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FA Paris硕士课
程原班明星师资

买手, 这个处在时尚最前线的职业, 究竟具体做些什么? 为什么这门起源
于欧洲的学科由全欧洲师资来教授是如此重要? 这门课程, 将带你全面
感受买手行业的脉搏。

时尚买手入门基础周末在职课程向学生介绍

了时尚买手行业所需要掌握的基本要素。

通过对全球时尚产业高级人才诉求的深度调

研，该课程的设置涵盖了时尚产业最先进和

最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传统讲座式授课结

合实景互动式法式教学，配合个人独特风格

设计系列、调研、品牌实践、及参观品牌或

工厂等产学研教育方式，旨在培养兼具探知

欲、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国际化顶尖高级定制

服装设计人才。

自2012年在上海校区成功开办,每期名额均供

不应求。课程全球范围招生, 无需任何基础即

可申请。

招生对象

• 你想成为一名职业买手, 迫切想要了解

买手日常工作内容

• 你考虑转换职业生涯

• 你向往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 你正在寻找一门实践性和专业性极强的

课程

• 你的空余时间非常有限, 希望最大限度

利用周末时间学习

时尚买手入门基础
周末在职课程



一个出色的买手需要能够预测未

来即将销售的商品。该模块将从

原材料购买到商品的分销，探索

SCM供应链管理的所有环节，为

学生提供一幅清晰完整的时尚产

业全景图。

从快时尚到奢侈品牌，学生将

了认知、了解，评估各类时尚

零售商所销售商品/系列的不同

类别并学习如何对各类时尚商

品进行陈列。

介绍购买的基本构建原理。第

一部分：着重阐释买手的作用

和责任。第二部分：探索并掌

握商品行销的数据比。

通过实际运用，探索时尚潮流

的形成过程，围绕探讨时尚现

代史，色彩心理学，服装廓型

以及设计应用程序，探索时尚

的不同领域。

作为最后一个以实践操作为主

的模块涵盖了之前课程教授的

所有技巧。学生将为某个在上

海的特定品牌和门店创建一个

未来季度的半年度采购限额计

划。

建立基本理论框架，理解消费

者的背景、消费的季节性和地

域特殊性如何对当代时尚买手

的购买策略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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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为时尚人士精心
设置, 他们将有机会学习最
贴近潮流趋势的时尚买手
基本要素, 结识买手领域领
袖人物, 拓展自己的视野以
及行业网络  ”

Diana Derval
IFA Paris硕士课程及在职课程授

课程模块

6 趋势预测

供应链管理

OTB半年采购计划

时尚营销情报

时尚商品行销

买手原理

100
总学时

20
每班人数



课程信息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

学制：3个月

授课地点：上海

学费：19,888人民币

学制证书： 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 成绩合格, 

经学院审批后, 即可获得由IFA Paris巴黎校

区颁发的课程证书。

请即致电教育顾问咨询

021-36050654 / 62750055

如何申请

入学条件

● 对时尚买手有强烈兴趣

● 拥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 由于该课程全程使用英语授课 (配备中文同步翻译),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课程内容, 学生需具
备一定的英语基础 

咨询课程

● 拨打上方招生热线直接与招生老师联系
● 或登陆学院官方网站进行在线咨询

申请流程

     www.ifaparis.cn

● 登陆学院官方网站填写在线申请表
● 确认完成所有申请步骤后, 交付学费, 您将收到课程准备材料
清单

www.ifaparis.cn
www.ifa-edu.cn
weibo.com/ifaparis

巴黎校区地址: 18-24 Quai de la Marne, 75019 Paris, France
上海校区地址: 200336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50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创意楼



传承自法国
高级设计教学理念

你是否梦想成为一名高级时装设计师? 你是否对时尚有浓厚兴趣却不得
其门而入? 你是否期望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 本课程将帮助你开启通向高
级设计师世界的窗口, 挖掘自身潜力, 实现梦想。

时装设计入门基础周末在职课程成功地将法国高

级定制服装设计理念和顶尖的制作工艺引入中国

时尚教育领域，取得显著的教育成果。

通过对全球时尚产业高级人才诉求的深度调研，

该课程设置涵盖了时尚产业最先进和最完备的专

业知识体系。传统讲座式授课结合实景互动式法

式教学，配合个人独特风格设计系列、调研、品

牌实践、及参观品牌或工厂等产学研教育方式，

旨在培养兼具探知欲、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国际化

顶尖高级定制服装设计人才。

自2012年在上海校区成功开办,每期名额均供不应

求。课程全球范围招生, 无需任何基础即可申请。

学生可以选择在课程结束后继续学习与设计相关

的平立裁及面料在职课程,也可申请深造学院的时

装设计硕士课程。

招生对象

• 你对时装设计有着强烈的兴趣

• 你考虑转换职业生涯

• 你向往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 你正在寻找一门实践性和专业性强

的课程

• 你的空余时间非常有限, 希望最大

限度利用周末时间学习

时装设计入门基础
周末在职课程



该课程由6个单元组成，
通过学习时尚领域的专业
词汇，学会如何区分和描
述不同的服装，掌握绘制
工艺图的基本技巧。

该课程由6个单元组成，
从零基础起步，学习绘
制时尚女模特的各种基
础技巧，掌握如何手绘
有创造性、个性化的人
模。

该课程由6个单元组成，
旨在引导学生重组自己的
设计灵感及创作理念，并
创作自己的个人作品。

该课程由6个单元组成，
旨在引导学生重组自己的
设计灵感及创作理念，并
创作自己的个人作品。

绘
制
时
尚
人
模

产
品
工
艺
图

灵
感
与
创
意

色
彩



“学生通过课程尽情探
索他们的想象力,从而发
掘设计的无限可能性。”

Delphine Durieux
IFA Paris本科课程及在职课程教授

课程模块

4 产品工艺图

色彩

绘制时尚人模

灵感与创意

96
总学时

20
每班人数



课程信息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

学制：3个月

授课地点：上海

学费：21,888人民币

学制证书： 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 成绩合格, 

经学院审批后, 即可获得由IFA Paris巴黎校

区颁发的课程证书。

请即致电教育顾问咨询

021-36050654 / 62750055

如何申请

入学条件

● 对时装设计有强烈兴趣

● 拥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 由于该课程全程使用英语授课 (配备中文同步翻译),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课程内容, 学生需具
备一定的英语基础 

咨询课程

● 拨打上方招生热线直接与招生老师联系
● 或登陆学院官方网站进行在线咨询

申请流程

     www.ifaparis.cn

● 登陆学院官方网站填写在线申请表
● 确认完成所有申请步骤后, 交付学费, 您将收到课程准备材料
清单

巴黎校区地址: 18-24 Quai de la Marne, 75019 Paris, France
上海校区地址: 200336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50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创意楼

www.ifaparislcn
www.ifa-edu.cn
weibo.com/ifaparis



IFA Paris硕士课
程原班明星师资

如何提升视觉营销对品牌文化和店铺氛围的冲击力？如何促进产品与
消费者之间的关联，最终实现购买行为？该课程将带你掌握视觉陈列
的核心理念与技术。

视觉陈列入门基础周末在职课程向学生介绍

了通过创造性的视觉与空间艺术从而实现销

售所需掌握的基本技巧。

通过对全球时尚产业高级人才诉求的深度调

研，该课程的设置涵盖了时尚产业最先进和

最完备的专业知识体系。传统讲座式授课结

合实景互动法式教学，配合个人独特风格设

计系列、调研、品牌实践及参观品牌或工厂

等产学研教育方式，旨在培养兼具探知欲、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国际化顶尖高级定制服装

设计人才。

自2012年在上海校区成功开办,每期名额均供

不应求。课程全球范围招生, 上海授课，无需

任何基础即可申请。

招生对象
• 你想成为一名店铺陈列师，熟知商品陈

列的基本原理

• 你考虑转换职业生涯

• 你向往一个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 你正在寻找一门实践性和专业性极强的

课程

• 你的空余时间非常有限, 希望最大限度

利用周末时间学习

视觉陈列入门基础
周末在职课程



模块1：视觉陈列概述   20 学时
    该模块教授了视觉陈列原理的基本概念，为之后的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模块2：时尚商品陈列   16 学时
    从快时尚到奢侈品牌，学生将认知、了解，评估各类时尚零售商所销售商品/系列的不同类别并学习如
何对各类时尚商品进行陈列。

*“时尚商品陈列”模块仅在独立的“视觉陈列”课程中教授，在“时尚买手与创业”课程组合中，将仅在“时尚买

手”课程中教授本模块。

模块3：感知营销   16 学时 
    对感官领域进行探索和发现，了解不同的感官刺激会在一个既定的零售空间，为客户提供一个独一无
二的购物体验。

模块4：时尚趋势预测   16 学时 
   学生将通过参与实践应用活动，探索时尚潮流的形成及组成。该模块将探讨时尚现代史的不同领域，
包括：色彩心理学、廓型和设计应用程序等专业知识。

*“时尚趋势预测”模块仅在独立的“视觉陈列”课程中教授，在“时尚买手与创业”课程组合中，将仅在“时尚买

手”课程中教授本模块。

模块5：电脑绘图 16 学时 
   通过教授Photoshop的基础原理，从而帮助学生创建氛围板，呈现零售店铺的视觉陈列效果。

模块6：视觉陈列工作室  16 学时 
   作为最后一个以实践操作为主的模块涵盖了之前课程教授的所有技巧。学生将为某个位于上海的特定
品牌门店创建一个下一季度的橱窗陈列。



该课程为时尚人士精心设置, 
他们将全面了解视觉陈列的
原理和基本概念，掌握如何
通过店铺陈列为客户创造一
个独一无二的购物体验。

课程模块

6 时尚趋势预测

电脑绘图

视觉陈列工作室

视觉陈列概述

时尚商品陈列

感知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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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

学制：3个月

授课地点：上海

学费：19,888人民币

学制证书： 学生完成所有的课程, 成绩合格, 

经学院审批后, 即可获得由IFA Paris巴黎校

区颁发的课程证书。

请即致电教育顾问咨询

4008206255 / 021-62750055

如何申请

入学条件

● 对视觉陈列有强烈兴趣

● 拥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者将被优先考虑 

● 由于该课程全程使用英语授课 (配备中文同步翻译), 为了更完整地理解课程内容, 学生需具
备一定的英语基础 

咨询课程

● 拨打上方招生热线直接与招生老师联系
● 或登陆学院官方网站进行在线咨询

申请流程

     www.ifa-edu.cn

● 登陆学院官方网站填写在线申请表
● 确认完成所有申请步骤后, 交付学费, 您将收到课程准备材料
清单

www.ifaparis.cn
www.ifa-edu.cn
weibo.com/ifaparis

巴黎校区地址: 18-24 Quai de la Marne, 75019 Paris, France
上海校区地址: 200336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50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创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