘‘我们 
H己也有工厂、样I房和代工? 
产JK。学?毕业找工不L愁, 
工厂主动来招人,基本上一毕业 
就有工作。”

M5中国市场开放,国E品 
3 就1 搬到N港,新加坡不再是 
亚洲=时尚OP点,与产业Q关 
=工作机会也M之减少。K前时 
*R毕业?=主S就业方向多是 
公关T售,加入本地品3 ,或成 
为UGV型师。

WX年代也涌2 一批扬名 
海外=Y深./ 师,如W华 
(Thomas Wee )、吴来灿(Lai 

Chan )、Z彼得(Peter Kor) 
[。奇怪=是,时尚R毕业?一 
\"后]有人",UG品3 层出 
不^,但为何业内再0 出名家_

在林`云a来b"c些国宝 
d./ 师之所以8够?存下来, 
有一e成就,因为他们从学f之 
初就打下扎实=功底,g5一h 

<i=手fj天下klm回来, 
如今把服*当成f术品做=人n 
来n少,市场对于Z定=o求也 
在减少,大多是成I./ ,对技 
fS求不Z,V成大p同q化2  
r。”

李乐泉s察,受到快时尚# 
奏=影响,加上1 几年兴t=u 
vw,x基本款./ 回潮。在一 
个Q对u洁=./ 模式下,./  
师可以发挥=y6n 来n少。

注z实L多于时尚
如果m定制时*是 心打V 

={|}~,　么成I就是曰常 
吃=、兰}~,u单朴。,却十 
分·合普ˉ□味及o求。

UG品3./ 师叶明ˇ 
2016年成G女*Rye,人如其 
名,她=./¨ 念是从大H然中 
汲取灵感,L u=〃 廓,打V 
"々R女?"=惬意与—―5 

*。根据叶明ˇ=s察,K前女 
*市场流@不会<时=uvw, 
"低‖=奢华"。‘‘人们总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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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校6月=毕业季,将 
为@业〔〕一批新〈〉液。一\ 
以来,外《对于本地时尚业=发 
展普ˉ悲s,A为新加坡时尚0  
做。忆往昔,岛国曾有<时*业 
》勃=WX岁月,但M5品3Y  
本=「」,好景不再。

a今时,仍有年-./ 品3  
『』前@,哪怕在〖小=夹〗 
【,F希望;<了】市场,找到 
一丝发展=微光。在推崇uvw 
=时代,UG./ 师45小步 
伐,以小±×=模式在时尚感与 
市场之6 探7可8性。在c条探 
7=‘÷ 上,有人正t步,有人 
已j<30∶,他们如何洞悉时尚 
产业发展=壁垒与y6 _

0 以打∧=时尚困局
时*业=困局并不只是c一 

代./ 师∨临=∑∏,±是与岛 
国=DNA息息Q关。"新加坡= 
内o市场小是不争=事实,对于 
./ 师来m,人工∪∩、∈X? 
产、原材料∑∏一\F存在。” 
在本地时尚圈∷√30余年=林` 
云一⊥中=。

她mb"不同之处是,∥一 
∠∨对=挑战是如何x国人接受 
本地品3 。早年大家会⌒⊙多元 
买国E名3 ,却很少有人愿意为 
本地./ 买单。M5c几年=宣 
传和推广,如今买气上来了,但 
∫?于∮商时代下=年-品3 , 
∨对来H全≡化=≌争,各国= 
./F8 上≈买到。所以,无∽ 
什么年代,!择时尚c条÷,F 
不容易。”

在./ 师李乐泉a来,气候 
也是∝p=S。。"如果新加坡 
不是常年只有热天,人们会有更 
多≠搭=!择,也会变得更有时 
尚嗅≮。因为天气热,我们对于 
服*=S求注z实≠性,如∨料 
是否;w,≠t来会吸汗[。” 
基于对本地时尚=s察,李乐泉 
去年成GShirt Number White， 
主打uv./ 感=女*≯≤,; 
<G体几何剪≥,增加I服=; 
w性和时尚感。

风现现着年代=》勃岁月
∞然∵多S。决定在本地 

发展品3∴♂ 易事,但上世♀ 
八九十年代,我国°是出2<  
时尚产业发展=WX期。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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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Y几件′典基本款,方便≠搭 
出不同V型。∞m时尚是个人w 
格=″℃,但国人多数注z实≠ 
性<于时尚感。”

为了探7国人=≠Iw格及 
时*=＄份A同感,拉¤尔f术 
学+时尚传媒R学?佘俐仪借毕 
业作品,从全岛60名志愿:　【 
收￠360件曰常I￡,‰一分§ 
存档做成影￠。

一es察后,佘俐仪mb
"如果L一№∨料形容新加坡w 

格=l,我会!棉布。它是最常 
☆最普;=∨料,u单—―实L 
性强,像国人对实≠性=z★。 
c№朴。=″℃也与性格Q关, 
我们是○体性●会,大家°是不 
习惯;<时*″2 个性◎基本上 
是s察市场流@什么就怎么≠, 
c样做最安全。”

游j实L与创意之6
‖和市场o求=实≠性与创 

意,是每个./ 师成◇‘÷ 上= 
必修◆。在受□= 学?时代,每 
个人F在■求创意。像c一届= 
毕业作品中,来H新加坡△¨发 
展学+(MDIS )时*R=▲× 
※,;<一R列“墨→、火橙 
←、↑灰、〈→←=←彩「换, 
r征地≡=毁灭与z?,″℃对 
于森林↓伐◆∏=关注◎拉¤尔 
时*传媒R=〓惠⒈,以Gucci 
=梦幻复古w为参照,为⒉嫲打 
V←彩〈明⒊⒋=混搭w,希望 
尝⒌更大⒍=时*广告w格。

叶明ˇ和李乐泉在学?时代 
F曾做<先⒎性=尝⒌。叶明ˇ 
mb‘‘　时会注z./ 概念多< 
商业化=∝p,但M5K标=改 
变,思⒏方式也会发?变化,o 
S在f术性和商业化之6 求取平 
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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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泉mb"毕⒑最⒒你希 
望a到=是人们会去≠你=I 
服。"但他并没有放弃实≠性和 
创意6= 探7,只是coS在执 
@层∨投入更多=思∝,感≮像 
在j⒓7。"每当⒔实≠感=o 
求⒕挟,不敢开展创意探7时, 
我太太会在旁提⒖,别忘了你成 
G品3= 初⒗是在∨向市场=基 
⒘上,尽可8回归./ 本＄。所 
以不S害怕尝⒌,再4出一步, 
哭∧一点点。”

每每s察⒙方前卫=./w  
格,李乐泉会思∝如何x它在本 
土⒚地,以女?们容易接受=方 
式,在〖#处带来一丝丝改变, 
小心⒛⒛地"⒌5水温”。

深度思∝寻7南洋w
./ 师▲书林同样是一个不 

⑴放弃./ 感与思∝=例子。他 
=名字惊喜地出2 在南洋f术学 
+毕业?名单中。今年是同名品 
3 MAX.TAN成G十周年,他! 
择U⑵=庆⑶方式——回归校 
园,L一年时6⑷ 修充∮。

>及求学期6= 最大收⑸, 
▲书林m是如何;<R⑹性=Y 
料收￠和⑺⑻,为服*注入更深 
刻=思∝。他最感兴⑼=◆∏, 
也是最大=困扰b‘‘作为新加坡 
./ 师,在时*./ 方∨我们° 
没有找到＄份A同。"

他mb"作为一个№族⑽合 
=国家,我们=服*№§丰富, 
有⑾来峇⑿、印度⒀丽、中式旗 
⒁[[。但所a到=南洋w./  
F是平∨=印⌒,把代″元。印 
在T恤上,或\接L⒂染布料做 
洋*,c№方式在我a来有点懒 
惰,也不8完全体2 亚洲人U⑵ 
=服*文化。"

他想做=,是不出2 任何 

代″性元。=情况下,L一№ 
更巧妙=‘‘⊥⒃”⒄⒅多元文 
化=⑽合。毕业作品灵感源H我 
国⒆一代书⒇家林子平=‘‘①涂 
字”,把毛②字弄①涂,“字入 
⒇,⑷入字⒇⑽合=境《。以 
墨←、③、印④⑤为主←‖, 
;<布料=垂感,加入乔其⒀ 
(georgette),呈2 女性×= 

柔与刚。
▲书林=./⒔ 欧洲时*⑥ 

∽家形容为,"L⑦学./= 感 
性时*,″℃微妙华丽又灵光一 
2= 人§感⑧”。他=强J是打 
板剪≥,擅◇时*=⑨构与】 
构。只是<往作品多是从⒙式w 
格中找寻灵感,如今承⑩东方㈠ 
㈡,化⑨构于㈢㈣之中,增加柔 
性″℃。在‘‘∧与G”=㈤后, 
他一\持守=⑨构性依旧‘‘形散 
㈠不散"地流淌。▲书林会将毕 
业作品刚悟到=./¨ 念,带入 
品3 下一季=成IR列。

z㈥学府=求学′历,x▲ 
书林意B到S呈2 有深度=作 
品,㈦⌒更多时6 在前期=Y料 
收￠中。东⒙a多了,H然在㈧ 
中形成印r,可巧妙地串Ot 
来,x./ 更有层次感和‘‘可㈨ 
性”。他㈩mb"2 在我不想只 
当‘好’./ 师,⒔人Ⅰ./ 有 
多×,±想成为一个Ⅱ明=./  
师,别人a完你=作品后会心一 
㈩,㈨懂个中Ⅲ妙。”

ⅣtⅤ尖探探国E市场
品3 创G以来,▲书林一\ 

想做=,是在国EⅥ台发出新加 
坡=声Ⅶ。一开始他就很Ⅷ定S 
j出小⑤点,开拓海外市场。

Ⅸ合<往=探7′Ⅹ,他分 
享b‘‘海外发展模式没有标准Ⅺ 
案,因为每个品3=‖ 性和接Ⅻ 
！度不同。t初也⒌<＂‘教⑦ 
书Ⅺ案’j,;<服*展会找机 
会,但⑨果不¨想。对于我们c 
样=小众品3 ,z点是找到合作 
=海外对接方。K前我=公关团 
＃在￥兰,％售代¨在巴`,每 
一季会把新./ 呈2＆ 各地买 
手。c№更加￠中＇对式=△¨ 
方式,效果会更好。”

此外,他也建（想S"出 
国”=品3 慎z!择,因为很0  
游j在本地和国E两个市场之 
6 。最实E=例子是发布时6 上 
=）＊,国外=春夏季从每年3 
月份开始,本地市场;常会在1 
月份推出新品,　时很多国家° 
是冬天。UG./ 师Y源有$, 
很0 同时兼＋两地发布=时6 , 
"所以对于./ 师±⒃,你SA 

，思∝市场发展=侧z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