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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創飾品之研究

-以白鉄仔製造所為例

摘要

身處於時尚潮流多變的現代社會，時尚意識的增強使飾品在新興市場中越來越受到重

視。消費者對飾品的使用率提高，帶動飾品市場的成長，無論是男性女性，對飾品的需

求都大大提升。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年輕人對時尚更有敏感度，消費者對時尚且價

格適中的飾品需求增加也是促進市場的增長的原因之一。

本專題研究以台灣原創飾品為主軸，選擇「白鉄仔製造所Beitiya」這家台灣原創飾品品
牌，以年輕族群為目標市場，藉著社群平台持續推廣品牌，並經由問卷調查分析消費者

購買飾品習慣及市場現況，了解顧客對飾品的感觀、需求以及注重的特質來加以調整，

藉此改善經營之劣勢以提升銷售服務滿意度，找出最適合的行銷方法，以提升「白鉄仔

製造所Beitiya」的知名度。

關鍵字:飾品、台灣原創、行銷、品牌知名度、白鉄仔製造所、Beit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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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aiwan's original accessories
-Take Beitiya as an example

Summary

In a modern society with ever-changing fashion trends, the increase in fashion awareness has
made accessories much more important in emerging markets. Consumers’ use of accessories
has increased, driving the growth of the accessories market. The demand for accessories for
both men and women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increase in urbanization has also mad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ore sensitive to fashion. Consumers’ increased demand for fashionable
and affordable accessorie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growth of the market.

This special study focuses on Taiwan’s original accessories brand, Beitiya. Beitiya targets
young people and continues to promote itself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also analyzes
consumer buying habits and market statu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ustomers’ perceptions, nee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ccessories. Therefore, Beitiya uses
these to improve its operating disadvantages and service satisfaction so as to find the most
suitable marketing methods to enhance bran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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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過去，網路科技未發達前，販賣商品皆以實體店面為主，如果想購買必須親自到店

家光顧。但隨著網路科技發達後，個人電腦普及化，年輕世代消費者幾乎依靠網路搜尋

想要的商品，消費者使用手機下單的比率因而逐年增高，科技的發展促使消費型態的改

變。

新型態宣傳方式排山倒海改變消費者採購行為與決策，促使不同消費通路的興盛與

衰敗，網路商店蔚為風潮， 對於生活忙碌的人，即能在家輕輕鬆鬆買到需要或是想要的
商品，此外網路商店少了店租與其他支出，因此在價格上會較實體店面便宜，利用網路

商店無時差的便利性，在各通路擺上產品，這也是網路商店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

社群媒體已成為大眾生活的一部分，連帶影響人們的消費習慣，社群電商化的轉變除

了增加網購的管道，也讓消費者更依賴在社群上做購買決定，社群廣告的重要性將更加

提升。

從上述總結，可以發現新型態的行銷方式以及網路上能夠快速比價，下單等已經成為

現今主流的購物方式，以及消費者對於社群媒體的依賴程度遽增。因此我們希望使用社

群行銷及網路的方式推廣台灣飾品品牌，從中提高知名度與銷售。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有下列三項研究目的：

一、瞭解飾品市場現況

二、探討飾品市場未來走向

三、藉由不同的行銷手法，提升白鉄仔製造所的知名度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飾品市場

一、市場背景

2019年飾品市場價值329億美元，預估到2027年將達到597億美元，從2020年到
2027年的複合年增長率為7.80％。飾品是用於搭配服裝的時尚配件，消費者對時尚且價
格適中的飾品需求增加，有望促進市場的增長。

根據飾品市場分析，由於需求增加，2019年項鍊、鏈條和手鍊分佈在全球飾品市場中
的份額合計為41.4％。這可以歸因於全球女性和男性時尚意識消費者的增加。
綜合以上背景我們可以看出，飾品的消費市場正以複合年增長率約為8%的速度快速

成長中，光靠時尚意識的抬頭是不夠支撐起這麼大的成長的，我們認為新興市場崛起，

對於飾品有更強大需求，也是使飾品市場成長的很大原因之一，因此提前布局，將我們

的飾品打入各個市場是非常重要的。

二、電商現況

隨著電商平台蓬勃發展以及行動裝置普及，帶動指尖經濟快速成長，經濟部統計，台

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從 2017 年的新台幣 2283 億元，一路成長至 2019 年的 2873 億
元，平均每年增幅為 12.2%，2020年的台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更高達3418億元，年增
19%，同一時期，實體零售業營業額年減4.8%。因此飾品網路商店的前景可說是商機無
限。

三、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之優缺點比較

虛擬通路 實體通路

優點 1. 無地區性限制
2. 營運成本低
3. 商品可一次購齊
4. 價格普遍比實體便宜
5. 便捷性高

1. 多半有專人介紹
2. 可立即為顧客服務,面對面的
溝通能讓顧客感受到服務熱情

3. 可立即滿足購物慾望,無需等待
4. 能夠直接接觸到商品



缺點 1. 品質保障較低
2. 無法看到實品,會有照片不符
的可能性

3. 有些未提供保固或售後服務
4. 店商營運難度高
5. 無法立即回覆顧客的問題,退換
貨流程繁雜

1. 營運成本高
2. 有時間及地理位置上的限制
3. 客源不足
4. 存貨過剩

第三節 虛實整合

因數位時代的來臨，許多產業都在持續演變，尤其從零售產業衍伸出的「新零售」概念

，在過去幾年非常風行。

新零售是將銷售管道由原本的實體門市，演變成多型態的通路，例如：直銷、團購或網

紅經濟等等的電商模式，消費者不僅能在實體門市買到商品，也能在網路上完成購物活

動，也就是是線上與線下相融的過程，以更多新的資訊技術，創造新機會和挑戰，獲得

更多利潤。

對純電商和實體門市來說，新零售的發展模式讓他們的處境更加困難。對電商來說，

雖然省去昂貴的店面租金、水電費與銷售人員等等的成本，但想要繼續擴大發展品牌，

便會發現實體門市是零售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因為純電商的業者並不能提供消費

者最真實的線下體驗和感受，自然對品牌不會有感情，黏著度自然也不高。

實體門市雖然能讓消費者體驗商品，對服務有最真實的感受，且能以最快的速度拿到

商品，不需等待數天才能拿到貨物，但電商在價格上擁有絕對的優勢，網路支付便利，

且能夠透過數據分析不斷推銷消費者有興趣的商品，讓消費者更傾向於在網路上消費，

而不是至實體門市購買商品。

因此可以發現，「虛實整合」是新零售中最重要的發展方向，打破虛擬和實體那一條界

線，讓兩者更緊密，結合線上線下模式的優點，互相補足缺點。

總結以上，要提供良好的虛實整合體驗，無非就是把握在消費者產生意圖或開始向

品牌詢問的每一個當下，提供符合需求且順暢便利的輔助體驗。我們認為在虛實整合過

程中，品牌需要了解消費者在虛擬或實體通路碰上哪些問題與困擾。

品牌要能夠把握每個與消費者接觸的時點、善用各個行為背後的訊號及數據滿足消費

者需求，極大便利化消費者在線上線下的購物體驗，達到真正的整合溝通。這將會是未

來虛實整合的關鍵，也是品牌勝出的不二法門。

https://www.thinkwithgoogle.com/intl/zh-tw/marketing-strategies/app-and-mobile/search-in-the-age-of-assistance/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樣本數共蒐集 203 份，在問卷中包含基本資料
及消費者對於飾品的消費習慣，藉由此問卷來了解消費者消費習慣，以下為本研究問卷

發放之分析結果：

(一)平時購買飾品的動機為何?

由此數據可以得知，飾品的消費動機往往是衝動購物，較少是為了特定場合、活動而

特別購買飾品，所以在實體通路可以直接讓消費者看到產品，並且對產品留下好的第一

印象是很重要的。

(二)購買飾品的頻率為何?

多數消費者在購買飾品的頻率多為一個月一次，因此我們認為網路的部分可以藉由

一個月買一次廣告的方式來定期吸引消費者瀏覽我們的官網，而線下實體通路也可以

使用每月一次為期一週左右的促銷來吸引消費者購物。

(三)平時在哪裡購買飾品?

我們發現購買飾品的消費者購物通路並不會侷限於實體或是網路通路，而是兩者併

行，因此我們認為同時擁有線上商城和實體通路可以將飾品的銷售量最大化。

(四)網路購買時常用的通路為何?

由此數據可得知，消費者習慣在購物網站尋找心儀的飾品，而不是選定特定品牌官網

後尋找想要的商品，雖然在購物網站上架商品需要被抽取手續費，但是購物網站可以為

品牌帶來大量的客流量。

(五)實體店鋪時常用的通路為何?

由此圖表可以得知，最好的實體通路是創立品牌店鋪，但因為品牌店鋪的門檻較高，

新進品牌較難負擔開設自己品牌店舖的成本，因此選貨店寄賣對於新進品牌會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六)若要網購飾品，最在意的點是?

很明顯的能夠看出幾乎所有消費者在網購是品時最擔心是實體與照片有落差，因此

我們認為可以讓消費者看到飾品實體，並看出品質好壞是有必要的。

(七)你願意花多少錢來購買飾品?

由前面的消費者購買動機分析可以看出消費者在購買飾品時多數為衝動購物，因此

定價要讓消費者容易下手，若是價格太高會打消衝動購物的念頭。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關於白鉄仔製造所

(一)品牌故事

白鉄仔製造所，創立於2020年，荒唐的一年。因為疫情，創辦人整年的規劃瞬間泡湯
，頓時沒了目標，有些迷茫，不知道未來在哪。每天在電視上看見各種負面新聞，得到許

多感觸，認為世界需要更多的「愛」與「連結」，不管是人與人之間或是人與地球之間，因

此「白鉄仔」就此誕生。飾品是人們愛自己和展現個人風格的管道之一，它也是一種向對

方表達愛意的方式，但對我們來說這是不夠的。我們希望每件飾品都有多重的意義與價

值，它不只能幫你或他帶來好心情，同時能讓地球另一端的人有水喝，或是讓弱勢族群

得到需要的幫助。飾品能拉近我們與世界的距離，白鉄仔要透過具有台灣味的原創設計

讓你、我、他和它更好。

(二)品牌理念及核心價值

無論世界怎麼變，最本真的東西不變。白鉄仔的鈦鋼飾品無論時間如何消逝，依然保

持他的色澤和外型，永遠不會改變，企業的經營理念從永恆的商品延伸到對永續環保和

LGBTQ+議題投入心力，持續用不忘初衷的態度來面對員工、顧客與環境，發揮企業應
有的社會責任作為回饋。

(三)品牌核心口號及標語

「永續不必愁，種樹愛地球」這句話來自於白鉄仔製造所的核心價值，不僅是種樹而已

，還能體現企業對奉行永續經營的理念，更能樹立與眾不同的企業典範。因網路購物造



成地球極大的負擔，白鉄仔製造所為了盡到保護環境的責任，每兩個月會透過種樹造林

的非營利組織One Tree Planted，將消費者的每筆消費種下一棵樹苗，使長期受到破壞
的區域得以改善。2020年7-8月，白鉄仔製造所在北印度種下40棵樹苗，9-10月透過海
地的重新造林計畫種下38棵樹苗，11-12月份在肯亞種下28棵樹苗，不僅能讓長期受到
破壞的土壤喘口氣，也能讓當地居民擁有正確的耕種觀念，增加農業產值以及經濟收

入。 

第二節 STP分析

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

白鉄仔製造所使用成本較高的醫療級不鏽鋼來製作飾品，由於

成本較高，市場區隔屬於中價位的飾品品牌。

目標市場

（Targeting）

白鉄仔製造所使用成本較高的醫療級不鏽鋼，其目標市場為對

品質要求較高的消費族群，屬於中價位與高品質導向。

產品定位

（Positioning）

白鉄仔製造所將產品定位為簡約及中性的風格，並且利用真空

電鍍的技術及客製化雷射雕刻的服務，從而在顧客心中占有一

定的位置。

由STP分析得知，白鉄仔製造所的市場區隔為中價位的飾品品牌，因此目標市場為為

對品質要求較高的消費族群，產品定位則為簡約及中性的風格。

第三節 4P分析

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

提供耳環、項鍊、軍牌、手鍊、古巴鍊、切

面線戒、十二角線戒、平台戒指、印仔戒

指及眼鏡鍊給消費者選購。

切面線戒定價為1040~1240元，耳環定價

為910~990元，手鍊定價為1380~1499元

，軍牌定價為1240元。

通路（Place） 推廣（Promotion）



產品於品牌官方網站及蝦皮供顧客選購，

並提供客製化的雷射雕刻服務。

不定期於台北世貿中心 舉辦展覽以增加

品牌知名度；於IG拍照分享標註即可領取

9折優惠券(不限金額與時間)。

第四節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1. 飾品風格簡約低調。

2. 提供雷射雕刻客製化服務。

3. 價格較其他競爭對手平價。

4. 利用真空電鍍代替水電鍍，不僅顏

色附著力較強，也更加環保。

5. 產品採用醫療級不鏽鋼，較不易引

起過敏。

1. 缺乏實體門市。

2. 產品未能大量曝光於社群媒體中。

3. 品牌知名度較其他競爭對手低。

4. 品牌初創時期，推廣較於既有品牌

少。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

1. 緊抓時事議題，操作故事行銷。

2. 產品可不斷推陳出新。

3. 積極投放廣告以增加品牌黏著度，

並持續優化官方網站。

4. 價格較其他競爭對手平價。

1. 飾品品牌競爭激烈。

2. 新冠疫情衝擊，經濟不景氣。

3. 虛擬通路無法親自接觸到產品,會
有照片不符的可能性。



第五節 競爭者分析
白鉄仔

製造所

Cloud by
Cloud

VACANZA MUIR Lucy’s

品牌識別

產品風格 簡約

中性

客製化

獨特

個性

搞怪

氣質

甜美可愛

優雅

典雅

端裝

浪漫

前衛

大膽設計

多元化

產品價位 中價位 中高價位 中低價位 中高價位 中低價位

品牌通路 官網

蝦皮

官網

蝦皮

Pinkoi

門市

官網

官網 門市

官網

行銷推廣 Facebook
Instagram
官網

蝦皮

Facebook
Instagram
官網

蝦皮

Pinkoi

Facebook
Instagram
官網

Line

Instagram
官網

Facebook
Instagram
官網

媒體報導

品牌跨界合作

第六節 飾品產業成功關鍵的要素
由於生活方式的改變，飾品在新興市場中受到重視，正在大幅度的成長，都市化程度

的提高，也使年輕人對時尚更有敏感度，同時提升了男性對飾品的需求，因此為製造商

在創新和研發新產品上提供潛在的機會。飾品公司如果想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脫穎而

出，就需要和其他公司與眾不同。想要在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最不可少的當然還是行

銷，行銷要有技巧，才能讓顧客看到，明確了解客戶需求並鎖定目標客群後訂定適當的

行銷方式，抓住顧客的心，配合自己的品牌理念，增強消費者對自己品牌的黏著性，當

曝光率逐漸提高後就會帶來人潮，當越多人觀看賣場的同時，訂單的交易量就有機會大

幅提升。



第七節 飾品產業未來發展的趨勢
對於飾品產業發展走向分別為兩個趨勢:飾品品牌化與走向虛實整合。第一是飾品品

牌化，現在的市場大多數都是像白鉄仔一樣的中小飾品店家，經常受到外部市場衝擊、

抄襲問題導致競爭力不足，所以發展品牌化是相當重要的趨勢，加強品牌建設、創造具

有個性的飾品文化，創造具有自己風格的飾品文化及品牌價值理念，以「志同道合」來爭

取同類消費者的認同；第二是走向虛實整合，針對電子商務和飾品行業客戶不能見到實

體以及信用等問題，我們認為能夠讓消費者看到實體產品是必要的，大至開設體驗中心

或是與實體店配合寄賣，小至定期開設快閃店或創意市集的擺攤，都能讓消費者親身感

受、獲取更多產品訊息，也能吸引更多淺在、在猶豫的消費者購買。

牌並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他們積極的去擴張更多更好的產品，市場逐漸細分這也是未

來飾品產業的一項發展趨勢。

第五章 結論

在做這份專題報告前，飾品對於我們這群大學生而言只是流行、時尚和愛美的象徵，

但在我們深入了解飾品市場後，發現到飾品的行銷手法與推廣方式是一個大學問，從我

們看到的廣告、促銷活動再到線上線下的購物體驗，都是經過一連串的精心設計。

因此我們將研究飾品市場時吸收到的知識結合在學校所學的各種分析方法，例如

SWOT分析、4P分析等等，將以上要素應用在我們合作的台灣本土原創品牌白鉄仔製造
所上，通路方面我們打算運用線上的網路商城加上官方網站，同時結合線下的品牌專櫃

和潮流選貨店，來做到虛實整合，以多頭並行的方式來全力推廣白鉄仔製造所，盡力將

它打入大眾市場，為台灣飾品市場的品牌多樣性盡一份力。

透過此次專題，我們搖身一變從買家的角色轉變為賣家，從中我們體會到了創立品牌

時的辛勞和難處，要將一個沒有太多經費和資源的原創品牌打入市場，絕對不是一件簡

單的事情，以後逛街時看到一些來自台灣的原創品牌時，我們一定會停下腳步，用心感

受這個品牌，給予原創品牌更多的尊重，完成這份專題後，我們學到最多的不光是飾品

市場的相關專業知識，還有更多的是試著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件事情的態度，這讓

我們的大局觀變得更為開闊，以後做任何事情時都能用不同的角度和開闊的心胸去看

待，整組組員都獲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