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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nt 

環保租⾐平台企劃 

摘要 

本企劃由「永續消費模式」及「環保時尚」兩⼤主題構成，旨在打造⼀個台灣環保

服飾品牌之租賃平台。由於環保时尚品牌⼤多選擇較天然的材料，且除了提倡公平

交易外，再製的過程更是繁瑣，導致成本及商品售價提⾼，消費者進⽽產⽣品牌進

⼊障礙的問題。故想籍此租借企劃，在推廣永續的消費模式之餘，使⼤眾較易接觸

台灣的環保時尚品牌，並認同品牌之所為，最終將永續時尚之觀點帶⼊⽣活，共同

向外推廣。 

關鍵字：永續時尚、環保品牌、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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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緒論 

第⼀節 企劃名稱與⽬的 

⼀、企劃名稱：moRent 

moRent 由單字 More 與 Rent 組成，欲傳達 More than Rent 之概念，中間

⼤寫的Ｒ則強調 Recycling 循環價值之意，象徵此企劃並⾮單純的商業租

⾐，在解決⼤量買賣造成的資源浪費下，呼籲⼤眾對於環保時尚的關注，

⽽整體讀⾳恰似 Moment，意即在商品及資訊快速流動的社會，我們能保

留某些時刻的美好，並將此化為循環資源，保存其價值與綻放之美。  

 

⼆、企劃⽬的 

本企劃由租賃及環保時尚構成，欲藉由租賃環保時尚品牌之商品，在推廣

租借的消費模式之餘，使⼤眾認識台灣的環保時尚品牌，對於永續時尚議

題有更加深⼊的探索與接觸。 

第⼆節 企劃動機 

近年愈來愈多環保⼈⼠提倡服飾之循環經濟，以廢棄物再製或其他原料進⾏⾐

物製作為例，撇除廣為⼈知的寶特瓶回收再製，興采實業將咖啡渣製成 S.Café紗

系列產品、台南紡織以台灣鯛⿂鱗研發 Umorfil Beauty Fiber 等案例，皆創造永續

時尚的⾰新。此外，舊⾐回收、⼆⼿⾐拍賣等⽅式也成為現今時尚的潮流，古著店

的興起，除了試圖解決⾐物之回收問題，更為⼆⼿⾐市場帶來許多商機。《⼆⼿服

飾市場報告》為寄售平台和國際調研單位 Global Data ⽇前聯合發表的研究，其中

提及⼆⼿⾐市場總值在 2019 年已到 240 億美元，未來發展不容⼩覷。 
 

然⽽在眾多解決⽅式之中，我們發現翻轉消費模式為促成改變上相對容易的⽅

式，若無法阻⽌⼤眾對於新款式、新⾐服的慾望，也許可以將租賃取代買斷，提倡

共享概念，以⼤眾較易接近之⽅式，推廣永續理念，使資源得以循環利⽤。另外多

品牌租賃⽅式有助於促進商品價值的流動，不僅能提供跨品牌穿搭，滿⾜消費者的

需求，也可間接處理過季⾐物的庫存問題，賦予原被堆疊在倉庫的商品⼀個新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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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時尚品牌之商品⼤多因選擇較好的材料、提倡公平交易，或再製的過程繁

瑣等種種原因使成本提⾼，⽽售價因此提⾼，造成消費者進⼊障礙之問題，透過調

查我們也發現，周遭許多朋友對於環保服飾相當感興趣，卻因為價格過⾼⽽遲遲無

法購⼊，故想藉此企劃讓⼤眾以較可負擔的價格，以及循環利⽤的租⾐模式，接觸

並認識環保時尚品牌，共同推廣永續時尚。 

 

 

 

 
 

 

使資源循環利⽤     解決庫存問題      解決跨品牌穿搭    減少涉⼊環保品牌之阻礙  

第⼆章 環境分析 

第⼀節 SWOT 分析 

⼀、STRENGTH 
moRent 團隊成員特質多元化，可有突破性的⾏銷⼿法，並且因⽬標族群

明確，策略擬定⽅向將更為精準，也可利⽤校內資源增加次 TA。 

⼆、WEAKNESS 
由於為新創品牌，尚未建⽴品牌知名度，觸及⼈數低且服飾選擇、銷售通

路較少，可能導致使⽤者受限。 

三、OPPORTUNITY 
利基市場為有經濟能⼒且關注環保及時尚的⼩資族群，我們的產品服務將

會隨者共享經濟及環保時尚的興起，吸引忠實客⼾和提⾼網路社群聲量。 

四、THREAT 
由於 COVID-19 影響了全球的⽣活型態，在家辨公使⼈們對⾐著打扮的需

求驟降，對現有的時尚服裝相關產業造成不⼩的衝擊。儘管台灣⽬前不受

嚴重的影響，但仍無可預測疫情的⾛向，這項不確定性將對 moRent 未來

發展有威脅。 

圖 1 企劃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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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STP 分析 

⼀、Segmentation 市場區隔 

（⼀） ⼈⼝統計   

1. 年齡： 25 ⾄ 35 歲，未來希望拓展⾄學⽣族群 。 

2. 所得： 有⼀定所得可⽀配的⼩資族。 

（⼆） ⼼理因素       

1. ⼈格： 關注環保資訊，想為環保盡⼀份⼒且願意嘗試新鮮事物。 

⼆、Targeting ⽬標市場 

（⼀） 25 ⾄ 35 歲有經濟能⼒且關注環保及時尚的⼩資族群 

（⼆） 19 ⾄ 22 歲⼤學⽣族群 

三、Positioning 品牌定位 

提供共享概念、推廣永續時尚之中價位環保時尚租賃平台。 

第三節 競爭者分析 

表 1 競爭分析圖 

 moRent AMAZE ⾐服圖書館 

⾐物來源 環保時尚設計品牌 快時尚品牌及精品品牌 ⼀般民眾之⼆⼿⾐物 

銷售平台 

初期以較低成本的 IG 和 FB

作為媒介，以 Google 表單作

為訂單依據 

完善的官⽅網站平台 
App 軟體、快閃店(多為

校園巡迴) 

價格 約為 500 元(不含運) 300~3000 元(不含運) 多約為 200 元 

品項 環保時尚單品 
從⽇常⾄正式場合的服飾類

型都有提供 
繁雜 

⽬標客群 
有經濟能⼒且關注環保及時

尚的⼩資族群 
客群範圍模糊 學⽣族群 

策略 ⽉租⽅案 49 元升級 VIP 代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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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流程與⾏銷⽅案 

第⼀節 營運模式 

⼀、營運模式： 

⾸先整理從品牌取得的⾐物，並依照流⾏趨勢進⾏跨品牌服飾的搭配 

將其拍照、上架，提供消費者進⾏下單。顧客歸還⾐物後會再與指定合作的⾐

物清洗公司清潔、整理，最後重新上架。 

 

 

 
 

⼆、平台設置與運作 

1. 營運初期 

初期以社群媒體為主要經營管道，平台連結將設置於本團隊 Instagram 帳號。 

2. 營運中後期 

待企劃營運⾄中後期，預計成⽴規模較⼤之官⽅網站增加平台運作功能。 

3. 平台連結 https://morent.easy.co 

 

 

 

圖 2 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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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商品呈現 

本企劃提供⼀租借平台，匯集眾多環保時尚品牌之服飾配件，以租賃⽅式出租

給消費者，⽽租賃⽅式有⼆，⼀為單套出租，租期以五⽇為⼀單位，其次為⽉

租⽅案，意即租期 30 天內可任意選租平台上⼀定件數的商品。 

⼀、團隊服務內容: 

1. ⾐物整理 

收到各品牌⾐物後進⾏整燙、分類 

2. 商品拍攝 

拍攝每件商品之照⽚並按照品牌更新於官網、社群媒體上 

3. 網站、社群媒體經營 

以社群媒體及官⽅網站為主要營運處進⾏租借流程，並即時解決消費者

問題。 

4. ⾐物清洗 

⾐物租借完畢，我們會將其送⾄受業界信賴的洗⾐公司進⾏專業的清潔，

最後送回總部整理分類。 

5. 後端客服 

於官⽅網站及社群媒體上皆設有回覆訊息的功能，且於每筆訂單結束後，

我們會以獎勵⽅式⿎勵消費者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得以進⾏企劃微調

或改進。 

⼆、租⾐辦法（實際營運視情況進⾏調整） 

1. 租期 

租期以五⽇為⼀單位，⽉租⽅案之單件租期亦同。 

2. 租⾐流程 

消費者於平台下單，並在三⽇內匯款⾄指定帳⼾，若有指定⽇期需求，需

於七⽇前下單。 

3. 還⾐流程 

消費者歸還⾐物需於收到⾐物起算五⽇內⾄指定物流寄送回總部，如租

期加⾧則以此類推。例：10/1 官網下單 10/1-3 匯款完畢 10/4 收到⾐服 

10/8 需將⾐物寄出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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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作對象分析 

⽊匠的家關懷協會 

n 品牌特⾊：⽊匠的家起初以維修、販售民眾欲丟棄

淘汰的傢俱及物品為主要財源，協助中⾼齡及⾝障

⼈⼠培訓⼯作技能。近幾年，積極發展再⽣⾐作商

品，結合時尚設計成為服裝設計品牌。 

n 商品特⾊：丹寧布再⽣與拼接 

n 商品訂價：NT$150∼3680 

n ⽬標市場定位：30 歲以上，對於品牌理念認同者、喜愛丹寧拼接的消費者。 

 

WEAVISM 織本主義 

n 品牌特⾊：以 「⼀起做最新鮮的事」為跨域基礎。

⽤「共享」打破⾏業界線的限制，讓材料、資源、

創意與資訊加成，共同擦撞出最有趣的事。 

n 商品特⾊：以「旅⾏」為設計主軸，並結合機能、

時尚等元素，服裝設計除特⾊的剪裁外，同時注重

舒適及功能性，建構了⼀個專為旅⼈⽽⽣的⾐櫃。 

n 商品訂價：NT$380~12800 

n ⽬標市場定位：20∼40 歲對新鮮事物、攝影旅遊、

時尚設計等領域感興趣的顧客。 

 

C  JEAN 

n 品牌特⾊：以經營⾼端時裝系列與訂製服為主，

特別關注社會議題與環保議題，致⼒於開發永續

時尚系列，並將其以以獨特與優雅⽅式呈現。 

n 商品特⾊：重視材質及剪裁，簡潔的線條呈現出

⼥性獨⽴個性與優雅。 

n 商品訂價：NT$6000~30000 

n ⽬標市場定位：30∼50 歲對於品牌理念認同且關注時尚的⼥性 

圖 3-1 ⽊匠的家關懷協會 

圖 3-2 WEAVISM 織本主義 

圖 3-3 C 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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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銷策略與執⾏⽅案 

一、實體宣傳方式與預期成效 

表 2-1 實體宣傳⽅式 

 
二、網路宣傳方式與預期成效 

表 2-2 網路宣傳⽅式 

網路宣傳方式 預計成效 

社群平台 1.創建 Instagram 與 Facebook 官方帳號，宣傳

理念及介紹商品，提高互動率。 

2.PTT/Dcard 社群論壇撰文宣傳。 

1.Instagram 官方帳號，追

蹤 1000 人，觸及 5000 人 

2.PTT/Dcard 社群論壇，留

言數 100 

提高曝光度 1.與推廣環保或純素主義的 KOL 洽談，期望以互

惠方式幫助宣傳。如邀請《找蔬食 Travego》、

《riceandshine》 

2.針對受眾投放廣告。 

3.投稿時尚相關社群平台。如女人迷、波波黛莉 

KOL 推廣後增加 200 名粉

絲 ，訂單增加 10 筆以上 

 

線上活動 舉辦線上抽獎，推廣紛絲團與增加流量 舉辦線上抽獎，粉絲人數增

加 100 人，觸及率達 1000  

影音宣傳 可將租賃流程、活動介紹、企業主訪談，放上社

群平台以影音方式吸引消費者，例：IGTV 

瀏覽數 1000 人次，按讚 50

以上 

實體宣傳方式 預計成效 

參與市集活動 參加環保市集，推廣本企劃及增加使用人數 

如無肉市集、草獸派對、友善蔬食市集等等 

粉絲人數增加 100 人，訂單

增加 30 筆，提升品牌形象  

傳單宣傳、 

小卡發放 

在活動中發放傳單及小卡，增加實體曝光率 提升品牌實體曝光率 

實體活動 舉辦實體活動，喚醒環保意識 

例：邀請專家帶民眾體驗舊衣再製活動等 

單一場次預計 50 人參加 



	 11	

第四章 成果與討論 

第⼀節 媒體曝光 

一、社群媒體經營 
 

 
 

二、網路影片流量 

 

▲ 輔⼤電視台採訪影⽚	 	 	

（觀看次數：約 700 次）	

 
▲ moRent 官⽅宣傳影⽚	

（觀看次數：約 300 次）	
 

 

 

21
8

55
8 63

0

45
0

10
0

MORENT
社 群 媒 體 經 營

社群媒體經營數據

粉絲人數 總按讚數 單篇貼文曝光次數 單篇貼文觸及人數 文章總分享次數

圖 5-1 社群媒體經營數據 

圖 5-2 輔⼤電視台採訪影⽚ 

圖 5-3 moRent 官⽅宣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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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實體活動 

⼀、「欸欸 借穿⼀下」 快閃⾐櫃活動 

於 2020 年 12 ⽉ 28 ⾄ 12 ⽉ 30 舉辦⼀場為期三⽇的快閃試穿活動，邀請

合作品牌—WEAVISM 織本主義、⽊匠的家關懷協會、C Jean 共同打造快

閃⾐櫃，透過民眾跨品牌的搭配，激起品牌間的穿搭⽕花。 
 
活動以「揮別 2020，保留美好時刻」為主題，⾸⽇邀請專業攝影團隊—R 

BEI 為參與者拍攝個⼈⾵格照⽚，此外每⽇皆提供相⽚拍攝之服務。三⽇

的活動吸引了許多輔⼤師⽣前來參與，除了⼤膽挑戰品牌間的搭配外，更

出現學⼠服 xWEAVISM、嘻哈 x ⽊匠的家等創意再現，成功激發出各式

⾵格。 
 
活動參與⼈數：約 70 ⼈ 
 
 

 

 
 
 

圖 6-1 「欸欸借穿⼀下」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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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集合！」⽜仔再製包⼯作坊 

於 2021 年 1 ⽉ 20 舉辦兩梯次⽜仔再製包⼯作坊，製作包包的同時向⼤眾

介紹⽜仔褲的製作過程、造成的污染以及回收特性。 
 
快閃試穿活動舉⾏時，我們向⼤眾募集不再使⽤、準備丟棄的⽜仔褲，同

時收集成⾐公司許多不再需要的鈕扣、織帶、蕾絲、布卡等服裝主副料，

希望打造⼀個集合「廢物」的舞台，藉此讓⼤家⼀同參與再製過程。因此

素材的收集沒有經過任何購買，以現有的資源進⾏改造為此活動的宗旨，

使即將被焚化處理的「廢物」成為充滿價值的創意種⼦。 
 
活動參與⼈數：約 25 ⼈ 
 

 
  圖 6-2 「⽜仔再製⼯作坊」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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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官⽅網站運作 

官⽅網站於 2021 年 2 ⽉ 25 ⽇正式啟⽤，以下數據截⾄ 2021 年 3 ⽉ 14 ⽇ 

⼀、官⽅網站流量及訂單統計 

▲ 官⽅網站總瀏覽數：532 次	

 

▲ 官⽅網站總訂單數：15 筆	

 

▲ 官⽅網站總銷售額：5650 元	

圖 7 官⽅網站運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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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效益評估 
本企劃⾃廠商洽談、平台建⽴、推廣活動舉辦到最後平台開始運作，當中即便

碰到許多困難，且有些部分做得不盡理想，企劃迄今卻也透過各式線上及實體活動，

成功將永續理念和台灣環保時尚品牌推廣給更多民眾，以下為本企劃之效益評估：	

	

⼀、廠商多半認定此企劃具時效性⽽降低合作意願	

起初在與環保品牌洽談時，品牌⽅多認為此企劃為需⾧時間經營之構想，⼜因

環保商品之製造⽅式多為⼿做或少量製作，因此在無多餘庫存情況下，考量畢

業製作具時效性，多半婉拒邀約，然⽽許多品牌也給予企劃構想⼗⾜肯定，並

並期望能將本企劃⽅案化為⾧久發展的平台，未來其他團隊在與廠商商談合

作時，或許能將⽅案執⾏的永續性納⼊考量，可以提升合作洽談的成功率。	 	

⼆、⽬標客群難以打⼊，使財務效益有限	

企劃前期我們將⽬標客群設定為 25-35 歲的⼩資族群，在推廣過程中卻發現

此⽬標客群對於我們⽽⾔較難接觸，因此後期著重於學⽣族群的開發，但因

商品租價落於 300 元⾄ 500 元，落於學⽣族群較難接受範圍，因⽽使平台財	

務收益不如預期。本組考量，因本次提案對消費者⽽⾔是新品牌，在滲⼊市

場規劃時，訂價⽅⾯因將推廣作為⽬標，設計短期促銷⽅案，以提升財務效

益。	

三、實體活動之舉辦成功，達到推廣效益	

無論是快閃試穿活動還是再製⼯作坊，兩者的參與⼈數與推廣效益皆有不錯

的成果，快閃試穿活動透過同學間呼朋引伴以及⽼師參與，吸引不少未曾接

觸過環保服飾的消費者，⽽⼯作坊則透過詳細解釋丹寧布的製程與浪費，在

永續議題上與民眾有直接的交流，同時也解決成⾐公司廢棄副料過多之問

題，總結以上，實體活動的舉辦能實際使曝光量成⾧，且在活動執⾏過程

中，同時為團隊帶來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