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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保意識的驅使下，快時尚風潮背後帶來對環境的傷害以引起許多環保人士以

及消費者的注意，現今，買衣服已經不只是盲目追求最新潮流，反而有許多服飾業

者也開始著手於「綠色時尚」或是積極執行舊衣回收、舊衣再造的部分，但是以上

行為非直接影響消費者在購買衣服時的行為本質，此外，目前服飾業者不斷再從事

的服飾環保方式遠遠趕不上消費者購買衣服的速度，因此，我們想要藉由這次的行

銷推廣企劃來實際深化消費者的環保意識。 

 

Vintage No Limit 為概念一詞，命名方式是以二手古著為主題，服飾環保為價值所

在，在永續環保這一塊帶來無限大的價值。這次的企劃主題由先前 1.0 版本「二手

古著，時尚再生」延伸至 2.0 版本「老靈魂，傳承訪談」。 

 

為了觸及更多年輕消費族群，我們採用 Instagram、YouTube 作為這次的推廣平台，

以教育推廣為主，藉由介紹台灣特色二手古著、古物、古著店與故事性敘述之方式

為主要社群內文安排，整體環繞「環保」為核心概念，讓消費者從二手古著、慢時

尚等內容了解服飾環保的價值，除了提供消費者購衣新選項以外，同時，也改變消

費者的購衣行為，藉此達到我們教育推廣之目的。 

 

 

 

 

 

摘要 

Vintage No Limit 2.0 -慢靈魂，傳承訪談 

 

研究學生:林品妤、蕭玉昇、王念慈、林鈺倫、吳曉晴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創意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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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根據 2019 年一篇期刊名為「二手古著並非文青限定」，內容提及購買二手衣、古著

不只是文青的興趣，近年已經漸漸成為了日常綠色消費的共識。每年快時尚產業在

全球生產逾 800 億件衣服，生產染布的過程釋放出各種有毒化學物質，污染了河

川海洋，也讓環境遭受了難以復原的傷害。 

二手古著相關研究報導指出，不管是重複穿自己或家人的舊衣、逛二手衣店、古著

店或跳蚤市場，都比買一件標榜有機、非動物製、再生的、可回收、可生物分解的

新衣服還更環保，現今也有許多二手古著衣業者於社群平台不斷地推廣二手古著

衣的優勢，如「二手衣減少對人體傷害」，不少人會將嶄新衣物的香味（來自塑膠

合成物所釋放的化學氣味）視為是購物的療癒感來源之一，不過相反地，其實二手

衣、古著表面的毒性物質大多已經釋放完畢，因此穿著二手衣對身體反而更健康，

其次為「便宜且能穿出獨特風味」。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根據諮詢公司 McKinsey 一份報告顯示，目前全球每年消耗過千億件衣服，整體

而言，每年傾倒在垃圾掩埋場的廢棄物中有 9200 萬噸都是來自這個產業。此外，

根據 2017 年另一份報告發現，約 35%的微塑料污染物是在洗滌合成紡織品 

時所排放出來的，其中大部份都是各大「快時尚」品牌的作為。 

 

時尚產業分析師論道:「與其是一年分為兩季，我們現在一年有五十二季，所以我

們每週都有新的東西出現」，現在的衣服已經成為快速拋棄式的生活用品，而現在

的消費者環保意識也逐漸高漲，因此，時尚業者也推出許多因應環保的方針， 

目前在市場上看見的環保策略有包含舊衣回收、使用再生環保材質製衣等等，但其

實這些策略行為並沒有深入改變消費者的行為與認知，因此，我們想藉由這次的企

劃以教育推廣之方式深入影響消費者購衣行為，為服飾環保帶來貢獻。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這次的企劃是以教育性質為設計，不以過度的廣告行銷手法來呈現這次的企劃內

容，採實際面切入，以故事性、歷史性吸引消費者深入了解此企劃的核心價值，主

要目的為「促使消費者進行購衣反思，並影響消費者的購衣選擇」。 

 

 

 

 

 

https://tw.carousell.com/search/products/?query=%E5%8F%A4%E8%91%97
https://tw.carousell.com/search/products/?query=%E5%8F%A4%E8%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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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況分析 

第一節 一般環境分析-PEST 

⚫ 政治 Political 

前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科長顏瑞錫表示，國內近年透過地方環保局的舊衣回收數

量皆在 4 萬 2 千到 4 萬 8 千噸，如果再加上民間社福團體，總量每年都在 6 萬噸

左右，其中僅約 4 成變成二手衣或舊衣出口協助弱勢，其餘都跟著垃圾進入焚化

爐，而顏瑞錫坦言，在成衣普遍混紡的情形之下，現行的回收技術有其瓶頸，國內

外皆然，舊衣絕大多數都靠焚化爐做最終處理，此部分也帶來極大碳排放量。 

 

以北歐的時裝產業為例，為了在未來推出更具永續性的環保替代方案，斯德哥爾摩

與奧斯陸時裝週相繼宣布取消，而本次兩年一度的哥本哈根時裝週，則成了目前斯

堪地那維亞半島於 2020 春夏唯一的時裝週，然而，北歐時裝產業的大動作可不只

如此。 

 

就台灣來說，對於服飾環保這塊尚未像歐美國家已做出相關積極的行動，目前屬於

意識階段，消費者對於解決此問題的行動力仍不強，因此，會建議台灣政府與消費

者能夠多重視此議題，透過行動上的改變，徹底執行服飾環保的核心價值。 

 

⚫ 經濟 Economic 

根據 2019 一篇報導《二手服飾即將取代快時尚》，提及在歐美國家光服飾轉售市

場將達 51 美元。電子商務的發達使消費行為改變，加上環保意識抬頭，使全球「快

時尚」熱潮持續退燒，近三年來，Zara、H&M 等快時尚品牌都沒有持續在台灣展

店，而 Forever 21 更是直接宣布在 3 月退出台灣市場。那麼，是什麼「市場」為服

裝產業掀起了這波革命呢？答案即為「二手轉售市場」。 

 

3 月 19 日，全球最大的服裝轉售平台 thredUP 發布了《2019 轉售報告》，這份報

告中指出，2018 年共有 5,600 萬的女性消費者購買二手產品，相較 2017 年的 4,400

萬成長了 1,200 萬；且 18 歲以上女性購買二手產品的百分比高達 64％，相較 2016

年的 45%成長了 19%，成長速度相當驚人。 

‘ 

目前已經有 40%的消費者會在購買之前考慮到產品轉售的價值，這樣的數字比起

五年前增加了將近 2 倍，而現今也有許多企業開始為二手市場設計新產品，對目

前的台灣消費者來說，或許還很難意識到二手轉售市場的利潤有多麼龐大，也很難

想像為何「二手服裝」將取代「快時尚」，但對國外的消費者來說，或許能較明顯

感受到轉售市場所帶來的革命浪潮。 

 

在「二手經濟」的盛行風潮下，我們可以從上述報導得知此風潮的消費者主要為年

輕族群，因此，我們認為「二手古著」市場會是未來的良好商機，如業者多加為自

家品牌做出良好的市場差異、品質管控等，二手古著市場會是服飾業者賺取利潤的

一大好選擇。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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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 Social 

根據《2019 轉售報告》指出，偏好購買標榜「環境友善品牌」產品的消費者，已

從 2013 年的 57%增長到 2018 年的 72%，足足上升 15%，除此之外，有 59% 的

消費者希望零售商可以用「合乎道德」和「可延續」的方式創造服裝，降低對環境

的汙染。 

由上述數值可知，快時尚風潮所帶來的環保意識已不容小覷，台灣的消費者也開始

注重服飾產業鏈從上游、中游至下游是否皆有符合「環保」之規定，也就是說環保

意識以影響整個社會，藉此，讓消費者在購衣時不單只考量服飾的外觀與價格，反

而會將環保這塊納入考量。 

 

⚫ 科技 Technological 

因應綠時尚潮流，科技的發展及創新也不落人後，將輕便、快速、簡單的環保設計

概念運用於服飾產品製作中。科技來自於人性，搭上環保的風潮並運用可再生的材

質，除了讓消費者可以自製喜愛的服裝設計，創造獨一無二的自我風格，也免除成

衣製程中的耗時費工與可能產生的汙染。 

以興采公司為例，主要是以著名的咖啡紗生產機能服飾，本身為天然纖維的咖啡

紗，藉由高科技將咖啡渣製成可用的咖啡纖維，當服飾被丟棄後仍可以正常被分

解，並不會對於地球造成任何傷害，相較於分解人造纖維又簡單且便宜許多，但由

於許多服飾業者考慮到成本與方便性，還是很喜歡使用人造纖維製造服飾，因此，

為了解決此部分的問題，二手服飾的倡導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第二節 產業環境分析-波特五力 

⚫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台灣的二手古著店沒有如大品牌有特定供應商，通常採購衣服的貨源多為「散貨」，

有台灣中小家的特色服飾店家或是到日本、韓國、南亞國家的跳蚤市場進行二手衣

的挑選，這些散貨都是向他家購買出清之散貨、瑕疵貨，特色即價格偏低。 

此外，台灣的二手古著店除了採購散貨以外，同時也會從他人丟棄或捐贈的二手衣

進行整理再出售，因此，這部分的價格也屬低。 

⚫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台灣二手古著店所販賣的商品價格屬中偏低，大多介於台幣 200-500 之間，些許新

貨的部分不會超過 2000 即可購入，因此大多數購買者不太會進行議價，但店家仍

會容許購買者有稍微的議價空間，會根據單品原價去做議價範圍的調整。 

 

⚫ 新進入者的威脅 

服飾業進入門檻偏低，製造成本低且沒有太大技術性的困難，此外，現今網路銷售

模式興盛，像是有淘寶、蝦皮、亞馬遜網路購物平台的出現，減輕了不少服飾業者

的開店成本的負擔，同時，也讓此塊市場的競爭者變多，所以威脅性也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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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品的威脅 

因現在有許多各式各樣的二手服飾店家，不同的風格也吸引不同的消費者購買，因

此，在二手衣的選擇上可能有些消費者會選擇其他風格的衣服，而非古著店家， 

此外，再加上現在「快時尚」的盛行，以快時尚服飾和二手古著衣服的價位相比，

前者吸引消費者的地方是「新貨、價格低」。 

 

⚫ 同業競爭程度 

目前不管是實體店面、網路商店等等都可以看到有許多二手古著店，因前述提及進

入門檻低且不需要龐大的資本即可開店，就現況而言，同業競爭的程度屬高。 

第三節 SWOT 分析結果 

⚫ 優勢(S) 

1. 因應現今消費者在服飾選擇上會更加重視環保面向，因此二手古著店家擁有 

 此方面的優勢，較能獲得重視環保的消費客群 

2. 二手古著店家多以不同店家的散貨進行銷售，通常會讓消費者買到較特別的 

   圖案或是已經絕版的樣式風格，讓消費者能體驗「挖寶」的感覺 

3. 價格便宜，容易被大眾消費者所接受 

 

⚫ 劣勢(W) 

1. 知名度較大品牌低，且多數消費者較信任大品牌的產品品質 

2. 在資金方面沒有大品牌充裕，因此在廣告行銷預算小的情況下即無法達到 

   較佳的 TA 觸及率，藉此，導致消費者對於二手古著店的品牌認知偏低， 

   比較不容易讓 TA 對於二手古著店的品牌有忠誠度 

 

⚫ 機會(O) 

1. 社會環保意識的提高，有助於二手古著衣交易市場的發展 

2. 二手古著交易市場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藉由收集各式樣獨特二手衣 

收集風格來做出市場差異化 

3. 可以和網紅、KOL 合作去推廣此塊市場，讓二手古著服飾成為更多消費者 

的購衣首選 

 

⚫ 威脅(T) 

1. 因現今可以已有許多店家在社群媒體架設商店加上電商產業盛行，因此，會提

升二手古著市場的競爭程度 

2. 多數消費者仍會想要購買新衣服，因為二手衣為他人所穿過或是有其他瑕疵

等，而這想法已深化多數消費者，需花一段時間改變消費者對二手衣的認知 

第三章 企劃方向 

第一節 企劃目標 

為了因應快時尚帶來環境上的負擔，我們這次企劃目的是以「二手古著」為主題來

提倡「服飾環保」的核心概念，以 Instagram 社群平台來做推廣，藉由介紹台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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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古著店、街拍的方式來讓不同環保意識階段的消費者更能了解、認同、深化價值

到最後能透過我們這活動的推廣帳號得知更多台灣二手古著的特色店家並影響消

費者購衣的選擇來達到環保的核心價值，同時，也讓消費者認識古著風格與背後的

風格故事。 

第二節 企劃架構 

⚫ 老靈魂，傳承訪談(2.0) 

 

第三節 企劃內容與細節 

⚫ STP 分析 

1. 目標市場 Target 

鎖定族群為快時尚愛好者，年齡介於 16-30，男女不限，此類消費者的特性多愛

追隨流行、價格敏感，而透過推廣二手古著之選項來改變這群消費者的購衣選

擇。 

 

2. 市場定位 Position 

以「環保」及「低價格」為這次推廣的市場定位，藉由社群平台的宣傳來提升

服飾的環保意識，此外，以說故事的方式傳達我們的核心概念並提供一些台灣

二手便宜古著店之資訊來吸引快時尚消費族群購買並藉此影響購衣行為。 

 

⚫ 4P 分析 

➢ 推廣品牌: Famille Vintage、headXlover、Zood、A while 

1. 產品 

以部分日式、美式、搖滾風二手古著店家的服飾、配件為推廣介紹，願意配合推廣

的店家店內二手商品約七成，三成為新品，貨源大多以台灣貨為主。 

 

2. 價格 

分為 2 大類，二手服飾、配件價格不超過 1000 元，多數產品介於 200-500 之間，

新品的部分介於 1000-2000 不等，整體價位數中間偏低，在台北地區屬於一般大眾

教育導向

•「古著小教室」、「古著穿搭者訪談」、「古物介紹」
為主題

•以教育性質的主題深入強化TA對服飾環保的概念

影響TA消費

行為

•改變快時尚消費者的購衣行為，將二手古著納入購衣選
擇，並藉此降低快時尚服飾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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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的價格，此外，二手古著店多有提供議價空間，實際收費價格又比原先定價

還低。 

 

3. 通路  

依據這次企劃的目標 TA 為年輕族群，因此，通路以網路平台 Instagram 為主，

YouTube 為輔，藉此觸及到鎖定的目標 TA。 

 

4. 推廣 

以 Instagram、YouTube 為推廣平台，藉由與古著穿搭者與推廣店家的合作，為平

台創造自然流的推廣，別於一般廣告行銷之形式，創造忠實粉絲。 

第四節 工作分配 

文書&數據分析組 林品妤:企劃書面撰寫、社群成效分析 

社群組 
蕭玉昇:Instagram& YouTube 文案編輯、影片字幕協助 

吳曉晴: Instagram& YouTube 內容編輯、影片編輯協助 

公關&影像組 

林鈺倫:訪談者接洽與拍攝、影片字幕協助、Instagram&

內容編輯協助/ 吳曉晴兼參與 

王念慈:影片剪輯、YouTube 上傳、訪談音檔編輯 

第五節 時程進度 

07/01-07/29 2.0 企劃介紹、古著小教室 01-05、古著穿搭者訪談(2 位) 

08/01-08/31 古著小教室 06-13、古著穿搭者訪談(2 位) 

09/02-09/30 古著小教室 14-18、古著穿搭者訪談(2 位)、古物介紹 

10/03-10/20 古物介紹、店家專訪 01-04、品牌過渡(2 篇) 

第六節 預算評估與分配 

因這次企劃活動以網路社群媒體為推廣平台，而推廣二手古著店家與一家日本品

牌贊助商皆採用「互利」合作模式，透過我們免費幫他們提升品牌知名與曝光的同

時，店家授予我們租借衣服之權利，因此這次活動無任何花費。 

 

第四章 效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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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Instagram 預期效果 

1. 提升消費者對服飾的環保意識，讓台灣二手古著成為消費者購衣好選擇 

2. 粉絲與貼文互動，並透過合作店家、古著穿搭訪談者、粉絲轉發貼文，藉此 

提升這次企劃的知名度 

3.粉絲追蹤人數 BAC 預計達 400 人，GAC 預計達 600 人 

第二節 實際成果與檢討 

(一) 實際成果 

⚫ 企劃執行前期(07/01-08/31) 

 

 

 

 

 

 

 

 

 

 

 

 

 

 

 

粉絲組成的來源以線下推廣為主，藉由親朋好友的口耳相傳，以及於社群平台

分享此企劃的 IG 帳號，藉此提升觸及率，非採用廣告投放之形式，以自然流

為主要目標，吸引到的粉絲多半也較為忠誠，會想要長期關注平台內的企劃內

容。此企劃帳號於 8/31 已達到 500 人，遠超越 BAC 原預期人數 400 人。 

↑8/31 粉絲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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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執行中期(09/01-09/30) 

 

 

 

 

 

 

 

 

 

 

 

 

 

 

 

粉絲成長速度與企劃前期相比較緩慢，粉絲對於舊企劃主題的新鮮感已漸漸

下降，但仍有少數粉絲於企劃中期加入，此外，此期有添加古物的貼文主題，

但推估此主題內容對於粉絲沒有太大的吸引，因此，使粉絲成長數偏慢。此企

劃帳號於 9/30 已達 555 人，遠超越 BAC 原設定預期粉絲數。 

⚫ 企劃執行後期(10/01-10/20) 

↑9/30 粉絲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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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企劃執行後期添加二手古著店家專訪的主題，藉由店家的轉發，吸引到店家

的忠實粉絲關注此企劃內容，並有一些粉絲回應 IG 限時動態、回覆小盒子之

形式給予我們鼓勵以及表達對此企劃的認同，因此，於此期的粉絲成長數又再

度提升。此企劃帳號於 10/20 已達 630 人，超越 GAC 原預期粉絲數 600 人。 

 

 

 

↑10/20 粉絲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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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劃的目標消費群年齡設定為 16-30，與實際結果相差不大，但年齡層較為

集中，年齡為 18-24 為主，此年齡層多半為快時尚品牌所設定的年齡區間，與

企劃設計的主要客群相同，因此，年齡層的部分，與企劃內容具有一致性。 

 

 

 

 

 

 

 

 

粉絲組成的男女比為 4:6，主要是以女性粉絲為主，推估原因為企劃內容主要

以感性面切入，較符合女性的思維，且以服飾關注度來說，女性與男性相比會

較在意服飾的穿搭品味，但仍有部分對於古著風格有興趣的男性會持續關注

此企劃。 

 

 

 

↑粉絲年齡層 

 

 

↑粉絲性別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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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主要居住於北部，尤其台北市、新北市的粉絲最多，其次為澳門、台中、

桃園人，推估原因為企劃者本身的朋友圈、訪談對象與店家主要以北部地區為

主，藉由企劃者本身為粉絲觸及的核心，因此，此企劃的粉絲居住地也較集中。 

(二) 成果檢討 

⚫ 企劃內容豐富度、吸引度 

單就粉絲成長數來說，內容的豐富度與吸引度仍有進步空間，豐富度的部分可

以再多增添一些更有趣味性的主題，藉此讓粉絲更有意願與貼文互動，並想要

分享此企劃給身旁的親朋好友。根據數據調查出來的粉絲男女比來說， 

可以設計更多符合男性的調性，藉此平衡粉絲的男女比。 

 

⚫ 嘗試投放少量廣告，提升知曉度 

這次的企劃主要採用自然流為主，因考量到投放廣告會吸引較多非長期關注

的粉絲，但經營企劃就如同品牌的創立，剛開始的成立仍需要大量的曝光去觸

及更多粉絲，即使會吸引短期關注於企劃的粉絲，但相對也會吸引到對二手古

著且對環保有所意識的粉絲前來了解企劃並參與。 

 

⚫ 增加貼文互動設計 

此次 2.0 企劃當中，別於 1.0 的其中一個差別為沒有採用互動誘因，原因為如

利用像是抽獎的方式與粉絲互動，容易吸引到假粉絲或是抽獎部隊等等的狀

況發生，因此，我們應該需要換個方式來增加與粉絲的互動，好比邀請粉絲與

我們粉絲分享二手古著相關的故事，我們可以將粉絲分享的內容放置於此企

劃的社群平台，藉此形成所謂的「社群」，透過此來養成更多的忠實粉絲。 

 

 

 

 

 

↑粉絲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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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就消費者的心態做探討，消費者會較被營利性質的社群所吸引，原因為消費者可以

從中得到利益價值的交換，與我們這次以「教育」性質的企劃相比，驅動消費者關

注平台的動力就會有所差別，消費者主要是能夠透過我們的平台去接收我們要傳

遞的觀念，但其實要改變消費者的行為又還有一段距離。 

 

這次企劃的內容主要是以感性面去呈現，通常也需要長時間才可能會看到一些改

變，但是這些改變我們要如何以一個可以衡量的指標去證明我們確實改變了消費

者的購衣行為，這部分也是我們在這次企劃當中沒有去深入思考的地方， 

就單一看粉絲追蹤數其實無法看出實際改變行為的實際證明，我們也只能知道有

消費者認同我們這次企劃的價值並有接收到我們想要傳遞的資訊。 

 

以整體成果來說，這次的企劃是有達到我們原先預期的效果，也有出現我們預期之

外的事情，像是有參與這次訪談的人與店家都很積極與我們互動以及有幫我們分

享這次的企畫內容，透過這次的企劃合作，我們之後也與他們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藉此帶來對於平台額外的正面效益。 

 

綜合以上提及的內容，我們認為這次的企劃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也因為這次的

實際執行企劃後，才得已知道原先的規劃其實有很大的癥結點仍等待我們去深入

思考與找尋解決辦法，在執行企劃前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更全面，或是讓企劃內容保

持更有彈性調整的空間，以漸漸嘗試的方式去做後來企劃執行上的修改，我們相信

企劃的成果會更佳。 

 

第六章 參考資料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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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s://www.vogue.com.tw/fashion/content-48811 (PEST 政府面 國際環保例子) 

4. https://www.marketersgo.com/market/201903/mk2-2019-thredup-resale-report/ 

(PEST 社會與經濟面 二手服飾取代快時尚 報導) 

5.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23/32413496.html (2019 二手經濟報導) 

6. https://kknews.cc/zh-tw/news/eyzxrqq.html (ThredUp 的報告分析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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