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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族群之色彩與心理關係探討 

密室逃脫遊戲企劃 

摘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 Z 世代在「色彩」與人物「心理」、「性格」之間的

關聯性進行研究。研究目的為透過 Z世代族群間流行的密室逃脫，探討色彩與

人物個性、心理的關聯性，並結合沉浸式體驗，和一般傳統密室逃脫做出區

別。本企劃設定的研究對象為喜歡密室逃脫遊戲及沉浸式體驗的 Z世代族群，

以及對色彩心理有興趣的人。我們希冀透過遊戲角色中，從少到老，四種不同

年齡層的角色所經歷的人生歷練，能像一面鏡子給予玩家審視及映照自己到目

前為止的人生體驗。我們發放問卷了解大眾對於顏色聯想到的關鍵字，作為本

企劃遊戲的素材。後續為研究玩家在參與本企劃遊戲前後在心理層面的差異，

我們設計了兩套問卷以蒐集資料。 

關鍵字：色彩心理、密室逃脫、Ｚ世代族群 

 

 

 

 

 

 



一、緒論 

(一) 企劃背景與目的 

    「顏色」是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元素，在時尚產業裡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我們選擇以「顏色」作為本企劃的主軸元素。而身為 Z世代的我們，非

常能共感 Z世代生長環境複雜化，面對生命從少到老是無所適從的。我們面對

自己的身分是不確定而不斷變化的狀態，結合色彩心理，顏色不僅可以代表一

個人的喜好，也能從顏色看出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以及他想呈現出來的形象。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本企劃，幫助 Z世代族群面對徬徨的生命，能夠激發或

指引年輕人探索人生方向。以「顏色」作為切入點，以色彩心理輔助本企劃讓

Z世代族群更加了解自我。 

(二) 概念發想 

    近年來密室逃脫的討論度逐漸增加，因此我們想透過這樣的形式，與自身

所學相互結合，在密室逃脫中加入服裝、織品相關的元素，並且以「顏色」作

為出發點，設計一套密室逃脫遊戲。讓參加者在遊玩的過程中能親身體驗，以

趣味的方式，了解相關知識，讓學習更加有趣。 

二、行銷活動 

(一) 作品呈現 

主題呈現 說明 

 「形」，是形狀也是形塑，藉由外力使一

個東西成為一個形狀和模樣，而我們密室的主

題正是希望透過顏「色」的探索去為遊玩者找

尋到屬於自己的顏色和想成為的樣子。而在形

色旅「惦」代表著沉默，取台語安靜「惦惦」

的諧音，四位旅客分別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需要透過破關的過程，遊玩者才能逐漸發現它

們的全貌。 



    Hushtel來自於 Hush+Hotel，與中文命名

相呼應，由英文噓聲的狀聲詞”Hush”和旅

店”Hotel”組成。 

 

 

以顏色為主軸，每周以一個顏色為主題，透過

音樂、服裝、城市介紹關於色彩的知識與心理

分析。 

 

配合遊戲「旅店」的設定，每周選擇不同城市

為背景，在校園內隨機訪問大家心中的城市顏

色，剪輯成影片分享給大家。 

 

除了分享色彩心理與相關知識，我們也會透過

限時動態和大家互動，蒐集更多關於顏色想

法。 

 

另外，我們也會在 instagram 內分享密室逃脫

的活動資訊與舉辦抽獎活動，增加更多的關

注。 

 (二) 現況分析 

   近年來密室逃脫的討論度逐漸增加，因此我們想透過這樣的形式，與自身

所學相互結合，在密室逃脫中加入服裝、織品相關的元素，並且以「顏色」作

為出發點，設計一套密室逃脫遊戲。讓參加者在遊玩的過程中能親身體驗，以

趣味的方式，了解相關知識，讓學習更加有趣。 

1. 市場熱度分析 

我們搜尋在 google Trend 上近半年（2020.02.12~2020.08.12）關於「密

室逃脫」的搜尋熱度，可以看到整體市呈現上升趨勢，因此可以推測密室逃脫

的被討論度是增加的。 

 

 

 

 



 

2. 遊戲化行銷趨勢 

遊戲化並非純屬「遊戲」，而是將遊戲中有趣的元素與內容結合，促進人們主

動參與，降低人們學習新行為或思考模式時的痛苦，同時提升品牌或產品的認

知程度。 

 

案例如下： 

 

品牌 星巴克 7-11 

活動 星禮程隨行卡 集點活動 

活動內容 ● 消費累積星星 

● 會員星級 

● 好友分享優惠、生日禮 

● 專屬驚喜優惠 

● 兌換限量商品 

● 限量優惠 

效益 在 2002 年推出初代隨行卡，

當年售出超過 70萬張卡。至

今每年平均也有售出 50萬

張。 

在 2005 年率先推出集點兌換的

促銷活動，將 7-11單月營收推

向 101 億元的歷史新高。 

表 1 競爭者分析比較圖 

 

3. 現有市場競爭分析 

在市場競爭方面，我們參考了台灣密室逃脫工作室網站，發現市面上的密

室逃脫遊戲類型大致上可分為懸疑驚悚類、偵探解謎類、冒險類、超現實類。

為了想了解大家對於密室逃脫類型的偏好，我們針對這個部分提出了疑問。在

發放 247 份的有效問卷當中，以偵探解謎類最為受歡迎。 

密室逃脫遊戲類型 

偵探解謎類 129 

懸疑驚悚類 43 

冒險類 41 

超現實類 34 

表 2 密室逃脫類型偏好量表 

（參考資料：本團隊研究成果） 

 

 

圖 1 Google Trend 密室逃脫熱度折線圖 



4. 旅遊住宿熱度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從 1月過後的住房率下降，但因為近幾個月疫情趨

緩，政府振興券、旅遊補助等政策促進的報復性旅遊、展演活動的興盛，成為

後疫情經濟發展的重心。其中旅遊相關的議題，除了討論國內旅遊外，民眾在

實質住房上的行為，也有回暖的趨勢。代表旅遊的概念是近期，能有效轉換為

消費行為的重要元素，順應這個趨勢，我們以「旅館」作為遊戲主軸。 

                      

觀光旅館住用率(%) 

109 年 1 月 58.9 

109 年 2 月 33.55 

109 年 3 月 17.73 

109 年 4 月 15.13 

109 年 5 月 21.51 

109 年 6 月 34.31 

109 年 7 月 45.12 

表 3 109年旅館住用率 

（參考資料：旅遊住宿簡易資料查詢網） 

5. 市場缺口 

本團隊在分析完市場概況與趨勢後，發現目前在密室逃脫市場上存有一些

未被滿足的市場缺口，一是遊戲定位部分，少有遊戲定義以內心探索與體驗為

主軸來設計，幫助遊玩者定位自身的生命定位。二是 Z世代的身分探討，厭

世、小確幸成為這個世代的關鍵字，因為身旁的事物變動得更加快速，使得 Z

世代族群面對自己的身分是不安穩的。有鑑於此，本遊戲希冀能讓遊玩者透過

遊戲，找尋自我。 

 

6. 市場上生命探索的形式 

現今市面上並沒有以密室逃脫遊戲形式的生命探索（以下為現有的形

式），所以我們設計年輕人喜愛的遊戲方式，以全新的方式帶入生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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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銷活動執行方案 

1. 創建官方 instagram 

● 透過音樂、服裝介紹顏色心理 

● 隨機採訪大家心中的城市顏色 

● 宣傳活動資訊 

● 宣傳合作廠商 

● 抽獎 

● 限時動態問答 

2. 校慶活動 

● 打卡、分享官方 Instagram 

● 扭蛋 

● 顏色金句小卡 

 

3. Instagram 趣味濾鏡 

配合密室遊戲主題，以「顏色」為主軸，設計五款 instagram 濾鏡，透過

媒體社群的功能，增加我們帳號的曝光度。 

三、執行方法 

 (一) 企劃流程 

 

 

 
主題、故事

發想 
 蒐集資料  主題確定  

製作、 

發放問卷 

 
資料統整、

分析 
 擬定企畫內容  

預算、替代 

方案評估評估 
 
洽談密室工作 

室與活動場地 



 

 

 

 

 

圖 2 企劃流程圖 

（二）企劃架構與故事設計 

本專題旨在透過遊戲前後的問卷設計，研究 Z世代群族在密室逃脫的過程中，

對於一般大眾認知的「色彩心理學」在遊戲前後是否有改變。 

 

圖 3 企劃架構圖 

 

 

 

 

 

    
確定密室工作 

室與活動場地 規劃活動時程 執行宣傳企劃 遊戲實體化 

整理、分析

活動成效 
   成果展示 執行活動企劃 



房間顏色 黃色 綠色 

房間角色 小女孩 旅人 

故事主軸 耀眼 

小女孩是大家眼中的資優生，總

是看起來像太陽一樣耀眼。但為

了看起來耀眼，所以小女孩一直

很努力的去符合大家的期待。但

誰也沒想到，光鮮亮麗的外表之

下，卻是早已疲倦的身心… 

歸屬與安心感 

到處旅行的青年，去過世界許多城市，

為的是尋求一份歸屬的安心感，然而去

尋求安定感的本身是不安定的。就像是

人在年少時，會想要追求夢想、追求想

做的工作，目的是想要在夢想或者工作

中尋求一份自我認同與歸屬。但是追求

的過程是跌宕的，我們會面臨到很多難

題，必須想方設法地達到目標，因此在

追求的過程中是缺乏安定歸屬感的。 

 

  

房間顏色 紅色 藍色 白色 

房間角色 女人 老先生 玩家自己 

故事主軸 熱情 

進入家庭很長一段時

間的女人，早已被生

活中的茶米油鹽消磨

熱情。每天日復一日

地做著相似的事情，

以家庭為重的她失去

自己的生活重心。她

想找回對於生活的熱

情，如同火焰一般，

去執行自己想完成的

事。 

對生死的平靜 

老先生因為年事已

高，深受病痛之苦而

抑鬱寡歡。面對生

命，他消極以待，但

在家人的開導與支持

下，他不在害怕老去

與病痛，而是更勇

敢、坦然的面對生

命，珍惜剩下的時

光。 

 

自我對話 

在空無一物而純白的

房間，它可以被填上

任何一種顏色。假如

這是玩家自己的房

間，又會想將它變成

什麼顏色？ 



（三）執行方案 

1. 執行方法一 : Instagram 

 

 

 

 

 

 

 

 

 

 

 

 

 

 

 

圖 4 本企劃之 Instagram 活動圖 

 

 

   



2. 執行方法二：問卷 

(1) 色彩感知問卷：調查受試者對於色彩的感知程度，以及經驗故事與其代表

的顏色，並了解受試者追求的夢想和過程的代表色與原因。 

(2) 遊戲前調查問卷：以旅店入住表的形式，調查玩家對於色彩的詞彙聯想的

認同程度。 

(3) 遊戲後調查問卷：以旅店退宿表的形式，調查玩家在遊戲後，是否對色彩

的認同程度有所改變。另外，此表單亦蒐集玩家的經驗故事與其代表色和原

因。 

(4) 回饋表單：遊戲結束後，為了瞭解玩家對於密室逃脫遊戲的整體滿意度，

設計此問卷以便瞭解本遊戲是否達到預期效果。 

 

3. 情緒色 BAR 

我們收集 101份有效問卷，針對受試者的經驗故事的感知顏色做情緒的整理，

以下為本組歸納出來關於情緒色彩的色 BAR。 

喜與樂以明亮的紅黃橘色系占多數，喜則是多了藍白色系。鮮明的紅色系與壓

抑的土色呈現怒的情緒。無彩度的黑灰白與憂鬱的深藍，讓哀的情緒更顯得死

寂。多數人則認為驚訝的顏色是以紫色、桃色甚至參雜綠色混合。 

 

圖 5 情緒色 bar 圖 

 



4. 默里需求學說（Murray’s System of Needs） 

在我們收集到的 101 份問卷中，其中一題要求填答者寫出自己的夢想以及他們

認為其夢想的顏色，並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默里（Murray H.A.）所提出的人格需

求學說，將填答者的夢想分成五大類。分別為：基礎需求（Primary Needs）、

目標實踐需求（Ambition Needs）、物質需求（Materialistic Needs）、權力

需求（Power Needs）、情感需求（Affection Needs）、資訊需求

（Information Needs）。並且將這些分類好的資料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大致

上可以將資料以下列圖示表示。  

 

圖 6 夢想顏色色 bar 

（參考資料：本團隊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我們收集的資料中，以目標實踐需求為最多數，主要的顏色以藍色及

白色為主，次要的顏色包含橘色、灰色及綠色。而物質需求、情感需求及基礎

需求有差不多的數量，其中物質需求以及情感需求皆已白色為最主要的顏色，

基礎需求的主要顏色則為黃色。權力需求及資訊需求都不超過 10則，權力需求

的主要顏色亦為白色，資訊需求則是以黑色為主要顏色。 

 

5. 遊戲回饋 

在活動結束後，根據玩家填寫的回饋，我們可以了解到「顏色與房間主人特性

的關聯性」獲得很高的評價，其餘各項滿意度皆達平均之上。另外，由於我們



是首次設計密室逃脫遊戲，因此遊戲流暢度的部分是我們可以再加強的。

 

圖 6 遊戲回饋雷達圖 

 

（四）執行範圍與限制 

一、礙於資料蒐集的困難點，本研究樣本數未如預期，由於受測者的年齡分佈

大多是在 19~24 歲居多，教育程度集中於大學，在此範圍外較無法統計。未來

研究如有更充裕的研究經費或時間，可實際走訪或增加不同國籍及年齡的受測

對象，以減少誤差，進行更深入完整的調查，研究結果將更具代表性 

  

  

二、礙於本專題之研究人員為學生，因此所能觸及之受測者多為學生族群。而

由於「色彩」本身可涵括的意義十分廣泛，若只以量化研究的方式收集資料，

可能無法精準而明確的表達每一位受測者的想法，對於研究本身的結果或許欠

缺精緻度。 未來若能同時加入質化研究資料，便能使本研究的結果更加全面、

豐富。 

  

六、企劃成果與討論 

本企劃旨在以密室逃脫的方式，使 Z世代族群在結束體驗後加深自我認

識以及提供他們一個管道進行生命探索。在設計密室遊戲細節時，我們同時發

放一份色彩關鍵字問卷，希望能透過這份問卷收集資料供遊戲設計使用。而在

遊戲過後，我們向遊戲玩家發放回饋表單，其中以「遊戲設定符合顏色與該房

間主人的特性」得到最高的分數，代表玩家對於顏色的看法與先前發放問卷的

受測者相似，可推論一般大眾對於顏色的關鍵詞聯想大致上相像。 



在我們所發放 248份有效問卷當中，填答者回答對各個顏色的第一直覺

聯想詞彙，根據這些顏色所對應的詞彙，我們以這些詞彙所代表的意涵設計了

一套關於旅館的密室逃脫，不同顏色會對應到不同年齡層的角色，各角色會有

不同的性格以及背景設定。不同年齡層的設定是希望玩家在體驗的過程也能進

一步與自身的經歷相呼應，透過窺探角色的心理狀態，也有機會思考及摸索自

己的人生。 

本企劃設立的 Instagram 專頁共有 193 位追蹤者，發布的影片最高觀看

次數 372 次，貼文最高讚數為 86 個，而貼文最高曝光次數為 890 次。我們所設

計為期六天的密室逃脫遊戲共有 47位玩家，年齡分布從 19 至 55歲。雖然有

50 歲以上之玩家，但主要的年齡分佈以 19至 24歲居多。 

 

表 4 企劃成果表 

 而在生命探索的部分，多數玩家給予的回饋多為正面評價，認為本專題之

密室逃脫遊戲確實給予他們以一種全新的形式去思考人生課題。除此之外，也

對於顏色的聯想有更新的認識與發現。 

在後續的資料分析上，我們將大家對於情緒的色彩直接製成情緒色

bar，發現到結果與本團隊成員設想的相似，正向的情緒多為紅色、黃色等亮色

系，而負向情緒則多為黑色、藍色等較暗的顏色，說明一般大眾對於色彩的基

本認知是有相似性的。而在我們的問卷中，問及填答者夢想以及夢想的顏色，

並依據大家的回覆，以默里需求學說的分類分成五大類，統整各分類所對應的

顏色色 bar。根據我們的統整結果，發現所有分類中都少不了白色及藍色，其

中比較特殊的是基礎需求的最主要色為黃色。 

    本專題統整一般大眾對顏色及情緒的認知連結，透過密室逃脫的形式收集

資料，另一方面也讓玩家以全新的方式進行人生探索，在遊戲過後我們將這些

收集來的資料統整、分析，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將數據資料轉換為圖像，以更容

易的直覺的方式呈現我們的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