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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創意企劃因應後疫情時代之市場，將企劃主體著重於健康及產品機能性，在經

過各種資料蒐集後，產生以遠紅外線布料進行產品製作設計的想法。 

 

本企劃主要目的為使用遠紅外線布料進行製作與設計。在進行產品企劃前，先就

遠紅外線布料在市場的使用狀況進行調查，並透過調查分析目前台灣市場上遠紅

外線布料具備的各種優勢及劣勢和市場上具有的潛在發展空間。 

 

透過分析出來的結果，進行遠紅外線布料產品系列開發與設計，製作出以遠紅外

線布料為主要材質的商品。將遠紅外線布料運用在家居紡織品市場現有的產品上，

一方面增加其產品的功能性，一方面使遠紅外線布料能更加廣泛地應用，增加遠

紅外線布料使用的多元性。 

 

此外，在擁有機能性的同時，也兼具外觀美感，打破大眾對機能性紡織品缺乏設

計美感只著重於實用性的刻板印象，藉此讓更多人認識與接受遠紅外線紡織品，

提升其在市場上能見度與其目標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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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防疫期間大眾待在家中的時間增加，對家居紡織

品的需求也隨之提升，而隨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大眾關注的焦點聚焦於更健

康、活力的生活方式，而紡織產業方面則注重於提升布料的機能。 

 

台灣在機能布料開發與技術方面投入大量資源，舉凡發熱衣、吸濕排汗布料、涼

感、抗菌布料等等，皆取得國際級的認可，在機能性布料市場，台灣一直擔任領

頭羊的角色，但相較之下，機能性產品在設計方面較不重視，產品樣式偏向傳統

樸素，主要客群侷限在中高年齡層。 

 

近幾年來年輕人健康意識提升，機能性產品所帶來的功能符合時下趨勢，機能性

產品不再只局限於運動或老人保健，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手腳冰冷、末梢血液循環不良等困擾不只侷限於中老年族群，許多年輕女性也備

受其擾。在進行市場資料蒐集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遠紅外線布料具有「促進血液

循環」、「使身體感到舒適溫暖」的功能，因此我們希望能將「遠紅外線布料」

應用於產品，在家居紡織品目前現有的產品基礎上加入「發熱」、「促進血液循

環」等功能，提升產品優勢。 

 

但年輕族群往往因為設計無法滿足美感需求，而使機能性服飾無法打入年輕世代

之中，因此我們希望在這次專題當中除了擴增遠紅外線布料的產品種類，也能改

變年輕世代對於機能性服飾的刻板印象，製作出年輕族群也願意嘗試與穿戴的

「機能單品」。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運用「遠紅外線布料」能促進血液循環的特性，以類似易力氣金屬手環的概念，

將消費者平常使用的紡織用品、配件以遠紅外線布料製作。設計成更為年輕化的

款式，並跳脫市場對機能性紡織產品種類單一的刻板印象。健康、保健的同時也

不會破壞整體美感，將遠紅外線布料加入大眾日常的生活用品中，增加市場接受

度，拓展目標市場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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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 
 

第一節 遠紅外線布料介紹 
 

遠紅外線係一種太陽光電磁波，其波長範圍為4~1000μm，其中波長4~14μm之遠

紅外線又稱為生育光線(Biogenetic rays)，可以促進人體或動物的生理活性。 

 

遠紅外線紡織品係將奈米級或微米級的特殊陶瓷粉末加入聚合物中紡絲，以長纖

維(Filament))或短纖維(Staple Fiber)型態製成遠紅外線纖維。若以短纖維型

態，則再與棉、縲縈等纖維混紡成紗，一般以製成貼身用內衣、護具、襪子等紡

織品為主。另在染整過程中也可以加入遠紅外線材料，遠紅外線的功能係在吸收

日光或人體的能量後，會以遠紅外線(4-14微米波長)輻射的方式將能量傳回人

體， 

 

具有遠紅外線功能布料可較一般材質之布料，更能有效達到保溫的目的以助於促

進血液循環，尤其適合高山雪地活動時禦寒保溫。 

 

宏遠興業遠紅外線布料產品特色： 

1. 採用具有遠紅外線功能的天然無機粉加入聚酯中 

2. 吸收能量(如太陽能或是體熱)的遠紅外線織物會釋放熱能，使身體感到舒適溫

暖 

3. 結合宏遠功能膜，更可達到高耐水壓/透濕功能（20000/20000) 

4. 適合製作貼身衣物、家飾及寢飾用布以及戶外運動休閒服飾 

宏遠官網：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

1&SID=7&TID=29&ID=96 

 

第二節 波特五力分析 
 

一、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目前台灣市場上有在使用遠紅外線布料的品牌少，大多都為紡織企業的自創品

牌，或是健康、保健產品，而市面上相同特性產品大多缺乏外觀美感，產品種類

單一、銷售客群也偏向不追求時尚與美感的中高年齡層。因此，由於市場上現存

替代品少，而使目標客群能受產品特殊性所吸引，美觀又兼具機能性的特質，讓

產品更加具有優勢，在消費者議價能力的威脅上也相對較低。 

 

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相較於一般非機能性布料，台灣現在有生產遠紅外線布料的公司不多。遠紅外線

紡織品為將奈米級或微米級的特殊陶瓷粉末加入聚合物中紡絲，以長纖維（Fila

ment）或短纖維（Staple Fiber）型態製成遠紅外線纖維。若以短纖維型態，則

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1&SID=7&TID=29&ID=96
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1&SID=7&TID=29&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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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與棉、縲縈等纖維混紡成紗。此種布料在製造方面與一般紗線布料相比特殊許

多，製造過程也比較繁雜。 

 

而此種類型機能性紡織品布料廠商與上游供應商議價能力的高低，與紗線的供需

關係(採購量與長期配合度）、差異化程度（一般機能性或專有特殊規格）、品

牌知名度、與布廠合作的深入程度等因素有關，為互利及互相依存的關係。因

此，針對供應商議價能力是處於「高威脅」的狀態。 

 

三、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要運用遠紅外線布料生產商品的門檻並不高，只要能取得布料，就能進行產品開

發。因此，雖然目前市場上使用該布料進行開發產品線的品牌不多，但若此項布

料成為潮流，廠商大舉加入研發遠紅外線之產品，最終將可能陷入低價競爭的困

境，因此處在「高度威脅」的狀態。 

 

四、替代品的威脅 

 

目前市場上的家居紡織品大多運用非機能性布料，若在現有的家居紡織品加入遠

紅外線布料，讓產品具有「促進血液循環」、「舒適溫暖」的特性，成為家居紡

織品當中的新產品，讓消費者原本日常在使用的商品多了新的功能，而具備此項

優勢的產品，在目前市場上還未有相似替代品。因此，替代品的威脅性相較之下

較低。 

 

五、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目前台灣市場上少有家居紡織品品牌選用遠紅外線布料製造產品，少數運用遠紅

外線布料製造的產品類型通常侷限於T恤或床組等等，種類單一。相較之下若品

牌增加遠紅外線紡織品種類且兼具外觀設計，就能在現有競爭者之中達到「產品

差異化」，因此現有競爭者的威脅較小。 

 

第三節 問卷分析 
一、問卷設計及內容 

 

• 區段一 

1.請問您是否有以下的困擾?(可複選) 

手腳冰冷 \ 足部抽筋 \ 眼睛疲勞 \ 眼睛酸澀 \ 臉部暗沉 \ 臉部水腫 \ 下肢

體水腫 \ 無 

2.請問您是否會因為上述困擾而購買相對應功能產品?(例如:羊毛襪、保暖手

套、蒸氣眼罩、面膜等) 

是 \ 否 

3.請問您曾經/希望透過何種管道取得這些產品相關資訊?(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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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街的時候看到 \ 報章雜誌（時尚雜誌介紹等等） \ 親友介紹 \ 購物台介紹\

網路資訊（網路新聞、FB和IG介紹等等） \ 店家購買 \ 無 \ 只要有需要就會去

買 

4.請問您曾經/希望透過哪種管道購買這些產品?(可複選) 

實體店面 \ 品牌官網 \ 網路電商平台（MOMO、蝦皮、PChome等等） \ FB團購社

團 \ 網路電商平台（蝦皮、PChome等等） \ 實體店面（寶雅、康是美、屈臣氏

等等) 

5.請問您平時是否有購買機能性紡織品的習慣?（發熱衣、涼感衣、排汗衣等

等） 

以1到5排序購買頻率 

6.請問您對市面上新產品的購買意願?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二 

1.紅外線布料做成布面膜可以促進臉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面膜的哪些特點？ 

服貼度 \ 功效（高美白、高保濕） \ 價格 \ 材質 \ 特殊成分（特別添加竹炭

粉、珍珠粉） \ 有特色的外觀（可愛的包裝、動物造型面膜）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面膜？ 

NT250~NT350 \ NT350~NT450 \ NT450~NT600 \ NT600以上 

4.請問遠紅外線面膜能重複使用的特點會成為您選擇它的原因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若面膜能促進血液循環（紅潤氣色、減緩臉部疲勞）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

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6.請問會想嘗試遠紅外線面膜這項產品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三 

1.紅外線布料做成眼罩可以促進眼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眼罩的哪些特點？  

服貼度 \ 外觀設計 \ 價格 \ 材質舒適度（純棉、絨毛等等） \ 透氣度 \ 綁帶

舒適度（鬆緊、觸感）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眼罩？ 

NT300~NT450 \ NT450~NT650 \ NT650~NT750 \ NT750以上 

4.請問遠紅外線眼罩能重複使用的特點會成為您選擇它的原因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若眼罩能促進血液循環（降低眼壓、舒緩眼部疲勞）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

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6.請問您會想嘗試遠紅外線眼罩這項產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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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四 

1.紅外線布料做成襪套可以促進足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襪套的哪些特點？ 

外觀設計 \ 材質舒適度 \ 透氣度 \ 保暖度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襪套？ 

NT200~NT300 \ NT300~NT400 \ NT400~NT500 \ NT500以上 

4.請問若襪套能促進血液循環（緩和足部冰冷、痠痛）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您會想嘗試遠紅外線襪套這項產品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五 

1.請您對以下三項遠紅外線產品做購買意願排序（第1名為意願最高） 

 遠紅外線布面膜 \ 遠紅外線布眼罩 \ 遠紅外線襪套 

 

• 區段六 

1.性別 

男 \ 女 \ 其他 

2.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 中部地區 \ 南部地區 \ 東部地區 \ 離島地區 \ 其他 

3.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NT1000~NT3000 \ NT3000~NT5000 \ NT5000~NT7000 \ NT7000～NT10000 \ NT100

00以上 

4.請問您平時的休閒娛樂為何?(可複選) 

知識藝術（逛展覽、參加藝文活動） \ 娛樂（電影、演唱會、唱KTV） \ 體育

（打球、游泳） \ 戶外活動（爬山、露營） \ 消遣（咖啡廳聊天、逛街購物） 

\ 居家\其他 

5.年齡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60歲 \ 61歲以上 

 

 

二、問卷分析結果： 

（一）產品 

 

• 眼罩： 

 

1. 受訪者較為重視眼罩的材質舒適度、透氣度、綁帶舒適度 

2. 接近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00-NTD450購買眼罩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450-NTD650購買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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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眼罩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們

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眼罩這項產品 

 

• 襪套： 

 

1. 受訪者較為重視襪套的材質舒適度、透氣度、保暖度 

2. 超過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200-NTD300購買襪套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00-NTD500購買襪套 

4.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襪套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們

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襪套這項產品 

 

• 布面膜： 

 

1. 受訪者較為重視布面膜的材質、功效 

2. 超過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250-NTD350購買布面膜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50-NTD600購買布面膜 

4. 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若面膜具備重複使用特性，會促使他們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布面莫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

們的購買意願 

6. 超過八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布面膜這項產品 

 

（二）通路 

 

• 消費者接觸商品資訊方式 

1. 接近七成受訪者藉由網路平台接觸到商品相關資訊 

2. 超過五成受訪者透過前往實體商店逛街時接觸到商品相關資訊 

 

• 消費者購買產品的通路及管道 

1. 超過八成受訪者會透過實體商店購買商品 

2. 接近七成受訪者會在網路電商平台購買商品 

3. 接近五成受訪會在品牌官網購買商品 

 

第四節 STP分析 
 

一、目標客群輪廓 

 

性別 女性 

年齡 22-40歲年輕至中年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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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生、上班族、家庭 

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新台幣3千以上 

居住地 都市 

購物習慣 關注產品機能性和使用體驗 

生活型態 追求生活品質、健康，重視Work & Life Balance，將家中打

造成療癒放鬆的空間 

風格喜好 重視美感、樂於嘗試新型產品 

 

三、產品定位分析 

 

對象 追求生活品質、健康，重視Work & Life Balance，將家中打造成

療癒放鬆的空間 

品項 以居家產品為主，打造舒適、放鬆的意象 

價格 NTD 400-888 

 

 

第五節 4P分析 

 

一、Product 產品策略 

 

以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的遠紅外線布料製作產品，此特殊功能經過宏遠公司內

部測試認證，具有實質的數據證明其功效。產品結合舒適、質感、溫暖三大核心

理念，讓保暖功能不再侷限於使用電能發熱相關產品。遠紅外線紡織品能重複使

用之特點，解決一次性消費品（如：一次性蒸氣眼罩）浪費的問題，更加環保。 

 

產品種類包括布面膜、襪套、眼罩等居家用品，讓生活中療癒、放鬆的紡織品，

多了一項「促進血液循環及保暖」功能。機能性結合美觀之產品能滿足更多客群

在生活方面的使用需求。 

 

產品以組合包方式銷售，提供優惠，提高消費者購買多項產品之意願。 

 

二、Price 價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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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不同的產品、材質、尺寸進行估算與調整。設定不同產品組合制定不同的價

格。價格帶的範圍設定在NTD400-NTD888，透過產品組合訂定優惠促銷價格，促

使消費者一次購買多樣商品。 

 

三、Place 通路策略 

 

經營品牌社群網站，以分享產品製作過程，說明遠紅外線之原理和功效，提升遠

紅外線紡織品的關注度。在Instagram及Facebook上皆可以下單購買，以表單統

一建立出貨系統以方便清楚訂單，下單後三天內寄出，提供郵寄、宅配、便利商

店等配送方式。 

 

在實體銷售方面則以市集為主，增加商品的知名度和易取得性。 

 

四、Promotion 推廣策略 

 

（一）社群媒體行銷： 

經營品牌社群媒體，宣傳品牌概念及產品特色，並透過hashtag流行關鍵字和與

相關社群媒體帳號合作，提升曝光度。舉辦分享貼文、追蹤cozy&comfy、在cozy

&comfy貼文下標註好友就能進行抽獎的活動，提高品牌在社群媒體上的觸及率。 

 

（二）實際體驗： 

參加市集擺攤以及舉辦快閃活動，增加曝光度，讓大眾可以實際體驗遠紅外線紡

織品，了解其功效並認可、選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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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品牌規劃、企業識別系統設計 

 
一、 品牌名稱：cozy&comfy  

 

二、 品牌理念： 

以舒適、溫暖、質感為己任，運用遠紅外線布料製作家居織品，吸收人體的遠紅

外線，再以同樣方式傳回肌膚，達到熱循環效應，改善血液循環不良、新陳代謝

問題，有別於機器大量生產，每一樣商品都是阿婆與阿姨們親手縫製，將手作與

cozy and comfy的溫度，由內而外傳遞溫暖，陪伴在每個人的生活中。 

 

三、 品牌logo： 

 

 
            

 

四、 品牌核心價值： 

以舒適、溫暖、質感為品牌三大核心訴求 

舒適：品牌以居家產品為主，打造舒適、放鬆的意象 

溫暖：阿婆手工製作的產品，由內而外傳遞出溫暖的感覺 

質感：做出來的產品必須兼具品質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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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呈現構想 
 

（一）產品種類： 

 

1. 襪套：內裡使用遠紅外線布料，以布料優良續溫特性，促進腳部血液循

環，達到保暖效果。襪套底部加上止滑顆粒，可在室內穿戴走動，不需再穿拖

鞋。 

 
產品示意圖-襪套 

 

2. 眼罩：與眼睛接觸的內裡部分使用遠紅外線布料，能促進眼睛周圍皮膚血

液微循環，產生發熱放鬆的效果，降低眼睛疲勞。此外，將眼罩綁帶設計成可拆

式，拆下後可接成一個圓圈作為綁頭髮使用。 

 
產品示意圖-眼罩 

 

3. 布面膜：有別於一般面膜以精華液作為保養的方法，以遠紅外線促進皮下

血液循環，讓肌膚必需的營養素順利傳達，幫助排出老廢物質，有美容的作用。 

 

（二）產品色彩： 

主要以低彩度、自然色系為主， 

可達到視覺上放鬆的效果。 

 

（三）產品風格： 

居家、自然、放鬆、療癒、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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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完整產品呈現 

 

 

 

     

FUWA・FUWA遠紅外線眼罩 
 

「ふわふわ（FUWAFUWA）」 

在日文裡可以用來形容東西的質感， 

當看到綿羊時你可以說牠看起來fuwaf

uwa， 

當嚐到鬆餅或棉花糖時你可以說它吃

起來fuwafuwa， 

當窩在在柔軟舒適的被窩時你可以說它

躺起來fuwafuwa， 

當接觸到剛曬好的羽絨被時你可以說

它摸起來fuwafuwa。 

 

就如同FUWA・FUWA這個名字，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眼罩的接觸眼周部

分使用遠紅外線布料， 

能促進眼睛周圍皮膚血液微循環， 

產生發熱放鬆的效果，降低眼睛疲

勞。 

讓身心都fuwafuwa了起來～～ 

 

 

 

午夜襪套 Midnight Blue 
 

午夜藍，是一種介於深藍和黑色之間

的顏色， 

因為近似午夜天空黑暗的顏色而得

名。 

掛著滿月的夜空是Midnight Blue， 
丹麥的美人魚所住的那片海洋是Midni
ght Blue， 
電影《樂來樂愛你》中男女主角共舞

的那片夜空是Midnight Blue， 
忙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的望向的夜空

是Midnight Blue。 
就如同Midnight Blue這個名字和色

彩，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襪套， 

內裡使用遠紅外線布料，以布料優良

續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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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腳部血液循環，達到保暖效果。 

像午夜天空的帷幕，沉穩又自在、同

時給人滿滿的安全感。 

在寒冷的冬季夜晚，溫暖的包覆著不

安與疲憊。 

 

 

全新概念商品：行動派遠紅外線布面
膜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布面膜使用遠紅外

線布料， 

能促進臉部皮膚血液循環，促使皮膚

細胞賦活， 

有別於傳統一次性面膜產品， 

單使用遠紅線促進血液循環的原理， 

就能由內而外改善肌膚問題，達到美

容效果。 

 

就如同行動派這個名字， 

遠紅外線布面膜清爽舒適的材質， 

讓你不管走到哪裡都能隨時隨地戴上布面

膜， 

改善肌膚問題的困擾。 

 

 

 

第五節 社群行銷及推廣活動 

 

(一)社群媒體經營： 

主要運用Instagram及Facebook，Instagram針對較年輕顧客，Facebook針對較年

長顧客，不同月份進行不同主題發文，定期更新並與消費者互動，以加深消費者

對品牌之印象。 

 

• 社群經營排版規劃 

1. Instagram 

同主題為一橫列，以三格形式介紹，並以現時動態通知有新發文與顧客互動或抽

獎活動。 

 

2. Facebook 

以大圖、少量文字為主，清楚表達主題及產品特性，方便大眾閱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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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介紹直播 

 

現在消費者習慣使用網路購物，但網路購物現階段的一個缺點是消費者無法實際

地觸摸感受其實體，來決定購買與否。而直播能改善一部分的問題。透過直播，

能夠展示實品，讓消費者更加了解商品細節，也可以透過即時應答，立即解決消

費者無法觸模和體驗而產生的疑惑。此外，藉由直播中跟觀眾互動，增加顧客黏

著度。 

 

日本商品代購「午安小姐」的客群為25-40歲的上班族或是主婦，與我們的目標

客群相符，因此，我們決定與日本商品代購「午安小姐」合作，進行商品介紹直

播。希望能藉此增加遠紅外線布料的關注度，並打破大眾對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二)推廣活動： 

 

• 創意市集—新北市日月光市集 

 

近年，社群網路平台興起，許多手作及文創品牌透過網路宣傳創作和產品，在這

樣的潮流之下，創意市集與文創市集活動也隨之增加，成為新型態的實體銷售管

道。有別於一般純商業性實體通路，創意市集具有原創性與活力，消費客群大多

為追求自我風格以個人獨特品味的年輕族群，相較之下，接受創新及創意產品的

意願高。 

 

在本次專題中，我們所設計出的遠紅外線紡織品跳脫大眾對機能性紡織品的既定

印象，讓其具備健康、保健的同時也不會破壞整體美感。我們希望藉由創意市集

活動，親自向大眾宣傳這樣新型態的遠紅外線紡織品，提升品牌與產品曝光度。 

 

在本次市集當中，cozy&comfy的兩項產品—眼罩及襪套皆有售出，共售出五成商

品。 

 

 

第四章 結論 

 

遠紅外線布料具市場接受度：在本次企劃中，透過網路平台介紹與參與市集擺

攤，實際與消費者進行接觸，我們可以發現約有八成以上的消費者對遠紅外線紡

織品感興趣，因此遠紅外線布料仍具有許多市場可能性。 

 

遠紅外線布料商品若能提升外觀設計能增加其市場競爭力：大多數消費者願意嘗

試及購買遠紅外線布料商品，但礙於產品種類太少、不夠美觀，所以在市場上知

名度仍不高，若能建立完整的品牌規劃及有效改善產品設計，便能增加其市場競

爭力。 

於遠紅外線紡織品的刻板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