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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企劃主要針對嗅覺與氣味，對各城市進行市場調查研究，開發出獨特的城市香

氛。第一章緒論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為企劃背景，內容以氣味為啟發，包含氣

味帶給人們的影響力、心理學研究的內容以及各相關資料。第二部份為企劃動

機，是以「聞」比「看」更有影響力為出發點，說明嗅覺的力量遠遠超越視覺，

內容也包括城市行銷、城市氣味的市場評估。第三部份為企劃目的，是利用氣味

發揚臺灣觀光，將各城市利用天然精油調配出氣味，內容還包括預計開發產品及

預期能帶來的效果。第二章為環境與產業分析，包括 PEST、STP，及 SWOT 分

析，根據本企劃產品做產業分析。第三章執行方法分為四部份，第一部分為企劃

流程，概括整份企劃的資料蒐集、動機、可行性評估，以及後續執行規劃、品牌

設計、行銷計畫。第二部分為市場調查，根據數據的顯示，詳細分析消費者對香

氛產品的購買行為、滿意程度等各項結果。第三部分為執行方案，包括瞭解各城

市背景與文化、市場研究、調配氣味、校園擺攤，以及創設社群帳號。第四部份

為執行範圍與限制，包含商品的標示規定、公平交易、安全規範及衛生安全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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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第一節、企劃背景 
本企劃背景是以氣味為啟發，氣味是最親密的感官，人們總在嗅到某些氣息時，勾

起心中的某份情感，也因為味道無法具體被保留下來，甚至容易隨著時間流逝而被

遺忘，我們以臺灣城市為主軸，開發城市氣味，希望能引起人們內心強烈的共鳴，

腦海能隨即浮現一段回憶。氣味，不只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也會觸發許多心理上

的情緒。我們很常忽略氣味、香氣的力量，其實心理學研究早已發現氣味可以引發

很直覺、潛意識的行為，甚至會勾起你過去的回憶。 

第二節、企劃動機 
本企劃動機是以「聞」比「看」更有影響力為出發點，人們對於影像記憶很容易隨

著時間而淡忘，而嗅覺卻擁有強大的影響力，人類大腦感知嗅覺的受體是情感反應

的區域，氣味不只影響我們對事物或是人的印象，也包含情感，氣味還能夠誘發充

滿故事、比較久遠的記憶。全球首席品牌營銷大師馬丁•林斯特龍研究指出，人的

情緒有75%是由嗅覺產生，且人們對於回憶氣味的準確度高達65%。因此，我們認為

氣味將是人們對情感回憶最直接的感受，將運用嗅覺行銷開啟整個企劃。 

第三節、企劃目的 
本企劃主要目的為利用氣味發揚臺灣觀光，將縣市中的特色利用精油調配出對應

的氣味，同時利用嗅覺增強消費者對於臺灣的記憶。 

嗅覺為五感中最直接的感官，並且能直接與腦的記憶中心和情感區連結，因此嗅覺

也被作為喚起記憶的媒介。利用問卷蒐集民眾對於自己家鄉的印象，統整出對於這

些城市的代表氣味，並利用精油調配出符合大眾所期待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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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環境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PEST分析 

Political 政治 Economic 經濟 

1.香氛精油類產品要符合經濟部商品各

項規範 

2.裡面成分可能需符合TFDA化妝品衛生

管理法 

受2020疫情影響： 

1.家居香氛需求大幅增加，產業明顯成長 

2.實體通路減少，精油香氛網購買氣激

增，最高漲幅達48.53% 

Social 社會 Technological 科技 

1.人們走向質感生活 

2.每個人都想展現獨特風格 

3.更重視工作、居家環境 

1.銷售渠道逐漸轉向電商平台 

2.推廣天然芳香精油生活化，結合創新技

術產品開發 

3.2020推出環保香氛系列，以可再生資源

及新技術達到人與自然平衡 

表一、PEST分析表 

 

第二節、STP分析 
一、S (市場區隔) 

 

地理變數 台北、新北、台中、台南人 

價位 中高價位 

特質 較念舊、喜歡回憶生活 

表二、市場區隔表 

 

根據市場調查後，我們把居住在某城市佔比最高的人區隔出來，包括台北人、新北

人、台中人、台南人。由於產品是香氛系列，屬於有質感的風格，因此價位是以中

高價位做區隔。產品屬於有紀念性質，且能勾起過去的時光，因此對人的特質設定

為較念舊、喜歡回憶生活。 

 

二、T (目標市場) 

 

性別 男女不拘 

年齡 20~5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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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來臺灣旅遊的觀光客、在臺灣離鄉背井唸書或打拼的人們 

生活型態 喜愛旅遊、重視質感生活 

表三、目標市場表 

對於香氛產品，男生女生都可以購買使用，因此性別男女不拘。聚焦的年齡客群落

在20~50歲，此年齡層身體年輕活躍，旅遊頻率及離鄉背井打拼的人數相對較高，

且多為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基礎。生活型態為喜愛四處旅遊的人們，且較重視質感有

格調的生活品質。 

三、P (定位) 

主軸 臺灣城市 

產品 城市氣味的擴香、明信片 

原料 天然精油調和 

特色 打造最純粹獨特的味道 

目的 喚醒人們回憶中最直接的情感連結與感受 

表四、定位表 

本產品的定位是以臺灣城市為主軸，利用天然精油原料調和，全新創作打造的城市

擴香及明信片，其中特色為各城市皆有屬於它最純粹且獨一無二的氣味。產品的主

要目的為喚醒人們回憶中最直接的情感連結與感受，讓人們旅遊時光的點點滴滴

都能透過本產品，能有一處安然放置在心中的一隅。 

第三節、SWOT 分析 

Strengt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1. 富有特色，具故事性 

2. 產品親民，具有共鳴 

3. 可能性多樣化 

4. 推出更多城市氣味 

1. 品牌知名度低 

2. 氣味的持久度偏低 

3. 缺乏相關精密技術 

4. 可替代性高 

Opport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1. 近年來消費者對嗅覺行銷關注高 

2. 人們對於質感生活意識提高 

1. 國外精品品牌推出之香氛產品市

占率高 

2. 購物平台上來路不明的香氛產品

價格低廉，容易混淆消費者 

表五、SWOT 分析表 

 

參、執行方法 
 

第一節、企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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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企劃流程 

 
圖二、企劃甘特圖 

 

第二節、市場調查 
問卷連結網址: https://www.surveycake.com/s/1e61x 

我們在正式新產品推出時參考市場對氣味的看法來作為產品開發的依據 

(總問卷份數為 119 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106 份。) 

 

一、購買頻率 

 

我們根據問卷上的數據中發現，民眾在購買香氛類產品上的頻率為一至三個月內，

換句話說，民眾通常在使用完一組香氛之後就會購買下一組香氛來替換。從未購買

過香氛類產品的民眾只佔了4%，可見香氛類產品在現今社會中是許多人會購買的

系列產品。 

 

購買時間 填答人數 百分比 

1至3個月 28 24.3 % 

1個月以內 25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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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上 21 18.2 % 

3個月至半年 18 15.6 % 

半年至1個月 18 15.6 % 

從來沒有 5 4.3 % 

表六、購買頻率問卷統計表 

 

二、購買目的 

 

根據問卷中的數據，目的為「自用」的比例佔了52.1%，佔了問卷中的半數，同時，

屬於自用的香氛產品大多為室內擴香、香水……等，且其目的通常為芳香用，因此

我們選擇開發室內擴香作為本次企劃的產品之一。 

 

購買目的 填答人數 百分比 

自用 60 52.1 % 

芳香 24 20.8 % 

送禮 11 9.5 % 

除臭 10 8.6 % 

放鬆 9 7.8 % 

其他 1 0.8 % 

裝飾 0 0 % 

表七、購買目的問卷統計表 

 

三、對於氣味系列產品的滿意程度 

 

在購買過氣味系列產品的民眾中，有53.9%的民眾非常滿意自己曾經購買過的氣味

系列產品，本數據中顯示出，氣味系列產品因民眾在購買時都能選擇自己偏愛的味

道，所以這個種類的產品較不會因為調性的不同而讓民眾誤買自己所不喜歡的產

品回去。 

 

滿意程度 填答人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62 53.9 % 

滿意 38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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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12 10.4 % 

不滿意 3 2.6 % 

非常不滿意 0 0 % 

表八、滿意程度問卷統計表 

 

四、購買氣味產品時的重視程度 

 

問卷中的數據顯示，一般民眾在購買氣味系列產品時，首要考慮條件為氣味本身，

而非注重品牌以及價格。因此在本次企劃中，就算我們知名度不足，但調製過後的

氣味能令民眾滿意，就有機會使民眾選購本產品。 

 

五、購買之紀念品 

本企劃客群包含了觀光客，因此進行了民眾旅遊經驗的問卷調查，其目的在於探討

旅遊對於一般民眾是否重要，以及願意購買之紀念品為何。數據顯示，只有4.3% 的

民眾曾經購買過和氣味相關之紀念品，代表目前在市面上只有少數的紀念品會和

氣味做連結，這也成為了我們決定開發城市香氛的動機之一。 

 

紀念品 填答人數 百分比 

食品 61 53.5 % 

明信片 15 13.1 % 

其他 15 13.1 % 

吊飾 10 8.7 % 

擺飾 6 5.2 % 

香氛 5 4.3 % 

磁鐵 2 1.7 % 

表九、紀念品問卷統計表 

 

六、選購紀念品時的重視程度 

 

數據中顯示，相較於紀念品的實用性以及價格，紀念品的特色將會影響民眾購買的

意願。所以，用具有故事性以及實用性兼具的城市香氛作為紀念品來販售，或許能

吸穎到觀光客們的注意力，增加購買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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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選購紀念品時重視程度圖 

第三節、執行方案 

 

一、初步了解各城市的背景及文化 

二、市場調查研究 

三、調配城市氣味 

四、校園擺設攤位 

五、創立 Instagram 帳號宣傳 

 

第四節、執行範圍與限制 
精油產品分類原則，首要條件為評估此精油是否具有醫療效能。本次企劃所使用之

精油，皆屬一般商品類 (例如：增加香氣、空氣清新、放鬆心情等)，屬於室內芳

香、薰香精油、噴灑環境、清潔物品……等，不符合藥品、化粧品、 環境用藥之

定義範圍者。 

 

一、 相關法規與法條： 

 

(一)、商品標示法 

(二)、公平交易法 

(三)、薰香精油產品安全規範(經標字第09304607720號) 

(四)、化妝品衛生安全管理法 

 

肆、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產品配置 
一、台北市 

具有花香木質調，龍涎香的氣味。 

木質調的香氣具有淨化空氣及療癒的效果，而花香調適合在剛洗完澡時使用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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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身心，特別推薦給容易失眠的人。通勤的上班族、車水馬龍的街道，北上工

作的人們最放鬆的時刻就是下班回到家，沐浴過後的清香。 

二、新北市 

濃甜的水果香氣及淡淡的花果香混合出的獨特氣味，由濃至淡，不失典雅浪漫。

彷彿置身於花果園內，洗滌身心靈。在北部忙碌打拼的日子裡，幫助大家放鬆身

心靈，讓人們能夠打起精神重新感受生活、認真生活。 

三、台中市 

青檸精油散發充滿精神活力的柑橘氣味，似檸檬，但氣味較為溫而微甜。 

薰香青檸的氣具備醒腦、快樂、潔淨、殺菌等特性。台中位於臺灣西半部的樞紐

位置，四季氣候宜人，舒適的氣候帶給人們無比的活力。 

四、台南市 

具有甜潤的百合、茉莉花香，帶給人清新美麗，彷彿午後暖陽下微風徐徐吹來的

氛圍。在繁華的城市之中更保有傳統古建築，古色古香的優雅映照著陽光，襯托

了一點淡淡的花香味。 

第二節、宣傳實際成果 

一、Instagram宣傳 

 

本企劃Instagram帳號藉由分享氣味及香氛心理學小故事，使民眾更了解嗅覺相

關知識。透過校園擺攤，使路過學生了解本企劃內容，並藉此增加IG粉絲人數，

且自成立帳號以來，粉絲人數在3個月內成長至100多位。 

 

 
圖四、Instagram 帳號 

 

自創辦帳號至3月為止，在舉辦抽獎活動前，總觸及人數僅159位用戶。 

 
圖五、觸及人數圖 

舉辦抽獎活動後，總觸及人數達207個帳號，瀏覽次數達1030次，成長了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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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觸及帳號數量與瀏覽次數圖 

本次企劃觸及的性別比為80.9%的女性以及19.1%的男性，主要以女性為主。我們認

為目前在香氛的市場中，較關注且注重這類產品的客群還是以女性居多。 

 
圖七、粉絲性別比例圖 

年齡範圍落在18-54歲之間，符合先前預估的數據相差不大，年齡層集中在18-24歲

之間。我們認為質感生活的概念越來越強烈，學生族群在網路媒體上時常接觸到這

類話題，尤其擴香的價位相較於改變房間陳設較便宜許多，因此會特別關注有關香

氛的資訊。 

 
圖八、粉絲年齡範圍圖 

 

二、校園擺攤 

 
圖九、校園擺攤攤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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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擺攤讓我們接觸到了許多各式各樣的人，年齡層從20~50歲都有，相當廣泛，

這讓我們有機會能把籌劃已久的企劃及產品展現出來給大家分享。目的就是為了

要讓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們的產品，傳達我們的想法與理念給顧客。 

 
圖十、與學生互動交流合照 

 

我們和眾多的顧客們介紹我們的產品，讓顧客們試聞不同城市的氣味，說明每一個

城市獨特的味道，以及擴香帶給人們的好處有哪些。而對於眾多顧客的種種提問，

我們也是耐心仔細地ㄧㄧ解答，這讓我們與顧客有良好的交流及互動，其中還有幾

位顧客不吝嗇地給予我們一些正面的回應及鼓勵，我們也從中得到了回饋與建議，

受益良多，這讓我們更有動力能夠繼續努力往前邁進。最後也請大家幫忙追蹤我們

產品的Instagram，並且多多關注發文內容及抽獎活動。 

 

 
圖十一、組員合照 

 

(一)、提升了整個企劃及產品的曝光率，讓更多消費者知道我們的產品與理念。 

(二)、Instagram的追蹤人數突破100名。 

(三)、賣出擴香產品。 

 

第三節、宣傳成果檢討 
一、Instagram成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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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更多互動性貼文 

 嘗試與業界合作 

 提高宣傳度 

 

二、校園擺攤成果檢討 

 

 設計遊戲體驗與消費者互動 

 主動到校園內積極推廣產品 

 

伍、結論 
 

此企劃期望能以氣味發揚台灣觀光，將縣市中的特色利用精油調配出對應的氣味，

同時利用嗅覺增強消費者對於臺灣的記憶，根據有效問卷106份中，46%的人在3個

月內一定會購買香氛產品。 

其中，問卷中的數據顯示一般民眾在購買氣味系列產品時，首要考慮的是氣味本

身， 而非注重品牌及價格，因此我們成立了城市香氛—Memory Refresh，希望即

便沒有知名度也能讓消費者選購，並感到滿意。 

以整體結果來說，與我們預期的相差不遠，本次企劃觸及的粉絲性別主要以女性為

主，占了80.9%，我們認為目前香氛市場中，較關注且重視的客群仍然以女性居多，

而在舉辦抽獎活動後，觸及和瀏覽人數才有明顯的成長。 

綜合以上，執行過程中有太多粗心的地方，我們發現，在方向不對時要馬上討論並

調整，需要更加謹慎且更完善的思考，此外，若是能與業界合作或更積極的透過

Instagram與大眾互動，宣傳效果定會更好，企劃的完整度也會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