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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Lab 穿搭實驗室 品牌企劃 

The Branding Proposal of Outfit──Style Lab 

摘要 

穿搭不僅只是外型搭配得宜或跟得上時下潮流，更與內在心境息息相關。花是生

活中常見的存在，每一種花都有它自己的意義與故事；我們將花語結合多種生活

情境，並分享穿著搭配，使兩者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期待藉由這些花帶入你我心

中，讓穿搭變得更有層次意涵。從自我心境出發，以色彩心理學佐證，讓人們在

穿搭時能夠以多元的視角去發掘與思考，鼓勵大眾能創造出更符合自我的展現方

式。並且在探索自我的過程中，因為了解才能夠真正地取捨出適合的單品；利用

衣櫃裡的舊衣服，賦予它們新的意義，進而達到永續時尚的真諦。 

關鍵字：情境穿搭、色彩心理學、花語意涵、療癒心靈、永續時尚。 

 
Styling is not only about matching the appearance or keeping up with current trends,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ner mood.  Flowers are a common existence in life, each 
flower has its own meaning and story; we combine flower language with a variety of life 
situations, and share dressing colloca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using these flowers to bring 
you. In my heart, let the dressing become more meaningful.  Starting from the self-mood 
and supporting it with color psychology, people can explore and think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when dressing, and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create a way of showing more in 
line with themselv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self-exploration, it is because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can really choose suitable items; use the old clothes in the closet to give them new 
meaning, and then achieve the true meaning of sustainable fashion. 
 
Keywords: situational dressing, color psychology, flower language meaning, healing， 
sustainable 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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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在2019年末，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投下第一起病例，幾個月後隨之引發了一

場肆虐全球的大規模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大眾的日常生活作息。誠如台積電創辦

人張忠謀所說「疫情就像一場戰爭，將改變人們生活方式」。工作方面，許多人

被迫取消實體會議跟活動，全面改成遠端線上執行，甚至開始放起無薪假。休閒

方面，大眾或因政府政策規範，或因維護自身健康安全，皆大幅降低外出的次數。

而隨著出門時間的減少，人民在家的時間增加許多，在世界暫時停下腳步的時候，

多了檢視自己、面對自我的時間與機會，更加重視如何沈澱、內觀與內省自身所

有。 

 

隨著時間推移、疫情延展，我們來到了後疫情時代，透過前段時日的思考累

積與能量儲蓄，現在正是我們重新踏上新舞台的啟程。大家可以更在乎自己內心

所需；趁這段期間，反過來增進自己的力量和心智，進而更了解自己。 

 

近年來，因自媒體的崛起，使得每一個人都能絡平台上擁有自己的舞台；個

人特色和魅力便成了在眾多頻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找到自己適合的樣子，是我們

一生都在追求的目標。我們希望透過此企劃能夠協助大家更認識自己。 

 

我們認為，時尚不僅僅只是追求Runway上的最新設計款，而是真正地了解

且發掘各自適合的風格和穿搭形態。觀察到生活周遭有許多人因為日常中的穿搭

而深受其擾；或是仍在各風格中摸索；因此擬訂了本次的企劃來客觀分析各種情

境下的穿搭建議。同時加入心理學層面的變因來佐證我們的意見，再結合本系所

奠定的專業知識，希冀能給予大眾不一樣的穿搭點子。 

 

另外，在企劃的最後，我們回歸到現存的環境議題，各個產業都在追求永續

發展這件事，也致使在時裝產業當中，越來越多的品牌都投注大量心力在時尚永

續。我們非常認同這樣的概念，也相信永續這件事情，是能夠透過每一個人身體

力行來實踐的。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鼓勵大家不另外添購新的衣物，而是使

用衣櫃裡原有的衣物來創造出更多不一樣的搭配可能性。 

 

“You are what you wear.” 真正的永續時尚，就是從「自己的」衣櫃裡那件舊

衣服開始。讓我們一起回歸自我，重心出發，創新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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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劃動機 
在過去的課程當中，我們接觸到了色彩心理學和流行趨勢分析的相關知識，

我們認為非常有再深入企劃與推廣的價值。配合本系所行銷企劃的相關課程，決

定在本此企劃中要利用專業所學，向大眾推廣穿搭背後的情境，藉由生活周遭常

見的花草植物來傳達其各種含意。最後結合色彩學的基本架構，將顏色和穿著所

搭配出的多種可能性普及至社會大眾。 

 

這幾年在課堂與生活中，不論是實務或理論面，我們都觸及到不少「環境永

續」的議題。不希望只是紙上談兵、寫出籠統的解決辦法；或是僅僅侷限於了解

的階段，而是付諸行動，在生活當中實踐。我們從時尚著手、借助自身的影響力，

帶動身邊的每一個人來參與不隨意浪費衣物的活動。因此，本次企劃也期待大家

能夠從自己的衣櫃中，找出合適的單品搭配出新的樣貌，賦予舊衣服新的價值，

進而達到永續時尚的目標。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本次企劃目的共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讓花語融合穿搭並且增強自我連結；

其二則是將時尚永續推動到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中。 

 

穿搭不僅僅只是外型搭配得宜或跟得上時下潮流，更與內在心境息息相關。

而花是生活中常見的存在，每一種花都有它自己的意義與故事。我們將花語結合

多種生活情境，並分享穿著搭配，使兩者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期待藉由這些花帶

入你我心中的記憶，讓穿搭變得更有層次意涵。 

 

我們從自我心境出發，以色彩心理學佐證，讓人們在穿搭時能夠以多元的視

角去發掘與思考，鼓勵大眾能創造出更符合自我的展現方式。在探索自我的過程

中，因為了解才能夠真正地取捨出適合的單品，並且利用衣櫃裡的舊衣服，賦予

它們新的意義，進而達到永續時尚的真諦。 

 

希望透過花語、穿搭情境與自我認識三大主軸相互連結來完成本次企劃，把

穿搭的自我意識推廣到大眾生活中，並延續衣櫥裡舊衣服的生命，讓永續成為每

個人日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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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目標客群分析 

 

我們所針對的客群為 18-30 歲，根據粉絲資料解析，18-24 歲佔了 64.4%為

最大宗，再來 25-34歲佔了 23.6%，為第二大佔比。熱門地點中新北市佔了 48.2%，

推斷可能多為輔仁大學校內的教職員生。其中女性佔比為 78.4%。以上資料解析

皆符合本次企劃的目標客群。 

我們鎖定這些族群，提供他們可能會感興趣的主題，並加以推廣相關的色彩學以

及穿搭的概念，讓這些知識融入到他們的社群媒體中，也達成本次企劃的目的，

把穿搭帶到每一個人的日常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圖 1-1-1，社群追蹤者年齡分佈圖 

 

第二節 競爭者分析 

我們找了現今社群平台中，較為熱門的幾個帳號作比較，我們依照類型、粉

絲追蹤數量、主要特色等幾個面向作為分析。我們發現這些帳號都各自擁有獨特

的繪圖風格，並且具有一定的粉絲數量來穩固其在 Instagram上面的曝光，以下

為我們的分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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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Pslu / PeiLu meeco Phoebe ♪ 穿搭插畫

分享 

用戶名稱 pslu0423 meecosme phoebs_nolife 

類型 藝術 藝術家 藝術家 

追蹤數 96,299 203,901 54,567 

帳號介紹 插畫創作，穿搭

和時尚分享，短

篇 故 事 漫 畫 連

載。 

插畫創作，穿搭分

享，美妝、生活用品

工商合作與分享。 

不專業穿搭教學，無

時無刻爆買衣服。插

畫、配色、穿搭、美

妝、飾品、情侶日常。 

特色 Disney 公主、電

影角色穿搭 

雙人穿搭（情侶、朋

友）、工商合作商品

種類多 

穿搭配色分享、附有

實穿照、服飾品牌穿

搭 

表 1-2-1，競爭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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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企劃架構或實驗設計 
企劃架構（Planning framework）可視為企劃者針對所欲企劃的主題進行思考

與探討的分析架構，同時亦須界定出本企劃當中所考慮的任何相關變項及其相互

影響的關係。 

 

鑒於本企劃的三大主軸為「穿搭」、「色彩學」及「花語意涵」，期望能夠將

穿搭學融入大眾生活中，以及永續時尚的推廣，因而擬訂出以下架構圖。 

 

 
圖3-2-1，企劃架構圖 

Style Lab 
風格實驗室

穿著

搭配

背景

•穿著是一
種心理展
現

•穿著可以
影響心理
變化

目的

•在穿著時
增強聯想
力

•了解自我

花

•花語增強
聯想

•情境結合

•嗅覺輔助

•香味提示

色彩

•文獻參考

•色感命名

•情境營造

永續

•內在與外
在連結

•實際執行
方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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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企業識別系統 

第一節 理念識別系統(MI) 
主要客群：以 18-30 歲的 Instagram 使用者為主。 

「Style Lab」品牌精神：穿搭帶入日常，提升自我了解，實踐永續時尚。 
「Style Lab」品牌命名：Style Lab 意即風格實驗室，顧名思義，我們模擬情

境，搭配出合適的主題穿搭，並鼓勵大家用現有的衣物，嘗試搭配出自己的新風

格！ 
 

第二節 活動識別系統(BI) 
    「Style Lab」將目的分成兩個部分，其一是讓花語融合穿搭並且增強自我連

結；其二則是將時尚永續推動到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中。 
    穿搭不僅僅只是外型搭配得宜或跟得上時下潮流，更與內在心境息息相關。

而花是生活中常見的存在，每一種花都有它自己的意義與故事。我們將花語結合

多種生活情境，並分享穿著搭配，使兩者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期待藉由這些花帶

入你我心中的記憶，讓穿搭變得更有層次意涵。 
    我們從自我心境出發，以色彩心理學佐證，讓人們在穿搭時能夠以多元的視

角去發掘與思考，鼓勵大眾能創造出更符合自我的展現方式。在探索自我的過程

中，因為了解才能夠真正地取捨出適合的單品，並且利用衣櫃裡的舊衣服，賦予

它們新的意義，進而達到永續時尚的真諦。 
    希望透過花語、穿搭情境與自我認識三大主軸相互連結，來把穿搭的自我意

識推廣到大眾生活中，並延續衣櫥裡舊衣服的生命，讓永續成為每個人日常的一

部分。 
    使用 instagram 為主要推廣平台，每週一穿搭主題，以圖文方式發文呈現，

並規劃活動來穩固追蹤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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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品牌行銷推廣 

第一節 品牌社群推廣 
Instagram 品牌經營已經不是大品牌或是企業的專利，任何有在使用社群媒體的

人，都可以在 Instagram 平台上建立屬於獨特的品牌帳號。目前根據 Instagram 官

方釋出的數字，臺灣地區的使用者在 Instagram 建立個人品牌的趨勢已然形成，

無論是美食、旅遊、圖文創作、知識類的 Instagram 帳號，如雨後春筍般一一冒

出來，風格各異、各領風騷，提供平台豐富多元的內容，讓大家很容易地在

Instagram 上找到有興趣的資訊。 
因此我們選擇以 Instagram 為基礎平台，透過建立官方帳號明確傳達品牌定位「穿

搭帶入日常，提升自我了解，實踐永續時尚」，以推廣本企劃、分享色彩資訊，

每週於平台專頁更新一種主題的穿搭建議來維持社群觸及。我們的特色為穿搭融

合色彩與花語，帶給關注者更多穿搭的相關內容與價值。適當發佈限時動態以增

加和粉絲的互動性還有曝光度。 

 
圖 6-1-1，品牌官方帳號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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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銷活動及效益 
一、校內慶典活動參與 

在本次的企劃間，我們參與了校內慶典的擺攤活動，以增加校內知名度為首

要目標，推出打卡拍照即享有抽獎資格等吸引人潮方式，在當日達成約 60 人的

拜訪。也在當日成功成長 60人次的粉絲數量。 

 

二、舉辦線上抽獎活動 

我們在社群平台上推出兩次的抽獎活動來鞏固粉絲，更搭配不同的主題內容

來進行，也藉由這類型的活動來拓展品牌知名度。與過去 30 天做比較，並且截

至 2021年 3月 15日的社群推廣成效如下： 

 

（一）觸及人數 

1. 已觸及的帳號數量為 2,178 個帳號。與 2021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14日相比

觸及率增加了 411.2%。 

2. 瀏覽次數為 4,184次。與 2021年 1月 16日至 2月 14日相比增加了 712.4%。 

3. 商業檔案瀏覽次數為 427 次。與 2021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14 日相比增加了

623.7%。 

（二）內容互動次數 

1. 貼文互動情形 708次 

2. 按讚次數 168次 

3. 留言數量 466次 

4. 珍藏次數 5次 

5. 分享次數 69次 

（三）社群帳號粉絲人數 

1.粉絲人數在單日最高成長 64人 

（四）貼文分享內容 

1. 貼文 

(1)最高曝光次數 1,939次，每篇曝光次數平均落在 300-700之間。 

(2)最高觸及人數 1,673人，每篇觸及人數平均落在 200-600 之間。 

 

三、校外展覽規劃 

我們將於四月份舉辦校外展覽，目的是為了觸及到更多非校內的教職員工，

讓品牌能夠推到校園外，提高社群上的知名度。 

  



9 
 

第伍章 預期目標 

第一節 短程計畫 

一、短程目標（一年內） 

品牌建立初期，我們積極的在社群上做活動來推廣宣傳，希望能夠拓展品牌

的能見度及知名度，把穿搭結合花語，讓更多人能夠認同我們的企劃理念，在他

們的生活中都融入各自的穿著特色，進而療癒身心靈來獲的滿足。 

 

經營策略 1.建立品牌官方 Instagram 

2.積極參與校園活動，以達露出需求 

3.舉辦線上活動，提高品牌社群觸及率 

預期效果 1.建立品牌知名度 

2.引起閱聽者對於穿搭結合花語的關注 

淺藏難題 1.校內推廣活動成效有限 

2.所觸及的客群較為狹窄且單一化 

3.類似品牌眾多，不易脫穎而出 

表 7-1-1，短程目標 

 

第二節 中程計畫 

一、中程目標（三年內） 

當品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能見度之後，我們會著重在建立顧客對於我們的社群平

台的忠誠度，讓他們能夠固定且習慣性地關注我們的社群動態。進而達到我們預

期的「穿搭普及」理念。 

 

經營策略 1.推出個人網站，建立會員觀看制度 

2.對外尋求異業合作 

3.舉辦實體粉絲活動，提高品牌在大眾間的知名度 

預期效果 1.提高品牌在市場的曝光程度 

2.建立口碑，使粉絲數量穩定成長 

淺藏難題 1.行銷推廣的成本增加 

2.須另尋收入來源達到收益平衡 

表 7-2-1，中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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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遠程計畫 

一、遠程目標（五年以上） 

我們期望品牌能夠在這個階段已經是這類型的社群媒體中的佼佼者，希望能夠在

市場有一定的影響力，能夠再擴大品牌的規模，推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服飾品牌。 

 

經營策略 1.推出品牌的服飾商品，提高品牌的整體性 

2.鼓勵粉絲參與服飾設計，勇敢展現自我風格 

3.招募更多有志一同的工作人員，朝向公司化經營 

預期效果 1.提高品牌價值與深度 

2.有效率地擴大品牌規模性 

3.推行穿搭運動，讓更多人一起參與 

4.將品牌推向國際，走向世界 

淺藏難題 1.執行上有很多需要再磨合的面向 

2.建立服飾品牌需要找尋更多合作夥伴來洽談 

3.因為盈利需求而失去品牌初衷的可能性 

表 7-3-1，遠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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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Style Lab風格實驗室」抱持著「把穿搭的自我意識推廣到大眾生活」這

項理念，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在乎自己內心的需求，趁著後疫情這段期間增進自己

的力量和心智，進而了解自己。我們每篇貼文的產出都是經過大量的資訊閱覽和

吸收，做足前置準備，精心整合了數種穿搭情境分享給眾人，冀望帶給所有追蹤

者更多穿著搭配上的靈感啟發，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穿搭定位。 

 
穿著以及配件的類型都表示你是誰，來自哪裡，做什麼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

感覺。許多時尚學者發現，穿著是我們傳遞社交信號的主要方式之一，因為我們

穿的衣服可以顯示出來我們自己的身份。如兩位學者所定義的那樣你的穿搭會向

其他人發送非語言提示。換句話說選衣服本身多少隱藏某些意涵，因此時尚不僅

是為了達到品味或時尚感，你所挑選的衣服顏色、素材，輪廓反映出其個性及情

緒，那些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自己。 
 
我們在企劃進行的過程中發現，星期五到星期日晚上發表文章的曝光和觸及

人數比較好，每週固定的時間發文也有助於追蹤者看見及閱讀文章；而比起單純

的色彩搭配組合圖，大家更喜歡服飾搭配組合圖，花語的圖片雖然按讚人數不多，

但也有一小群特別喜愛花語圖的粉絲，甚至會將花語圖設置成手機桌布。 
 
從穿搭出發，結合花語的背後故事來引起所有閱聽者的關注。我們更希望

「Style Lab風格實驗室」不僅只是一個企劃，在未來是有可能被大眾所認識的

一個自有品牌。經營自有品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努力，現今我們專心致力於圖

文的固定產出，在時間的累積下達到一定的關注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