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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摘要 

 
近幾年隨著⼈們健康意識抬頭，健康美慢慢成為主流，相關的運動服飾也漸漸

的被⼈們接受與喜愛，但運動服飾往往侷限在健身房等運動場所，鮮少出現在日常

外出場合，⽽我們認為運動風也能是⼀種時尚，為了消除運動與休閒兩者的模糊界

線，我們致⼒於重新定義⼤眾對運動服飾的刻板印象，讓運動服飾同時兼具功能與

時尚，全⽅位提升消費者的產品體驗。 

 

我們將重新定義運動休閒服飾，儘管部分⼈是為了運動健身⽽穿，我們更希望

能將品牌推廣到日常外出活動，因為我們知道許多的消費者穿著運動服飾的目的未

必是從事運動，⽽是希望透過穿著運動服飾得到不同的體驗；我們將透過具有影響

⼒的運動員實穿，加上社群軟體的經營，來推廣並展現品牌訴求，增進品牌認知

度。 

  



第⼀章 緒論 

 

第⼀節 企劃背景 

近幾年⼈們健康意識抬頭，社會運動風氣漸增，加上社群媒體發展快速，⼈們

比以往更容易接觸到健身相關資訊，導致許多⼈開始注意自⼰的健康與體態⽽開始

健身，國民所得提⾼、休閒時間增加等等也讓⼈們有能⼒將健身變成自⼰身活的⼀

部分，政府也致⼒於提倡全民運動，積極興建運動設施，加速改善國內的運動環

境。 

 

第⼆節 企劃動機 

隨著運動業的蓬勃發展，相關的運動品產業也越來越多，專業的運動服飾也琳

瑯滿目，不過我們發現⼈們在聯想運動服飾總會有固定的想像，因此我們品牌希望

能突破⼈們對運動服飾的既定印象，在服飾的外型上做改造，將運動與休閒服飾結

合，使運動服飾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穿著，不僅能在從事運動時穿著，也能成為日常

的穿搭，實現「⼀衣多穿」，⽽我們也注重布料剪裁以及布料機能，希望能提供消

費者全⽅位的升級體驗。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有鑒於國⼈運動風氣日益盛⾏，健身房已經成為現代⼈放鬆與成長的重要場所，但

在健康與體態慢慢⾛上坡的同時，許多⼈在衣物的選擇上，反⽽成為上坡中的障

礙。舉例來說：⽜仔褲、拖鞋、汗衫等，不僅造成運動不適，也不尊重運動場所，

所以團隊決定設計出適合在健身房運動且版型舒適，外型美觀的機能套裝，讓國⼈

在健身房既能成長也能外型出眾。 

  



第⼀章 ⽂獻探討 

第⼀節 PEST 分析 
Political 

2016 年蔡英⽂執政，積極進⾏體育政策的⾰新，並逐年提⾼體育預算， 增加許

多體育資源，且重視全民運動風氣的培養，鼓勵國民逐漸習慣運動、愛上運動，加

強國⼈體能素質。 
Economic 

由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穩定，國⼈擁有更多時間與⾦錢從事個⼈的休閒運動，再

加上⼈們健康意識抬頭，以及對⽣活品質的追求，越來越多⼈注重自⼰的體態，健

身房等運動產業隨之蓬勃，⽽運動業的發展也有助於國家經濟成長，近年來運動服

務業的家數逐年增加，⽽運動業總體營收也呈現成長趨勢，由此可見運動服務業現

今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 
 
Social 

由於健康意識的抬頭，越來越多⼈重視規律運動，導致運動場所紛紛設立，相關運動產

品也推陳出新，⽽因應台灣 M 型化社會，運動場所也出現兩極化的趨勢，⼀端提供專屬教

練、量身定制課程等等，另⼀端則提供基本服務，收費也較為親民，多採用月繳、以量計價

等⽅式收費，減輕民眾負擔。 

 
Technology 

在這個數位科技發達的年代，許多健身網紅會透過在社群媒體向⼤眾倡導健身觀念與知

識，讓⼤眾更容易取得相關資訊，⽽運動產業也逐漸朝數位化發展，利用實體運動結合虛擬

互動，例如虛擬教練，在用⼾運動時提供基礎的⽣理數據，幫助用⼾了解自身身體狀況，⽽

這些都讓健身不再遙不可及，健身也可以成為⼀種日常。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看出現今台灣社會的運動環境處於成長階段，加上政府政策的改

善、社群媒體的資訊流通等都加速了運動產業的成長，⽽我們認為運動市場還有許多成長與

發揮的空間。 

 

第⼆節 競爭者分析 



 

   
優點 

1.強調機能性 

2.特殊迷彩配⾊ 

3.強調抗菌防臭 

4.主理⼈名氣⾼ 

優點 

1.價格親民 

2.代⾔⼈影響⼒⾼ 

3.實體店面 

4.似國外知名運動服飾 

5.銷售通路廣 

6.善用社群網絡 

優點 

1.標榜亞洲⼈版型 

2.價格親民 

3.跨運動領域 

缺點 

1.價格較⾼ 

2.部分品牌印象較差 

3.與國外知名運動品牌過

度相似 

 

缺點 

1.容易撞衫 

2.變化較少 

3.質量不⾼ 

缺點 

1.代⾔⼈較不具影響⼒ 

2.變化較少 

3.名稱記憶點不⾼ 

4.辨識度低 

影響 

1.價格差距明顯 

2.品牌信仰 

3.品牌知名度 

4.服裝性能 

影響 

1.款式⼤同小異 

2.代⾔⼈差距 

3.品牌信仰 

影響 

1.款式⼤同小異 

2.後起新秀 

 

 

瞭解到現今運動服飾產業競爭加劇，如何做出屬於自⼰的品牌風格是我們的首

要條件。建立⼀定的品牌忠誠度是將來要考慮的目標也是長久營運的關鍵。 

 

第三章 企劃⽅法 



第⼀節 品牌介紹 

以結合運動及休閒服飾為出發點，為訓練者打造出最合適的服裝是我們追求的

目標。LWA 為 lift with aesthetics 的縮寫，就如字面所說，我們希望訓練者不管是在

日常⽣活中亦或是訓練時能夠透過衣料的剪裁、外觀來展現出自⼰最具自信的⼀

面。⼀件衣服可以適用於多種場合，無論是室內室外的訓練、日常外出、遠⾜郊遊

等等的休閒活動。打破⼤眾對訓練衣的刻板印象，也省去了衣物更替的麻煩。 

質料上以透氣、質輕、伸縮佳及抗菌布料為主體，不讓衣物成為訓練時各種角

度的阻礙，過⾼磅數及彈性差的衣物不僅會造成動作間的不流暢更有可能影響訓練

者的⼼情。銀離⼦的添加，去除了細菌在分解時產⽣的惡臭。設計上減去多餘的裝

飾，保留最經典的設計，注重質的體驗。 

 

第⼆節品牌故事 

訓練不僅僅是訓練更是⽣活中不可割捨的⼀部分，這是所有健⼈的⼼聲也是我

們所實踐的。長期的觀察健身房中訓練時的穿著，除了近年來國內⼤⼤小小的運動

服飾及各⼤跨國運動品牌，其餘的皆為鬆去衣領且泛黃的下襬，也因為這個契機，

我們決定改變這個現況，打造出符合運動及休閒兩者不衝突的品牌。 

 

從零開始如健身⼀般慢慢累積。無論是版型的製作、布料的挑選、成品的測試

等等，我們都親⼒親為，目的就是為了給⼤家新的選擇。 

 

即便透過簡易的公式，也可以簡單地完成⼀張上衣的版型，但是真的好穿嗎。

⼀件上衣修修改改的次數兩隻⼿數不完，也就是我們所注重的細節讓最終的成品更

符合運動員的⼈體⼯學。 

 

發展初期，我們認為代⾔⼈必然有他的重要性但我們不打算採用。⼀件衣服穿

在身上，不應該是為了想要成為某⼈⽽穿，更多的是展現自⼰更有自信的⼀面，感

染他⼈以及超越自⼰。 



第三節 目標客群 

STP 分析 
Segmentation 

 

Targeting 

對象 注重自身外表與體態的年輕族群 

品項  運動休閒服飾與配件 

價格 NT$700-1500 

 

Positioning 

注重⽣活、場合、不失風格的⼈們。愛好簡約卻不是隨意，時尚與休閒是你和

我們所嚮往的。不追求⼤膽鮮豔的配⾊，只需經典再加以琢磨，⽅可創造出不同。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節 品牌企業識別系統設計 

⼀、理念識別系統（MI） 

（⼀）主要客群 : 18 - 40 歲運動族群 

（⼆）品牌精神 : 舒適、細膩、簡約 

性別 男⼥不拘 

年齡 20-35 的年輕族群 

類別 年輕運動族群 

收⼊ 月薪 3 萬以上 

居住地 都市與郊區 

購物習慣 偏好功能性設計與時尚 

⽣活型態 重視⽣活品質及個⼈外表 

風格喜好 休閒時尚、運動休閒 



（三）品牌定位 : LIFT 可延伸為練的意思，近年隨著運動風氣盛⾏，⼈們逐漸崇尚

健康的體格，更有⼀部分的⼈將其視為⼀種美的比例，如腰細肩寬、倒三角等等。

我們希望能透過穿著更加顯現屬於訓練者的美。 

 

⼆、活動識別系統（BI） 

（⼀）對內：⽣產設備、研究發展、⼯作環境、員⼯教育 

（⼆）對外：市場調查、促銷活動、公益性活動、⽂化性活動 

 

三、視覺識別系統（VI） 

（⼀）基本系統 

１、「 LWA 」企業標誌 

不以平面圖片為 LOGO，將其呈現 3D 視覺，隨後以斑駁⿊點裝飾 LOGO，讓視覺

有活潑且不屈的感覺，字體也以弧狀呈現較為⽣動。 

 
２、「LWA」商標標誌與標準字體的間距及商標周邊的距離是固定的，請參考下列

正確規範，務必遵照指示的距離。  

＊A 為標準比例 

 

 
 

3、以紅黃為主體於日後延伸出它種配⾊，字體部分較不隨意更改，以加深消費者印

象。 



 
 

4、於服飾上採胸⼝小 logo 呈現，尺⼨⼤致為 8*3 (cm)，隨著款式有不同⼤小。 

 

（⼆）應用系統 

１、名片 

尺⼨：90x54 mm 

 
正面                                背面  

 

2、紙盒 

商品以厚實的硬紙盒包裝，除了增添質感外，紙盒也能重複利用，以增加消費者對

品牌的印象。 

尺⼨：300x300mm 



 

第⼆節 商品開發流程 

⼀、 預算成本 

(1)原料預算 

名稱 價格 

布料 1100 

副料 0 

(2)其餘預算 

名稱 價格 

圖案設計 0 

代⼯成本 2700 

運輸成本 0 

⼆、 定價 

成本 售價 ⽑利率 

380 580 34% 

 
三、 布料選用 

上衣部分選用 HI-COOL 機能性布料，針對運動需求，達到良好吸濕排汗且質輕的效

果。衣物不輕易變形，活動上也不設限。 

褲裝部分選用 100%聚酯纖維的布料為主體，此布料專門針對衣物之間的摩擦⽽有相

對應的抵抗⼒，尤其是針對橫向發展的運動更是適合不過。 

 



第三節 最終產品呈現 

 

 
 

⼀、 產品特⾊ 

(1)上衣及褲裝皆選用基本⾊系作為底⾊，不以鮮豔配⾊為特殊，選擇經典⾊系搭配

自家 logo 為主。 

 

(2)初期選擇⼤多數消費者能接受著用之衣物為且適合訓練及外出衣物為導向。如

oversize 訓練上衣，寬鬆的剪裁能讓訓練者在訓練的當下不受衣物所限制。hi-cool 纖

維的選用，讓汗⽔能快速消散，減去黏膩感且毫無異味。褲裝部分針對訓練時的特

殊動作，纖維對橫向的收縮及摩擦適應⼒極佳，減少起⽑球、破裂、變形等等的風

險。 

 

第四節 品牌規劃與展望 

⼀、Instagram 

由於 Instagram 是近年來年輕族群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因此我們選擇它為主要

的推廣平台，再加上它是以圖像、影音為主的社群軟體，⽽年輕族群購買服飾通常

是以外觀作為第⼀考量，所以我們希望利用視覺的⽅式傳達我們的商品特⾊及理

念。另外，我們也會善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的功能，發佈穿搭照、概念影片及互動

式的動態，例如投票、開放問答，讓我們可以聽取消費者的意見，保持良好的顧客



關係。 

 

⼆、官⽅網站 

（1）依照我們品牌的風格建立我們的官⽅網站 

「LWA」品牌風格為簡約設計、時尚，所以網頁設計會選擇白⾊做為背景，⽽商品

照也以白底為主，凸顯商品特⾊，希望為消費者建造出舒適且清晰的瀏覽視窗。 

（2）使用⼿機與電腦等裝置開啟網頁需簡單易讀，商品以棋盤式排列呈現。 

 

三、Google Ads 

Google Ads 的目標對象分析能幫助觸及網站訪客、應用程式使用者或影片觀

眾，鎖定特定愛好客群推播廣告提升廣告成效、增加觸及率，另外也能利用 Google 

Analytics 進⾏顧客分析以及查看廣告所帶來的流量與銷售量，例如：訪客所在地

（準確度達半徑 40 公里）、客層資料（性別、年齡層、興趣）、網頁停留時間和瀏

覽數、造訪的頻率和回訪率、訪客使用的裝置等。 

 

第五節 ⾏銷活動與宣傳 

 

⼀、Instagram 分享抽獎 

Instagram 目前有 7 億用⼾，藉由提供免費的抽獎活動，用⼾只需完成 

幾個步驟，就能獲得抽獎資格，不僅能宣傳產品，也可以增加曝光度。 

1. 發布抽獎獎項照片以及活動詳細辦法。 

2. 規則： 

(1) 追蹤我們的 Instagram 

(2) 在⽂章留⾔並標記兩位朋友，留⾔中需包含關鍵字句（依照活動內容使用最適當

的字句） 

(3) 將抽獎貼⽂分享到限時動態 

(4) 完成以上三點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3. 截⽌日到期時，使用網路上的抽獎⼯具抽出得獎者。 



4. 聯絡得獎者領取事宜。 

 

⼆、誠品西門店 Pop-up store 

(1)時間：為期兩個月 

(2)地點：誠品西門店 1F 

(3)簡介：我們主要以網路商店作為主要銷售通路，但希望可以增加曝光度，我們選在年

輕族群眾多的西門開設快閃店，實體店面可以讓顧客體驗商品，⽽快閃店位於西門誠品

⼀樓，落地玻璃櫥窗也可以讓路過民眾認識品牌。 

 

第五章 結論 

第⼀節 時程規劃  

⼀、 短期： 

以畢業製作發表會為主，增加能見度與市場喜好調查，提倡品牌理念增加知名

度，讓運動服飾不再被侷限在特定場合穿著。初期商品少量⽣產，以 LOGO 上衣作

為主打。 

⼆、 中期： 

發⾏更多不同款式的服飾，針對顧客的回饋進⾏版型上的修改，也會⽣產週邊

產品像是帽⼦、襪⼦等等，使品牌產品具有完整性，讓顧客可以⼀次滿⾜多種需求

並建立顧客忠誠度。 

 

三、 後期： 

收集累積的資訊與數據，將產品以及網頁做調整，完善規劃商業模式，擁有穩定供

應鏈與合作廠商，並以開設實體店面為目標。 

第⼆節 結論 

運動時尚風氣的流⾏是近期⼀項強⼒的趨勢，⼈們注意到了體態的重要性，追

求穿衣顯瘦，脫衣有⾁的良好體態。市面上充斥著許多標榜著機能性服飾的運動服

飾商家，透過基本的版型及⼀般布料的搭配，但賣出的價格卻超過它應有的價值。



我們認為此風不可長，訓練者對訓練服飾的要求應越來越嚴格，注重版型、布料、

顏⾊的搭配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所秉持的理念，也因此越基本的地⽅也就是我們越

在乎的地⽅，讓訓練者練好也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