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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品牌Fl öck 
 

摘要 
 

隨著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現在的年輕⼈花更多的時間在社群軟體跟網路上，缺

少了實質社交的機會。由於缺乏面對面的社交練習，對於情感與溝通技巧的貧乏

也相當程度影響了⼈際關係。本團隊認為⼈與⼈之間實質的交流溝通是很可貴的

經驗，所以本企劃決定透過日常趣味小物作為彼此接觸認識的契機並提供後續服

務，盼能藉此重新喚醒⼤家對於實質交流互動的可貴與美好。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young people now spend more time o

n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et, reducing actual social opportunities.  Due to the lack 

of face-to-face practice, the lack of emotiona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lso affects i

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The team believes that the actua

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is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so this project decided 

to use daily products as an opportunity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on, an

d provide follow-up services, hoping to arouse everyone's valuable experience in actua

l communication. 

 

 

關鍵字：自創品牌、互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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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節 企劃背景 

      資訊科技的發展的確拉近了⼈們的距離，其所帶來的便利性也豐富了⼈們的

⽣活。但表象距離的拉近，並不保證⼼靈距離的靠近，⽣活的多采多姿也不保證

日⼦更為愉快。 

      美國加州州立⼤學⼼理學教授Larry Rosen專門研究科技對青少年的影響，指

出facebook容易讓⼈自戀、躁狂，降低專注⼒及影響學業。美國麻省理⼯學院教

授特克爾在著作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

om Each Other指出，科技帶來便利、能加強⼈的聯繫，但這種「聯繫」導致「孤

獨」，變成以科技填補個⼈空虛。 

      英國皇家公共衛⽣學會2017年初訪問了1479名14⾄24歲的年輕網民，調查社交

平台對他們的身⼼健康的負面影響。該學會指出，評分最低的Snapchat和Instagra

m以分享照片為主，或令年輕⼈缺乏信⼼和焦慮，甚⾄陷⼊嚴重抑鬱。專家提

醒，⼈們習慣在社交媒體展現好的⼀面，或為自⼰塑造美好形象以提升自信，別

⼈都比較快樂的感覺或是假象。 

      2012年英國埃塞克斯⼤學（University of Essex）的Andrew K. Przybylski及Nett

a Weinstein研究指出⼿機會對親近的關係造成負面影響。研究發現在討論隨意話

題時，⼿機的在場與否對關係品質、信任感、同理⼼並無影響。相反地，當討論

有意義的議題時，出現顯著的差異:討論時有⼿機在附近的組別回報他們的關係品

質差透了，他們也較不信任討論伙伴，且認為他們較無同理⼼。因此，當在中性

環境裡互動時，避免⼿機在場似乎能夠幫助促進親近感、連結感、信任感，跟同

理⼼—以上都是⼈際關係的組成因素。 

      過去的研究也指出，⼿機提供的社交性、功能性，及娛樂性讓我們將焦點從

我們現處的環境轉移，不管我們是在⾼速公路奔馳時或是開會中。新研究指出⼿

機或許提醒我們有⼀個廣⼤的網路可以連結，但也阻礙了我們與身旁的⼈做連

結。⼿機的使用甚⾄會降低我們的社會意識（social consciousness）。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能透過實質的物質媒介，作為⼈與⼈交流的敲門磚，讓⼤

家能夠放下⼿機，沉浸在與⼈接觸互動的美好與新奇，並能從中得到回饋與經

驗。 



 5 

第⼆節 企劃動機 

        ⼈與⼈互動主要是透過語⾔的⽅式傳達訊息。所謂的語⾔，包括有聲的語⾔

和無聲的語⾔，後者包涵了肢體語⾔，例如⼿勢、表情、眼⾊等等。這種訊息的

傳達是相互的，也就是「溝通」（communication）。可見，⼈格完整發展的⼀個

重要因素是⼈與⼈的面對面溝通。由於溝通才能發揮群體的智慧，使思想更臻成

熟，同時激發更多的新構想，消弭不必要的⽭盾與衝突。 

      本團隊認為⼈與⼈之間的交流是⼀件很可貴的事，但正如前面所提及，現代

⼈因為科技的發展⽽日漸減少接觸相處的機會，特別是時下的年輕⼈，漸漸不懂

甚⾄不能和他⼈相處。 

這也導致了日後年輕⼈進⼊新環境容易產⽣困難，無法與他⼈交流即代表喪

失聽到不同觀點的機會，持續待在同溫層，但也失去了更廣闊的世界。很多時候

⼈與⼈的認識相處，缺少的就是⼀個機會，因此Flöck便在這個概念下誕⽣。我們

提供趣味小物來建立這個契機，再透過後續的相關服務來具體實踐本團隊的理

念。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本企劃以販售商品、宣達理念為主，實質層面將透過舉辦快閃店販售相關商

品，並以商品收⼊為考量。理念層面⼀⽅面盼能吸引喜愛我們商品風格及認同我

們品牌理念的顧客，另⼀⽅面則希望透過購買者的推⼰及⼈將品牌的核⼼思想發

揚光⼤，讓世界更美好。 

⼀、獨特的商品設計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我們希望能透過強烈的設計風格使消費者能第⼀眼就注意到Flöck，不論是認同我

們品牌理念的消費者，或是單純喜歡我們設計風格的消費者，都能對我們的產品

產⽣興趣，進⽽購買我們的產品。 

⼆、促進⼈與⼈之間的交流並推廣理念 

透過我們的商品及⼀系列的活動，藉此向消費者傳達品牌「相逢便是有緣」的核

⼼思想，以及與⼈相處互動的可貴，使我們的理念能開枝散葉，帶給更多⼈不同

的樂趣及經驗。 

第壹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節 PES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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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環境分析 Political 

（⼀）服飾標示基準 

      基於品牌會推出自⼰訂製的獨家服飾類商品，台灣對於服飾類商品有法規規

定服飾的標示基準，本基準依商品標示法第⼗⼀條規定訂定之。其內容包含： 

本基準所稱服飾係指由織品、⽻絨或皮⾰（天然、⼈造）所製成之產品，穿著或

使用於⼈體任何部位之衣物。 

⼆、經濟環境分析 Economic 

（⼀）台灣紡織業 

2020年，新冠肺癌疫情急速擴散，嚴重影響全球各個產業，連帶拖跨全球經

濟鏈，停滯經濟發展。尤其防疫觀念薄弱的歐美國家疫情更甚。雖然相較之下台

灣防疫⼯作完善，卻也無法抵擋全球經濟波動所帶來的衝擊，以及台灣主要產業

多以代⼯為主，在國外接連取消訂單的情況，以及股市的波動之下，台灣也陷⼊

瀕臨崩潰邊遠的危機。尤其我們所在的紡織業，受到極度強烈的影響。台灣代⼯

的紡織廠接不到國際品牌的訂單，訂單量減少，銷售狀態不佳導致庫存量增加。

這疫情也更加考驗彈性調配的應變能⼒。現今⼤型品牌客⼾多採「動態管理」以

縮短交期及庫存成本，突如其來的急單、轉單 甚⾄是此波疫情造成延單、砍單，

都相當考驗紡織供應商資⾦、原物料、⼈員、製程靈活 調配的應變能⼒，未來這

樣的情況恐將更加明顯。 

（⼆）小眾市場 

      又稱為利基市場。在經營品牌市場上，越⼤規模的公司，就越需要越⼤量的

消費者，越⾼的營收才可以支持公司的營運與獲利狀況。在這個條件下，品牌越

⼤的公司，越容易放棄小眾族群，⽽這些小眾市場，就是新創品牌⽣存的空間與

機會。小眾市場的優勢如下： 

1.避免不必要的競爭 

2.成本較低  

3.顧客忠誠度⾼ 

 4.更暸解你的目標顧客 

三、社會 Social 

（⼀）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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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最⼤的困境就是新冠肺癌疫情的擴散。近年來不論時尚全球化、經濟

全球化，連新冠肺癌也因全球化⼤幅度地成為全球今年最⼤的影響。新冠疫情影

響產業供應鏈，影響消費著的消費習慣，也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能⼒。 

（⼆）從眾⼼理 

近年來社會種跟風現象越來越嚴重，從歷史上來看，跟風早就有之；各朝各

代都有此現象。只不過當今這種⾏為不但沒有減少，反⽽越發嚴重，在當前社

會，跟風現象遍布各個領域及階層；從服飾到炒股、房地產買賣的跟風，從日常

消費到⽂化領域的跟風，從廣告代⾔到電視欄目的跟風，從留學潮到⽂憑潮的跟

風；這⼀浪⾼過⼀浪的跟風潮，造就了不少名⼈、企業、以及電視台。⽽少數⼈

認為通常情況下萬事跟著⼤家⾛就是安全的，跟風是處於部分信息不對稱的情況

下；缺少⾜夠信息來做決策，只好參照周圍絕⼤數⼈的意見來做決策依據。跟風

現象若聽之任之，將會嚴重影響社會基本準則及⼈們的價值觀，要引起⾜夠的警

惕與重視。 

（三）自媒體發展 

⼈們開始習慣從網路接收新資訊。無論是新品牌的發佈會，直播、網路宣

傳、網路廣告的數量已不在話下，更多的是網路紅⼈的掘起。我們稱之為網紅、

或者是KOL/Influencer。品牌開始會發所謂的「業配」給這些網路紅⼈，藉著他

們的知名度與粉絲忠誠度，間接推廣產品，增加品牌曝光度與知名度。現今，越

來越多小眾品牌開始興起，他們沒有國際品牌的知名度，也沒有廣告預算，但因

為成功合作許多形象符合的網紅，⽽⾏銷成功的案例。 

並且，除了電視電影之外，現在自媒體影像也越發普及。Youtube近幾年發

展得⼗分快速，營造出最新當紅的⾏業，Youtuber。自⼰拍照片、影片，上傳⾄

網路，藉由演算法的推波迅速推廣到各個平台，曝光率⼤增。各個開始將自身當

成⼀個品牌經營的理念開始越來越流⾏。於是現在，只要有⼀台錄影或拍照⼯具

（⼤部分是⼿機），再加上網路，即可做到以前要透過重重製作和成本才能做到

的事情。 

（四）⽂化創意 

2002年開始，⾏政院就擬定了發展⽂化創意產業計畫，如今正好⼗⼋年。台

灣在「⽂創」的各種討論中，受到「太商業化」、「假⽂創」的批評可說是非常

多數。由上圖可見，時尚產業被列⼊在⽂創產業的⼀環，現在也可以看見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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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尚品牌、服飾潮流品牌，不論在設計或推廣，都有加⼊台灣的⽂化元素。台

灣的⽂創園區⼤多具備獨特的社會與歷史價值，非常適合作為⽂化教育，建構在

地⽂化認同的基地。但⽂創園區應該重視經營策，如何輔導藝術家、維護⽂化藝

術的多元發展？如何建構創意產業的上下游⽣產鍊？這是目前產業需要共同解決

的問題。 

四、科技 Technological 

（⼀）網路發達 

現今網路使用日趨普及，對商業界、學術界，甚⾄個⼈等彼此間資訊的交流

提供了快捷的服務。網際網路時代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且網路還繼續以驚

⼈的速度改變著全世界。因為網際網路，⼈與⼈溝通的⽅式改變了，⼯作的⽅式

也改變了，Internet已經是我們⼯作、娛樂、進⾏社會活動的地⽅。電⼦商務的興

起，打破了傳統交易的⽅式；網路聊天室的匿名⽂化，使得⼀些互不相識的⼈能

夠侃侃⽽談；線上遊戲的虛擬世界，也透過了網路⽽使得遊戲不像遊戲，卻像是

真實的現實社會。這些新奇的商業應用，哪是當初為了國防需要⽽發展網路技術

的⼈所能預料的？ 

（⼆）廣告散播 

（三）社群軟體發達 

4G出現後，⾏動互聯網應用越發廣泛，各種新興社群媒體爭相出現。從⼀開

始的Facebook、Twitter、到Snapchat，後面竄起的Instagram，還有最近紅透半邊

天的抖音TikTok。我們的客群主流社群軟體為Instagram，為台灣⼈第⼆愛用的社

群媒體，使用率38.8%，雖比不上FB，但與其他平台相比也算是非常⾼。IG使用

年齡層明顯偏低，以12~34歲的年輕世代為主，且12~14歲用⼾使用率⾼達65.2

%。此外，IG也是少數⼥性使用者比率⾼於男性的社群平台，推測與其主打照片

的使用⽅式有關。 

（四）網路購物蔚為風潮 

從網路快速的發展，到今年的疫情，⼤⼤的改變了⼤家的消費習慣，在今年

2月開始各⼤電商平台網站月流量增加許多，目前疫情在台灣稍稍減緩，2020年05

月份合併平台流量的話前5名分別為蝦皮、PChome、momo、露天拍賣與Yahoo奇

摩。如果是獨立平台的話，流量的話前5名分別為蝦皮、露天拍賣、momo購物

網、PChome 24h購物與博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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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付⽅式 

資策會MIC調查網友最習慣使用的網購支付⼯具，最主要支付⼯具仍以刷卡

為主（76.9%），另外超商貨到付款（63.5%）也取得相當⾼比例，再來才是宅配

貨到付款（17.5%）、LINE Pay（13%）與ATM轉帳（10.8%）等⼯具。要⼯具。 

第⼆節 產業環境分析 

（⼀）台灣紡織產業 

台灣紡織產業是全球機能性紡織品供應鏈的⼀環，終端應用以運動及⼾外服

飾為主，⽽歐美市場是台灣運動⼾外服飾的主⼒市場，面對疫情持續期間的不確

定性將給整體產業帶來沉重壓⼒，即使疫情能在2020年下半年逐漸得到控制，未

來⼀⾄⼆年內全球服裝供應鏈仍將面臨動蕩。突如其來的衝擊，台灣紡織廠商也

被迫關廠或關閉部分產能，讓員⼯放無薪假甚⾄裁員，未來恐造成難以恢復地結

構性破壞。此外，暨中美貿易戰之後，此波肺炎疫情使國內纖維、紗線、布廠再

次加速在東南亞地區建置新產能，連帶讓訂單也轉移⾄當地。美中貿易戰、肺炎

疫情讓市場保守悲觀，是短期需求衰退，然⽽產能轉移卻是長期性地結構改變，

當東南亞紡織產業聚落愈來愈成熟，品牌客⼾訂單也會往當地集中，直接排擠台

灣紗線、布料等中上游廠商訂單，留在台灣的中小型紗線、織布及周圍配合織染

廠商未來營運將更為艱難。 

（⼆）快時尚vs慢經典 

（三）品牌迷思 

（四）網路傳播的影響 

（五）折扣 

第三節 目標客群 

我們所針對的客群最主要為⼤學⽣，年齡⼤約介於20⾄30歲。1995年後出⽣

的Ｚ世代，更被稱為千禧年代的強化後版本。這個年齡段的⼈們成為現在促進消

費⼒的主⼒軍，也因為他們的消費模式，⼤⼤重整了整個消費市場的模式。 

有鑒於現代年輕⼈的社交活動越發多樣化，我們鎖定最有社交能⼒的⼤學

⽣，以及剛出社會的新鮮⼈，在多樣化的社交活動裡面，提供給他們Flöck品牌的

產品去做選擇。不論是⼀副撲克牌，或者是⼀件很簡單的品牌T-shirt，讓他們在

社交活動中更有⽅法認識對⽅，除了可以開啟新的話題，也可以創造共通點，更

能更快拉近⼈與⼈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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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者分析 

第貳章 品牌介紹 

第⼀節 品牌簡介 

本團隊自創品牌Flöck以提供互動的契機作為理念，秉持「相逢便是有緣」的

概念，為各個群體、各個風格的⼈找出屬於他們的互動模式。所有商品皆為本團

 MUJI無印良品 plain-me 

設立年分 1980 2005 

門市數量 在台門市55間 在台門市3間 

目標客群 20~40 歲男⼥ 20~30歲男⼥ 

販售商品 

家用品、家具、⽂ 

具、家飾、服飾、 

電器、食品 

服飾、玩具、吊飾、海外

設計品牌代理 

價格 單品價位偏⾼ 整體價位偏⾼ 

⾏銷通路 實體店 官網、實體店、網路商城 

品牌理念 
合理價值、 

簡樸、環保 
展現你最有自信的穿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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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親自設計，⾼質感、強烈的風格設計，不僅是希望能傳達我們的理念，更是為

了讓消費者認同，讓社會消除⼈與⼈之間的距離，將會是我們⼀直努⼒的目標。

第⼆節 品牌理念 

「我們販售的不是產品，⽽是⼈們互動的機會。」認識新的⼈是⼀件很美好

的事，你可以聽到全新的想法和價值觀，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可以學習別⼈的

優點，可以反思他們的缺點，同時也能幫助你更了解自⼰。 
但這個機會，好像慢慢的在流失。很多時候我們寧願沈默，也不願意開⼝尋

求幫忙，我們寧願被忽略，也不願開⼝發聲，漸漸的每個⼈都活在自⼰的小圈圈

裡，⼈與⼈之間的互動就這樣被侷限了。 
  我們販賣的不是單單的服飾商品，⽽是這些機會，就是希望能讓⼤家勇敢的

去認識新的⼈，不只是明白彼此交流的可貴，也能保有對未知的好奇⼼，用開闊

的⼼胸去接納所有新事物。 

第三節 SWOT分析 

第四節 商品介紹 

    「Flöck」致⼒於推廣⼈與⼈之間的互動，設計全部經由本團隊親⼿設計。商品

除了實體商品，也包含了後續的活動及我們的理念。實體產品⽅面分成兩⼤類，

服飾系列三種(T-shirt、襪⼦、帆布袋)，周邊小物五種(雨傘、撲克牌、Shot杯、

內部 外部 

Strengths Opportunity 

I. 創新的品牌定位 

II. 定價策略讓⼤眾負擔得起 

I. 與店家合作駐店，增加知名度 

II. 與網美網紅合作，拓展觸及率 

Weakness Threats 

I. 短期間內無實體商店 

II. 缺少⾏銷及廣告的資本 

III. 團隊只有三個⼈，⼈⼿不⾜ 

I. Flöck的衣服設計簡單，為競爭

者創造更⼤的成長空間 

II. ⼤眾對知名品牌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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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機、香氛蠟燭)。品牌風格以⼤⽅簡約為主，並運用⼤⾊塊幾何圖形做中⼼設

計。 

ㄧ、服飾系列： 

商品 商品照片 規格介紹 

T-shirt 

 

顏⾊：白⾊和深藍⾊ 

尺⼨：預計推出兩個尺⼨ 

Ｓ：衣長74、胸寬55、肩寬50 

Ｍ：衣長78、胸寬58、肩寬53 

（單位cm） 

售價:NTD890 

襪⼦ 

 

顏⾊：⿊⾊和白⾊ 

尺⼨：24 ~ 28cm 

售價:NTD120 

帆布袋 

 

尺⼨：33x38（單位cm） 

售價:NTD240 

表3 以上圖片為示意圖，等實體產出後會附上實體的照片。 

⼆、週邊小物： 

商品 商品照片 規格介紹 

雨傘 

 

顏⾊：⿊⾊ 

尺⼨：23吋 

售價:NTD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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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克牌 

 

尺⼨：國際標準尺⼨6.3x8.8cm 

售價:NTD140 

 

Shot杯 

 

容量：30ml 

售價:NTD160 

 

打⽕機 

 

顏⾊：白 

售價:NTD30 

表4 以上圖片為示意圖。商品內容以最終定案為準。 

三、虛擬商品： 

Flöck的理念是要帶給⼈們互動的機會，我們要將這個虛擬的概念實體化，以達到

品牌理念的真正實踐。 

1. 凡購買我們實體產品的⼈即會受邀加⼊我們的line官⽅帳號，在上面可以認識

到其他消費者，能找到具有同樣嗜好的⼈，同時也可以接受到品牌最新資訊。 

2.我們會利用line官⽅帳號通知消費者我們即將舉辦的線下活動細節。 

目前暫定活動： 

（1）活動⼀ 

日期：2021/3/5（五） 

時間：20：00∼23：00 

地點：Vine Bar 藤蔓老屋 

地址：台北市⼤安區光復南路45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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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邀請購買特定商品的消費者（shot杯、打⽕機）參與，藉由簡單的酒

精飲品放鬆身⼼，與其他消費者交流。 

預計成本：店家合作費用（待議） 

（2）活動⼆ 

日期：2021/3/13（六） 

時間：15：00∼18：00 

地點：茶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81巷7弄9號 

活動內容：邀請假日期間較有空的顧客或特定商品（撲克牌、打⽕機）的消費

者，在閒暇的時間與⼤家聊天互動。 

預計成本：店家合作費用（待議） 

（以上活動內容以實際產出為準。） 

第五節  推廣活動企劃 

⼀、建立品牌官⽅Instagram 帳號 

1.內容：用以發布最新商品及活動資訊，以及後續活動邀請。 

2.活動期間：2020/11月起⾄活動完成。 

3.預估成本：⼈⼒經營成本。 

4.預估效益：達到推廣給目標客群之目的。 

⼆、舉辦快閃活動 

1.內容：和台北市服飾、選物店家（預計5間）合作，在其實體店鋪進⾏為期⼀週

的駐點宣傳，同時販售Flöck的商品。 

2.活動期間：每間店家輪流合作，駐店時間各為⼀周，合作期間為2/15~3/22，為

期五周 (將視銷售情況調整活動時間)。 

3.預估成本：店家合作費用（待議）、商品製作成本。 

4.預估效益：配合不同顧客其不同的消費時段，藉以拉⾼Flöck商品的能見度。 

三、與其他實體店品牌 合作 

1.內容：於Flöck的駐點店家購買Flöck的相關商品，同時購買該店家商品可享有店

家優惠。 

2.活動期間：分別駐店快閃的時間(第⼀周2/15~2/21、第⼆周2/22~2/28、第三周

3/1~3/7、第四周3/8~3/14、第五周3/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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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預估成本：店家合作費用（待議）。 

4.預估效益：增加Flöck相關商品的銷售量，同時帶動駐店店家的銷售。 

四、舉辦線下活動 

1.內容：快閃計畫第三週開始，將邀請加⼊Flöck Line群組的消費者參與我們的線

下活動，延續我們品牌的初衷：不光只是購買商品，同時也能和⼈互動相處。並

針對顧客購買的商品不同舉辦相關活動，藉由消費者共同的喜好，在愉快的氣氛

下體會到與⼈相處的樂趣。 

2.活動期間：快閃活動第三週（3/1~3/7）開始，舉辦時間、場次視會員意願⽽

定。目前暫定3/5以及3/13兩場活動。 

3.預估成本：⼈⼒資源成本。 

4.預估效益：達到Flöck創立品牌即是希望⼈與⼈有更多交流，獲得快樂的初衷。 

第參章 品牌⾏銷與推廣 

第⼀節 品牌網路⾏銷 

⼀、品牌官⽅Instagram： 

設立品牌Instagram帳號，和消費者建立連結平台。提供販賣的商品、及將要舉辦

的活動資訊。 

⼆、Instagram帳號成果： 

1.觸及用⼾⼈數達574⼈，為追蹤⼈數兩倍。 

2.互動次數達179次。 

3.觸及帳號達到1307個帳號 

4.檔案瀏覽次數⼀週內達205次 

第⼆節 店家合作推廣 

⼀、駐店販售商品： 

參考本企劃書第26頁第四小點，在實體店面合作販售。 

產品資訊提供：品牌Instagram帳號。 

⼆、店家合作活動： 

參考本企劃書第26頁第⼋小點，舉辦線下活動。 

活動宣傳管道：品牌Instagram帳號。 

三、校外展展示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