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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語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第 48屆畢業展，以「絮」為名。傳遞四年一瞬，終點亦

如起點的初心，以絮做為喚醒自我，找回自我價值的象徵。 

 

絮，微小的存在，卻是一切的開始。 

蓄，累積微小的存在，可以形成量體。 

序，排列成行，成列有序，始得啓工。 

緒，繅絲起緒，始有經緯，經緯縱橫，始織成布。 

續，連綿成匹，裁布成衣，開市賣衣，生活無虞。 

敘，敘說歷史，物換星移，在變化中不變的是初心。像棉絮柔軟，溫暖，體貼

的愛，是最被稱頌的事。 

織品五十，育才無數。秉持如絮初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學，在紡織成衣

時尚領域培育能持之以恆，謙和處世的人才。 

雖是絮語，但也真誠。祝禱今年的畢業生能永保初心，並能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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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大學生服飾購買行為之分析 

摘要 

在全球服裝消費量持續增長的世代下，對於解決消費者過度消費的問題，更深入

地了解消費者為何購買服裝是至關重要的。此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女大學生的服裝

購買行為、衣櫃狀況以及導致服裝過度消費的因素。本研究蒐集台灣女大學生

（18-22歲）進行了一項調查，使用李克特量表方式來衡量其對使用創新性、獨特

性需求、時尚敏感度、價格敏感度、促銷刺激與衝動性消費之關係。運用單一樣

本T檢定、獨立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卡方檢定、相關性分析來

進行假設驗證。研究結果指出，在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度、促銷

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價格敏感度則無顯著負相關。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服裝

相關科系比非服裝科系的學生在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度方面更容

易受到影響，也更有衝動性消費的傾向。不同科系的受試者在價格敏感度與促銷

刺激，較無顯著差異性。本研究具體指出促使女大生衝動性購買的原因，藉此達

到警示作用、提升消費者對於服裝浪費的意識以及減少服裝的過度消費。 

 

關鍵字：衝動性消費、過度消費、購買行為、女大學生、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

求、時尚敏感度、價格敏感度、促銷刺激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1970年代，人們家庭支出的六成用在基本需求，而到了現今的時代人們的

基本生理需求已大部分被滿足，購買衣物不僅僅只是為了保暖、保護身體，更是

展現個人風格及實現個人的精神價值。在科技的進步與全球化的趨勢下，衣物的

取得性更高，選擇性更多，促使消費者衝動的、過度的購買。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在2016年發布的研究指出，從2000至2014年，成衣生產量

增加兩倍，相較15年前，每人平均購衣量卻成長60％；2017年也公布臺灣消費習

慣與心理調查，20到45歲的民眾每年光是花在購買衣物的金額就高達1620億，將

近三棟台北101的造價。研究結果顯示，「衝動性購買」是促成這個驚人數字的

部份原因。而人們在服裝上的過度消費，近年來為環保人士所詬病，是因為人們

的購衣量大幅上升，但實際保留下來的僅為過去的一半。由此可知，消費者過度

購買、淘汰成衣的速度加快以及供過於求的成衣市場，對於社會來說已不是新的

環保議題，但卻仍然懸而未決。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們怎麼處理過多的衣服？伊甸基金會庇護事業處表示，近幾年在快時尚的

影響下，消費者想淘汰過多的衣物，但為了減少罪惡感，往往全都投入舊衣回收

箱。然而，當消費者做出衣物回收這個選擇後，究竟這些被「回收」的衣物會何

去何從？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科長邱俊雄提到，以前舊衣回收可以再使用的情況

與廢棄衣物的比例約7：3，但直到2018、19年比例變成5：5，即舊衣回收裡面有

5成是直接要當作是垃圾丟棄，或是必須拿到焚化廠處理的。 

在上述台灣舊衣回收現況的前提下，若能了解什麼因素使其過度的購買服

裝，探討其產生衝動性消費的原因，便能從前端減少服裝的購買，減少衣物的丟

棄頻率。Rock(1987)指出女性消費者購買喜愛的物品時，衝動性購買的機率較男

性消費者高。根據淘寶用戶研究團隊發現，女性消費者網購時，往往是有購物的

想法卻沒有明確的商品目標，他們在瀏覽購物網站的過程中，最初只是隨便逛逛，

但最後卻總是「滿載而歸」。這意味著，女性消費者的購物欲望往往會透過即時

的銷售和事件刺激來得到激發和滿足，而買了很多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的東西。 

綜上述說明，本研究將以19~22歲女大學生為主要探討對象，研究其消費特

徵與購買態度與行為之影響，產生衝動性消費之原因。並分析女大生的使用創新

性、時尚敏感性、獨特性需求、價格敏感度及促銷等變數中，與購買態度及行為

之差異，以達到警示作用，並提升消費者的服裝浪費意識，減少服裝的過度購買。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茲將本研究之五個項目說明如下： 

一、 探討使用創新性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二、 探討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三、 獨特性需求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四、 探討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五、 探討促銷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使用創新性與衝動性消費之關係 

衝動性消費屬於消費者行為中購買行為表現，而使用創新性是一種人格特

質。由 Ajzen and Fishbein(1980)提出「合理行動理論(Reasoned action)」即主張

環境因素與人格特質等個人變數會導致重要結果之行為信念，而後產生對行為

的態度，再進入行為意圖，最後影響行動。 

Ridgway and Price(1983)所定義使用創新性的特質包含消費者的好奇心/創造

性、承擔風險的偏好、自願簡化、多種方式使用之偏好與傾向、創造性地多次

使用產品之偏好與傾向。在服裝使用上，穿搭是由多種單品結合而成，消費者

若具備服裝上使用創新的能力，這樣的人能夠發現不同單品能夠產生和諧又全

新的穿搭風格。因此多種方式與多次使用是指使用衣服或追求衣服使用在產品

範圍內，被認為更合適這項研究的概念。 

Shin和 Venkatesh(2004)之研究主張，使用創新性為探索產品潛在新用途的

能力，與本研究驗證結果一致。這說明，比較能夠將自己擁有的衣服做出許多

穿搭變化的消費族群，通常會喜歡新穎或是從前沒有的東西。而且，具有創新

性的消費者會試著透過高頻率的購買行為以及龐大的消費金額，去區別創新性

低的人(Goldsmith and Flynn, 1922)。 

綜上述我們可以合理推論，使用創新程度高的消費者，其人格同樣會反映

在購買行為上。這說明，比較能夠將自己擁有的衣服做出許多穿搭變化的消費

族群，通常會喜歡新穎或是從前沒有的東西。或許為了創造、尋找新的穿搭方

式，他們會購買更多新的衣服。代表著，具有衣服使用創新性的消費者，他們

除了能夠以現有的衣服想出比一般人更多的穿搭，更多時候可能會為了創造出

更創新、創意的穿搭組合，產生衝動性消費，添購更多的衣服。故本研究推論

出： 

 

H1：使用創新性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二、獨特性需求與衝動性消費之關係 

根據文獻，獨特性需求係指一種渴望與他人不同的人格特質，會積極的在

生活中尋找與他人之間的差異性。Tian、Bearden 與 Hunter (2001)進一步定義獨

特性需求為消費者透過購買或擁有的商品展現個人特質，顯示自己與其他人之

間的差異性，以增強自我形象及社會地位。 

Grubb&Grathwoh1(1967)研究指出消費者在個人形象及社會形象建立的過程

中，透過獨特性需求得到滿足，而建立個人形象則經由購買的消費行為來形

成。獨特性高的商品因具有大眾可辨識的意義，可滿足個人形象的建立，同時

亦可獲得他人的關注，因此，獨特性需求可由透過獨特性商品的購買行為而獲

得滿足。 



Punj(2011)研究影響消費者衝動性購買的因素中，消費者了為讓自己的生活

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心情狀態，尋求與他人的差異性，滿足自身的獨特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推論獨特性需求高之消費者喜歡擁有與他人不同的商

品，且會選購某些非大眾之品牌，期望購得該品牌來滿足其獨特性的需求。簡

而言之，當消費者越不想與他人擁有一模一樣的物品時，形成獨特性需求的心

態愈強，造成衝動性購買的傾向也越強烈。因此，本研究推論獨特性需求將對

衝動性購買傾向產生正相關： 

 

H2：獨特性需求與衝動性購買呈正相關 

 

三、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關係 

時尚敏感度係指個人對流行環境的掌握並且展現出高度的積極性與主動

性，同時附之實現的快速與否。因此，時尚敏感度高的人會對當下流行的追隨

展現高度積極性，此類消費者為了跟上潮流，會持續購買流行商品來尋求「走

在時尚尖端」的情感滿足(Lisa.S.McNeil& R.P.Hamlin, 2019)。時尚敏感度高的

消費者會因自身對於時尚的追隨，在購買時會被創新設計或風格所吸引，進而

產生衝動性購買(Park et al., 2006, p. 435)。由此可知，當消費者看到時下的時尚

產品並進行購買時，便會產生以時尚為導向的衝動性購買。Han et al(1991)也發

現服裝相關科系的大學生與非服裝相關科系的大學生相比的以時尚為導向的衝

動性購買可能性更高。他們發現，服裝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會認為以時尚為導向

的衝動性購買與時尚專業相關程度有關，買越多時尚商品對他們來說是一種高

時尚參與的表現。因此，推論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H3：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四、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價格敏感度指當價格改變時，消費者所產生的反應與認知程度。一般來

說，價格敏感度高的消費者被認為在消費過程中是較為理性的，此類消費者購

買決策過程較長，需要經過各種考量直到他們找到與商品品質相符合且價格合

理的產品(Tauber, 1972; Schindler, 1989)。相對而言，對於價格敏感較低的消費

者而言，有可能購買相同但價格更高的商品(Shimp，Dunn&Klein，2004)。促成

原因研究證實，價格敏感度較低的消費者會希望透過大量消費來獲得社會地

位。由此可知，此類消費者購買時較注重身份的追求，而不在乎價格高低與

否。因為他們認為服裝不僅是內在的需求，也與自身價值和興趣相關，在購買

時並不會著重考慮價格反而會願意花錢在自己喜歡的品牌或款式的衣服上。因

此，推論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負相關。 

 

H4：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負相關。 



 

 

五、促銷刺激與衝動性消費之影響 

根據之前的文獻探討中指出，在短期廠商經常會透過提供不同誘因性的促

銷方式，以試圖吸引消費者改變其購買行為而達到促進廠商銷售量的目的。而

Shimp(1997)提出促銷是一種刺激消費者並使其發生迅速性的購買行為或是使商

品出現立即性銷售量的行銷活動，主要目的為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因此，

消費者在遇到促銷活動此外在刺激時，非計劃性、迅速做判斷的衝動性消費的

可能性高。故本研究將其彼此間之關係假設提出如下： 

 

H5：促銷刺激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再者，在針對消費者為主的促銷活動中，Kotler(2000)將促銷分為樣品、折

價券、產品保證等十二種方式，若進一步探討這些促銷方式的誘因是否能與產

品本身的售價做連結，則可將促銷方式非為「價格促銷」和「非價格促銷」兩

種。研究中並指出，「價格促銷」在短期因造成消費者知覺節省而增加對其產

品之購買行為較為顯著，因此，本研究推論：在短期下，當廠商透過「價格促

銷」方式促銷產品時，會較「非價格促銷」易引發消費者的衝動性購買行為。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首先以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基礎確立研究目的，依據研究目

的進行相關之文獻蒐集及探討，接著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發展出問卷設計並進

行資料蒐集，從資料蒐集內容中進行分析統計，最後根據統計結果加以彙整說明，

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依據前述理論文獻背景與假設發展，以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

求、時尚敏感度、價格敏感度以及促銷刺激為自變數，衝動性消費為依變數，探

討與衝動性消費間的關係，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提出研究架構，如下： 

 
 

時尚敏感度

獨特性需求

價格敏感度

促銷刺激

使用創新性

衝動性消費

  

 2

  

 4

  



 

第二節 客觀操作性定義及衡量方法 
如研究架構所示，本節依據文獻探討發展各變項及構面的問卷衡量題項以及

操作型定義，在衡量題項方面，本研究依據研究對象與目的之需做適當修改，並

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答案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給予1、2、3、  

4、5分，分數越高表示同意程度越高。以下為各變數之操作性定義及衡量方法： 

 

一、使用創新性 

研究引用Ho Jung Choo(2014)引用Giraldi et al.(2005) 使用創新性概念架構修

改之量表，並從Giraldi et al.(2005)再選取3題，共計5題問項。 

 

二、獨特性需求 

本研究採用Tian、Bearden與 unter (200 )研究中的量表，從中選擇符合本研

究的題目。 

 

三、時尚敏感度 

採用Lisa S. McNeill et al.(2020)以及連聖怡(2002)所使用的衡量項度，共7題。 

 

四、價格敏感度 

引用謝庭華(2011)所設計之問項修改而得，所使用的衡量項度，共6題。 

 

五、促銷刺激 

本研究引用沈永正(2010)引用Taylor(1965)促銷活動的刺激架構修改之量表，

亦採用Kotler(2003)促銷方式類別為一題，共計7題問項。 

 

六、衝動性消費 
本研究沿用 2010 年沈永正針對衝動性消費的問卷中選出 3題，另外根據其

問卷調整，總計 6題。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度、價格敏感度以

及促銷是否促成女大學生衝動性購買服飾之因素。依據研究目的與性質，本研究

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蒐集資料的途徑，並將蒐集之資料以量化統計作為探討研究

問題及研究假設驗證之依據。 
一、樣本 

本研究以18~22歲大學生做為採樣對象。以服裝相關科系以及非服裝相關科

系作為對照組。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測量工具，本研究問卷共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問卷

前言，向受測者說明研究主旨；第二部分是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填寫；第三部分開

始各變相的衡量題項，使用創新性6題、獨特性需求7題、時尚敏感度7題、價格

敏感度6題、促銷8題、衝動性消費6題，共計40題。 

三、樣本蒐集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google線上問卷的形式發放，問卷發放對象

範圍為18~22歲女大學生，將正式問卷發放於Instagram、LINE等社群軟體，受試

者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匿名性高，填答者可獨立作答、避免受他人干擾。本問

卷發放時間為2021年2月9日至2月25日完成收集，共回收151份問卷。 

 

表3-1-1樣本結構表 

 

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指的是測量方法的品質，即對同一現象進行重複觀察之後是否可以得到

相同資料值，信度越高代表在各種時間及情境下測量工具都能如常運作，因此測

量結果也就越可靠。Merchant( 98 )認為Cronbach's α值的最低接受標準的限度為 

0. -0.6之間。在使用創新性問項裡，「面對不同的場合時，我會用現有的衣服去解

決，而不是去買新的衣服。」刪除此題使用創新性此一題項信度便會變高，故刪

除此題，並且修正後不分構面。衝動性消費修正後也不分構面。 

本研究以Cronbach's α值是否達到0. 為檢測標準，如下表： 

 

表4- -  信度與因素分析 

因

素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α 

使

用

創

新

性 

   0.67  

我願意嘗試不同的穿搭風格。  .9 9 0.902  

我比大多數的人還有更多方式使用物品。  .07   .097  

儘管我已經購買了新的單品，我仍然會持續追蹤是否有更

新的單品上市。 
 .48   . 8   

我會在現有的衣服上添加流行的元素，例如：牛仔褲改造

或重新再製成新的東西。 
2. 40  .0 9  

為了跟上流行，除了購買新的衣服，我還會想其他辦法。  .798  .0 9  

獨

特

性

需

求 

   0.870 

我通常會尋找特別的產品或品牌來展示我自己的風格。  .248  . 7   

我常常在尋找新產品或新品牌以增加個人的獨特性。  . 07  .24   

當我喜歡的產品或品牌越來越受到歡迎時，我會對它越來

越不感興趣。 
2.778  . 67  

我會避免選擇大家廣為知曉且採用的產品或品牌。 2.82   . 72  

基本變項 分類 個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性別 
女  47 97.4% 97.4% 

男 4 2.6% 100% 

科系 
服裝相關科系  00 68% 68% 

非服裝科系 47  2% 100% 

平均每月花費在

服裝上 

 000元以下 7  48. % 48.3% 

 000元~ 000元  7  8.8% 87.1% 

 000以上    9  2.8% 12.8 

購買頻率 

每月一次或一次以上 74  0. % 50.3% 

半年至少一次 6  42.9% 93.2% 

一年一次  0 6.8% 100% 



我不喜歡每個人都可以買到的產品或品牌。 2.99   .26   

當我所擁有的產品太普遍時，我通常會停止使用它。 2.9    .226  

當某個產品或品牌在一般大眾間越普遍時，我越沒興趣買

它。 
 .2 4  .2 6  

看到同學與我相同的衣服，我以後就會盡量少穿那件衣

服。 
 .66   . 94  

時

尚

敏

感

度 

   0.826 

我認為走在時尚的尖端是很重要的事情。  .0   0.982  

我會因為退流行而丟掉衣服。 2.46   . 06  

我害怕自己穿著落伍，跟不上流行的腳步。 2.798  . 62  

我希望別人覺得我是跟上潮流的人。  .228  .072  

我覺得我很注重穿著品味。  .7 8 0.977  

對我而言，衣服的流行性比舒適性來得重要。 2.7   0.999  

我時常看關於服飾流行的資訊，注意服飾流行的趨勢。  . 07  . 6   

價

格

敏

感

度 

   0.746 

我會因為看到更低的售價而改變我原定購買的計劃。  .8 8 0.944  

我對於價差是敏感的。  .899 0.949  

服裝的價格能否負擔，對我而言很重要。 4. 9 0.7    

折扣的多少會影響我購買的意願 4.2   0.894  

看到喜歡的東西，即使超過預算，我還是會購買。*  .  4  .024  

我喜歡比較價格後再決定購買，因為價格或成本對我來說

是重要的。 
4.040 0.94   

促

銷

刺

激 

   0.78  

利用促銷期間購買衣服，讓我很開心。 4. 48 0.779  

我享受在促銷期間購買衣服，因為讓我有賺到的感覺。 4.    0.8 4  

我喜歡在促銷期間購買衣服，因為可以買更多。  .80   .094  

我會在促銷的時候，購買平常不會考慮的衣服。  . 22  .269  

我只要看到我喜歡的衣服，即使是沒看過的品牌，我在特

價的時候還是會購買。 
 .8 2  . 70  

雖然我有喜歡的特定品牌，我還是會經常去購買有促銷的

品牌。 
 . 69  . 46  

衝

動

性

消

費 

   0.726 

我常常為了紓解壓力去購買衣服。 2.979  .24   

在購買衣服時，我只購買我需要的。  .476 0.98   

我常常在逛街的時候，看到喜歡的衣服就購買。 2.9 2  .07   

在我看到一件喜歡的衣服時，我會害怕下次再來就買不到

了，因此會先買下來再做打算。 
2.899  .     

我會因為受到別人的稱讚而購買衣服。  . 7   .062  

看到有人排隊搶購衣服促銷會讓我想購買。 2. 00  .070  

 

第二節 單一樣本T檢定分析 
了解女大生對衣櫃的使用狀況，本研究參考文獻設計李克特衡量題項，利用

單一樣本T檢定分析，驗證平均數與設定植有否顯著性。 

「我常穿的只有那幾件衣服」平均數＞3.5，所以檢定值設定3.5.，且呈顯著，

意謂著全體女大生在「我常穿的只有那幾件衣服」呈正面傾向；「我曾在衣櫃裡

發現未拆吊牌的衣服」平均數＜2.5，所以檢定值設定2.5，且呈顯著，意謂著全

體女大生在「我曾在衣櫃裡發現未拆吊牌的衣服」呈負面傾向。 

若利用不同科系分割檔案檢定發現，不同科系對「我曾在衣櫃裡發現未拆吊

牌的衣服」有不同現象，非服裝科系女大生對「我曾在衣櫃裡發未拆吊牌的衣服」



呈顯著；不同科系對「我常穿的只有那幾件衣服」有不同現象，非服裝科系女大

生對「我常穿只有那幾件衣服」呈顯著。 

 

第三節 卡方檢定 
運用卡方檢定分析了解基本資料之一般屬性，包括：性別以及就讀科系、「每

月平均服裝花費金額」與「購買頻率」，分析兩族群是否有獨立性(若p值>0.05無

關、若p值<0.05有關)是否呈現顯著關係。 

 

表4-3-1 就讀的科系 * 平均每月花費在服裝上金額以及購買頻率 交叉表 

 服裝相關科系 非服裝相關科系 全體比例 值 顯著性 

平均每月花費 

 000以下  4. %   % 48. %   

 000~ 000 40.4%  8%  8.8%   

 000以上 2 . % 7%  2.9%   

Pearson卡方檢定      . 87 0.0  

購買頻率 

每月一次或一次以上 67%  4% 42.9%   

半年至少一次  6.2%  7%  0. %   

一年一次 2. % 9% 6.8%   

Pearson卡方檢定     0.70  0.00  

 

表4- -2 購買頻率 * 平均每月花費在服裝上金額 交叉表 

 
平均每月花費在服裝上金額 

值 顯著性 
 000以下  000~ 000  000以上 

購

買

頻

率 

每月一次或一次

以上 
21.1% 56.1% 84.2%   

半年至少一次 64.8% 43.9%   .8%   

一年一次 14.1% 0% 0%   

全體 42.9%  0. % 2 . %   

Pearson卡方檢定     6.926 0.000 

 

 

 

 

 

 

 

 

 

 

 



第四節 獨立T檢定 
為瞭解不同科系與變數間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T檢定來考驗其

差異情形是否達到顯著，詳細統計數據如表示： 

 

表4-4-1 不同科系對變數之獨立T檢定檢測結果 
  服裝科系 非服裝科系 (P) 

使用創新性 
Mean 3.51 3.18 

0.009* 
SD 0.60 0.71 

獨特性需求 
Mean 3.35 2.98 

0.006* 
SD 0.67 0.93 

時尚敏感度 
Mean 3.34 2.86 

0.000*** 
SD 0.65 0.74 

價格敏感度 
Mean 3.84 3.90 

0.521 
SD 0.54 0.64 

促銷刺激 
Mean 3.71 3.88 

0.212 
SD 0.71 0.74 

衝動性消費 
Mean 3.18 2.87 

0.035* 
SD 0.77 0.07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度、價格敏

感度、促銷與衝動性消費之關係，以及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經由第四章的統

計方法分析，本章節將更進一步地對分析結果做出研究結論與後續研究以及實

務上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表  -  假設結果與驗證結果彙整表 

項次 研究假設 R 值 P 值 驗證結果 

   使用創新性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0.282** 0.00  成立 

 2 獨特性需求與衝動性購買呈正相關。 0.2 4** 0.004 成立 

   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0.4  ** 0.000 成立 

 4 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呈負相關。 -0.098 0.2 8 無顯著負相關 

   促銷刺激與衝動性消費呈正相關。 0.  9** 0.000 成立 

*p<0.0 , **p<0.0  

 

一、使用創新性與衝動性消費之分析 

由上述相關性分析的數據驗證（表  - ）可知，本研究之假設   成立，如

同 Shin和 Venkatesh(2004)之研究主張，使用創新性為探索產品潛在新用途的能

力，與本研究驗證結果一致。這說明，比較能夠將自己擁有的衣服做出許多穿

搭變化的消費族群，通常會喜歡新穎或是從前沒有的東西。或許為了創造、尋

找新的穿搭方式，他們會購買更多新的衣服。代表著，具有衣服使用創新性的



消費者，他們除了能夠以現有的衣服想出比一般人更多的穿搭，更多時候可能

會為了創造出更創新、創意的穿搭組合，產生衝動性消費，添購更多的衣服。 

 

二、獨特性需求與衝動性消費之分析 

由上述相關性分析的數據驗證（表  - ）可知，本研究之假設  2成立。獨

特性需求的消費者為了顯示出個人的獨特，通常有自己特定或喜歡的穿衣風

格，希望透過自身的穿搭風格展現人格特質，達到提高自我形象及展現自我的

效果，因此當他們看到自己喜歡的風格、符合形象或是特別的衣服時，他們就

會有想擁有的衝動，容易造成衝動性消費。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主要為大學生，

在台灣從高中階段跨越到大學階段，最大的不同是制服的消失，當大學生沒有

必須穿著制服的限制，在穿搭上就有更多的自由來展現個人的形象。 

 

三、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分析 

由上述相關性分析的數據驗證（表  - ）可知，本研究之假設   成立。根據 Park 

et al.(2006)研究指出，時尚敏感度高的消費者會因自身對於時尚的追隨，在購買

時會被創新設計或風格所吸引，進而產生衝動性購買。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對象

為女大學生，而時尚流行文化對於大學生的穿著打扮以及行為舉止有潛移默化的

影響。現今社會從網路社群平台到電視、電影，大學生有越來越多元的管道可以

了解流行時尚資訊，進而從中提取信息運用在生活當中，像是看到社群平台

Instagram 上的網紅穿搭、或是韓劇中流行的服裝等等，都是大學生日常討論的

話題。大學生喜歡追求新潮，敏銳地把握時尚，唯恐落後於潮流的消費特性，除

了基本的生活消費以外，喜歡購買流行的服裝、新潮的品牌、網購等等，總之一

切顯得自己「更時尚」的事情，使得女大學生更加容易衝動性消費，如同  an et 

al( 99 )研究顯示，認為服裝相關科系與非服裝相關科系的大學生相比，以時尚

為導向的衝動性購買可能性更高。 

 

四、價格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之分析 

由上述相關性分析的數據驗證（表  - ）可知，本研究之假設  4不成立。

當初在本研究中認為消費者在購買時，只要看到價格的高低會有敏感的反應，

造成衝動性消費。由於考慮不夠周到，未考慮到消費者會購買的因素不只有價

格，還有品質以及款式等等，價格的因素就顯現不出來。在價格敏感度的定義

不清楚導致題目設計上有準確性的問題，問卷的題目設計上未精確表達價格敏

感度的意涵，也是導致無法驗證此假說的原因。 

 

五、促銷刺激與衝動性消費之分析 

由上述相關性分析的數據驗證（表  - ）可知，本研究之假設   成立，呼

應了 Shimp( 997)之研究認為，促銷是一種行銷活動，刺激消費者並使其發生迅

速性的購買行為，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慾望。而根據 Kotler(2000)促銷方式的分



類，本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比起「非價格促銷」，較容易受屬於「價格促銷」的

促銷方式刺激產生衝動性消費。驗證結果如同 Kotler(2000)的主張，其原因在於

短期的促銷活動下，「價格促銷」使消費者知覺到其產品成本的節省，進而產生

購買行為。本研究認為，大學生受制於經濟能力，買衣服時預算有限，因此會

對產品的促銷有感，尤其是價格的優惠折扣，更能刺激他們產生衝動性消費。 

 

六、不同科系的受試者在使用創新性分析、獨特性需求分析以及時尚敏感度的

差異分析 

獨立 T檢定顯示，不同科系的受試者在使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

度上有顯著性差異(P<0.0 )。服裝相關科系透過時尚的教育與環境薰陶下，此科

系的學生比起其他科系的學生對於時尚的資訊以及知識擁有更多的了解，並且

在服裝搭配上有更多的想法，傾向以穿著打扮來突顯自己的個人特質。如同在 

 an et al( 99 )研究中也顯示，服裝相關科系的大學生會認為以時尚為導向的衝

動性購買與時尚專業程度有關，買越多時尚的服裝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時尚專業

程度越高的表現。 

七、不同科系在價格敏感度、促銷刺激的差異分析 

獨立 T檢定顯示，不同科系的女大學生在促銷刺激上無顯著性差異

(P>0.0 )。不論是服裝相關科系或是非服裝科系的女大學生，皆會受到促銷刺激

的影響。大學生在沒有穩定的收入以及經濟來源的情況下，缺乏經濟獨立性。

在購買時往往預算有限，不論是服裝相關科系或是非服裝科系的受試者，在購

買時都會以價格為考量，希望以最划算的價格買到他們想要的衣服。 

 

八、不同科系女大生的衣櫃使用狀況分析 

根據本單一樣本 T檢定，不同科系對於「我曾在衣櫃發現未拆吊牌的衣

服」有差異，針對此現象，數據顯示，服裝科系的學生對於服裝的喜好程度較

非服裝科系的程度高，因此，服裝的關注程度以及購買頻率比非服裝科系高。

購買的衣服數量較多，但每一天都只能穿一套衣服，這樣的狀況容易造成過多

的「新衣服」還沒來得及被穿上，就閒置在衣櫃裡。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可推

論服裝相關科系的學生更容易發生過度購買的現象。 

不同科系對於「常穿的只有那幾件」也有差異，本研究顯示，非服裝相關

科系的購買頻率較低，相對來說擁有的衣服也較少，因此常常穿著同樣衣服的

狀況是在所難免的。也因為使用創新性較低，為了避免搭配得很奇怪，她們往

往會採用以往的穿搭方式，而產生「常穿的只有那幾件」的感覺。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第一節的結論，將主要研究結果列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給消費

者在服裝購買時以及教育方面的參考方向： 

 

一、給消費者的建議  

服裝的過度消費已然成為環境的負擔，消費者買得比真正會穿得還要多，

加上現在市面上的行銷手法多元，有這些特質的消費者很容易受到「新品上

市」、「限時」、「穿上這件成為獨一無二的你」、「名人同款」…這類的廣告標語

吸引。希望消費者在購買前了解自己的需求，多加思考，不要因為廣告而落入

商人的圈套，買到自己不適合的衣服。 

本研究數據具體指出使用創新性、獨特性需求、時尚敏感度與衝動性消費

有顯著性，有這些特質的大學生會用購買新衣服的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與眾不

同或是證明自己很時尚。從另一方面來說，擁有這些特質的人是可以利用手邊

的衣物來搭配出不同的造型，來滿足打扮的需求，所以本研究建議大學生可以

善用這些優勢，減少非理性的購買。 

 

二、 針對服裝相關科系的建議 

本研究從購買服裝的花費以及頻率上得出，服裝相關科系比非服裝科系的

受試者有過度消費的現象。在時尚產業中，「永續時尚」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議

題。身為在時尚領域中擁有充足知識的服裝科系學生，應該是永續時尚的領頭

羊，但比起非服裝科系的學生卻更加浪費。由此看來，在服裝相關科系的教育

上需持續且強調「永續」的想法。本研究建議透過課程的設計，強化學生對於

永續時尚的概念，除了提升學生對於永續議題的了解，也可以開設相關課程讓

學生了解如何運用自身擁有的服裝做不同的搭配，取代購買更多的衣服。在未

來，服裝相關科系的學生都有機會成為「生產者」的角色，身為設計師如何將

永續的想法融入服裝的製程、從源頭減量改善時尚浪費的問題，將會是永續教

育的一大方向。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之進行過程中雖力求研究方法的嚴謹性，但仍未完整，因此提出以

下建議與研究限制說明，供後續研究者作為研究方向之參考。 

一、研究限制 

（一）樣本衡量的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抽樣對象分佈偏向北部地區，其生活型態之差異無法全面衡

量，若能平均分布，方能使本研究之分析更加全面。此外，本研究之樣本以科

系作為群體的區分，因母體樣本數的不足，而有未能代表各群體特性之疑慮。 



（二）研究變數 

由於時間、人力上的有限，本研究在衡量之構面上多數只取用單一構面，

而可能導致討論的變數不夠完整，而產生變數遺漏的問題，為本研究之限制。 

 

二、未來研究方向 

（一）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女大學生為主，研究結果偏向此族群，因此，並不能

將此研究結果應用在其他群體之中，建議未來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大至更廣範圍

的年齡層、收入及教育水準族群，進行抽樣比較及分析。 

（二）結合質性研究 

由於本研究以量化的方式進行調查，並不能針對研究對象逐一進行深度討

論，未來若能加入質性研究，透過訪談深入了解消費者之個人特質與衝動性消

費的相關性，便能更有效的改善消費者過度消費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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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和服腰帶歷史與設計研究 

研究學生：陳惠卿、陳香妮、馬宜嫻、范雅媛、李洛羚（織設組）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指導老師：何兆華博士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研究專題組 

關鍵字：和服腰帶經典紋樣、和服歷史、紋樣的種類及使用場合、女性三階段

本文針對文育國際有限公司提供輔大織品學院館藏之日本和服腰帶及其紋樣

進行深入研究，探討和服腰帶的種類與演變，並依照使用場合與各紋樣之含義統

整出七大類別的紋樣。 

從探索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紋樣承載了日本各時代對於未來的期望

與寄託，人們經常藉由佩戴紋樣來祈求祝福。因此我們期望能夠從各種不同紋樣

中選擇較具有女性特色的紋樣作為主要元素，融合現代服飾設計，製作出兼具市

場性、流行性與傳統紋樣的服飾。 

和服作為日本傳統女性服飾，紋樣也大多與女性相關，因此論文中所創作之

系列作品，其設計概念主要以「女」為創作之主要思考元素。「女」這個字由三

筆畫組成，象徵女性人生重大的三個階段：幼年、成年、老年。我們在各種帶有

祝福含義的紋樣中，挑選出祝福該年齡段的紋樣作為各階段作品之印花，並透過

Photoshop、Illustrator、CLO 3D（服裝設計樣版模擬系統）等手法，應用於服

飾中。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顯示，從 103 到 108 年台灣人出國去日本

的女性旅客人數逐年增長且都大於男性。台灣第一個專門提供旅遊行程體驗的線

上平台 kkday顯示「到日本一定要做的十大旅遊體驗」（kkday，2019），和服體

驗位於第二順位，且大多台灣女性到日本都曾在當地觀光景點穿過和服，然而多

數人並不曉得自己身上所穿的和服紋樣所適合的穿著場合及代表涵義。 

 

表 1－1 103~108 年訪日旅客人數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資料庫，https：//stat.taiwan.net.tw/ 

 

第二節、研究動機 

喜愛去日本旅遊的台灣女性，大部分都會去日本當地體驗和服，在挑選和

服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選擇的款式、上面的紋樣含意，還有和服適合穿著的

場合，都不太了解，而是靠自己的喜好去做搭配。 

恰巧文育國際有限公司提供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中華服飾文化中心（以

下簡稱為中華服飾中心）館藏超過兩百八十件日本和服腰帶可供我們參考與研

究，因此我們想透過文獻分析，日本腰帶的歷史演變、紋樣起源、種類與腰帶

的使用方法，找出我們認為最具代表的紋樣後重新設計，融合現代風格與科技，

來呈現我們的主題「女」。 

 

第三節、研究目的 

本論文藉由研究日本和服腰帶歷史、和服適用場合及紋樣代表意義等，深

入了解和服及其紋樣的相關知識與背景。根據研究結果，我們將轉化運用於我

們的作品設計主題「女性人生三階段」當中。透過此法，也可以將日本和服紋

樣的祝福涵意及各紋樣適用的年齡段等知識傳遞給台灣人，使台灣人能更加了

解和服的相關知識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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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文獻探討分為和服與腰帶的歷史、紋樣起源、種類與和服腰帶的使用

方法共三節，分別詳細歸納整合目前已經查詢到的資料，並將其內容在論文中以

表格方式做比較(所有表格請查閱完整版表 2-1、表 2-3、表 2-18 )。 

第一節、日本和服與腰帶的歷史 

從和服歷史開始探討腰帶的演變與進展，查詢到的參考文獻各個的年代劃分

皆不同，故將文獻中記載的年代找出來做深入的比較。採用東西多方專家各不同

類型的說法，我們著重於探討日本奈良時代到平成時代的和服與腰帶歷史，並將

找尋到之相關書籍、期刊、網站歸納成表格，並註明重點，以作為本研究的歷史

文獻參考。由於各文獻的切入角度不同，所以著重方面有所不同，故也是我們想

要深入比較的重點。我們將根據表格中的文獻以以下三個角度分別去探討日本和

服腰帶的歷史： 

一、以日本角度文圖並茂的講述日本服裝史 

二、以中國角度探討和服發展與演變 

三、以西方角度探討和服的歷史與應用 
 

 

第二節、紋樣的起源與種類 

從許多文獻中可以發現紋樣與歷史緊密關聯及紋樣的種類繁多，隨著時代、

社會風氣及外來文化影響，紋樣的種類也日漸增加，由於各文獻都以不同的方法

分類紋樣，此節將會在完整文獻中提及不同書籍的分類方法。(請查閱 表 2-4 至

表 2-17 紋樣分類)，並將我們常見的紋樣分類為以下幾類： 

一、自然紋樣：隆起紋、貝殼紋、竹管紋、流水紋、波狀紋、扇紋、旋渦紋等 

二、文學紋樣：《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 

三、和服家紋：繩紋、水波紋、菊紋、桐紋等 

 

第三節、和服腰帶的使用方法 

日本和服在不同場合、不同季節、不同身分地位皆有特定著裝規範。隨著歷

史時期的演變，原本在某時期為特定場合的服裝可能在下各時期就會發生改變。

我們將根據閱讀的文獻以以下三大類別去探討和服腰帶的使用方法： 

一、和服等級及穿著場合： 色無地、「付下げ」、訪問著、振袖、色留袖、黒

留袖等 

二、和服腰帶的種類：兵兒帶、半幅帶、袋名古屋帶、名古屋帶、袋帶、角帶等 

三、和服腰帶綁法： 太鼓結、蝴蝶結、橫一文字結、吉彌結、文庫結等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流程 
 

圖 3－1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創作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整合分析與創作試驗兩部分。在文獻整合與

分析的部分，探討日本和服腰帶歷史、紋樣含意與使用場合為三大主題。其中，

本論文在研究參考樣本是根據中華服飾文化中心館藏日本和服腰帶藏品加以進行

分析探討。在創作試驗的部分則是應用文獻分析所歸納出的和服紋樣進行轉化，

後分別做紋樣選擇、材質試驗與衣型試驗三部分，最後發展出系列服裝作品。 

 

 

 

 



 

第三節、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 
 

下圖為研究架構圖： 

 
圖 3－2 研究架構圖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現代的和服腰帶創新已呈現百花齊放姿態，有鑑於此，本研究從和服腰帶歷

史及紋樣層面切入和服腰帶的工藝情況，並做範圍與限制，如下三點： 

一、和服腰帶織造種類眾多，故本研究著重在西陣織、博多織以及桐生織的腰帶

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由於文獻參考資料大多原文為日文與英文，因此各個翻譯會有些微差異，難

以翻譯的詞彙，以直接打上日文原文詞彙代替。 

三、主要研究是從日本繩紋時代到平成時代的和服與腰帶歷史。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文經由研究中華服飾文化中心館藏之約兩百八十件和服腰帶，探討和服及

和服腰帶與歷史的關聯，並透過分析不同腰帶的種類、尺寸及對應的使用場合，

瞭解各個腰帶紋樣的含義，增進我們對日本和服腰帶的認知，也帶給了後續的作

品許多啟發。 

 

第一節、日本和服與腰帶之探討 
一、引言 

日本和服與腰帶歷史悠久，各時期的和服與腰帶的搭配會隨著時代而有相對

應的變化，最終演變成當時期具代表性的款式，儘管現代和服已經不是當作日常

穿著，但日本人還是會在重大場合或是特定時節穿著它，可見和服對於他們來

說，是有很大重要地位的，與生活密不可分。 

 

二、和服與腰帶的演變與發展 

在日本以前的武士時期或戰亂時期，和服注重的是功能性，外觀設計就會簡

單樸素，相對地，在日本非戰亂時期，和服的外觀設計則會走向華麗感，和服上

也會有紋樣做裝飾。腰帶由細細一條腰帶轉為寬腰帶，也從一開始不顯眼漸漸與

和服一樣的顯眼。經過時光的流逝，和服被傳承至現今，成為最具代表的傳統服

裝。以下整理出平安時代至今的和服與腰帶之間的緊密關係，也提到腰帶種類與

打結的歷史演變。 

 

表6-1 和服與腰帶歷史演變對照表 

時代 和服演變 腰帶演變 

平安時代 -和服的雛形「小袖」。 

-「小袖」是貴族、王室的內衣。 

-腰帶的雛形「袴」。 

-腰帶覆蓋在和服內，不顯眼。 

室町時代至

安土桃山時

代 

-和服設計簡單樸素，注重功能

性。 

-「小袖」漸漸被當成日常穿著。 

-腰帶綁在和服外，打結在和服的正

面或側面，腰帶變得略寬些，但依舊

不顯眼。 

江戶時代 -開始有「振袖」，袖子有很長的

袖兜。 

-早期至中期，和服有醒目的圖案

設計，更加華麗有裝飾性。 

-晚期，和服設計清新典雅簡約，

而內衣則裝飾得較華麗。 

-腰帶綁在和服外，打結在和服的背

面，而腰帶變更寬，與和服一樣顯

眼。 

-出現「丸帶」，用在正裝上。 

-出現「太鼓結」，「太鼓柄」的腰

帶也隨之流行。 

明治時代 

 

-和服可依身高去調整和服長度，

設計色彩多元豐富，融入西方元

素與新進的化學染料。 

-腰帶加入西方的緹花技術與紋樣。 

大正時代 -「大正浪漫」風格的和服。 -出現「名古屋帶」，華麗的腰帶。 



 

昭和時代 -「洋服」取代和服成為流行，和

服產業逐漸沒落，變得很少見，

但和服仍然是傳統活動、慶典和

一般休閒服裝中的流行裝束。 

-出現「袋帶」，取代「丸帶」。 

-出現「六通柄」腰帶，取代「全通

柄」腰帶。 

-出現「袋名古屋帶」，更易於打

結、更方便。 

平成時代 

至今 

-和服成為部分重要活動或場合的

流行服飾，更逐漸成為時尚潮流

的一部分。 

-腰帶種類越來越豐富多元。 

 

三、和服與腰帶種類介紹 

(一)、和服種類 

和服以不同女性年齡階段來分，有單身、未婚、成年、已婚，而在不同場合

也穿著不同和服，皆各有特色。以下為不同等級的和服，精簡整理出來。 

 

表6-2 和服種類 

和服名稱 說明 

振袖 未婚女性與已婚婦女穿著，和服紋樣色彩斑斕 

留袖 女性成年結婚後穿著，和服較單調，紋樣少 

訪問著 和服紋樣分布多且色彩華麗豐富 

「付け下げ」 可搭配黑色或灰色腰帶在哀悼時穿著，和服只染一種顏色，紋樣少 

無色地 單身與已婚女性穿著，此和服與訪問着相比，紋樣較簡單，不華麗 

 

(二)腰帶種類 

和服腰帶的種類有男女之分，隨著歷史發展，在不同場合，配戴的腰帶也不

同，每個腰帶的長寬、編織手法與打結方式皆不同。以下為常見的腰帶種類，將

整理歸納出來。 

表6-3 腰帶種類 

腰帶名稱 說明 

丸帶 

-始於江戶時代，是最華麗的腰帶 

-長約400~436公分，寬約66~70公分 

-多用金、銀等編織，圖案的分布為「全通柄」 

袋帶 

-取代「丸帶」，是現代的正式禮服，也是最名貴的腰帶 

-長約420公分，寬約31公分 

-表面用金銀絲線或彩色絲線編織，單一色系圖案少，大多為「六通柄」，

高級的袋帶用「全通柄」，若刺繡、特殊加工則用「太鼓柄」 

名古屋帶 

-僅次於「袋帶」的第二大名貴腰帶 

-長約470~473公分，寬約34公分 

-大多打成「太鼓結」，為「太鼓柄」 

袋名古屋帶 

-結合了「名古屋帯」與「袋帶」的優點，方便的腰帶 

-長約470公分，寬約30公分 

-大多打成「太鼓結」，為「太鼓柄」 

 



 

(三)和服與腰帶之使用場合 

把和服種類與腰帶種類做結合，將各個適合穿著配戴的場合整理出來，如下

表。 

表6-4 和服與腰帶之使用場合 

場合 和服 腰帶 

正式場合 振袖、留袖、喪服 丸帶、袋帶、名古屋帶 

半正式場合 訪問著、「付け下げ」、色無地 袋帶、名古屋帶 

一般休閒場合 訪問著、「付け下げ」、色無地 名古屋帶、袋名古屋帶 

 

四、紋樣分類 

紋樣與歷史有緊密的關聯，自古以來紋樣的種類繁多，不同的時代背景會孕

育出不同的紋樣，很多書籍、期刊也可將紋樣以各種方式分類，像是紋樣歷史發

展、家紋、有職紋樣、古典、四季、動植物、幾何、器物、自然風景、節慶、祝

福等等。隨著歷史時代演變、日本本土的社會風氣及西方與中國文化傳入日本的

影響，紋樣的種類也日漸增加。以下表格以歷史年代做大分類，再細分紋樣區

別。 

表6-5 紋樣分類 

時代 紋樣演變(出現的紋樣) 

繩紋時代 
-自然紋樣:日本最早出現的紋樣 

-家紋紋樣的雛形:僅限貴族階層使用 

飛鳥時代 -佛教紋樣:中國佛教藝術傳入日本 

奈良時代 
-正倉院紋 

-有職紋樣:僅限貴族階層使用 

平安時代 -日本融合了中國的紋樣，轉化為日本獨有紋樣。 

室町時代 
-植物、文字、數字、自然景觀紋樣: 

禪宗文化傳入日本影響家紋變化 

安土桃山時代 -器物與動物紋樣:西方繪畫藝術傳入日本 

明治時代 -家紋逐漸可被一般百姓使用 

 

針對中華服飾文化中心館藏的日本和服腰帶裡各種類紋樣，我們將上一個表

格再獨立歸類出七組紋樣：植物紋樣、動物與昆蟲紋樣、自然紋樣、民生器物紋

樣、幾何紋樣、正倉院紋樣與其他紋樣，如下表。 

 

表6-6 紋樣歸類 

紋樣種類 紋樣名稱 

植物紋樣 
梅花紋、蘭花紋、竹子紋、菊花紋、牡丹紋、桐紋、紅葉紋、桔

梗紋、椿紋、杜若紋、菖蒲紋、桃樹紋、根引松紋、柳紋、松紋 

動物與昆蟲紋樣 鳳凰紋、孔雀紋、鶴紋、蝴蝶紋 



 

自然紋樣 渦卷紋、流水紋、青海波紋、波濤紋、雲紋 

民生器物紋樣 扇子紋、薬玉紋、傘紋、熨斗目紋、蛇籠紋 

幾何紋樣 
七寶紋、立湧紋、龜甲紋、毘沙門龜甲紋、籠目紋、松皮菱紋、

紗綾形紋、雪輪紋 

正倉院紋樣 正倉院紋、寶相華唐草紋、蜀江紋、樹下雙凰紋 

其他紋樣 唐子紋、壽字盡紋 

 

第二節 創作與試驗過程 

   對中華服飾文化中心館藏的兩百八十條日本和服腰帶上的紋樣進行詳細的分

析與研究後，我們了解到其紋樣背後的涵義，也了解到不是任何紋樣都適用於每

個人，尤其是針對不同年齡層的人，適用的紋樣會有所差異。 

    在日本每位女性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會收到很多來自親人們的祝福，而將此祝

福具象化，最常見的方式便是贈送和服。在一位女孩年幼時，父母如果希望女兒

成長茁壯，可以送女兒象徵「堅毅」的竹子紋樣的和服腰帶；待她成年，出落成

一名亭亭玉立的姑娘時，父母可以送上蝴蝶紋樣的和服腰帶，象徵「心愛的女

孩，蛻變成一名出色的女人」；等她邁入了晚年，兒女們或許會送上象徵「長

壽」的龜甲紋樣，祈求她延年益壽。 

  對於每一位日本女人來說，和服腰帶不只是工藝品，更是親人們給予自己滿

滿的祝福，她們也會將父母贈與她們的和服，再傳給她們的下一代。在我們研究

和服腰帶時，我們深深地被這樣薪火相傳的精神所打動，和服腰帶對於每一位的

日本女性來說，是一種「親情的聯繫」，我們希望能將這樣的精神以及我們所得

到的感動，分享給所有的台灣女性。 

    我們決定也透過「服飾」來作為分享的媒介，設計出三套能代表女性一生的

三個成長階段「幼年—成年—老年」的系列服飾。考慮到現代的台灣女性注重方

便性與舒適性，我們決定以最少的剪裁來達到這兩個效果，並將古今元素相互融

合，創作出一系列符合當今台灣女性的穿著風格，同時又不失傳統元素的系列服

飾作品。 

 

一、幼年的設計與試驗過程 

(一)、創作概念 

試想父母對年幼的女兒的期許與祝福，創作出該套服裝。此階段我們認為為

人父母對女兒最大的期許就是「健康平安的長大」，故在挑選紋樣時，皆是以此

概念作核心。 

(二)、紋樣選擇 

位於服裝背後的圖案設計是以一把張開的扇子作為主軸設計，由握柄慢慢向

扇面展開的形狀，意味著「未來有無限希望」的涵義，而扇面上除了象徵「堅

毅」的竹子紋樣外，更有著象徵「永恆的幸福」的流水紋樣，以及「除厄開運」

象徵的桔梗紋及菖蒲紋。 



 

(三)、材質試驗 

此套服裝為春夏穿著，故使用退漿之純棉布，透氣親膚的材質達到舒適的效

果。在創作技法中，因考慮到幼兒皮膚較為敏感，因此選擇染劑為天然的藍染工

法去製作。 

 

(四)、衣型試驗 

我們希望在這套上保留一點和服的服裝輪廓，但又能融合一些現代感，故在

服裝的剪裁上做了一些巧思：服裝整體為一片橢圓形的布料，在正中心取一個

洞，將頭套入洞中後，於腰的兩側各開一個洞穿入腰帶。此種版型有別於傳統和

服一層層緊繃的包覆感，保留和服輪廓的同時，更增加了衣服和身體之間的空

間，便於活動，而張開雙臂時，能明顯看到此套衣服在人體上呈現半圓形，增添

了一些幾何感的趣味性。 

 

二、成年的設計與試驗過程 

(一)、創作概念 

成年的女兒在未來的人生階段會面臨到更多的人生挑戰，也要背負起更多的

責任。此套服裝，我們試想父母看著成年的女兒的心情，一方面對女兒健康美麗

的長大感到欣慰，同時又擔憂著即將步入社會的女兒在脫離父母的保護傘下能不

能良好的適應這個社會的複雜心情。此套衣服融合著父母對女兒的滿滿關懷與寄

望。 

(二)、紋樣選擇 

以蝴蝶及牡丹紋樣「讚美女孩成長後的美麗姿態」，並祈求她能「幸福美

滿」。以紅葉作為女兒的戀愛護身符，期望她能找到一個好的歸宿；七寶紋象徵

「家庭圓滿」、「多子多孫」、「和氣致祥」；而束熨斗紋則是既有氣勢，又充

滿喜氣的吉祥之物。 

 (三)、材質試驗 

這套服裝設定為秋裝，圖案本身的顏色帶有秋天氣息，我們選定白色作為背

景色，希望在整體造型上增加一種輕盈感，想像秋風吹拂時，袖子輕盈飄動，襯

托女人的仙氣。材質選定垂墜感佳，帶有些許飄逸感，且富有彈性的四面立體彈

布料，並用數位印花方式呈現。 

(四)、衣型試驗 

接續幼年那套的幾何感衣型，此套服裝若不繫上腰帶，張開雙臂時在人體上

呈現長方形，繫上腰帶後則是完美貼合身型且具有女人味的氣質淑女感上衣。 

 

三、老年的設計與試驗過程 

(一)、創作概念 

當女人邁入了晚年，家中的晚輩送上了對她的祝福，期望她能身體健康、長

壽、生活祥和且圓滿。 

(二)、紋樣選擇 



 

龜甲紋及鶴紋皆有「長壽」的意涵，其中龜甲紋也有象徵「夫妻圓滿」、

「戀愛有成」之意，而鶴紋也有著「開運招福」及「對和平的祈求」之涵義。同

時我們也挑選了具有「心想事成」及「對永恆不滅的嚮往」之意的雲紋。 

 

(三)、材質試驗 

此套服飾設定為冬裝，故使用具保暖效果的保暖布做設計。刺繡圖案則是使

用牛仔布，創造出質感上的差異性。 

 

(四)、衣型試驗 

為了營造端莊大器感，特意將衣型的下擺設計成圓弧狀，並且設計成短版的

披風，比長版披風更加貼合身型，也讓布料更加平整，呈現出莊重的感覺。 

 

第三節、系列作品呈現與說明 

一、設計理念與過程 

當小組成員們在討論我們的設計時，我們一人提出了一個作品需融合的核心

理念之關鍵詞，分別為「工藝」、「和服」、「傳統」、「紋樣」及「文化」。

我們期望能創作出涵蓋日本文化底蘊及保留傳統日本工藝元素，並且能傳遞「親

人間的聯繫」這個概念的設計作品。因此我們想出了以「女」作為主題，並以

「千縷傳承，給妳滿滿的祝福」為標語的系列服裝作品。標語中，「千縷」取用

「千里」的諧音，象徵著以一條和服腰帶維繫著親人彼此之間的羈絆，而這種羈

絆，會一直延續。 

 

二、設計圖與說明 

我們使用CLO3D軟體直接進行我們的設計，模擬服裝實際穿在人體身上的效

果，檢查哪種縫製方法和裁剪位置能保留服裝和身體之間的活動空間，以確保能

達到舒適性的效果。 

 

三、3D虛擬走秀 

除了用CLO3D軟體進行設計，我們也讓該軟體中的虛擬模特進行T台走秀，確

保穿在人體身上時，是便於活動的，同時也用來作為服裝的展示方法之一。 

 

四、作品呈現 

（一）、三套服裝展現 

展示三套服裝作品，讓觀者能實際看到布料質感、工藝技法、感受衣服的厚

薄度、及實際穿於人體之效果等。 

 

 

（二）、CLO3D設計圖 

讓觀者能參與作品由虛到實的過程演進，可跟實際作品做出對比，感受虛擬

與現實的異同之處。 

（三）、虛擬走秀 



 

讓觀者能夠了解服裝穿在身上大致的樣貌及服裝在靜態及動態時不一樣的效

果呈現。 

 

（四）、CIS構想 

為了未來有機會更近一步的推廣我們的理念與作品，我們也為了我們的系列

服飾設計了logo、包裝、周邊商品（包括信紙、貼紙等），以及名片。 

 

第四節、建議與未來發展 

由於文獻參考資料大多原文為日文，難以翻譯成中文，因此需要大量的中文

敘述或原用日文。再者，本研究資料在台灣不易取得，部分紋樣資料無法進行多

樣比較，而在和服與和服腰帶探討之中發現，越是近代和服與和服腰帶使用方式

與設計不再受限，因此在中華服飾文化中心的和服腰帶都以文獻資料參考推測。

此外，在撰寫本論文的過程中，我們陸續發現更多紋樣、種類，但因研究範圍限

制，故此，本文試著列舉出數項後續發展研究提議： 

 

一、本研究資料主要來源在台灣，雖參照大量日本文獻，但難以細分中華服飾文

化中心的和服腰帶種類，因此建議日後研究可到日本當地進行考察和尋求和服專

家意見。 

 

二、本研究主題範圍過於廣泛，因此各部分的日本和服與腰帶之探討可以專精在

更為細節的主題深入探討，作為之後的研究主題。 

 

三、由於本文研究與創作相互呼應，文獻佐證和創作上需要詳細規劃，並在進行

前先評估個人外文能力與創作能力。 

 

四、根據本研究眾多的和服腰帶種類，希望未來能夠繼續研究與應用以發展更為

廣闊的可能性。 

 

此論文期望能將日本和服與和服腰帶的種類及其中代表的祝福涵意傳遞給台

灣人，使大家能更加了解和服的相關知識與文化，以嶄新的角度看待日本的生活

與習俗。同時也希望和服紋樣不只有在穿和服的時候才能實現它的意義，因此我

們將其融入創作，期望將紋樣代表的祝福藉由貼近日常生活的作品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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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連鎖服飾品牌市場調查與定位之研究 

--以品牌 NET 為例 

 

 

摘要 

 

 

近年來，快時尚(fast fashion)概念盛行，以款式流行、推陳出新快、價格平

實為主要特色。此外，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連鎖平價服飾品牌層出不窮，如

UNIQLO、H&M等知名品牌都源自於國外。 

本研究旨在探討平價服飾品牌的市場滿意度與定位。透過文獻探討與市場調

查，了解消費者選擇平價服飾的關鍵考量，並進一步去做定位分析。研究對象

以 NET、UNIQLO、GU、H&M、50% FIFTY PERCENT與 GIORDANO六個品牌為主，並

以本土品牌 NET為主要分析對象。2020年 5月，NET在舊永福樓的位置開設了

新的旗艦店，在新冠疫情下，企業依然穩定發展，本研究希望能了解其關鍵因

素。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 一、了解平價服飾的消費者心理；二、探討各平價服飾品

牌市場定位與角色；三、分析 NET在平價服飾品牌中發展的優劣勢。希望能將

本次研究結果作為日後企業經營方向或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品牌、平價服飾、快時尚、消費者行為、定位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台灣光復以來，由於人民自我意識的提升與經濟能力的逐漸穩定，

對生活的品質也更加要求。我們常提到的四大民生基本要素——食、衣、

住、行，其中的一個元素「衣」，從前主要的目的為保護，穿得舒適為其訴

求，但隨著時代變化，消費者愈來愈注重穿著打扮，對現代的消費者而

言，服飾產品不再只求舒適就好，也象徵著一種個人風格的代言。 

趙平與呂逸華(1995)於《服裝心理學》一書中提及，服裝是人的高級

需要的反應，即人社會的、心理的、情感的、美的需要的反應。服裝光擁

有實穿性遠遠不夠，具備多功能、符合流行趨勢的設計，才能獲得消費者

的青睞。 

服飾產業在近年來快速擴張，市場逐漸趨於飽和，再加上消費者的環

保意識抬頭，品牌要在市場中找到立足點實屬不易。2019年快時尚始祖品

牌之一的Forever 21宣布破產，除了內部問題外，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消費

者喜好的轉變，近年來服飾產品的選擇愈來愈多，品質不夠好、設計不夠

抓人眼球、定價不夠合理等原因，都會失去消費者的喜愛。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如今在全球化與網路發達的影響下，要在國內購買日、韓、歐美服飾

方便許多。而面對眾多國內外服飾品牌的競爭，本土品牌NET在當今的台

灣消費市場仍保有一席之地，我因此開始有了想研究這個品牌的想法。 

平價服飾近年來深受消費者喜愛。根據行政院主計部的統計，2020年4

月國內全體勞工平均月薪為42132元。圖1.2為台灣近年家庭所得五分位的

分配狀況，從圖表中可以觀察到，2019年平均每人一年可支配所得，最高

所得20%的653,233與最低所得20%的167,430，約相差3.9倍。從以上的一些

統計資料，能發現社會中存在貧富差距的問題，推測出能負擔得起昂貴的

精品服飾的人還是屬於少數，因此，在負擔的起的價錢內挑選合適服飾產

品，是現代消費者追求流行的前提。以平實的價格，能購買到質感佳、實

用性高的商品，也是平價品牌主要的訴求。希望能藉由本次研究深入了解

消費者購買平價服飾的考量，以及NET能於競爭激烈的服飾零售業成功立

足的因素。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服裝產業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更為本系學習的核心價值。NET為台

灣知名的服飾平價品牌，現代的學生、小資女等族群，大部分對於花費在服

飾產品的預算有限，而平價品牌的單價即是一般人都負擔得起的。本研究是

希望藉由以下的文獻整理與所學知識加以分析，想透過本研究的了解的目的

如以下: 



一、了解平價服飾的消費者心理 

二、探討各平價服飾品牌市場定位與角色 

三、分析NET在平價服飾品牌中發展的優劣勢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 
 

一、品牌定義 

品牌為我們選購產品時的關鍵因素之一，品牌的口碑、形象等要素都會影

響我們選購其產品或服務的決定。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將品牌定義為：名稱(name)、術語(term)、標誌(sign)、符

號(symbol)或設計(design)，或這幾項的組合，目的在於識別一個或一組銷售者

的商品和服務，並和其他競爭者的商品與服務做區分。 

一個成功的品牌，消費者能很快地透過它的名稱或標誌去辨識，並且馬上

能連結其品牌特色、精神與產品。舉例來說，一提到NIKE，我們的頭腦就會自

動將其與品牌本身打勾圖案的LOGO與運動產品做連結，作為一個家喻戶曉的

品牌，NIKE本身就具極高的知名度與顧客忠誠度，可見「品牌」對業者與消費

者的重要程度。 

 

 

二、品牌價值 

河合拓(2013)將品牌提供的價值分為機能價值、服務價值與形象價值。 

從上述文獻整理推論出，品牌蘊含的價值包括很多層面，包括產品本身的

特色、消費者在整個消費流程中感受到的服務，還有像我們常提到的品牌形象

均含在內。消費者在進行購買行為時，除了基本需求，也會因為對品牌的信賴

與好感度而去消費，品牌提供的商品品質優劣、店鋪人員提供的服務是否貼

心、對品牌故事與代言人好感度，這些均會反映在消費上；一個品牌在各方面

提供的價值越高，就越能吸引顧客消費且能提升顧客忠誠度。 

 

 

第二節、 服裝心理學 

 
本研究的目的為連鎖平價服飾品牌的市場調查與定位分析。逛街時，我們

會看到五花八門的服飾，消費者會因為何種因素購買服飾產品?又會被具備何種

要素的服飾吸引?本章節整理出以下與服裝心理學相關的文獻來作探討。 

 

一、服裝定義 

Kaiser(1997)定義服裝為任何附著於人體上，且肉眼可見、具體成形的物

體。包括衣服、褲子、裙子、洋裝或配件等能用來遮蔽或裝飾身體的東西。意

謂著人們能透過購買、接受或製造所取得，並且穿戴於身上的物品。 

趙平與呂逸華(1995)對服裝的描述為：構成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要素之

一。服裝本身反映了人基本保護身體的需要，它的滿足也就是對裝物理性能的



充分發揮；同時，服裝也是人各種高級需要，即美感上、情感上、社會與心理

的反映。 

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整理歸納服裝為包含基本的衣物、鞋帽、皮帶或是

品等任何能對人體達到保護、裝飾作用的物件。除了一般的防護功能，人也會

挑選符合自身喜好與特色的服裝，以象徵個人的形象與風格。 

 

二、服裝目的 

服飾學者趙平與呂逸華(1995)將服裝目的大致分為:生理方面、活動方面、

裝飾及審美方面、禮儀道德方面、標誌及象徵方面、扮裝方面。根據以上論

點，假設歸納出，消費者選擇服飾產品時，可能有各種不同因素，而穿著服裝

的目的也可能有很多種。除了要求基本的保暖、實用功能，消費者也注重美

感，會購買符合流行、穿起來適合自己的款式，也會依照參與的場合去調整穿

著。此外，也可能因為工作需求或是活動需要而有特殊的著裝。 

 

三、服裝對生活的影響 

Sandra Forsythe等三人(1985)提出研究女性服裝對求職的影響程度。 

研究中提及，近來職業女性數量遽增，但傳統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依舊限

制了女性的就業機會，為了證明這項論點，他們做了一個模擬採訪，單獨就服

裝本身，去討論對求職管理階層女性的影響。 

儘管穿著僅為影響招聘決定的其中一個因素，但卻是應試者可以輕鬆掌控

的部分。這項研究對於女性的管理和專業職位的影響有重大的意義。透過服

裝，我們可以展現個人氣質與形象，不同的場合，服裝也會隨之變化，例如參

加晚宴會著禮服；休息時會換穿睡衣。雖然這篇文章僅敘述著服裝對職業的影

響，但我們可以推論，服裝與生活的關係緊密連結。 

 

四、購買平價服飾心理 

根據在經濟學中提到的需求曲線來看，需求與價格大致呈反比；價格越

低、需求越高。反映出便宜的商品，消費者更願意花金錢去購買。多數平價品

牌的共通點為，款式多樣、推陳出新快、並且定價為大眾均能負擔的價格。 

i-Buzz網路口碑研究中心即根據國民對平價服飾的購買行為去做網路聲量

調查。根據其對平價服飾品牌正負評價比與平價服飾品牌網路熱門關鍵字，初

步整理與歸納上述文獻資料，發現消費者重視屬性主要有價格、樣式、質感、

款式、舒適、實用。 

 

第三節、 消費者行為 
一、定義 

整理出消費者行為定義為:消費者為了滿足需求與慾望，所進行的一系列消

費活動與過程，包括對產品與服務的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置。 

 

二、影響消費者行為之因素 

林建煌(2014)在《消費者行為概論》一書中，提及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

有:文化、參考群體、家庭、社會階級與情境因素。從以上幾項因素的整理，可

以整理推測出，消費者會因為外界因素而影響消費。除了個人的喜好，文化、



周邊的人事物、消費者的身分背景，和購買的地點、時間與環境均對消費者行

為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力。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大多不只是單一的，可能同

時有很多個因素，且彼此間相互牽連。 

 

三、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品牌NET的成功因素，透過對國內服飾產業的了

解，並參考文獻與問卷形式了解消費者行為和心理，從而找出其在服裝市場中

的優勢。研究流程如下圖: 

 
 

 

 

 

 

 

          
 

圖3.1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發現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立研究主題

確立研究目的

文獻蒐集與探討

界定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深度分析整合

結論與建議

問卷設計 深入訪談 



一、NET 

品牌由黃文貞女士於1991年創立，「NET」的意思是純淨，以此為理

念，款式基本但不過於單調，販售實用性高、時尚且好搭配的產品。品牌

定位為平價、高品質、基本好搭配的歐美休閒風格。 

 

二、UNIQLO 

1984年，日本品牌UNQLO在廣島開設了第一間店鋪，創辦人為柳井正先

生；並在1991年成立母公司迅銷集團。產品以好搭配的休閒基本款為主，

並透過整合生產與銷售運作，取得價格優勢。「低價位、高品質」為UNIQLO

產品的特色，以能為不同性別、年齡層的顧客提供合適的商品為主要目

標。 

 

三、GU 

2006年創立平價品牌GU。相較於UNIQLO，GU的定位更加年輕化。品牌

理念為「讓時尚更自由」，強調自由、速度與時尚，以比UNIQLO更親民的價

格，在短時間內提供顧客時尚、流行度高的產品。(GU官方網站，2021) 

 

四、H&M 

1947年由Erling Persson在瑞典創立。品牌經營目標為以實惠的價格

及永續的方式，提供兼具時尚與品質的產品。近年來，H&M致力推廣永續經

營，Conscious系列產品即為使用50%以上永續材製成，並透過第三方資料

和外部認證來評估材質。(H&M官方網站，2021) 

 

五、FIFTY PERSENT 

台灣品牌FIFTY PERSENT成立於1991年，從設計、製造、物流到銷售完全

獨立經營，因此節省了許多中間成本，反映在產品定價上。品牌核心理念為

「優質產品，也要有合理價位」，主要客群為年輕一代的消費者，以多元的商

品與合宜的價位，提供每個人獨特的時尚風格。 

 

六、GIORDANO 

1981年，由黎智英先生於香港創立。 

品牌理念為「沒有陌生人的世界」，以簡約的款式設計，提供無分種族與文化

皆可穿著的產品。以天然材質、簡單搭配、符合流行趨勢為產品概念，運用

流行的元素來呈現基本款式，讓顧客在GIORDANO消費的產品也能兼具時尚。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相關論文、書籍與網頁的資料的蒐集，統整資訊並加入個人觀察去做

分析。 

二、深入訪談法 

(一)訪談對象與內容 

為了得到更多面向的訪談資料，並降低研究的偏頗程度，本研究對數名各

產業的從業者進行深入訪談，希望能藉此了解現今消費者對服飾產品的消費情



形與考量，並結合文獻探討，以作為問卷設計的基準。 

訪談主要目的為探討消費者選購平價服飾產品的背景與動機。藉由調查受

訪者常使用的購買通路與時機，得知消費者購物習慣；詢問受訪者對選購平價

服飾的考量，先了解平價品牌的競爭優勢與屬性；最後再透過詢問受訪者喜愛

的平價服飾品牌與原因，深入了解消費者心理與重視屬性。 

(二)訪談結果 

訪談員在進行深入訪談後，針對受訪者的回答，個別整理出購買通路與時

機、消費者重視的屬性如下表: 

 

受訪者 購買時機與通路 

余小姐 定期消費，主要於實體店面或從蝦皮、淘寶等網路商城消費 

蔡小姐 換季時消費，主要於實體門市或品牌官網購買 

方小姐 逛街經過時消費，主要於實體門市購買 

吳先生 逛街經過或有折扣活動時會購買，主要透過網路商城下單 

洪先生 換季時消費，主要於實體門市購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1 受訪者購買平價服飾品牌之通路與時機 

 

受訪者 重視屬性 

余小姐 交通、價格、品質、材質、風格、款式多樣性、修身程度、舒

適度 

蔡小姐 價格、折扣、款式多樣性、樣式、材質、over size版型、服

務態度、舒適度 

方小姐 價格、品質、品牌、風格、材質、搭配程度、質感、推陳出新

快 

吳先生 價格、交通、款式多樣性、質感、搭配程度、實用性、樣式、

品質、版型、風格、流行性 

洪先生 價格、折扣、交通、搭配程度、品質、材質、服務態度、實用

性、品牌、耐用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2 消費者對平價服飾品牌的重視屬性 

 

根據表3-2的統計，受訪者購買平價服飾產品的契機有換季購物、定期消費

與折扣活動等，主要通路有實體門市、品牌官網與其他網路商城(如蝦皮、淘

寶)。 

根據表3-3的受訪者重視屬性，假定重疊的選項為影響消費者選擇的關鍵因

素，並整理為圖3-1。 



                 
 

三、問卷分析法 

根據深入訪談與文獻探討的結果，結合對消費者行為與服裝心理學的概念

去做問卷設計。透過紙本及Surver cake網路問卷的發放，調查消費者對服飾產

品的購買習性與對品牌各方面的滿意度，並統整消費者的年齡、收入與消費習

慣等要素去加以分析，藉此了解各品牌的市場定位與特性。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專題主要的研究對象為品牌NET。此外，為了分析NET在國內平價服飾

產業中的定位與優劣勢，需要與競爭品牌做比較。經過考量，本研究將競爭品

牌的選擇範圍界定為連鎖、具備網路與實體店面銷售通路、販售男女裝且價位

為大多數人都負擔的起的國內外平價服飾品牌。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先初步了解消費者對服飾產品的購買習性或心理；

再經由問卷調查，對服裝產品的品質、款式、價格或品牌等特定方面的消費者

習慣與心理做調查與探討，並重新為品牌做市場定位。 

(三)研究限制 

研究對象方面，如今社會的服裝品牌眾多，相似風格的品牌也層出不窮。

除了主要的研究品牌NET，挑選研究的競爭對象時，只能大致透過店鋪模式、

目標客群與販售的商品類型來考量研究中比較的對象，因為挑選的因素有所限

制，難以掌握所有相似服飾業競爭者的資訊。因為抽樣樣本很難做到完全的平

均分配，所以在下結論時應小心推論，不能直接斷言結果。 

研究內容方面，每個人消費的習慣與想法不盡相同。本研究只針對顧客基

本資料、購買頻率、客單價，及對服裝產品的品質、款式、價格或品牌等特定

方面的消費者習慣與心理做探討，未能考慮到所有面向的因素，故能研究的內

容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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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分析與結果 
 

第一節、 問卷分析 
本研究所選定的抽樣對象為連鎖平價服飾品牌的消費者。發放問卷

前，有事先詢問受測者是否曾於研究中的幾個品牌消費過，以確保問卷回

收的精確度與有效性。調查期限為 2020年 12月 22日起，透過人工與網路

平台 Survey Cake 同時發放問卷，開放填寫至 2021年 1月 12日，為期三

周。扣除填答不完整的問卷，本研究實際回收的有效樣本為 131 份。 

(一) 樣本結構分析 

為了更有效分析樣本，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將受測對象的基本資料與

結構統整如以下表格: 

有效樣本總數 N=131 

基本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女性 93 71 71.0 

男性 38 29 100.0 

 

年齡 

22 歲以下 59 45 45.0 

23~30 歲 61 46.6 91.6 

31 歲以上 11 8.4 100.0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14 10.7 10.7 

大專(學) 102 77.9 88.6 

研究所以上 15 11.4 100.0 

 

 

 

職業 

學生 54 41.2 41.2 

服務業 41 31.3 72.5 

商業相關 9 6.9 79.4 

教育 5 3.8 83.2 

無(含退休/待業) 6 4.6 87.8 

其他 16 12.2 100.0 

 

 

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 53 40.5 40.5 

20001~30000 元 35 26.7 67.2 

30001~40000 元 30 22.9 90.1 

40001~50000 元 7 5.3 95.4 

50001 元以上 6 4.6 100.0 

婚姻狀況 已婚 7 5.3 5.3 

未婚 124 94.7 100.0 

居住區域 北部 82 62.6 62.6 

中部 43 32.8 95.4 

南部&東部 6 4.6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1、樣本結構分析表 

根據表 4-1結果，抽樣對象以女性占多數(93/131；71%)；年齡最多位於

23~30歲(61/131；46.6%)；教育程度多集中於大專、大學(102/131；

77.9%)；職業以學生居多(54/131；41.2%)，月收入集中分布於 20000 元以下

(53/131；40.5%)；婚姻狀況主要為未婚(124/131；94.7%)；多居住於北部地

區(82/131；62.6%)。 

(二) 消費者購買習性分析 

本問卷發放目的為了解消費者型態與品牌滿意度，蒐集結果後，再進

一步地去做品牌定位圖與信度分析。因此先將有關消費者購買習性的問題

統整如以下: 

有效樣本總數 N=131 

基本變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過去一年在連鎖

平價服飾店消費

次數 

0 次 8 6.1 6.1 

1~3 次 46 35.1 41.2 

4~6 次 39 29.8 71.0 

7~9 次 12 9.2 80.2 

10 次以上 26 19.8 100.0 

 

在連鎖平價服飾

店消費的主要動

機 

折扣活動 19 14.5 14.5 

定期消費 9 6.9 21.4 

活動需求 7 5.3 26.7 

換季添購衣物 52 39.7 66.4 

剛好路過 38 29.0 95.4 

其他 6 4.6 100.0 

 

最常透過何種通

路購買連鎖平價

服飾 

官方網站 28 21.4 21.4 

實體店面 80 61.1 82.5 

網路商城(如蝦

皮、yahoo 購物中

心等) 

 

23 

 

17.5 

 

100.0 

平均每次於連鎖

平價服飾店消費

的金額 

1000 元以下 46 35.1 35.1 

1001~3000 元 75 57.3 92.4 

3001 元以上 10 7.6 100.0 

 

何種因素會吸引

您至連鎖平價服

飾店購物 

(複選題) 

廣告 28 21.4 - 

折扣優惠 89 67.9 - 

店面設計 10 7.6 - 

交通方便 51 38.9 - 

品牌代言人 11 8.4 - 

親友推薦 31 23.7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2、消費者購買習性分析表 

根據表 4-2的統整結果，本次問卷的抽樣對象過去一年在連鎖平價服飾

店消費次數以 1~3 次居多(46/131；35.1%)；在連鎖平價服飾店消費的主要動

機集中分布為換季添購衣物(52/131；39.7%)；購買通路主要為實體店面

(80/131；61.1%)；每次於連鎖平價服飾店消費的金額平均落在 1000~3000 元

(75/131；53.7%)；於連鎖平價服飾品牌消費的誘因前三名為:折扣優惠

(89/131；67.9%)、交通方便(51/131；38.9%)與親友推薦(31/131；23.7%)。 

 

 

(三)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測量方法的可信程度，透過對同一項目進行

反複測量是否可以得到相同資料值，以求調查結果的準確性。 

本問卷分析使用的信度在測量時間與測量工具相同的前提下，歸類為

內部一致性信度，並採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使用的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s alpha）來衡量結果的一致性。為了得到更精準的結果，針

對以下十個構面各自設立2~3個問題，計算出的α值如以下: 

 
構面 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價格 A1~A3 3 0.687 

樣式 B1~B3 3 0.860 

材質 C1~C3 3 0.795 

舒適度 D1~D3 3 0.930 

質感 E1~E2 2 0.854 

品質 F1~F3 3 0.912 

款式多樣性 G1~G2 2 0.860 

實用性 H1~H3 3 0.863 

服務態度 I1~I3 3 0.896 

品牌 J1~J3 3 0.8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3、消費者重視屬性各構面 Cronbach’s α係數值 

通常在社會科學研究中，Cronbach's alpha係數值低於0.5被判定為不可接

受的。根據表4-3，針對平價服飾的消費者重視的十個構面選項，計算出的α值

均在能被接受的範圍。 

 

第二節、 品牌定位 
(一)競爭群分析 

針對六個平價連鎖服飾品牌，透過深入訪談與文獻探討假定的十個消費者

重視的屬性，以1~8分讓受訪者評分。計算各品牌在不同屬性評分的平均值如下

表(計算出的數值採四捨五入到小數點第二位): 
品牌 

屬性 

NET UNIQLO GU H&M 50% GIORDANO 平均值 

價格 6.16 5.44 5.77 5.69 5.90 5.83 5.73 

樣式 4.88 5.10 5.89 5.56 5.62 5.25 5.26 



材質 5.42 6.07 5.87 4.91 4.77 5.25 5.58 

舒適度 5.68 6.17 5.77 5.00 5.23 5.08 5.72 

質感 5.72 6.44 6.30 5.03 5.96 5.13 5.97 

品質 5.84 6.27 6.21 5.15 5.62 5.08 5.90 

款式多樣性 5.83 5.81 6.12 5.78 5.69 5.00 5.80 

實用性 6.37 6.45 6.57 5.74 6.18 5.50 6.28 

服務態度 5.54 6.51 6.05 5.28 5.15 5.17 5.89 

品牌 4.73 5.06 5.41 4.15 4.62 5.42 4.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4、各品牌消費者重視屬性評分 

根據表4-4的結果，整體上GU所得到的評分最高，各項屬性評分皆高於平均

值，除了「品牌」選項，其餘評分皆高於5.5分；主要研究對象NET在「價

格」、「款式多樣性」、「實用性」三個方面獲得的評分高於平均值，除了

「樣式」、「品牌」選項，其餘評分也皆高於5.5分。 

 

(二)標竿分析 

根據表4-4的結果，將各品牌在不同屬性上獲得的評分，與各屬性平均值做

比較，以判斷品牌在哪些屬性上屬於標竿，可作為其他品牌的參考目標。 

各品牌的標竿分析如下: 
屬性 平均值 標竿品牌 評分 

價格 5.73 NET 

GU 

FIFTY PERSENT 

GIORDANO 

6.16 

5.77 

5.90 

5.83 

樣式 5.26 GU 

H&M 

FIFTY PERSENT 

5.89 

5.56 

5.62 

材質 5.58 UNIQLO 

GU 

6.07 

5.87 

舒適度 5.72 UNIQLO 

GU 

6.17 

5.77 

質感 5.97 UNIQLO 

GU 

6.44 

6.30 

品質 5.90 UNIQLO 

GU 

6.27 

6.21 

款式多樣性 5.80 NET 

UNIQLO 

GU 

5.83 

5.81 

6.12 

實用性 6.28 NET 

UNIQLO 

GU 

6.37 

6.45 

6.57 

服務態度 5.89 UNIQLO 

GU 

6.51 

6.05 

品牌 4.86 UNIQLO 

GU 

GIORDANO 

5.06 

5.41 

5.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5、各品牌標竿分析 

從表4-4和表4-5的數據整理如下:NET在價格、款式多樣性與實用性層面屬



於標竿品牌；UNIQLO僅在價格與樣式方面列為非標竿品牌；GU在各屬性上皆屬

於標竿品牌；H&M在樣式方面屬於標竿品牌；50%在價格和樣式上為標竿品牌；

GIORDANO在價格與品牌方面屬標竿品牌。  

(三)態勢分析 

在SWOT分析中，S代表優勢(strength)，W代表弱勢(weakness)；而態勢分

析即為解析品牌於各屬性競爭的上的優劣勢。在前述的標竿分析中，被列為標

竿的代表品牌在該屬性處於優勢地位，反之則為劣勢。參考表4-4的消費者重視

屬性評分，對研究的六個品牌作出態勢分析如下: 

 
品牌 優勢點 弱勢點 品牌 優勢點 弱勢點 

NET 價格(6.16) 

款式多樣性

(5.83) 

實用性(6.37) 

樣式(4.88) 

材質(5.42) 

舒適度(5.68) 

質感(5.72) 

品質(5.84) 

服務態度

(5.54) 

品牌(4.73) 

H&M 樣式(5.56) 價格(5.69) 

材質(4.91) 

舒適度(5.00) 

質感(5.13) 

品質(5.15) 

款式多樣性

(5.78) 

實用性(5.74) 

服務態度

(5.28) 

品牌(4.15) 

UNIQLO 材質(6.07) 

舒適度(6.17) 

質感(6.44) 

品質(6.27) 

款式多樣性

(5.81) 

實用性(6.45) 

服務態度

(6.51) 

品牌(5.06) 

價格(5.44) 

樣式(5.10) 

50% FIFTY 

PERSENT 

價格(5.73) 

樣式(5.26) 

材質(4.77) 

舒適度(5.23) 

質感(5.92) 

品質(5.62) 

款式多樣性

(5.69) 

實用性(6.18) 

服務態度

(5.15) 

品牌(4.62) 

GU 價格(5.77) 

樣式(5.89) 

材質(5.87) 

舒適度(5.77) 

質感(6.30) 

品質(6.21) 

款式多樣性

(6.12) 

實用性(6.57) 

服務態度

(6.05) 

品牌(5.41) 

無 GIORDANO 價格(5.83) 

品牌(5.42) 

樣式(5.25) 

材質(5.25) 

舒適度(5.08) 

質感(5.13) 

品質(5.08) 

款式多樣性

(5.00) 

實用性(5.50) 

服務態度

(5.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5、各品牌態勢分析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藉由標竿分析，可以發現品牌在某些屬性上的不足，或能找出在各屬性上

表現傑出的品牌，作為日後品牌經營方向的參考與建議。舉例來說，NET在價

格、款式多樣性與實用性方面被列為標竿品牌，在樣式、品質等其他屬性上則

尚有改進的空間，與此相比，GU在各屬性上均得到高於平均值的評分，代表在

樣式、品質等方面，GU可作為 NET的參考對象。 

態勢分析中，整理出品牌 NET的弱勢點有樣式、材質、舒適度、質感、品

質、服務態度與品牌。 

 

(二)建議 

為了增進競爭優勢，應改善品牌弱勢點。NET在價格、款式多樣性與實用

性方面受到消費者肯定，但在其他層面上，與其他平價品牌相比，仍有改善空

間。可以改善的方面如以下: 

1. 提升樣式的美觀性與獨特性，例如可以新增部分自訂款式。 

2. 改善材質，可以新增部分特殊材質的產品，並清楚標示成分與產地。 

3. 增進產品的透氣與舒適度。 

4. 提升質感形象，可以從店鋪陳列或品牌推廣等方面著手改變。 

5. 增進品質、加強品管，提升品質穩定程度 

6. 服務態度上，可以加強員工訓練以及規劃完善的客服機制。 

7. 品牌方面，為了增進顧客忠誠度，建議可以加強品牌特色，給消費者有別

於他牌的風格，建立獨樹一幟品牌形象。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對綠色服裝購買意願的影

響，以教育程度為中介因素 

研究專題組  

  指導老師：黃佩鈺、李俊格 

楊煜崐  

 

 

 

 



研究學生：楊煜崐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院 

指導老師：黃佩鈺、李俊格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專題組 

 

探討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對綠色服裝購買意願的影響，以

教育程度為中介因素 

摘要 

 

現今環保議題早已不像過去那般陌生，環保永續早已成為現今社會的熱門話題。

各大企業投入更多的成本致力於環境保護，開發更多綠色產品，更期待開創新的

市場利基與提升企業形象。Godelnik（2012）指出，儘管包括綠色產品在內的消

費者支出有所增加，但“綠色玻璃天花板”仍然堅不可摧，其市場份額仍然很小。

作者根據 Mintel公司的市場報告進一步澄清，儘管在 2012年全世界有數百萬人

採用了替代傳統用途（可持續消費）的替代方法；這種轉變似乎仍然只佔整體經

濟活動的一小部分。第二年，Gleim等人（2013年）估計全球綠色產品的市場份

額不到 4％。 

因此，在過去的 20 年中進行了許多調查，以識別和了解促進消費者親環境行為

的因素（Suki，2015； Wu等人，2015； Thongplew 等人，2013），但是，大多

數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而不是消費者的行為。如果不深入了解該產品類別的消

費者行為，這似乎是可持續消費的最大障礙之一（Tseng和 Hung，2013），並且

很難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現今市場上出現很多環保服飾，而環保服飾生產的成

本相較於普通服飾高，而消費者的購買成本也會更高，而消費者在面臨環保與價

格成本之間的考量，究竟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本研究所探討的正是——消費者

購買綠色服裝的願付價格與其相關因素的影響。研究方式通過抽樣問卷調查，運

用相關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等統計方法，來調查綠色服裝願付價格與其他因素

的相關性 

 

關鍵字：綠色服飾，願付價格，問卷分析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這個物質供應過剩的時代，人們的消費已不再專注於其實用性，轉而追

求物質所帶來的快樂價值， 即為享樂主義之消費型態，甚至形成奢侈的消費文

化。鼓勵消費的社會風氣瀰漫全球， 在競爭激烈的消費市場，廠商藉由不斷推

出新穎與流行的產品吸引消費者，並透過各種行銷手段刺激消費者的購物慾望

(唐瑋君, 2011)，造就「速食流行」的消費型態，例如許多知名的跨國平價流

行成衣品牌，為了增加顧客上門的次數，打著快速流行、快速消費的口號，提

高新品開發頻率、縮短新品上架週期。然而人們在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增加消

費，造成資源的濫用與浪費，過度消費所產生的環境問題儼然成為社會關注的

焦點。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快速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不可持續的消費以及不斷增長的全球人口已不再

脫離對環境的負面影響。這導致了當今嚴重的環境惡化和災難。氣候，水和空

氣污染物的急劇變化，對動植物的破壞，臭氧層的消耗，酸雨和森林砍伐都是

經常發生的負面環境災難和事件。由於人類活動和經濟增長，生態破壞繼續存

在（Selles，2013）。鑑於全球環境的變遷以及環保意識高漲，了解消費者的綠

色消費行為絕對是掌握現今市場動向的重要課題之一。而對於企業而言，制定

綠色行銷策略前必需仔細評估市場反應進而去了解現今的市場狀況，才能讓綠

色行銷見效。因此本文欲藉由環保服飾願付價格的研究，了解現今消費者對環

保服飾的價值判斷及接受程度，進而掌握環保服飾的市場現況及未來的發展方

向，期待能提供企業多一點對消費者的認知、態度、行為及價值觀的認識，並

針對消費市場制定有效的行銷策略。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綠色產品的市場份額很小以及以前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調查激

發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意願的因素。在廣泛閱讀文獻的基礎上，並據作者所知，

只有少數研究集中在文化價值對綠色產品購買意圖的影響上。這項研究側重於購

買意圖而非行為，因為購買意圖具有更廣泛的含義，並且通常會對個人行為產生

積極影響（Schlosser 等，2006； Pierre等，2005； Ajzen＆Driver，1992）。 

綜合以上文獻結果，研究問題如下： 

1. 研究消費者教育程度與綠色購買意願的關聯性 

2. 研究消費者環境知識與綠色購買意願的關聯性 

3. 研究消費者環境態度與綠色購買意願的關聯性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之關係 

UNESCO(1980)表明人們必須具備了正確的環境保護觀念，環境問題才能獲得

解決。很多時候人們並不了解現在的環境面臨著什麼樣的問題，看不到問題的同

時預示著情況不會改善，甚至持續惡化。 

環境教育知識的認知多寡，影響環境問題如何解決，亦引起解決問題的動機。

環保意識亦屬一種信念。而信念是指一個人對某些事物抱持的描述性想法，態度

是指一個人對某一事物或觀念上一致的評價、感覺、傾向(Kotler and Armstrong, 

2006)。態度通常被認為可以直接影響行為傾向或行為的影響因素，而信念常被

視為構成態度的重要影響因素或前置因素(Engel et al., 1995; Han and Kim, 

2010)。 

由此看來，意識是態度的前置因素，而要產生環境意識的前提就是必須了解

現在環境的狀況，因此若對環境無法進行客觀的描述，或是說環境知識越少，則

越無法對環境產生任何態度。而現今的環境狀況客觀的來說，人為導致的自然生

物群落退化，自然生物區系開始失去了在區域和全球範圍內穩定環境的能力。這

些不爭的事實通常會引發人們對自我行為的反思。因此本研究假設： 

H1：環境知識對環境態度有正向影響 

二、教育程度與對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關係之影響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滿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人，就會追尋心理

以及精神上的滿足，而環保意識是追尋精神滿足得的其中一個方向。根

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年收入高於教育程度低

者，而在現代能滿足生理基本需求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金錢，因此推測教

育程度越高者越容易滿足基本生活以及物質上的需求。當滿足物質需求

時，人們追尋精神滿足的可能性越高，透過馬斯洛需求理論，本研究推

論教育程度越高者具有較高的環境知識和較佳環境態度，因此有了以下

的假設： 

H2：教育程度對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之關係有正向影響 

三、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關係 



根據前面的許多理論來看，一個人的態度像是評價、感覺、傾向等

等，是可以直接影響行為傾向或是行為的，有鑒於環保意識的抬頭，越

來越多的消費者擁有較佳的環境態度，（Young et al., 2010; 

Vandermerwe and Oliff, 1990）在文中提到說：消費者會選擇較具有環

保、永續意識的、儘量去避免傷害環境的產品，而 Laroche et al. 

(2001)提到說：消費者對於環保的態度強烈與否會直接的影響是否購買

環保的產品，因此本研究就文獻推得環境態度越強烈，則購買得意願也

會越來越高，得出以下假設： 

H3：環境態度對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四、 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之關係 

根據 Parasuramanet al. 1988 提出的購買意願構面，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

忠誠度以及願意支付更多是購買意願的特徵之一。換句話說，消費者對於某項產

品的購買意願越高時，越不容易購買其他相關產品，也同樣認為該產品有更高的

價值，而消費者願付價格(Consumer’s WTP)正是指消費者對產品與服務所認定

之價值，並以貨幣表示願意支付的價格。因此本研究推論當消費者認為環境保護

越重要，也就是環境態度越正向時，其對於綠色環保服飾的認知價值越高，因此

越願意支付更多金額來購買。 

綜上所述，本研究得出假設： 

H4：購買意願對願付價格有正向影響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首先以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基礎確立研究目的，依據研

究目的進行相關之文獻蒐集及探討，接著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發展出問卷設計

並進行資料蒐集，從資料蒐集內容中進行分析統計，最後根據統計結果加以彙整

說明，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架構如下，此架構主要針對環境知識及環境態

度對環保服裝的購買意願及願付價格；並且以消費者及消費者家庭的教育程度作

為干擾變數，以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對環境的知識與態度對環保服裝購買意願及願

付價格之影響。 



 

第二節 客觀操作性定義及衡量方法 

 

一、環境知識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自變項環境知識主要採用陳敬中（2004）之論點，泛指個人

對環境事物的瞭解與認識。 

（二）測量工具 

           關於環境知識的測量工具方面，本研究採用陳宏裕所編制之環境知

識量表，共 10 題，以是非題的方式統計答卷者之正確率，答對一題為 1 分，打

錯為 0分，最後將所有題項分數加總，得分越高者，表示此構面特質程度越高。 

 

二、環境態度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 Zimmer et al., 1994 提出之論點，表明環境態度是對於環境承諾的

行為及心理狀態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參考 zimmer 研究發展編制之環境態度量表，共 5 題。各題項之衡量方式

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加以衡量，每題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

「同意」到「非常同意」，區分為五個尺度來測量程度，分別給予一分到五分，

所有題項皆為正向題。最後將各項題目的分數加總並求出平均值，得分越高者，

表示正向的環境態度程度越高。圖 3-3所示 

 

 三、購買意願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 Schiffman and Kanuk 2000 提出之論點，表明購買意願是衡量消費

者購買某項產品之可能性，購買意願越高表示購買機率越大。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參考 Parasuramanet al. 1988 研究發展編制之環境態度量表，共 7題。

各題項之衡量方式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加以衡量，每題從「非常不同意」、「不

同意」、「沒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區分為五個尺度來測量程度，分別



給予一分到五分，僅第六題「我認為非環保服飾與環境破壞沒有直接相關」為反

向題，其餘所有題項皆為正向題。最後將各項題目的分數加總並求出平均值，得

分越高者，表示購買意願程度越高。 

 

四、願付價格 

（一）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根據 O'Cass & McEwen, 2004 提出之論點，表明消費者願付價格是指消

費者對產品與服務所認定之價值，並以貨幣表示願意支付的價格。 

（二）測量工具 

本研究通過了解消費者平時對於上褲子的願付價格及對於綠色服裝上衣褲子的

願付價格進行計算。計算的比例越高，代表消費者對於綠色服飾的願付價格越高。 

 

表 環境態度量表題項 

衡量構面 題項 

 

 

 

 

願付價格 

1.您平時購買 T-shirt的價位落在 

2. 如果您購買一件 T-shirt為環保服飾，您能接受的最高價位為何？ 

3． 如果您購買一條牛仔褲，您能接受的價位為何？ 

4．如果您購買一條牛仔褲為環保服飾，您能接受的價位為何？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首先以研究背景與動機之基礎確立研究目的，依據研究目的進行相關之

文獻蒐集及探討，接著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發展出問卷設計並進行資料蒐集，

從資料蒐集內容中進行分析統計，最後根據統計結果加以彙整說明，提出結論與

建議。 

樣本 

  本研究沒有限制採樣對象。以教育程度做分別分析。 

1、 測量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測量工具，本研究問卷共包含基本資料、環境知識、環境態

度、購買意願以及願付價格五個部分 



三、樣本蒐集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 google 線上問卷的形式發放，受試者不受時間

與空間限制，匿名性高，填答者可獨立作答、避免受他人干擾。本問卷發放時間

為 3/7/2021至 3/11/2021完成收集，共回收 62 份問卷。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樣本結構 

 

表 4-1-1樣本結構表 

基本變項 分類 個數 百分比 累計百分比 

性別 男 35 56.50% 56.5% 

 女 27 43.50% 100% 

教育程度 國小 0 0% 0% 

 國中 0 0% 0% 

 高中/高職 9 14.50% 14.5% 

 大學/專科 48 77.4% 91.9% 

 碩士 3 4.9% 96.8% 

 博士 2 3.20% 100% 

父親的最高

學歷 國小 2 3.20% 

3.2% 

 國中 5 8.10% 11.3% 

 高中/高職 10 16.10% 27.4% 

 大學/專科 28 45.20% 72.6% 

 碩士 9 14.50% 87.1% 

 博士 8 12.90% 100% 

母親的最高

學歷 國小 3 4.80% 

4.8% 

 國中 0 0% 4.8% 

 高中/高職 17 27.50% 32.3% 

 大學/專科 30 48.40% 80.7% 

 碩士 10 16.10% 96.8% 

 博士 2 3.20% 100% 

 

受測者及其父母大部分的教育程度落在大學或專科，再來則是高中或高職，  

第二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信度指的是測量方法的品質，即對同一現象進行重複觀察之後是否可以得

到相同資料值，信度越高代表在各種時間及情境下測量工具都能如常運作，因

此測量結果也就越可靠。Merchant(1985)認為 Cronbach's α值的最低接受標

準的限度為 0.5-0.6 之間。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是否達到 0.5 為檢測標

準，如表信度分析，分別測量問卷各因素組合的信度。如下表： 

 

表信度分析表 

因素 題數 Cronbach's α 值 
修正後之 Cronbach's α

值 

環境知識 10 0.840 

0.833 

環境態度 5 0.827 0.819 

購買意願 7 0.884 0.833 

願付價格 4 0.822 0.816 

註：修正後之 Cronbach's α 值係刪除不適合題項。 

各項因素經修正後，Cronbach's α值皆高於 0.8，達到 Merchant(1985)

的最低接受標準，顯示本研究採用之量表具有信度。 

2、 效度分析 

效度是研究方法中關於測量方式是否能如實反映所欲測量的能力，效度越

高表示測量結果越能顯現出測量對象的真正特徵。本研究的問卷設計在效度方

面，透過相關理論之文獻探討及資料的彙整後，依據研究的目的選擇適當的構

面及量表編製而成，測量的構面及量表皆有學術文獻支持，因此，本研究符合

內容效度之要求。 

第三節 卡方檢定分析 

本節運用卡方檢定分析了解基本資料之一般屬性，包括：性別以及環境知識、

“您的最高學歷以及環境知識、家庭在教育程度以及環境知識，分析兩族群是

否有獨立性(若 p值>0.05無關、若 p值<0.05 有關)是否呈現顯著關係。同時列

出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購買意願及願付價格的交叉列

表進行比對分析。 

 

表環境知識與性別 卡方檢定 

 值 df 漸進顯著性(兩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2.251 5 0.813 

概似比 2.619 5 0.759 



有效觀察值個數 62   

1 格 (16.7%)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2.90。 

由環境知識與性別的交叉表可以看出，性別與環境知識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環境知識*最高學歷 

 值 df 漸進顯著性(兩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30.938 15 0.009 

概似比 20.024 15 0.171 

有效觀察值個數 62   

 

在環境知識與最高學歷方面皮爾森卡方檢定 p值=0.171>0.05，因此兩者之間並

沒有顯著的相關性，由此判斷 H2在個人教育程度方面的假設並不成立 

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 

 值 df 漸進顯著性(兩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255.328 204 0.008 

概似比 28.989 1 0.000 

有效觀察值個數 62   

購買意願與環境態度的交叉列表顯示環境態度為 4~5分的消費者在購買意願上

都呈現高度的正向態度（購買意願為 4分及以上）。而在環境態度較低的消費者

當中有高達 40%的人購買意願在三分以下。由此看出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是有

相關性的。再看兩者間的皮爾森卡方值，p 值=0.000<0.05因此得出結論：購買 

意願與環境態度有顯著相關性。 

購買意願*願付價格（上衣） 

 值 df 漸進顯著性(兩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210.556 136 0.000 

概似比 100.54 136 0.990 

有效觀察值個數 62   

在上衣的購買意願方面發現大部分的人即使購買意願較高，也很少願意提高超

過 40%的價格來購買環保服飾，總計 80.6%的消費者僅願意支付額外的 40%，而

願意支付 80%以上的消費者僅佔了受測者的 8.1%。由卡方分析可以看見皮爾森

卡方 p值=0.573>0.05，表示沒有顯著相關性。 

購買意願願付價格（褲子） 

 值 df 漸進顯著性(兩端) 

Pearson 卡方檢定 115.541 85 0.013 

概似比 81.977 85 0.573 

有效觀察值個數 62   

 

褲子的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比例與上衣相近，雖然在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之間



仍不顯著，但相較於上衣更有關聯性。 

第四節 相關性分析 

  為了解不同變數之間是否具有相關性，本研究利用 Pearson 積差相關，用以

確認其顯著性。分析結果如表 4-7 不同變數之間的相關性檢測結果所示，r(使

用創新性、衝動性消費)=0.282且 p=0.001<0.05，r(獨特性需求、衝動性消

費)=0.234 且 p=0.004<0.05，r(時尚敏感度、衝動性消費)=0.413且

p=0.000<0.05，r(促銷刺激、衝動性消費)=0.339 且 p=0.000<0.05，顯示此四

變數對於衝動性消費皆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環境知

識 

環境態

度 

購買意

願 

願付價格

（上衣） 

願付價格

(褲子) 

家庭最高

學歷 

您的最高

學歷 

環境知識 皮爾

森相

關性 

1 0.271 0.186 0.292 0.231 0.228 -0.005 

 顯著

性 

 0.033 0.148 0.021 0.070 0.75 0.971 

環境態度 皮爾

森相

關性 

0.271 1 0.689 -1.06 0.034 -0.060 -0.104 

 顯著

性 

0.033  0.000 0.413 0.790 0.646 0.423 

購買意願 皮爾

森相

關性 

0.186 0.689 1 0.45 0.249 0.007 0.118 

 顯著

性 

0.148 0.000  0.729 0.051 0.959 0.360 

願付價格

(上衣) 

皮爾

森相

關性 

 0.292 -1.06 0.45 1 0.511 0.002 -0.93 

 顯著

性 

0.021 0.413 0.720  0.000 0.990 0.474 

願付價格

(褲子) 

皮爾

森相

關性 

0.231   0.511 1 0.163 -0.101 

 顯著

性 

0.070 0.790 0.051 0.000  0.205 0.434 



家庭最高

學歷 

皮爾

森相

關性 

0.228 -0.060 0.007 1 0.153 1 -0.361 

 顯著

性 

0.75 0.646 0.959 0.99 0.205  0.004 

您的最高

學歷 

皮爾

森相

關性 

-0.005 -0.104 0.118 -0.093 -1.01 -0.361 1 

 顯著

性 

0.971 0.423 0.360 0.474 0.434 0.004  

由上述相關性列表可以看出，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的 p值=0.033<0.05，因此有

顯著相關性。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的 p值=0.000<0.05，有顯著相關性。購買意

願與上衣的願付價格 p值=0.729>0.05，因此沒有顯著相關性。購買意願與褲子

的願付價格 p值=0.051>0.05,沒有顯著相關性。 

第五節 迴歸分析 

 

環境知識，環境態度 

模型 R R的平

方 

調整後的 R平

方 

F值變

更 

顯著性 Durbin- 

Watson 

1 0.271 0.073 0.058 4.747 0.033 2.055 

 

模型  非標

準化

係數 B 

標準

錯誤 

標準

化係

數β 

T 顯著

性 

B的

95%下

限 

信賴

區間

上限 

 （常

數） 

5.604 0.750  7.472 0.000 4.103 7.104 

 環境

態度 

0.389 0.179 0.271 2.179 0.033 0.032 0.747 

回歸的 anova分析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1 迴歸 5.592 1 5.592 4.747 0.033 

 殘差 70.682 60 1.178   

 總計 76.274 61    

針對假設 H1進行回歸分析，如上表 所示，由迴歸分析法所求之判定係數 R平

方為 0.073，而調整後之 R平方為 0.058，顯示有 5.8%的衝動性消費變異可以

被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的線性迴歸所解釋，也就是說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有一



定之相關性。且 Durblin-Watson值為 2.055，相當接近 2，沒有違反獨立性假

設。 

P-value 為 0.033<0.05，代表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之間的關係在其迴歸預測方

程式上具有相當顯著性。 

再根據回歸的 anova 分析表看，其 p值為 0.033<0.05，表示非常有顯著性 

 

環境態度 購買意願 

模型 R R的平

方 

調整後的 R平

方 

F值變更 顯著性 Durbin- 

Watson 

1 0.689 0.475 0.466 54.334 0.000 2.170 

 

模型  非標

準化

係數 B 

標準

錯誤 

標準

化係

數β 

T 顯著

性 

B的

95%下

限 

信賴

區間

上限 

 （常

數） 

0.971 0.314  3.088 0.03 0.342 1.600 

 環境

態度 

0.552 0.75 0.689 7.371 0.000 0.402 0.702 

回歸的 anova分析 

模型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1 迴歸 11.249 1 11.249 54.334 0.000 

 殘差 12.422 60 0.207   

 總計 23.671 61    

 

針對假設 H3進行回歸分析，如上表所示，由迴歸分析法所求之判定係數 R平方

為 0.475，而調整後之 R平方為 0.466，顯示有 46.6%的衝動性消費變異可以被

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的線性迴歸所解釋，也就是說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有一定

之相關性。且 Durblin-Watson值為 2.170，相當接近 2，沒有違反獨立性假

設。 

P-value 為 0.000<0.05，代表環境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係在其迴歸預測方

程式上具有相當顯著性。 

再根據回歸的 anova 分析表看，其 p值為 0.000<0.05，表示非常有顯著性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了環境知識是否會受到教育程度的干擾，進而去影響環境態



度，而環境態度是否與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產生關聯性，但因為問卷的樣本數

不算大，難免會有些許的誤差，以下為本研究得出的結論： 

（1）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有正相關 

本研究顯示 H1 的假設「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有正相關性，這說明了

當消費者的環境知識越正確，在對於環境的態度上也會比較具有環保、永續、

再生等相關概念，Paul A Bell（2003）認為的環境教育在於讓人們更加了解到

環境問題的本質及所影響的範圍，而教育是讓民眾了解他們的行為可以幫助、

減緩環境問題。人類在自然生命關係網絡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維持生態關係的

平衡和穩定，不應該只是自身利益為前提。 

（2）教育程度不會干擾環境知識與環境態度的相關性 

本研究顯示 H2 的假設不成立，教育程度並不會干擾環境知識與環境態

度，這說明了環境知識是不會被教育程度的高低所影響的，進而也不會去影響

環境態度，從數據中顯示擁有越高的學歷者在環境知識的得分並沒有較高，雖

然有學者提出對於增加環境知識是否能使個人的環境態度及行為發生改變持懷

疑的態度，但經由環境知識的測量，至少能得知環境教育在認知領域中所發揮

的效能(靳知勤，1994)。 

（3）環境態度與綠色購買意願有正相關 

本研究顯示 H3 的假設成立，說明當具有環境態度的族群，綠色購買意

願會有顯著的提升，（Fishbein and Ajzen 1975）提到說購買意願是指人們願

意採行特定購買行為的機率高低，而（Mullet 1985）則說消費者對一產品或品

牌的態度，加上外在因素的作用，構成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並被證實可作為預

測消費行為的重要指標。可以說明在這個環保意識抬頭的時代裡，消費者越來

越注重環保的相關議題，而具有相對高環保態度的消費者對於綠色產品的購買

意願也會相對提高。 

（4）購買意願與願付價格沒有關聯性 

本研究顯示 H4 的假設不成立，說明了有較高購買意願的消費者並不會

在願付價格上面多花錢，認定一項物品有合理的價格，一旦超出自身的合理價

格，便不會選擇消費，這邊要提到所謂的消費者願付價格(Consumer’s WTP)，

消費者願付價格是指消費者對產品與服務所認定之價值，並以貨幣表示願意支

付的價格，(Wu & Hsing, 2006) 提到說判斷產品或品牌是否值得支付額外金錢

取得其功能之外的象徵價值。由此可見認知價值是影響消費者願付價格的主要

因素，因此「認定的價值」可能會讓消費者在最後做選擇有所區別。 

（5）上衣與下裝的願付價格有所不同 

雖然從分析結果看，在購買意願與上衣褲子的願付價格都沒有顯著相關

性，但是從統計的數據可以看出來，消費者對於下裝的願付價格相對較高一

些。或許在一般消費者眼中，下裝的穿著頻率及時間相較於上裝要久一點，因

此更願意花貴一點的價格，希望可以購買到良好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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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說到紡織產業，就會聯想到夕陽產業、傳統產業，但我們在永樂三樓看到了新的

可能性，透過各種線上及線下的行銷推廣、包裝，讓這個傳統市場更貼近現在多元化的

市場，並延續學長姐們說的“職人精神”，我們深信這樣的專業技術，是無可取代的。本企
劃目的為「傳遞大稻埕之美，為永樂再創新意」，為永樂帶來新生命，重新包裝永樂形象，

企劃面向主要分為線上以及線下推廣。線上透過社群媒體行銷、影片拍攝、問卷設計；線

下推廣包括市集擺攤、美宣設計等等，將以上推廣活動達到相輔相成的作用，為永樂三

樓訂製賦予全新的風格，帶來新的客群，並提升曝光度及知名度。

關鍵字：永樂三樓訂製、職人精神、創造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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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幾年說到紡織產業，就會聯想到夕陽產業、傳統產業，但我們在永樂三樓看到了新的

可能性，透過各種線上及線下的行銷推廣、包裝，讓這個傳統市場更貼近現在多元化的

市場，並繼續延續學長姐們說的“職人精神”，我們深信這樣的專業技術，是無可取代的。
如果說永樂第一屆學長姊是社會觀察家，第二屆是跨世代發聲者，那我們第三屆就是Z
世代廣告家，希望能以全新的風貌及形象，將永樂三樓訂製呈現給世人，並與Z世代擦出
火花，發展出各種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傳遞大稻埕之美，為永樂再創新意」，永樂三樓訂製伴隨著歷史韻味以及濃濃的人情味

，在繁忙的台北中，默默地存在於大稻埕裡，文明並非要人們抹滅過去，而是讓我們帶著

過去，保留時代變遷的痕跡，同時賦予永樂新生命，也讓經過四年蛻變的我們，以此為起

點，創造未來。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重新定義永樂三樓訂製形象

面對多變化的市場，永樂三樓訂製的傳統形象，較難吸引新客群，我們希望透過

我們所學，結合網路、科技、社群媒體、創造風格，為永樂三樓訂製打造全新的形

象，來拉近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

儘管永樂三樓訂製的產品已經有高質量的品質，但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能增加

市場號招力，並讓消費者對產品價值得到認可，讓永樂三樓訂製深植人心，在消

費者下次想購買紡織品時，不論是服飾、家飾、包包等等，讓永樂成為消費者的選

項之一，跳脫傳統產業形象。

二、提升永樂三樓知名度，提倡功能

近年來人們的購物習慣改變，快時尚的出現，讓消費者追求便利且快速多變化的

成衣類型，偏好選擇規格化的家飾布品，讓訂製市場的榮景不再。但也隨著快時

尚衍生的各種問題，像是環境迫害、壓榨勞工等等，讓我們看到了訂製的商機，比

起快時尚大量製造，品質不一的服飾，消費者越來越傾向高質量，能夠重複搭配

的，擁有自我風格的服飾、家飾、配件等等。

我們看到了永樂三樓訂製的機會，追求品質和風格的消費者越來越多，而三樓的

職人們擁有這樣專業的技術，我們希望能夠持續推廣給大眾，並提升知名度，比

較特別的是，我們不在一昧的為三樓帶入人潮，而是有目的性的教育消費者，提

倡三樓訂製的功能，讓消費者記得我們，在有需求時來到三樓訂製，製作屬於自

己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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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傳統職人技藝與現代趨勢結合

縱然因傳統技藝的純熟，而顧客人潮已是絡繹不絕，但僅是如此還不夠。若是滿

足於此而止步，只顧好現在偏高齡的客群，這樣的美好傳統文化技藝必然會有沒

落的一天。透過與現代的流行趨勢結合，如官方網站與社群媒體的經營，文創市

集的擺攤推廣，設計獨具風格的文宣小物，想方設法把傳統的文化技藝重新包裝

，打入年輕人心中。可以傳統但無須守舊，訂製的舊文化加上年輕人的新想法肯

定能碰撞出新火花。

將訂製從小眾的文化變成一種全民運動，每個人身上的配件皆獨具自己的風格，

打破快時尚的不環保以及同款氾濫，穿出屬於自己的氛圍氣質。

四、傳遞大稻埕之美

過往的大稻埕因布料、茶葉而貿易繁融，但隨著時代逐漸沒落，卻留下許多歷史

的痕跡，傳統的閩南式建築、華麗的巴洛克式洋房、歷史悠久的茶行、布行、中藥

房等等，還有許多老饕才知道的在地美食，近幾年也多了許多年輕人喜歡的咖啡

廳、文青小店，大稻埕默默地存在於繁忙台北當中，有著其他地區無法取代的氣

質。我們喜歡漫步在大稻埕中，感受時代的交替，也希望將這大稻埕之美傳遞給

更多人，透過宣傳大稻埕附近景點、周邊歷史，來帶動永樂市場附近商圈，增加永

樂三樓訂製曝光的機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透過前屆學長姐的努力， 為我們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因此我們認為前兩屆主要是「社
會觀察家、跨世代發聲者」，為重新喚起大眾對訂製市場的目光，及有效的提升永樂市場

三樓知名度、將人潮帶入，規劃了總體的行銷策略，分成數位、平面及實體活動三個面向

著手進行推廣。

第一節 數位行銷
在數位行銷上，不但架設了專屬於永樂三樓的網站、也創立了Facebook和Instagram的
官方帳號，並持續優化網站內容、設計貼近使用者需求的介面，讓使用者在閱讀網站時

能更加快速的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店家，更將三者的流量串流，運用SEO的概念提高網
站於搜尋引擎上的曝光，且同時致力經營社群網站，透過頻繁的社群發文，提高粉絲觸

及率，和增加陌生客群對永樂三樓的認識，並維持現有粉絲的熱度利用實體活動導流、

並於網路世界中將網站與社群串流，提升總體的曝光。

第二屆學長姐成果 第三屆傳承 （社群網站的再優化）

網站

1. 專門介紹三樓店家故事
2. SEO優化
3. 提升網站功能

1. SEO再優化
2.官網新增樓層簡介（一到三樓）
3.新增ＱＡ問題集

社群
1. 訂定公版、提高流量
2. 貼文內容關於訂製知識

1.提升形象、創造風格、吸引Z世代人群
2.生活化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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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內容 3. 粉專自動回覆訊息
4. IG story、tv、精選動態

線上

合作
Youtuber (X) 時尚老人、達人秀

影片 X 宣傳片、縮時記錄影片

第二節 平面宣傳
在平面宣傳上，根據前屆初步進行的成果，經過統整、優化及再設計後，並規劃出一套企

業識別系統，融入品牌的概念重新包裝，以利後續推廣。更設計了專屬的文宣，如海報、

酷卡、三折頁、酷碰卷及活動傳單，放置於各大台北捷運站及大稻埕週邊文創店家，且於

實體活動中進行發放，期待透過這些文宣品與能夠引起大眾的注意，了解訂製的流程，

與職人的堅持與精神，同時提升曝光度。最後，在實體活動上，搭配節慶話題設計專屬活

動，同時參與雙北地區知名活動，利用知名活動的現成人潮及節慶話題熱度，在實體活

動中持續推廣，並引導實際接觸的潛在顧客持續關注永樂三樓的社群及動態。以上三個

面向的手法將相輔相成，透過數位和平面宣傳永樂三樓及實體活動，並於實體活動中推

廣自身、將人流導回數位面向。期許透過這樣的作法，能有效地喚起大眾對訂製市場的

目光、提升其知名度。

第二屆學長姐成果 第三屆傳承 （精簡美化並提升）

1. 海報

2. 酷卡

3. 三折頁

4. 傳單

5. 酷碰卷

1. 做酷卡（照片 ）
2. 做海報

3. 貼紙

4. 改地圖

5. logo再製
6. 打卡板

第三節 實體活動
在實體活動方面，前幾屆較少實體活動的宣傳，此屆也希望透過多參與各項市集擺攤，

來達成實體曝光與理念宣傳。

第二屆學長姐成果 第三屆傳承

（在永樂附近擺攤） （走出永樂，到更多人潮的地方擺攤，吸引更多人潮）

校慶擺攤

特展

訂製體驗

1. 校慶擺攤
2. 永樂商圈發展協會市集
3. 天母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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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月大稻埕遊行
5. 飛雁公益市集
6. 簡單市集
7. 日好祝福市集
8. 與人合作辦特展

有了以上的基礎後，以前兩屆作為著立即借鏡，讓我們成為「Z世代廣告家」，以提升形
象、創造風格、吸引Z世代人群為目標。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前屆學長姊交接>發現問題>訂定企劃方向>規畫企畫內容>執行企劃內容>檢討、整理效
益>成果發表

第二節 研究架構或實驗設計
ㄧ、問題發現

永樂市場傳承到現在第三屆，前兩屆的學長姊一直致力於網路推廣，替永樂市場製作網

站、經營社群媒體，經過了不斷地改良進步，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第三屆的我們，在

繼續經營網路的同時，也應思考如何再進步。幾經思考後發現，現今的永樂市場，雖然生

意很好，但仔細觀察下，會發現九成以上的客人都是偏高齡的，是在燃燒上一個世代繁

榮的餘燼。遲早有一天，就不會再有人走進永樂市場了。永樂市場缺的不是客人，而是新

的客群。

二、執行方向改變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才能達到開發Z世代新客群的目的，站在年輕人的角度思考，怎樣
的行銷才會吸引我們自己。其實年輕人的財力可能不及高齡一點的客群，但在追求品質

及流行時也很願意購買高單價的商品。舉個例子來說，如iPhone、Airpods等高價位的電
子產品。我們必須將永樂的訂製也變成年輕人間的潮流。那要如何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我們認為應該從風格開始改變，透過視覺性的改變、以及與現代事物的結合，還有生活

化的網路經營，讓年輕人們覺得沒有距離，訂製不再是長輩的專利。

從線上線下多方面看到前幾屆的成果，統整出此屆企劃案的問題，以及可在持續努力的

方向，分別是：

（一）把握老客戶，引進新客群 →提升形象：
永樂以來都有固定的舊客戶，但若想將訂製甚至整個永樂市場推廣出去，必須引進新客

群。而引進新客群就必須提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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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帶入人潮的意義 →推廣功能：
此屆認為，前幾屆積極將人潮帶入永樂市場，但永樂市場不同於一般百貨，並非需要人

潮，而是「對的目標客群」，因此需要更積極的推廣，才能吸引勇了所需要的客群，即「真

正想要訂製的人」。

（三）引導目標客群，了解訂製功能→推廣功能：
要吸引客群就必須讓大眾理解訂製的價值，以及到永樂市場該如操作等等，因此知識性

的推廣也相當重要。

（四）讓大眾認識整個永樂市場 →統整永樂：
永樂三樓與整個永樂市場密不可分，因此我們將重心放在推廣三樓，同時也希望整個永

樂市場也能帶起人潮，慢慢培養出新的客群、不同的永樂商圈。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內容

1. 創新風格

( 1 ) 創新LOGO
前兩屆：永樂三樓聚集眾多店家，其中各店家皆以車縫為主，故以車縫機為標誌

主體，以「3」這個數字標明我們來自永樂市場三樓，並結合布料的流動感與垂墜感於數
字「3」的呈現上。
第三屆：為了提升三樓的整體形象，我們將官方LOGO再製，以復古而顏色簡明的色調，
並以「永樂」字樣為主體，將LOGO韓裔聚焦，希望能更具風格畫的展現，以全新的形象
吸引新的客群。

( 2 ) 組織名稱
前兩屆都被稱為「永樂三樓自治會」，因此我們想為輔大永樂畢制組命名，以永樂三樓為

發想，取其諧音，台語發音有「用衣」之意，取名「永仨(ㄙㄚ)」，由此來代稱整個組織。

( 3 ) 標準色規範與風格
為經營一致的品牌形象，不論是在官方網站、各社群媒體帳號、文宣品上，都要先設定與

主題相關的規範色票。為了提升整體形象、吸引更多Z世代的年輕人，我們改變了與以往
不同的風格，選擇了較具風格的深藍色、深綠色、深紅色等作為主要色票。

2. 執行方式

( 1 ) 官網、社群媒體優化
由於本屆開始企劃進行後，發現大眾搜尋的關鍵字大多為「永樂市場」、「訂製」，而前屆

學長姐設置的官網名稱為「永樂布市‧三樓訂製」，為了增加關鍵字的搜尋結果排名，本屆

將官網名稱改為「永樂市場‧三樓訂製」，也在官網的內文中多撰寫關於永樂市場的關鍵

字，希望能讓消費者更輕易地找尋到我們的網站，若被搜尋的機率提升，也能間接讓網

站進入熱搜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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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結構內容，原本只有關於三樓的資訊，而本屆決定增設樓層簡介，原因是讓消費

者了解永樂市場的功能性，可以先到二樓選布，再到三樓訂製，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還有

新增常見Q&A，我們發現消費者常在Facebook的粉絲專頁上，詢問關於訂製或是永樂
市場的各項問題，為了減少不斷回覆相同問題所造成的人力損耗，我們設定了自動回覆

訊息的功能，讓消費者提問時能得到即時的回應、增加好感度，我們也會在問答處附上

官網、粉專網址，此舉不但能提升流量，也希望消費者能透過自己找尋答案時，更加深對

永樂市場的了解。而店家訪談的部分，學長姐也訪談過許多的店家，並將各個店家的發

展的故事和主要服務項目，傳寫成文章，再透過網路媒體傳遞給大眾，本屆也將持續進

行，並把尚未訪談過的店家資訊補齊，方便客人在網路搜索時，能獲取完整的資訊。

在Instagarm的發文內容中，學長姐的文章較制式化，多半屬於訂製小知識、店家訪談內
容，我們認為除了這些，可以再新增永樂周遭的歷史發展、周邊的景點與美食的介紹、記

錄小組在永樂發生的小故事，以朋友的角度增加互動的機會。在視覺的風格上，我們將

從原本文青、淡色系改為「微復古風」，可以呼應永樂的歷史性，搭配較生活感的照片，並

呼應文章風格，希望能吸引認同永仨理念，願意為永樂的產品價值付費的人群。

( 2 ) 線上合作
由於前屆想與知名網紅合作拍片，但案礙於製作費太高等原因而作罷，本屆決議將與紛

絲數約25000的「時尚老人 Dr. Lin」提出合作方案，主要的內容為採訪和拍攝宣傳影片。
高齡74歲的林經甫，曾於2019年成為全球四大時尚秀之一紐約時裝秀上，年齡最高的登
台模特兒。不少媒體或團體採訪或拜訪林經甫時，他會刻意帶著人群到大稻埕街區，介

紹文化歷史、產業，讓自己與地方產生綜效。因此我們認為時尚老人與永樂風格相似，較

容易打中目標市場，並提升知名度。

拍攝結束後我們將會把影片投稿到「台灣達人秀」，這個平台主要為宣傳台灣創作者作品

，透過網路把這些作品分享到全世界。台灣達人秀在Instagram 、Youtube上各擁有73.6
萬、94.2萬的粉絲人數，且頻道影片平均觀看量約為4萬次，若投稿成功將能有效提升永
樂三樓知名度，預計社群媒體粉絲人數、觸及率都將大幅提升。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內容可信度之限制

透過問卷來搜集大家對訂製的想法等等，來進行客群分析，透過網路平台將問卷發送出

去，因問卷採不記名制，也無法確定填答者在什麼情況下填答，無法確認受測對象的誠

實度，因此問卷的可信度是我們無法掌握的。

因透過網路發送問卷，網路使用者多為年輕族群，可能導致問卷年齡層不完整，調查的

樣本數不足，造成該族群代表性可性度下降。

（二）研究對象之限制

我們以社群媒體做為主要行銷推廣的方式，有可能會造成不斷的在同溫層打轉，推廣的

客群圍繞在同年齡層，所以我們會試著善用後台數據分析，學習不同的網路行銷手法，

留住主要客群，並增強不同族群的行銷推廣，增加曝光度，讓網路行銷達到最高效益。

（三）研究過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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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樂三樓訂製最大的優點是有一群含有數十年經驗的職人，有專業技術的專業師傅，

對於經營自己的事業已經有一套習慣的做法，在與我們合作時會多一層防備，因此需要

花更多的心力去了解每位師傅，用心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線下成果
ㄧ、擺攤

（一）目的：將永樂三樓推廣出大稻埕，並推廣永樂三樓訂製功能。

訂製與一般購買服飾的模式不一樣，以一般服飾來說先看到成品，經過試穿、比對後即

可決定是否購買，但訂製的目的性更強，來到大稻埕的顧客即使經過了永樂三樓，但缺

少目的性，就只會成為過客，甚至大部分消費者不知道要如何使用三樓訂製的功能。

所以我們透過擺攤將永樂三樓訂製推廣出大稻埕，擺攤的目的不只是盈利，更是要讓大

眾了解永樂三樓的功能，並在需要訂製時想起永樂三樓。

（二）已參加市集：

1. 中秋戲永樂 2.水水市集 3.楓葉市集

（三）主要內容：

1. 販售三樓訂製選物
（1）刺繡小束口袋 ＄850
在三樓現有商品中選出符合本次企劃風格之商品，不只作為形象宣傳，也向顧客

展現永樂三樓訂製的高品質工藝。

（2）訂製杯帶  $150
使用剩布訂製簡單實用杯帶，定價較低容易入手，同時也作為抽獎商品，吸引顧

客靠近。

（3）皮革商品  $150~600
皮革與三樓其他商品較具差異性，也讓顧客了解三樓訂製的多元化，我們的選物

包括書籤、鑰匙圈、磁鐵、小零錢包、捲線器等等。

（4）自創貼紙 ＄20/1張、＄50/1組
以本次企劃風格設計系列貼紙，在攤位上也不忘為永樂三樓營造年輕化形象，除

了販售之外，同時也是抽獎獎品。

抽獎獎品可選擇飲料提袋或貼紙，主要目的為吸引顧客接近，並讓我們有機會向

大眾介紹永樂三樓訂製功能，並發送三摺頁做參考，最後填寫簡單的問卷，問卷

內容主要是確認對方是否有理解介紹內容，並附上粉絲專頁，讓有興趣的顧客透

過追蹤我們的平台，繼續追蹤永樂三樓相關資訊，。

（四） 三場市集總績效
1. 總來客數：801
2. 總銷售：＄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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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抽獎數（問卷數）：263
4. 其他

(1)禮贈品商機
顧客透過擺攤得知永樂三樓有訂製皮革鑰匙圈的服務，表示未來有機會將

與三樓訂製訂購禮贈品，並留下資訊，我們將把握此機會，交接給學弟妹

持續追蹤。

(2)透過擺攤活動看見我們的選物，並透過粉絲專頁聯絡我們想購買的顧客共
3 人，售出3個刺繡束口袋，銷售額＄2550。

三、文宣品

1. 海報
利用我們設定的主色調設計出具風格性的海報，也為永樂三樓創造與以往不同的

形象。

(1)橫式海報：以復古電影海報為發想，傳達職人精神以及本次企劃理念。
(2)直式海報：以趣味方式呈現訂製流程。

2. 貼紙
以本次企劃風格設計系列貼紙，年輕與復古兼具的插畫圓形貼紙，以及以膠卷為

發想，將永樂街景設計成透明貼紙，具有特色同時不失質感

第二節 線上成果
ㄧ、數位行銷

（一）Facebook粉絲專頁
1.追蹤、按讚人數
(1)自去年7月至今年3月，追蹤人數增加492、107.42%；按讚人數增加468、109.85%
(2)最高貼文觸及人數：1.6K
(3)粉絲專頁諮詢人數：46人
(4)最大成長幅度落於10月至11月，分析主要原因在於搭配我們同時期的線下活動
：三場市集擺攤增加曝光率，以及將貼文主動轉發分享至FB其他相關社團增加觸及率。
(5)除了搜尋粉絲專頁自主按讚、追蹤的人之外，也主動邀請被貼文觸及到的人們，不只
是按讚貼文，而是進而追蹤關注本專頁。

2.粉絲專頁詢問的客人及其預估收益：
(1)根據客人的需求，推薦永樂三樓符合的店家，提供相關知識與諮詢，引導客人完成訂
製流程。不僅客人對於訂製服務感到滿意，透過粉專Messenger先做詢問，不但省掉到
場尋找的時間，明確的指示，能夠幫助客人迅速找到店家，同時也為與我們合作的店家

帶來營收。

(2)除了客人自行想訂製的商品外，我們也有將三樓店家既有的現成商品，結合永樂市場
附近的街景，拍攝出風格商品照；當作粉專發文素材，同時也是幫店家曝光，最後也成功

吸引到客人的目光，喜歡此商品照，進而詢問是哪家商店，再次為合作店家帶來營收。

(3)粉絲專頁諮詢人數：46人，訂製類型大略分為服裝：28、家飾：6、刺繡：3和皮件：9，預
估收益為：$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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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cebook轉發貼文至各社團增加曝光：
(1)一開始發文的成效並不高，我們思考如何有效提高觸及又不花費成本的情況下，得出
的方法即是選擇加入與我們主題相關的各社團，像是跟大稻埕和成衣相關之社團，將我

們的貼文轉發至其中，讓社團裡可能是我們潛在的受眾看到我們，並在他們向我們貼文

按讚的同時，邀請他們關注粉專。

(2)圖中為轉發後實際提高觸及的面積圖，在9、10月份時尚未加入社團轉發，而11、12月
為轉發後的成效，顯著提升自主性觸及，最低點為4，最高點為2258，整整相差約564倍
，我們在未使用付費方法，成功達到目的。

（二）Instagram
1.粉絲人數成長
(1)IG粉絲人數增加97人，貼文共新增57篇
(2)在3/5時尚老人釋出與我們合作的文案後，獲得14個追蹤數，並在當天達到顯著的觸
及效果，帳號觸及提升162%，粉絲增加4.5%。

2.受到合作店家追蹤並獲得肯定
皮件店家3012隨意玩皮表示，在客人看到我們擺攤後，對商品產生興趣，觸發客人進到
永樂三樓尋找店家，成功達到曝光行銷，客人下訂書籤產品，實質為店家帶來獲利，受到

店家的回覆及肯定。

（三）官方網站

1. 外部改造
我們將官網顏色改為較符合永樂形象的色調，增添官網專業度與形象營造。

2. 內部引流---「自動回覆」
並在訊息流量最多的Face Book Messenger加入自動回覆功能，並附上官網網址
，增添官網觸及率，使客人能在我們尚未回覆訊息時，先瀏覽官網資訊，或至少知

道官網存在。

第三節 合作專案
ㄧ、時尚老人

（一）介紹

出生於1944年的時尚老人林經甫是名退休醫師，現職則是擔任台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董
事長、經營YouTube頻道「Dr. Lin時尚老人」與臉書粉絲專頁「時尚老人」，上傳自拍、自
剪影片，分享養生、生活心得，在網路上竄紅，至今累積近 3 萬名粉絲追蹤。
「時尚老人」計畫從2017年推行迄今，效果慢慢浮現，不少媒體或團體為此而來採訪或拜
訪林經甫時，他會刻意帶著人群到大稻埕街區，介紹文化歷史、產業，讓自己與地方產生

綜效。

（二）企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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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企劃是希望能邀請對訂製相當有經驗又具有公信力的時尚老人，拍攝一支宣傳片，帶

領閱聽人欣賞、並瞭解訂製過程，將訂製玩出新樣貌。

（三）企劃內容

1. 企劃流程
與時尚老人合作拍攝一支影片，並以訪問、訂製過程、成果心得為影片主軸，將訂

製與永樂市場的文化之美傳遞給大眾。

訪

問

1.藉由訪問讓大眾了解
訂製。

2.談論永周遭的文化之
美引起共鳴。

3.時尚老人個人理念傳
達

訂

製

過

程

時尚老人帶領觀眾體

驗訂製：

● 尋找布料

● 量身

● 打版

● 細節討論

成

果

與

心

得

時尚老人將完成的訂製

服做搭配，步行於永樂

周遭，將訂製服之美與

當地景色融合，體現訂

製的核心概念。

2. 攝影合作
與攝影師＠hsinkaiwen合作，協助拍攝與剪輯，以確保影片質量。

（四）合作影片內容：

1. 前置：永樂撰寫分鏡、腳本
2. 製作：由攝影師辛凱文掌鏡拍攝，永樂跟拍，討論並請攝影師剪輯呈現出想要的
成果。

3. 影片內容概念：強調訂製理念、並由時尚老人帶領閱聽人實際訂製出一件背心，
透過不同搭配呈現出訂制服的多種樣貌，並在影片中加入訪談，讓觀眾透過時尚

老人引起對永樂周遭文化的情感共鳴，更深刻了解訂製流程及意義，達到宣揚訂

製理念的效果。

4. 影片預期成效：粉絲人數增長、讓更多人了解訂製、有實際宣傳工具。

（五）成果

影片放置於我們的官方頻道、Instagram、Facebook，作為宣傳推廣，總瀏覽次數高達
1000以上。

（六）與時尚老人未來合作可能－「訂製推廣相關課程」

在與時尚老人訪談的過程中，談論到我們推廣訂製的想法，他對於我們的企劃感到認同

，同時也提出「開課」的想法，他提到未來若有需要或有更完整的企劃，能在他的辦公室

附近開設跟「訂製教育」相關的課程，或是一些體驗教學，簡易的手作課程等，讓大眾以

藝術或手作的方式了解訂製。

二、小莓波醬＠b.berryjam_official

（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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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品牌是一家日本代購、日系選物的賣場，經營社群軟體Instagram從2020年9月至今已
累積6000多名粉絲，且每月皆有固定成長，商場內的各項商品皆為店家自己親自挑選，
鮮少有與其他店家類似的產品，在一眾代購品牌中走出獨特的風格。

（二）企劃宗旨

訂製的核心概念即是「創造出獨一無二，量身打造的商品」，此次與小莓波醬的合作，即

是希望能創造出風格顯著的商品，來強調訂製的獨特性。

同時，希望為永樂市場三樓突破天花版，讓訂製不再只是西裝、旗袍等傳統形象，能夠因

應時尚潮流，打造出精緻、工法細膩、風格獨具的商品，再藉由小莓波醬的高流量，讓更

多人看見永樂。

（三）企劃內容

1. 設計發想
由小莓波醬發想並設計想要的包款，並結和品牌風格，以及永樂市場三樓提供的

版型參考，設計出一款限量手工的合作商品。

2. 訂製
（1）布料：於永樂市場二樓挑選特殊布料、內裡。
（2）製作：由永樂市場三樓的「3005 吳姐手工雜貨館」打版並製作，結合高難度的
紗布與毛料製作而成。

3. 販售
包款完成後，將限量販售於小莓波醬的官方賣場，搭配於永樂拍攝之商品形象照

作為宣傳，希望製造高銷售額，提高永樂三樓訂製功能之知名度。

（四）合作商品

1. 商品細節
以光澤粉色內裡布料做打底，包包主體外再罩一層透明的紗布，紗布上有刺繡提

花以及釘式不易掉落的粉色珍珠，還有立體粉色花朵作為綴飾，相當精緻，底部

以粉色毛料作為包包底座，增添層次。由於布料差異性大，異材質的結合相當考

驗車工，也藉此展現永樂訂製的細膩工藝。

2. 行銷特點
由「3005 吳姐手工雜貨館」協助打版製作，打造現今日系風格相當流行的束口包
，流行卻不失個人風格，特殊的布料，有別於一般的特殊打版與結構設計，希望能

將新形象打中新客群，突破永樂訂製的傳統刻板印象。

（五）成果

由於此合作商品非常耗工，合作店家「3005 吳姐手工雜貨館」於４月下旬才確定有時間
接下此訂單，因此此商品時程如下：

官方預告 2020 /03 /26 註：小梅波醬預計於03 /26發布
官方預告，提供消費者預訂

銷售數量 30個 註：手工製作限量3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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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銷售額 約50000元上下

1. 經過小莓波醬發文介紹後粉絲人數成長50以上，貼文瀏覽數高達150。
2. 有顧客看到此合作後，直接聯繫「3005 吳姐手工雜貨館」訂製包包。

第五章 結論
在永樂的學長姐為我們建立的基礎上，我們已經有了官網以及社群媒體的設立，除了持

續地更新，維持與粉絲的活絡互動外，我們將其風格及視覺感受，重新設計包裝改變為

更接近Z世代年輕人喜愛的形象，運用了數位、平面、實體活動三面向的行銷宣傳，除了
網路上的宣傳，也參與許多文創市集頻繁地接觸我們的目標客群

而從成效數據可以得知，藉由數位及實體活動的推廣，我們已讓永樂布市·三樓訂製的知
名度有了初步的成長，也讓大眾更加認識永樂三樓這個職人聚落。雖有了成長但在經營

數位平台與籌備實體活動的過程中，我們深知傳統產業的推廣並非一蹴可幾，中間與店

家的溝通，以及如何讓傳統變得有趣，更加吸引大眾，是往後須持續努力的方向。

最後，為了讓其有長遠且持續性的曝光，以落實我們的企劃目的，在成果展結束後我們

依然會協助永樂三樓在數位行銷上的經營，帶著對於傳統產業傳承的精神及使命，讓這

個珍貴且富文化價值的職人聚落，在快速變遷的時代中，長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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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高級訂製服裝合作	
－C	JEAN	希望		簡單		生活	

產學合作		第二組	

	

	

	

	

指導老師：楊濱燦	教授	

	

	

	

	

	

張庭瑜	

黃榆文	

唐梓勻	

洪偲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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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生:張庭瑜、黃榆文、唐梓勻、洪偲瑜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院	

指導老師:楊濱燦教授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產學組	

摘要	

近年來時裝產業對「永續時尚」的意識漸漸高漲，台灣有許多以永續為理念的新	 銳服

裝設計師品牌，⽽而我們在當中發現⼀一間新成⽴且剛進⼊台灣市場的⾼高級訂製	 品牌C	 JE

AN，將永續及社會議題融⼊於服裝理念中的它，除了過去服飾作品獲	 選許多獎項並

被業界看好之外，也正積極的在多⽅方發展中。		

然⽽而公司新創⽴，規模不夠完善、資源及發展也有受限，儘管C	JEAN在國內、	外已

奠基知名度，銷售通路卻不固定、客源不穩定，因此品牌在今年預計策劃開	設實體

店，兼具服飾展間及選品店的多元藝術空間，於是我們決定與C	JEAN進	⾏行行產學合作，

協助品牌順利打進台灣客群的⼼心中，並在⾼高級訂製這樣獨特的市場	中發光發熱。		

我們希望能輔助C	 JEAN進⾏行行台灣市場的行銷推廣，將擁有獨特市場的⾼高級訂製服產品

普及化，更藉由服飾系列作品的推廣間接影響台灣市場對於永續時尚的支持度。		

透過替品牌擬定的企劃，我們將著手於社群、開發客戶、活動策劃等多方面的發展，

使C	 JEAN品牌不僅活躍在線上社群平台，線下實體活動也能相互結合，提升社群關注

度與品牌知名度，將多⽅方開發的潛在客⼾戶匯流⾄至品牌銷售通路，為品	 牌帶來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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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年來全球開始提倡永續環保的課題，時裝產業隨之盛行一股「永續時尚」的潮流。

過去多為大量生產的連鎖衣飾品牌的消費客群，也開始更響應環保、再利用的服裝素

材，以及嘗試機能性、時尚性兼具的時裝品牌	

而新興獨立設計師開始在台灣服裝市場崛起，消費者也慢慢被這樣的新時尚渲染，而

更為關注新銳設計師品牌。再者，全球時裝周的趨勢已經和以往有所不同，發表方式

不再侷限於以往的直線型T台，而是逐漸擴張為更多變的形式及多元結合聲光、表

演、不同領域的合作激發出更絢麗的舞台，因此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台灣的時裝產

業已經逐漸在近年來踏入了更深一層的領域、更多變無窮的發展。	

	

（一）研究對象	

	希簡商貿設計有限公司	

	

（二）品牌理念	

C	JEAN透過服裝作為創作媒介反映對各種社會議題的研究，以及對藝術文化與大自然

環境的觀察，深入去探討我們生命中會遭遇到的各種情境。在質材的選用上，以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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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地使用對環境永續的天然材質為主，融合西方的當代輪廓以及東方內斂細緻的品

味，呈現獨特的品牌特質。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臺灣時裝界在機能布料等面向，一直領先世界潮流，C	JEAN將這個概念融入了高級訂

製服裝，並結合社會議題構成設計理念，讓自然永續的重視透過服飾傳遞到這一個快

速的時尚時代。	

雖然C	JEAN在國內、外已有知名度的奠基，銷售通路卻不固定，也造成了客源的不穩

定。因此我們希望能極力輔助C	JEAN進行台灣市場的行銷推廣，不只能夠將高級訂製

服這個擁有獨特市場的產品在台灣普及化，更希望擁有『永續發展』理念的品牌能夠

藉由服裝的推廣間接影響台灣市場對於永續時尚的支持度。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完整的企劃，使C	JEAN能與同樣堅持「簡約、永續、美感」的各領域品

牌，進行多方面的開發與合作，並將C	JEAN品牌的線上社群平台、線下實體活動相互

結合，創造關聯話題性，提升社群流量關注度，以此吸引更多客群。	

	

第二章	總體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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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環境分析	

SWOT分析	

Ｓ	
優勢Strength	

Ｗ	
劣勢	Weaknesses	

時裝周常勝軍	

布料自行研發生產	

新創品牌	具有發展潛力	

設計師過往獲獎多		

缺乏大量生產線	

公司體系不完整	

展期通路不穩定	

台灣消費者仍在嘗試接受新品牌		

Ｏ	
機會	Opportunities	

Ｔ	
威脅	Threaten	

市場改變	

台北市文化局	補助	

新品牌有彈性	有改變機會	

連鎖品牌仍佔大部分市場	

高級訂製服台灣市場不大	

	

	

第二節	行銷策略規劃階段	

STP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	

私人客戶訂製生產		

技術-提花、剪花、燒花工藝	

再生羊毛纖維織造布料	

主張永續環保	

將社會議題融入服裝設計理念	

目標市場	

Targeting	

25～50歲輕熟女	注重服裝設計內涵及布料剪裁	

及服裝能反映自身風格品味的女性消費客群	

市場定位	

Positioning	

高級訂製服	

高價位	高質感	新創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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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銷組合階段	

	

競爭者分析	

	 oqLiq	 if	&	n	

品牌識別	

	 	

品牌理念	 以機能布料設計創造造台

灣的新時裝態度。	

相信一件美麗的衣服，能

為女人帶來附加的自信

感。	

創立年	 2014年	 2013年	

目標客群	 25-40歲女性	 25-40歲女性	

產品風格	 以高端機能風格融入街頭

時裝的剪裁構成新舊交織

的東方簡約設計。	

隨性而優雅，自然地呼

吸，平和沒有壓力的女生

衣裳。	

產品及提供服務	 機能性服裝設計、銷售	 服飾設計、婚紗禮服訂製	

產品價位	 NTD$1,200-16,000	 NTD$3,500-18,000	

品牌通路	 oqLiq官網、Pinkoi、Goopi.

co	

if	&	n官網、線上購物網站	

oqLiq概念店	 IF	and	DOUBLE	U	showroo

m、誠品生活南西直營門

市、Minorcode選貨店	

	

	

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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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流程	

我們將研究目標訂定為『打入台灣市場的高級訂製品牌行銷推廣』，蒐集同質性選貨

店營運模式，透過品牌分析現況及未來發展趨勢、鎖定目標客群...等，我們希望為C	JE

AN發想出Showroom行銷推廣經營的企劃案方針提案。	

	

第二節	研究架構	

建立研究動機－資料收集與整理－分析現況－撰寫企劃－與品牌方協議修改	

－執行企劃—評估預期效益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提升社群流量	

以Facebook作為長篇文章的推廣作為我們鞏固忠實顧客的主要管道；Instagram主要以

圖輔文，主用戶年齡層較小、資訊傳遞快速，選擇作為吸引新客群的管道。	

二、品牌多方面合作	

C	JEAN於2020年開設的台灣第一間實體店C	JEAN	Showroom，將空間打造為多功能藝

術展間，並打造多方品牌結合的共同媒合平台，以進駐的形式將展間的豐富度提升，

並將此合作延伸出未來的各項聯合活動，在此一場域激發出各種不同的火花。	

	

三、合作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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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C	JEAN除了與文化部合作並參與多項政府計劃之外，我們也計畫為品牌擬定一份

企劃案，並整理出各領域的相關公司作為開發對象，以時尚產業為中心點橫跨到更多

項產業領域，藉此提升品牌競爭力以及知名度，更在未來能夠有全方位發展的潛力。	

	

四、活動規劃	

		C	JEAN	Showroom也將會有對外空間租借的服務，屆時無論是合作進駐品牌、其他外

界品牌也會在此空間舉辦各項活動，因此我們將會協助制定空間租借的細則規範，方

便日後品牌的接洽事務。	

	

五、影片策劃	

以更活化的YouTube節目形式，貼近台灣主體客群，已是現今的趨勢。我們希望能與

有相同注重藝術領域探討的資深主持人合作，讓C	JEAN能以更貼近關注者，讓設計除

了服飾作品能與消費者分享創作的歷程。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社群經營與流量	

	

一、C	JEAN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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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C	JEAN的主流客群多使用	Facebook，除了將店內活動資訊、品牌介紹及理念都完

整的在平台上傳達，也透過每週數據的分析以及不斷的討論來抓住符合品牌定位的方

向，持續將發文的頻率及文章的內容經過不斷的改善而獲得更高的流量。	

	

Facebook的流量分析：	

流量統計於2020年7月開始，開始執手於社群經營，至今主頁按讚人數成長3倍、貼文

平均按讚次數成長６倍、觸及帳號人數提升5.7倍，特別顯著的是貼文觸及人數依據每

日不同的瀏覽量以固定在400-600間，成長了12-19倍，如此高成長的數據分析總歸也是

因為品牌在這段期間的活躍度更顯著，瀏覽量才能一直是正成長。	

	 2020/07	 2021/03	

主頁按讚人數	 594	 1583	

貼文平均按讚次數	 11	 63	

觸及帳號次數	 36/月	 205/月	

貼文觸及人數	 31	 400-600	

瀏覽次數	 178/月	 571/月	

	

二、C	JEAN	showroom	Instagram	

Instgram主要以圖片吸引觀看者為主，我們將店內的商品在展間的各個角落進行拍

攝、修圖，帶給消費者商品細節和商品資訊，並完整呈現展間的容貌，傳遞出展間的

簡約設計風格與生活態度。	

文章運用照片及文字來製造拼貼，目的為讓觀看者必須點進主畫面才能看到完整的照

片，增加網頁主畫面流量，而非文章單篇讚數點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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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gram的流量分析：	

從2020年八月創建C	JEAN	showroom帳號後，時至2021年二月粉絲人數共成長了125個

人。每月的持續發文以及活動的承辦和打卡活動，使得越來越多人知道Showroom的存

在，也讓流量日漸增多，總瀏覽次數更是上升了434%。若按照此年成長百分率為869.9

%，預估一年後總瀏覽次數將可達約900人，為C	JEAN	帶來更多的實質效益。	

	 2020/08	 2021/02	

紛絲人數	 0	 125	

觸及帳號次數	 36/月	 134/月	

商業檔案瀏覽次數	 67/月	 280/月	

貼文觸及人數	 31	 86	

瀏覽次數	 103/月	 551/月	

	

	

	

第二節	品牌合作效益	

一、邀約及面談	

為了將C	JEAN	showroom打造成更多元、藝術性的空間，我們挑選了許多與C	JEAN擁

有相似品牌DNA的其他不同類型的品牌，如首飾、香氛、保養品、鞋履...等等，經過

不停的篩選，最後選擇了幾個極具潛力的品牌作為邀約對象。	

接著我們製作C	JEAN的品牌簡報供邀約品牌認識，再將我們的合作想法撰寫成書信，

並一併寄送給合作品牌。等待品牌回覆後我們再邀約進一步面談，探討合作可能性及

未來合作、利潤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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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品牌陳列	

因合作品牌個別可運用的空間有限，因此陳列於店面之商品必須精簡而合乎整體展間

風格，除了合作品牌的明星商品之外，我們也因應C	JEAN的客群之習性來作為挑選商

品之方向，每個品牌選出10-15樣商品陳列於展間。	

	

三、未來合作可能	

除了陳列商品寄賣之外，我們也和合作品牌擁有其他類型合作，包括開幕式及時裝周

的贊助、共同協辦活動並邀請雙方的客群及VIP客人一同參與，租借展間予品牌籌辦活

動、拍攝youtube節目並邀約品牌方作為嘉賓推廣...等，將合作的可能性不斷提高。	

	

四、整體效益分析	

我們認為C	JEAN現在與多個品牌合作而變得更茁壯，並大幅的擴大了知名度及曝光

度。除此之外，品牌之間的互相學習也是對新創品牌一個很大的幫助，也因此讓C	JEA

N擁有更無窮的可能性。	

	

第三節	合作案開發成效	

一、服務具體化	

我們將C	JEAN能夠服務的項目清楚分類，針對不同公司去找尋適合的項目進行接洽。	

服務分為服裝系列與企業合作系列兩項，除了客製化設計以外也著重在企業合作，希

望以最有效益及效率的方式達到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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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洽談與聯絡	

根據服裝系列及企業合作系列，將要洽談的公司分成企業集團、科技公司、藝術公

司、事務所和銀行。依照不同的分類規劃出適合每一個公司的企劃案。因此在這當中

我們陸陸續續傳送大約80封企劃案，目標是希望能夠成功與5家公司進行正式的洽談與

更近一步的討論。	

	

三、整體成效	

經過幾個月的時間陸陸續續地篩選合適的公司並發送企劃案，目前有三到五家公司在

進行更近一步的了解，雖然數據上並沒有達到很高的回饋但事實上卻是使更多人知道

這個品牌C	JEAN。	

	

第四節	C	JEAN活動規劃	

ㄧ、實體活動	

1. 2020/06/06	C	JEAN	Showroom	Grand-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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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以當季2020春夏服裝系列Full	Fathom	Five五噚深處作為主視覺並以織物染

色的工藝呈現海洋奇異斑斕的色彩，開場以聲光投影的方式，以及與主視覺相

呼應的外匯點心帶著活動參與者進入本季的主題。	

我們邀約所有進駐C	JEAN	Showroom的設計品牌主理人、並邀約Vogue、Elle等

台灣區主流時尚雜誌主編，使媒體曝光C	JEAN	showroom。開幕當日限定滿NT

D$12000成為VIP消費制度，消費滿NTD$25000贈送C	JEAN絲巾，開幕月6月期間

以9折購入面額NTD$2000的現金卷，使C	JEAN得以培養主顧客。當日設有打卡

贈送產品的活動，為新創設的地標帶來觸及率。	

開幕日總收入為：約60000新台幣。	

2. 2020/07/22	C	JEAN	x	ANCHE	攝影講座	

活動邀請到攝影師廖哲毅於C	JEAN	showroom舉行攝影講座—我的文藝復興之

路。以手機攝影和後製修圖為授課內容，體驗如何運用手邊的工具在生活中拍

攝大片。講師在展間進行授課，學員們不僅學到攝影知識，並知道這個空間的

存在。C	JEAN方面在活動前，也在Facebook、Instagram進行宣傳並分享攝影師

的作品。	

攝影講座總收入為：13000元新台幣。	

3. 2020/10/06	C	JEAN	2021SS	Starry	Starry	Night-台北時裝周數位展演	

本季服裝的發想靈感來自於城市中光景的變化，透過織物線條色彩的漸變，表

達城市中追尋夢想的心境。當日於本季明信片上設計打卡活動，標記C	JEAN	of

ficial可獲得絲巾品牌禮。我們主動接洽的藝人們紛紛於社群媒體發布觀看展演

的動態，為品牌Instagram帶來大量湧入的瀏覽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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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	JEAN	Showroom進駐選品品牌整合行銷推廣	

我們已與多個合作品牌舉辦跨領域的活動，由我們提供空間使品牌方有機會與現有的

客群產生線下互動。提案包括與台灣香氛品牌HansCHIU洽談品茶課程，結合訂製服工

藝手作壓花等生活織物的體驗課程、與以大自然為創作媒介的鉐葉工藝洽談手作精

工，結合服飾繪畫體驗工坊。	

三、空間租用規劃	

C	JEAN	Showroom是一個多元化的藝術空間，純白色系，35坪的敞開空間，日間時段

几淨明亮，夜間時段配合吧台空間，頗有氛圍。我們策劃了完整的租借規範，讓這個

空間能更廣為運用。	

	

第五章	結論	

經過此次和C	JEAN合作後，我們認為台灣新創品牌在初期成立時會有很高的難度打進

市場內，因此我們對於此次計劃的目標就是能夠以更符合台灣主流市場的趨勢來讓C	J

EAN更貼近現在的台灣消費者。	

經過多次與設計師討論企劃並執行後，C	JEAN不再只是個台灣新創設計師品牌，我們

讓C	JEAN	showroom這個展間更廣為人知。在社群媒體上，能看到品牌資訊和曝光，

以及與其他品牌間的合作皆讓C	JEAN有更多的知名度，以帶來更多的實質效益與金

流。	

最後在本次企劃中，我們接觸到社群、公關及活動各個層面的挑戰，最一開始的建立

品牌、規劃且有效率的改善商品，每一個步驟都極為重要與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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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美產學合作企劃

中文摘要 

本研究基於 
(1)結合與銜接織品行銷系之專業學程與普羅威國際公司進行產學合作

(2)深入研究和分析京美的客群分佈及洞察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認知度

(3)京美支線品牌定位規劃及符合市場需求進入年輕市場 

 

對應以上，規劃並執行下列幾項活動 

(1) 適逢重陽敬老節三重里里長辦公室發送禮品給予該里 65 歲以上里民，藉此到

現場舉辦京美加碼送禮區，現場進行問券訪問並提升年長族群對於京美的品牌熟

悉度 

(2) 根據深入研究市場和分析品牌定位與商品特色，掌握現有消費客群

(3)京美支線品牌包裝設計競賽 

 

京美的品牌目標客群為 50~75 歲之年長者，為打入 30~45 歲之中年市場，進行深

入市場研究與分析，藉由深入研究和分析市場需求，達成品牌區隔和品牌年輕化

之目的，同時精確地傳遞品牌訊息給予消費者，加深記憶點進而成為機能運動服

飾中的領導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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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台灣目前正朝著超高齡化社會前進是不爭的事實，為避免年老體衰，近年來

運動、健身的風氣盛行，民眾不分男女老少對保健、防護的意識抬頭，越來越多

人追求更佳的體能、體態，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做好對身體的保養，為了追求

更好的生活品質。 

大眾對健康越來越講究，對於能有效改善健康及身體狀況的機能服飾和護具有顯

著的需求性，因此這次十分榮幸能有機會與普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

作。希望能藉由普羅威國際有限公司旗下的品牌——京美，在設計和製造老年健

康服飾產品上多年的經驗結合我們在織品系所學的行銷和布料相關知識，一起在

這股健康運動的潮流下，推廣京美天然、舒適、多功能的品牌理念。更希望透由

年輕世代的我們，將京美的目標客群向下延伸，循序漸進地從原先的老年、中年

再到青年，擴大產品市場，分析研究出各年齡層的市場需求，透過線下實體活動

結合線上行銷將京美的理念以及良好的商品觸及給各年齡層的潛在消費族群。 

 

第二節 研究動機 

在經過初步的問卷調查後發現，消費者對於品牌名稱與產品連結的記憶點不 

夠強烈，京美的產品眾多導致品牌欲傳遞訊息過於雜亂，消費者即使知道京美的 

品牌名稱亦無法直覺投射出其主打銷售之產品。對於年紀稍長的消費族群，這樣 

能呈現出商品多樣化，反觀較為年輕的網路世代消費族群會認為訊息不夠明確， 

無從選購商品。未經整合的產品訊息較不易顯示出京美原先的專業性，因此品牌 

有意於未來規劃新的一個支線品牌，將消費族群拓展至年輕世代。透過完善的定 

位規劃，與京美既有的年長客群做出區隔。首先專注研究女性運動內衣褲的市場， 

清楚了解年輕消費族群的需求後，鎖定目標打入年輕市場，為新品牌在年輕化上 

做出明顯及有效的區隔。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規劃出以下活動(1)重陽敬老節，配合三重里里民辦公

室加碼發放京美重陽禮品，現場進行問券訪問並提升年長族群對於京美的品牌熟

悉度；(2)根據深入研究、分析品牌定位以及商品特色，策劃京美支線品牌；(3) 

舉辦品牌包裝競賽，鼓勵學生族群發揮創意注入年輕、活潑的氣息以利提升品牌

形象，同時增加在年輕族群的討論度。透過以上三種活動達到改善品牌老化定位

之目的，循序向下打入各年齡層之品牌市場，藉由適當的網路媒體曝光，吸引各

年齡層潛在客群的注意並留下品牌印象，針對不同身分、特徵的顧客，準確抓住

他們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人購買，與此同時擴展品牌版圖，將京美的目標客群延

伸至全年齡，以成為機能運動服飾的領導品牌為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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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介紹 

● 關於普羅威 

普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創辦人-呂麗美女士，深感台灣產品雖

然品質優異不在話下，但往往無法獲得國人青睞；故普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企

業使命為：提供國人與美國等先進國家相同優質之機能性內著產品，同時堅持產

品 MIT，讓國人都能擁有健康、快樂、財富的人生。 

 

● 關於京美 

京美為普羅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品牌，以銀纖維內著與護具等為產品主線， 

從原料開發、產品設計、生產製造、包裝設計，每個階段都堅持產品 MIT 的企業使

命，並與日本知名廠商技術合作，確保產品擁有最高規格及符合最高安全規範。京

美旗下機能抗菌內褲、機能護具，更是在台灣銀髮族市場有著極高的品牌知名 

度，屢屢獲邀至民視-美鳳有約、三立-姊姊當家等知名節目，分享銀纖維健康知 識

與 MIT 製造的新時代企業使命。 

第二節 品牌定位 

普羅威國際旗下品牌產品均堅持「在地」、「天然」、「無毒」，並獲得 

TTRI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研究所多項安全檢驗認證。 

透過此堅實的品牌定位，致使京美致力於深化台灣銀髮族市場；然而有感於

近年來運動風氣盛行與年輕市場消費力大增，京美也著手規劃新增品牌支線，致

力於提供年輕客群，高品質低單價的運動內著。 

透過預先規劃此支線，使京美客層更加完整，建構出提供全齡(銀髮市場+年

輕市場)機能性內著之品牌定位。 

第三節 品牌行銷渠道 

京美具有完善的線上與線下行銷渠道，以有效觸及全齡(銀髮+年輕)市場。

在線上行銷方面，以電訪行銷、LINE 官方帳號與 Youtube 廣告投放，除此之外， 

京美與知名電商平台，如：Momo 購物網、東森購物網等有著密切的戰略合作， 

更是線上行銷的主力戰場，創造出的極高的轉單率。 

線下行銷的部分，目前與天然有機健康專賣店-健康食彩，採商品寄賣的戰

略合作模式，其主要提供給潛在客群與具有至實體門市消費習慣之客群，增加商

品體驗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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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流程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以下為我們的研究流程：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次的研究方法是透過「舉辦三重里重陽敬老活動」、「規劃新品牌」及 

「舉辦 Petite  京美包裝設計比賽」來增強京美的客群分析、加深品牌記憶點，進

而策劃未來年輕支線品牌。 

適逢重陽節，三重里將發放禮物給該里年長者，藉由這個機會，我們在南港

三重里所舉辦的重陽敬老活動期間挑選一日，到現場與里民進行問卷訪談，凡接

受訪談者，便可免費獲贈一雙京美的能量健康襪及一份品牌折價卷，藉由此方式

拉近與品牌主要鎖定之客群的距離，直接傾聽消費者的意見，並進一步推廣品牌

和介紹商品，過程中建立里民對於品牌的認識，加深居民對京美的品牌印象，而

後再利用所蒐集到的問卷結果做分析，提拱給京美做後續追蹤，直接以電話行銷

的方式觸及潛在的客源，帶動轉單效果，我們也從活動中得到更深的資訊向京美

提出更有利的建議。 

確認企劃動機與目的 

品牌現況分析 

設計與執行改善方案 

了解目前京美品牌定位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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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針對未來京美新品牌進行規劃，我們向京美提出對於年輕支線的品牌 

定位及品牌特色，由我們的年輕視角給予公司未來在創建年輕支線品牌時有可以 

參考的依據，在關鍵字搜尋的部分，京美自然排名低，因此我們建議優化其 SEO， 

引導顧客至更精準的著陸頁，客服聯絡部分，也建議以 LINE 及 Facebook 取代

email 聯繫，加速客服處理進度。此外，我們舉辦校園包裝設計比賽，希望透過比

賽了解年輕世代對於運動機能服飾品牌視覺呈現上設計的想法，更希望京美能 慢

慢滲透年輕世代的消費族群，先行與這些潛在客群進行溝通。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總體環境分析 

近年來健康意識抬頭，除了重視飲食外，也愈來愈多人注意貼身衣物，追求天然 

產品，消費者會去選擇無毒安心製成的商品。3C 產品的發展與普及，不管是孩童、

青少年、老年都時常長期久坐，加上姿勢不良或過度操勞，容易導致膝蓋、腰部、

手腕痠痛。 

● 個體環境分析 

� 優勢（Strength）： 

京美的品牌定位及客群十分明確，產品主打天然、健康、無毒，並且皆使

用銀纖維製作，強化其機能性，而且全程由台灣生產，品質保證。 

� 劣勢（Weakness）： 

價位相對於其他品牌價位高，較難入手，而客群落在 35 歲至 55 歲，年輕

人較無共鳴。 

� 機會（Opportunity）： 

藉由社群經營能夠提高品牌曝光度，也較有機會打入年輕人市場中，積極

與客戶保持良好關係，增加顧客品牌忠誠度。 

� 威脅（Threat）： 

市場中有許多競爭者，品牌老年化容易被競爭者取代。 

● 問卷分析 

藉由三重里重陽敬老活動，我們透過在現場邀請長輩們塡寫問卷來了解該里

65 歲以上居民對於京美的了解，進一步詢問老年人是否有膝蓋、腰部等等的身體

不適症狀，順帶推廣京美的產品。從這次活動的問卷結果中，我們發現當天來參

加活動的老年人中，有 66％的居民在這場活動舉辦前並不認識京美，透由這場活

動得以認識京美，當中有 28 位年長者有膝蓋或腰部的問題，現場有放置樣本供試

穿體驗，吸引許多爺爺奶奶親身感受和體驗京美護膝專有的鍺石成分，年長者們

對護膝的效果感到驚艷。 

這份問卷針對 65 歲以上的族群進行調查，發現有將近 60%的民眾偏好實體店

面的購買方式，原因是認為能夠到現場實際觸碰到商品以及進行試穿較為安心， 

也能透由在現場的銷售員詳細介紹商品資訊，了解正確的穿法，再加上 65 歲以上

客群對於網路購物、電視購物並非像年輕族群如此熟悉，年長者表示很多護具都

是兒女買給他們的，因此我們從此因素中洞察出，在品牌溝通對象上，應該將主

要溝通對象調整為實際購買者而非使用者，藉由購買者再進一步向產品使用者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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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固有的遊覽車行銷法觸及年長者，若需要觸擊和溝通到更多現為青壯年

的兒女，網路購物及電視購物是必要的溝通渠道和銷售通路，穩健地在這塊市場

中建立起口碑，帶來更大的效益，京美也能藉此機會成為消費者選購護膝及護腰

時的首選品牌。 

 

● 競爭者分析 

 

針對京美，我們選了三個品牌與其做分析 

 
 京美 McDavid H&H 南良 LP 

SUPPORT 

 致力於傳播與

發揚 MIT 精品 

McDavid 一直站
在提升運動醫 

H&H 為健康科技
用品的自有品 

LP 
SUPPORT 來 

 品牌文化，產 療、技術的尖端 牌，善盡為患 自美國的激 
 品強調 已超過 30 年。 者、家庭、和照 能型專業運 
 「在地」、 透過下列的方 護機構之間良性 動防護品 

品牌理念 「天然」、 式，我們一向專 互動與合作之角 牌，提供運 
 「無毒」的理 心致力於給予每 色為使命。 動愛好者更 
 念。 個運動員最好的  完整、最先 
  預防及防護。  進的動態防 

    護體驗。 

 
客群年齡 

50~75 歲之年

長者 

20~45 歲之長期

有在運動者 

全年齡適用，較

針對病患的病症

需求 

20~45 歲之

長期有在運

動者 

價格分佈 

（原價） 

$800~6000 元

不等 

$600～4000 元

不等 

$800~1000 元不等 $900~4000 

元不等 

 

表 1- 競爭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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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 三重里重陽敬老活動後續追蹤 

 

透過三重里重陽敬老活動，觀察到老年族群的消費習慣、客群互動方

式與時下年輕人相差甚異，也發現一項重要的資訊，雖然京美產品使用的

客群是老年人，但實際購買的客群卻是中年人，這樣的消費習慣影響京美

的銷售通路，我們建議京美優化原先的網站，在搜尋引擎改善其 SEO，增

加 Facebook 貼文發布，觸及更多的中年族群。 

活動結束後從電訪得到的轉單率有 50%，由此可知，透過電訪可以增

加品牌及客群互動，再加上來參加活動的居民在體驗後增加購買的慾望， 

大大提升了京美的曝光度，而對於原本就知悉品牌的居民則是增加品牌好

感度，從活動可以發現京美跟居民的關係良好，是未來進一步推廣不可或

缺的因素。 

 

 

● 包裝比賽結果 

 

我們所舉辦的包裝設計比賽透過創意競賽平台－獎金獵人及社群媒體 

－Dcard 迪卡、Instagram 的宣傳，觸及超過三千人關注，在新市場進行

初步曝光，增加品牌曝光度的同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年輕人願意投入新產

品規劃，起初制定的包裝主題為創新、簡約、環保，參賽者也展現了年輕

人的新想法，於設計理念中提及許多不同的包裝樣式，達到為商品注入更

多年輕元素的目的，拉近與年輕消費族群的距離，使京美在未來以更精確

的策略進行行銷規劃。 

圖 1- 獎金獵人後台數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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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大同大學 輔仁大學 

設計名稱 霹靂卡霹靂拉拉舒適清爽 卡卡的動植動植 

設計理念 (A) 內褲+內衣組： 

黃色部分的外型是簡化一個人

在跑步的 icon,象徵著運動內

衣舒適、方便伸展及活動,劇

烈運動如跑步也可以穿;側邊

為圖案之延伸,外型似山,意味

著環保、自然,從事大自然的

戶外活動也可以穿著。而色彩

方面使用黃色,代表著活力;綠

色使人放鬆、紓壓,意味著內

衣的舒適。整體色彩採用彩度

較低的馬卡龍綠色及黃色,較

文青、舒適,也較受年輕女性

喜愛。 

 

(B) 內褲三入組： 

以內褲外型去發展的簡約色 

塊,為避免尷尬,設計不容易讓

外人看出是內褲的包裝盒,同

時,消費者或店員仍能辨認是

裝內褲的盒子,不會混淆;並加

上簡單的花圖案增添趣味性。

色彩方面使用輕鬆的綠色,意

味著內褲的舒適、清爽,藍色

則代表清新、乾淨與純潔。整

體色彩採用高明度,強調內褲

重視的乾淨舒適、低彩度的色

彩較文青、柔和,較受年輕女

性喜愛。 

 

以上兩組包裝皆為較有質感的

霧面紙質。 

(A) 內褲+內衣組： 

狐狸的圖案是由內衣+內褲的

簡易 icon 發想出來的,希望能

用較為有趣的方式讓消費者猜

想包裝的內容物,而狐狸在許

多神話故事中,多帶有嫵媚多

嬌、充滿魅力的形象,因此將

這種形象與內衣褲結合,透過

可愛討喜的狐狸圖案,帶出正

面、自信的女性內在美。 

 

(B) 內褲三入組： 

由於主題強調簡約、環保,所

以圖樣方面希望透過簡單的線

條勾勒出內褲的圖樣,讓消費

者能一目了然,並且再添加上

植物的元素,除了呼應到主品

牌天然、除臭的形象外,同時

也賦予這次的運動內衣一個自

然環保的形象,讓消費者感受

到穿著本家內衣時就像是被植

物包覆,能有著像是植物行光

合作用時的呼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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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圖 (A)18*20*8(cm) 

 
(B)15*15*4(cm) 

 
 

 

 

 

 

 

 

(A)20*20*高度依據產品厚度變化 

(cm) 

 
(B)10*15*5(cm) 

 

 
 
 

表 2- 得獎者作品 

 

 

第五章 結論 

經過這次與京美的產學合作機會，深入研究及分析此品牌。與京美進行產學

合作提案初期，我們根據年輕世代的出發點進行提案的整體規劃及設計，希望為

品牌注入新的視角協助其在未來踏入年輕市場時，可以有更多的訊息去發展品牌

定位和執行行銷策略。我們初擬了一版行銷企劃，與品牌總經理進行提案，提案

的過程中雙方進行更深入的溝通，提出彼此對於品牌的認知和希望共同協力達成

的目標，在第一次的提案會議中，我們的提案沒有完全被採納，從中了解到實際

進入業界與學校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學校的作業和專案通常不需要實際執行出

來故可以發揮創意沒有框架的進行發揮，而實際進入公司中，整體運作牽涉的層

面和問題深度皆更加繁瑣，於是要做好隨時修正以及提出的想法不被採納的準 

備。 

因此，在進行提案前的資料搜尋和周全的考量可能遇到的問題是這次產學合

作中學到很寶貴的經驗。 

 

在三重里活動過程中體驗了第一線人員面對顧客進行商品介紹及品牌推廣並

得到消費者立即的反應及回饋，學習該如何與消費者進行訊息的溝通，明確且有

效地傳達商品知識和品牌理念，加深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印象，在場也有京美專

業的客服人員在一旁適時地給予建議，讓過程進行得更加順利。另外，我們也藉

此更深入的思考品牌在未來規劃行銷活動時須具備的條件，因應京美計畫在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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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與未來新品牌之間做出市場區隔，故需在媒體經營模式上找出差異點分別與

對應的族群進行精準的溝通。 

 

透過舉辦包裝設計比賽，實際從設計作品和理念中了解年輕族群對於吸引他

們產品和設計會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和風格，提供給京美參考。這樣的合作模 

式，我們從中獲得實作執行能力以及培養了問題解決能力，更有價值的學習莫過

於每一次與公司的溝通，溝通是一門不容易學習的技能，在產學合作期間體會到

溝通在合作中的重要性，懂的精準提出問題，以節省溝通時間，是相當重要的學

習。這次我們很開心能有機會與普羅威國際有限公司一同進行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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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服飾品牌推廣企劃 

 

摘要 

 
  本企劃主要目的是為台灣自創服飾品牌Positive提升更高的知名度與推廣品

牌本身的價值永續時尚。在行銷宣傳方面，我們尋找具有廣泛年齡層粉絲的網

紅金炳秀一同參與新品設計，利用他健康陽光的形象帶來更多女性客群，因為

Positive本身品牌的目標客群是男性，期望達到目標客群更多元。衣服的設計 

理念選擇「老師」的韓文字與「learn」結合，除了代表金炳秀本身的職業，另

外我們認為不管是誰，甚麼職業，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在生命過

程當中都能成為他人的老師，因此選擇這兩個元素加入設計。除了參與設計，

金炳秀也會運用他的知名度在社群媒體上宣傳品牌，也讓大家看見他更多元發

展的角色,另外，金炳秀將親自參與拍攝宣傳片，內容強調positive衣服的除臭

功能與品牌本身對品質的堅持，來達到開放2021SS新設計預購前的宣傳效果。 

 
關鍵字:提升品牌知名度、網紅聯名、目標客群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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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與動機 

 
  在社群媒體的加成下，服飾成為一種炫耀的方式、流行的指標，消費者樂意 

以低價購入新產品，進而出現了我們熟知的「快時尚」產業。一般來說服裝業

的產品開發週期6至9個月，而快時尚將這些過程縮短至短短 14天，迅速地將流

行元素展現給消費者，雖不比精品時裝，卻能讓消費者以最便宜快速的方式享

受最新流行，讓快時尚產生與傳統時尚產業不同的經營模式。 

 

  然而這是一個重量而不重質的產業，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設計、打樣、生產、

上架，廠商沒有時間顧慮品質，想盡辦法用最低的成本製作，也造成了不可忽

視的環境及生態汙染，自 2013年起，服飾產業成為僅次於石化業的全球第二

大污染源，而快時尚的款式及顏色眾多，令染色過程更加複雜，把原料製成衣

服的過程包括連串的染色和加工工序，通常耗用多達八千種合成化學物，大量

化學品排放到淡水系統，破壞周遭的生態環境。 

 

  2019年佔據頭條新聞的永續時尚在2020持續發酵，一次性快時尚逐漸式微，

2019年9月底，快時尚品牌Forever 21倒下，各服飾大牌ZARA、H&M也相繼

轉型，宣布未來將改以永續材料設計衣服。快時尚處在嚴重的認同危機，消

費者的購物習慣與資源使用和環境影響結合在一起，使得該產業的商業模式

不再可行。 

 

  綜合以上原因，本企劃案決定與台灣自創服飾品牌Positive合作，將Positive

本身品牌新一季推出的素色永生T恤加入一些設計持續發揚，除了為品牌設計

增添一些變化，也期望與品牌一起推廣環保、環境友善理念，並為其提升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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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劃目的 

 
透過畢業專題與Positive合作，從品牌當中吸取經驗，並同時將Positive的品牌理

念傳達出去，達到提升知名度與帶動銷售表現，為品牌創造更大價值。 

 

1.與網紅共同設計增加品牌知名度 

  運用Positive新一季使用虱目魚林布所製作的素T加以設計推出特別款，將會

是輔大織品系與網紅金炳秀共同設計推出，金炳秀平時乾淨帶點成熟的穿衣風

格和正向的個人形象都與Positive的品牌形象相互契合。金炳秀平時除了是位老

師，也會參與綜藝節目與廣告得拍攝，其多元發展的角色，期待能為品牌在健

康積極的態度上加分，藉由他的高人氣來增加品牌知名度。 

 

2.擴大女性目標客群 

  金炳秀先生大約擁有5.1萬的Instagram紛絲數量，其中男性粉絲數量約佔總粉

絲數量的40%，而這群粉絲大約是由20-35歲的男性組成，與Positive的目標客群擁

有很高的重疊性；剩餘的60%為女性粉絲，我們也希望透過Instagram的宣傳讓女

性客群被觸及，不僅是觸及到女性本身，最終期望藉由金炳秀先生的個人特質帶

給消費者不同的觀感和層次多元化，進而使Positive推廣給更多女性。 

 

 

 

 

 

 

 

 

 

 

 

 

 
 

 

    

（圖1-2-1）網紅金炳秀粉絲頁面    （圖1-2-2、圖1-2-3）金炳秀日常穿搭照 

 

3.永生衣除臭、環保特點推廣 

  拍攝宣傳片除了找來了真正的運動員加入拍攝，以辛苦流汗的行業都值得一

件耐穿的衣服為出發，結合Positive新品永久除臭、吸濕排汗、環境友善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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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金炳秀也會親自參與拍攝來為他設計的衣服達到宣傳效果，Positive從選布

到製作都由台灣製作，一針一線都縫進對產品的堅持，期望讓台灣的美與正能

量給世界看見。  

 

 

 

 

 

 

 

 

 

 

 

 

 

 

 

 

 

 

(圖1-2-4)三方結合關係目的 

 

第三節 企劃流程 
 

 

 

 

 

 

 

 

 

 

 

 

 

                                                           
                                            (表1-3-1)企劃流程 

 

與網紅訂定設計主題 新品設計與修改 

 

宣傳片詳細內容流程 

 

 

拍攝宣傳片 

 

 

宣傳片的角色確定 

 

 

行銷宣傳 

 

 

新品廠商印刷產出 

 

宣傳、預購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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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品牌概念 
 

第一節 品牌命名 

 
  由90後的年輕人透過募資平台成功募資所創立，他們認為台灣紡織業有許多

優質的技術，品牌宗旨是想讓大家看見台灣的生命力，也看見年輕人的活力，

更能看見男孩對於生命的積極態度，品牌名稱意味著展開積極正面的心，迎接

人生各種挑戰，於是取名為positive.taiwan。 

 

第二節 品牌理念 

 
   台灣自創潮流服飾品牌，跳脫舊有快時尚、衣服壞掉就拋棄再購買的思維，

以找到一塊耐穿的布為出發，秉持環保對環境友善，從選布到製作都由台灣製

作，一針一線都縫進對品質的堅持，讓台灣的美給世界看見，讓衣服有更多價

值。 

 

  嚴選優良100%有機棉原料，栽種過程不使用農藥及化學肥料，取而代之的是

有機肥料，並經過多項國際環保認證。品牌的核心「素T不再是消耗品，而是經

典藝術」，希望Positive素T能夠在穿搭上擁有自己的風格，但搭配無論你在哪邊

購買的衣服，都能毫不分差的混搭出一個新風味。 

 

第三節 品牌LOGO 

 
 
 
 
 
 
 
 
 
                          (圖3-3-1) Positive logo 

 
  背景使用珊瑚橘，因為珊瑚橘是充滿能量的顏色與品牌本身積極正向的態度

相符，字樣上方的圖示三角形代表積極向上，而外圍有一個圓，圓的核心價值

代表協調，兩個形狀合在一起代表把積極正面收進核心內。Positive的字樣就如

同翻譯成的中文積極正向的意思，使用的字體帶一點隨性不有菱有角，背後的

意涵也包括對於人生態度抱有一種彈性來迎接人生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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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風格 
 

  以經典百搭、運動休閒為主，打造兼具潮流與質感的服飾為目標，一針一線

都來自台灣，均運用環保可自然的布料，服飾上的花紋不但都以刺繡為主，圖

案上也展現愛台灣的設計，像是台灣藍鵲刺繡帽T，品牌定位在中價位消費者，

具有一定消費能力與關注永續時尚的人士，拋棄舊有衣服壞掉就丟掉的浪費觀

念，以找到一件耐穿的衣服為出發，打造經典卻不失潮流的穿搭。 

 

 

 

 

 

 

 

 

 

 

 
     (圖3-4-1)Positive經典刺繡T恤         (圖3-4-2)Positive台灣藍鵲帽T 

 

 

 

 

 

 

 

 

 

 

 
                          (圖3-4-3) Positive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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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衣服設計產出 

 

 

 

 

 

 

 

 
 

 

 

 

(圖4-1)設計稿 

 

 

 

 

 

 

 

 

 
 

                             (圖4-2)新品宣傳照 

 

一 設計理念 

선생님×LEARN=POSITIVE，選用老師的韓文字除了代表金炳秀本身的職業，我們

也認為無論是誰，在做著什麼樣的職業，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在

生命過程當中都可以成為他人的老師，期望每個人帶著積極正向的能量朝著多

元角色發展。 

 

二 結合永生衣 

  創新環保的 UMORFIL® 膠原蛋白布，以仿生科技將廢棄的虱目魚麟循環再利

用，把食材殘餘價值發揮最大化，當我們改善生活與環境永續的同時，也實際

付諸行動支持傳統漁業和紡織業。再結合 GREENONE 的寶特瓶回收聚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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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特殊技術，轉換爲可被分解材質。當埋於土壤時，可吸引厭氧菌並啟動分

解機制，最終化為二氧化碳回歸大地。 

 

 

 

 

 

 

 

 

 

        (圖 4-3)永生衣製造過程                (圖 4-4)永生衣環境友善 

 

 

 

 

 

 

 

 

 

 

 

 

 

 

 

 

 

 

 

 

                               

 

(圖 4-5)永生衣製造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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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銷推廣 

第一節 社群媒體推廣 

  由於POSITIVE這個品牌的目標客群約是以25-40歲的潮流男性為主、25-35歲

女性為輔，因此我們觀察到要觸及到這個年齡區間的方式，大約是透過廣告在社

群媒體上的露出，例如 Instagram 或 facebook 等，這群目標客戶才會注意到廣

告主所要傳達的訊息。   

 

一、Instagram舉辦抽獎活動 

 

  透過金炳秀本身的高人氣在他自身的Instagram舉辦聯名設計衣服的抽獎活動，

一篇貼文獲得了大約3000人的按讚與約100則的留言，成功吸引了他本身粉絲群

的關注，透過留言也能看出新目標客群對於品牌與新品的態度。 

 

 

 

 

 

 

 

 

 

 

 

 

 

 

 

 

 

 

 

 

 

 

 

 

 

 

 

 

       (圖5-1-1)抽獎活動文章                (圖5-1-2)抽獎活動文章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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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金炳秀instagram宣傳        (圖5-1-4) Positive官方宣傳 

 

二、宣傳片三方推廣 

 

  為了更好的讓觀眾了解Positive衣服的強大特性，影片的主軸除了找來了真正

的運動員(競速滑輪選手)加入拍攝，以辛苦流汗的行業都值得一件耐穿的衣服

為出發，結合Positive新品永久除臭、吸濕排汗、環境友善的理念，金炳秀也會

親自參與拍攝來為他設計的衣服達到宣傳效果，Positive從選布到製作都由台灣

製作，一針一線都縫進對產品的堅持，期望讓台灣的美與正能量給世界看見。 

 
  宣傳片除了放置在Positive官方的instagram和facebook上獲得了超過4000的

點閱率，另外也放置在金炳秀自身經營的Youtube頻道，他本身接近一萬人的訂

閱數，成功提高Positive的曝光率與推廣了永生T恤除臭功能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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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1-5)宣傳片instagram宣傳          (圖5-1-6) 宣傳片facebook宣傳 

 

 

  

 

 

 

 

 

 

 

 

 

 

 

 

 

 

 
    (圖5-1-7)金炳秀個人Youtube頻道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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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銷售通路 

  將銷售通路分為兩部分，第一是金炳秀的個人instagram主頁，透過他的個人

主頁來統計他自身的影響力帶給Positive多少新客群多少，另外此次的聯名T恤

也上架到Positive的官網，期待新的代言人金炳秀能夠給予品牌新生命力。 

 

 

 

 

 

 

 

 

 

 

 

 

 

 

 

 

 

 

 

 

 
      

    (圖5-2-1)Positive官網販售            (圖5-2-2)金炳秀instagram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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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預購結果 

  以限量10件的全球第一件永生T為標題推廣此次與金炳秀的聯名T恤，開放預

購第一週就已將10件成功賣出， 一週為品牌賺進14800元，也代表前期的抽獎

活動與社群宣傳有引起金炳秀粉絲的關注，之後也將繼續與品牌討論是否要將

此次的聯名T恤量產。 

 

 

 

 

 

 

 

 

 

 

 

 

 

 

 

 
(圖5-3-1)預購表單 

 

第四節 成本分析 
  

類別 名稱 總計（元） 

    產品製作 衣服印製(3件)       1875 

商家合作 網紅業配支出 3000 

宣傳片 攝影師 0 

交通 交通支出 300 

                      總計5175元 

          

噴墨印刷贊助 3000元 

售出衣服分潤  300元(件)X10=3000元 

             總計6000元  

 

(表5-4-1)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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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而久之-食禾品牌企劃 

 

摘要 

 

    「食禾」品牌以釀造加工為開端，使用台灣友善種作的稻米與水果，釀造加

工成米酒與純發酵水果酒等，來因應社會的趨勢，滿足民眾飲食的多元需求，也

讓農民辛苦的生產都能被妥善地利用，為台灣小農找到出路。 

食禾以「在地人喝在地酒」之精神，將高品質的酒推廣給大眾；除此之外，由於

食禾台語發音義近於「吃好」，除了酒，也製作全本土、友善食材的下酒菜，找

出台灣風味美食，不只要好吃，還要吃好。 

 

 

    我們認為酒與美食始終分不開，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襯托。因此，我們將在

地的酒與美食結合，設計成精美禮盒，包裝上承載著品牌故事，並融合台灣在地

文化，搭配展售攤位的陳列設計，透過感官的牽連，將品牌形象與核心價值深刻

地傳達給大眾，讓消費者享受色香味俱全的視覺饗宴。一瓶酒，配上一道菜，仔

細品嚐後，會發現喝得不只是酒，更是蘊藏在後的品牌理念。藉此，除了能讓大

家更加認識台灣酒類文化，也共同實踐環境保護理念，讓人與環境和平共處。 

 

關鍵字:酒、禮盒、在地精神、台灣文化、環境保護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一、台灣酒類市場現況 

台灣釀酒產業相較於日本、法國、義大利等製酒歷史悠久的國家來說，產業才剛

起步，許多規範與資源未完善。但近年來，台灣越來越重視在地食材之生產，酒

類產業亦是如此，像是近期台灣精釀啤酒風潮，而蒸餾酒與釀造酒紛紛投入製作

屬於在地的「台灣酒」，使用在地產物釀造，與本土連結，賦予新的生機；此外，

台灣稻米消費量逐年減少，仍有許多農民以種稻維生，因此替稻米尋找出路成為

了一項課題，將稻米拿來釀成酒即為解決這項問題的方法之一。 

二、食禾品牌現況 

食禾主要生產酒類產品，以釀造加工為開端，目前產品除了釀造酒、水果酒外，

亦包含下酒菜。品牌堅持使用台灣在地食材，讓農民生產之作物能被妥善利用，

同時也希望滿足民眾的多元飲食需求。於2017年成立的食禾，相較於發展已久的

品牌，知名度較低，也因為在台灣喝蒸餾酒與釀造酒的人相對於喝啤酒的人來說

較少，會接觸到品牌的機會相對低。目前主要藉由展售會、親友介紹來增加品牌

認知度，客戶多以老客戶為主，雖然建立起品牌忠誠度，但銷售量還有待成長。 

 

第二節 企劃動機 

食禾為台灣酒類市場的新創品牌，客群以小眾為主，主要營收來自於每週末在各

市集的擺攤展售。  

品牌創辦人致力於農業與環境議題，喜愛研究生活中的細節，對品牌也有自己一

套的經營理念與規劃，但礙於國內酒類販售的法規限制，無法在網路上販賣其酒

類單品，在拓展客源這方面也相當不容易。 

食禾目前酒類以單品販售，無禮盒提供消費者做更多的選擇，要如何往這方面發

展也成為了食禾重要的課題。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透過一系列企劃，推廣食禾品牌理念，並增加其知名度，同時提升品牌識別度。 

一、結合台灣文化節慶，推出新的產品組合 

二、一致品牌風格並彰顯品牌特色，使品牌形象與視覺能相互呼應 

三、分析目標市場，利用差異化尋找能吸引客群的銷售方式  



 

第二章 產業分析 

第一節 PEST 分析 

 

 

 

 

 

 

 

 

 
 

 

 

 

表格一、PEST分析表格整理 

 

第二節 SWOT分析 

 

表格二、SWOT分析整理 

 

Political 政治

酒類不得網路
平台上販賣

菸酒稅導致產
品價格提高

酒駕新法上路
處罰嚴厲

Economic 經濟

新冠肺炎衝擊
經濟體系

酒市場在台灣
仍有成長空間

2002年加入
WTO後開放民
間釀酒

Social 社會

社交盛行成為
酒類市場商機

健康主義提倡

酒類影響身心

酒駕事件頻繁

民眾對酒反感

Technological 科技

釀酒技術提升
提供消費者多
樣化的選擇

創新包裝與各
式各樣容量吸
引消費者購買

P E T S 

1.具日本釀酒技術 

2.專業知識背景 

3.使用台灣在地食材 

4.不只有酒類商品，亦有下酒菜 

5.未來發展性大 

 

 S 

1.品牌知名度低 

2.顧客較少 

3.產品組合少 

4.販售以北部為主 
 W 

1.酒類市場為某一群體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仍有成長空間 

2.近年，在地風潮興起 

3.注重產品品質 

4.關注品牌理念 

5.環境意識興起 

 O 

1.競爭者多 

2.替代品威脅大 

3.提倡健康主義 

4.酒類客群範圍較小 

5.法規限制 

6.疫情關係，銷售量受影響 

 T 



 

第三節 分析結論 

透過酒類大環境的PEST分析、以小眾市場為分析的波特五力模型，到品牌內部的

STP與SWOT分析，我們以把握在地風潮機會，數據分析客群並推廣品牌理念為角

度，歸納出以下三項問題： 

一、缺乏台灣在地文化感，且未販售產品組合式商品。 

二、市集攤位陳列不吸睛，視覺不夠吸引顧客，顧客對品牌印象不夠強烈。 

三、品牌對社群經營不熟練，尚未分析銷售及媒體數據，因此目標顧客不明確。 

 

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二節 企劃架構 

品牌現有問題 方案 目的 

酒類單品皆以單一規格的單品

販售，產品組合少，與台灣文化

感結合不夠。 

推出組合式商品、設

計禮盒包裝。 

增加商品多樣性，以利與

其他小農品牌合作，也提

供消費者多元的選擇。 

目前市集攤位不吸睛，視覺上

不夠吸引顧客，品牌識別度低。 

增加主視覺與文宣

品。 

提升攤位吸睛度，增加與

消費者互動性，加強品牌

識別與品牌印象。 

品牌目前對社群經營不熟練，

也尚未仔細分析過數據，目標

客群不明確。 

協助社群媒體經營

與數據分析。 

加強品牌的市場定位與

目標客群。 

表格三、企劃架構 

 
表格四、企劃架構—商品包裝設計 

商品包裝設計

配合台灣送禮文化
推出禮盒包裝

提供消費者多樣的
選擇

將酒類單品與其他
商品做結合

推出較小包裝的酒
類產品

配合異業合作

吸引想嚐鮮的消費
者



 

 
表格五、企劃架構—市集攤位的展示規劃 

 

 
表格六、企劃架構—社群媒體經營 

第四章 過程與結果 

第一節 小容量包裝 

一、討論過程 

我們向食禾品牌提案推出小瓶裝的方案，因為對於想嘗鮮的消費者來說，小瓶

裝是很好的選擇。正好他們為了與網路平台合作，需要小瓶裝來作搭配，我們

積極尋找各種小酒瓶的樣式，並將小酒瓶結合禮盒，設計小酒瓶之酒標貼紙。 

二、圖示 

  
圖ㄧ、小瓶裝設計正面(左)、小瓶裝酒標(右) 

市集攤位的

展示規劃

調整攤位佈置

彰顯品牌特色
使攤位視覺更貼近

品牌形象

建立品牌印象

提升品牌認知

社群媒體經營

分析社群媒體
的後台數據

了解品牌的

市場定位

分析目標客群
與客群喜好

針對其目標客
群開發新商品

主題文案撰寫
提升貼文觸及
率與粉絲互動

加強消費者之
品牌認同感

影片拍攝
紀錄釀酒製造過程
與老闆的心路歷程

吸引認同品牌理
念的消費者

透過在社群媒體
上宣傳讓更多人
了解品牌理念



 

 
圖二、小酒瓶之封面設計 

 

圖三、小酒瓶之酒標 

第二節 禮盒製作提案 

一、討論過程 

先前已和食禾品牌溝通製作禮盒的想法，隨後我們開始規劃排程與會議討論，自

過年禮盒風格開始，討論結果希望以風格樸實、成本低為考量，並決定使用公版

禮盒，我們繪製許多草圖並提供給食禾品牌選擇，並實際做出成品供參考。 

我們開始尋找適合的尺寸，發現公版禮盒要能恰巧符合商品搭配有困難，因此決

定調整禮盒內部隔板，我們對於商品包裝並無任何經驗，自繪畫平面圖開始、嘗

試各種紙類材質、製作各種樣品到尋找可實際製作的紙盒工廠， 

發現以下兩大問題： 

(一)、隔板：需開刀模且費用頗高，有最少製作數量(200個以上)。 

(二)、封面設計：公版禮盒外包裝僅能平面印製，有最少製作量(200個以上)。 

 

另外，由於時間配合上的困難，溝通多以線上為主，一來一往中無形消耗許多時

間，在一次的面談討論中，我們發現有過度包裝的感覺，以及內部隔板遮蔽到商

品的問題，於是著手進行修改，改為以一體成形式的紙板製作內部隔板，並僅固

定酒瓶上方瓶蓋，此形式紙板尺寸需使用A2大小紙板，由於開刀模以紙板大小與

刀數計價，在公版禮盒的總體製作上，費用不容小覷，以食禾品牌的角度，需加

以審慎考量品牌現有的需求與資金能力是否能執行，我們也將過年禮盒的概念轉

變成常態禮盒，以通用性為考量去修改包裝設計。 

 

二、公版禮盒 

(一)、禮盒概念：結合台灣送禮文化，推出禮盒式商品，多樣化選擇 

(二)、禮盒商品組合：一瓶小瓶裝燒酒、一瓶小瓶裝琴酒、一包下酒菜(馬告豆

干) 

(三)、完成品 



 

  
圖四、公版禮盒正面(左)、公版禮盒搭配圖(右) 

 

    
圖五、公版禮盒外包裝設計(上)、吊牌設計(下) 

 

圖六、隔板設計 



 

 
圖七、豆干外包裝設計 

 
圖八、小瓶裝琴酒、燒酒酒標設計 

 
圖九、介紹小卡外頁(左)、介紹小卡內頁(右) 

 

三、創意禮盒-袋酒給你 

畢制，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想想我們真正想做的是什麼？因此有了「袋 

酒給你」創意禮盒的產生。 

（一）、禮盒概念 

「使用在地之食材」為禮盒之概念－強調品牌的酒使用台灣在地食材釀成。 

以品牌的燒酎為主軸，放入燒酎原料米之小包裝－台南 13號有機米。為因應品

牌之環境保護理念，採用可重複使用提袋，搭配 DIY、客制化之刺繡布貼，提

供消費者多樣選擇，可將送禮想傳達之心意結合於提袋上。 

（二）、禮盒商品組合 

燒酎組：一瓶大瓶裝燒酎 500ml、一包台南 13號有機米 150g、一張介紹小卡、

一個束口帆布提袋。 

琴燒組：一瓶大瓶裝琴酒 500ml、一瓶大瓶裝燒酎 500ml、一包台南 13號有機 

米、一張介紹小卡、一個麻布提袋。 

刺繡布貼：購買任意組合可選一個，可另行加購。 



 

(三)、完成品 

   
圖十、燒酎組禮盒搭配圖(左)、燒酎組禮盒裝袋(右) 

   
圖十一、燒酎組介紹小卡外頁(左)、燒酎組介紹小卡內頁(右) 

  

圖十二、琴燒組禮盒搭配圖(左)、琴燒組禮盒袋裝(右) 

 
圖十三、琴燒組內容物-米之包裝 

 
圖十四、琴燒組介紹小卡外頁(右)、琴燒組介紹小卡內頁(左) 



 

 
圖十五、刺繡圖章設計 

第三節 市集攤位的展示規劃 

一、發想過程 

起初我們想進行整體陳列大改造，拼命找尋好看、有質感的陳列物品，後來發

現成本問題，以及將原本的陳列擺設替換掉，製造廢棄物違背了品牌的理念；

因此我們開始認真思考，怎樣的陳列能夠讓人更了解品牌、更吸引人？ 

 

圖十六、攤位陳列-第一次提案 

二、找到問題 

我們發現到兩個問題－1.商品重點模糊 2.難以讓人認識品牌 

品牌攤位陳列中，除酒類商品與下酒菜外，亦有手工織物，難以掌握主要販售

的商品。無說明品牌理念、產品之文宣，若攤位無人，消費者難以認識品牌。 

三、解決方案 

我們想出三項解決方案：(一)、刺繡帆布-酒字樣：帆布刺繡「酒」字，掛於攤

位，使消費者一眼能知道攤位主要販售的商品，更能吸引喜歡酒類的消費者。

選用刺繡的原因，除了質感好，也因為刺繡對大眾來說是較冷門的產業，但至

今仍有品牌屹立不搖、在產業堅持下去，與食禾創辦人對品牌的堅持相符。 

        
圖十七、刺繡帆布（左）、攤位布置（右） 



 

(二)、理念小卡：將品牌理念製成文宣立放於桌面，使消費者透過此理念小卡

對品牌初步認識，放上 FB與官網，將消費者導入線上，可對品牌有更深了解。 

  
圖十八、香料小卡（左）、陳列位置圖（右） 

(三)、香料小卡：原先僅陳列之琴酒原料，製作介紹香料的文宣，希望消費者

對琴酒有更多了解，將其夾於木板，向消費者介紹時，也能作為輔助介紹。 

   
圖十九、香料小卡(左)、陳列擺放位置(右) 

第四節 社群媒體 

一、社群推廣提案 

食禾品牌的創辦理念是以支持在地農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為初衷，時下最廣泛的

宣傳方式，如大量廣告投放、與KOL合作業配文，可即時提升觀看量與增加銷售

量的宣傳方式，雖然有效，卻有違品牌精神，因此我們以更改文案撰寫的方式

推廣社群活動。 

我們分析品牌的後台數據，得知其主要客群和與顧客互動模式，根據分析及多

方面的考量，我們提出以下合適的促銷及推廣企劃： 

(一)、增加曝光機會：與合作的餐廳和市集攤位互相宣傳標註並分享。 

(二)、拓展觸及率：新品上市的文章是所有貼文中互動率最高的，若在此類貼

文增加推廣預算，將會提升觸及率，對商品銷售也會帶來較高的效益。 

(三)、口碑行銷：邀請購買過的顧客分享心得，發布在個人社群頁面，並連結

至食禾的粉絲專頁，可享下次購買時的優惠折扣等等。 



 

二、互動式文案撰寫 

(一)、針對粉絲專頁貼文分析，由於目前品牌的發文內容較發散，因此規劃以

下幾點作為我們撰寫文案的方向： 

1.以我們的視角切入，撰寫文案。 

2.強化貼文主題性，專注在介紹酒類單品，並以較活潑的方式呈現。 

3.文案強調「在地」、「農民」、「台灣米」等，凸顯品牌特色。 

(二)、成效 

我們總共發布了兩篇貼文，成效優於粉絲專業過往的平均表現。 

根據食禾一至三月社群數據分析，平均貼文觸及人數為465人、平均貼文互動人

數為37人。我們於三月十號與三月十七號分別發布兩篇貼文，平均觸及人數為

985人(成長一倍)、互動次數155次(成長三倍)。我們有幫助轉發，貼文的分

享，確實可幫助粉專曝光度，未來可藉這樣的方式，引導忠實顧客轉發貼文。 

1.食禾介紹文：以圖文搭配，強調食禾之理念。 

此篇貼文的觸及人數：1476人、互動次數：265次。 

 

圖二十、介紹品牌理念之貼文 

2.酒類介紹文：加強推廣品牌之酒類商品，介紹酒類之原料、風味。 

此篇貼文的觸及人數：494人、互動次數 45次。 

 
圖二十一、介紹食禾商品之貼文 

三、訪談紀錄片製作 

(一)、影片概念 

影片拍攝分兩部分：食禾品牌之酒類商品的釀造過程與職人訪談。由於酒類商品

無法網路販售，想藉由紀錄影片在社群上推廣品牌理念，也藉生產過程透明化，



 

讓消費者了解產品的來歷及特色，職人訪談包括創立以及經營品牌的心路歷程，

更希望透過影片，讓潛在顧客也能認識食禾這個品牌。 

(二)、拍攝過程 

我們前往宜蘭中福酒廠拍攝，參觀酒廠並記錄酒的釀造過程。跟創辦人相處的

同時，我們發現他對台灣環境與土地有許多想法，透過訪談創辦人，更了解品

牌理念與產品方面，幫助我們能寫出完整且富有情感的社群文案。 

(三)、成效 

訪談紀錄片正片發布前，先釋出 20秒之前導片做為預告，吸引粉絲關注；期盼

透過紀錄片吸引原有粉絲的關注，更希望初接觸品牌的消費者能快速了解。 

1. 20秒之前導片預告貼文：兩天之影片觀看人數 183人、觸及人數 503人。 

 
圖二十二、訪談紀錄片預告貼文 

 

圖二十三、訪談紀錄片預告影片成效 

 



 

 

2. 訪談紀錄片貼文：一天之影片觀看人數 439人、觸及人數 906人。 

 

圖二十四、訪談紀錄片貼文(左)訪談紀錄片影片成效(右) 

第五章 結論 
一、以不同產品組合與包裝設計，吸引新的消費群眾 

台灣酒類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使我們深入思考如何讓在地品牌脫穎而

出，並將品牌的理念有效地傳達給大眾。因此，我們提出更多能夠吸引消

費者的產品組合，例如：小瓶裝、盒裝禮盒和創意禮盒等，讓每個人更有

機會接觸到品牌。也希望藉此讓大家感同身受並實踐參與環境保護的過程

中。 

二、影響企劃提案可行性之因素 

產學合作與創意企劃比較起來，很不同的地方是需要站在廠商的角度去思

考，不光只是考量到我們自身的企劃，也需要加入廠商的需求、看法，更

重要的是成本的考量，才能提升方案的執行與可行性，尤其以現有台灣小

農品牌為角度，有限的資金做最有效的方案是必要的。因此，在企劃進行

的過程中，需要時常與合作廠商討論，磨合彼此的意見，才能達到雙贏的

局面。 

三、良好的合作關係與及時修正之重要性 

在禮盒及展售攤位陳列設計之提案的過程中，有時會遭到廠商的拒絕，即

使如此，我們也沒有打退堂鼓，更加有耐心地去了解廠商真正的需求，以

及他們考量的部分，再去修正以前的方案。以學生的身分去與廠商洽談、

提案到合作，難免會有角色落差的感覺，起初溝通時不太熱絡，由於多以

線上溝通，也常有資訊落差的問題，企劃的後期有漸入佳境，但雙方若能

更積極的互動，相信彼此會更有收穫，因此與合作廠商建立良好關係與溝

通是不可或缺的。從以上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如何從廠商口中聽出「需

求」，並針對此打造量身定做的方案，更重要的事情是，遇到難題時，可以

擁有及時調整的柔軟度和修正錯誤的應變力。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cozy&comfy 

遠紅外線紡織品品牌企劃 
 

創意企劃組 

 

 

 

 

指導老師：高欣老師 

 

 

 

 

蔡儀萱 

林泙馨 

莊  晴 

方映涵 

 

 
 

 



研究學生：蔡儀萱、林泙馨、莊晴、方映涵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指導老師：高欣老師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創意企劃 

 

cozy & comfy 

遠紅外線紡織品品牌企劃 

 

 

中文摘要 
 

本創意企劃因應後疫情時代之市場，將企劃主體著重於健康及產品機能性，在經

過各種資料蒐集後，產生以遠紅外線布料進行產品製作設計的想法。 

 

本企劃主要目的為使用遠紅外線布料進行製作與設計。在進行產品企劃前，先就

遠紅外線布料在市場的使用狀況進行調查，並透過調查分析目前台灣市場上遠紅

外線布料具備的各種優勢及劣勢和市場上具有的潛在發展空間。 

 

透過分析出來的結果，進行遠紅外線布料產品系列開發與設計，製作出以遠紅外

線布料為主要材質的商品。將遠紅外線布料運用在家居紡織品市場現有的產品上，

一方面增加其產品的功能性，一方面使遠紅外線布料能更加廣泛地應用，增加遠

紅外線布料使用的多元性。 

 

此外，在擁有機能性的同時，也兼具外觀美感，打破大眾對機能性紡織品缺乏設

計美感只著重於實用性的刻板印象，藉此讓更多人認識與接受遠紅外線紡織品，

提升其在市場上能見度與其目標客群。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影響，防疫期間大眾待在家中的時間增加，對家居紡織

品的需求也隨之提升，而隨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大眾關注的焦點聚焦於更健

康、活力的生活方式，而紡織產業方面則注重於提升布料的機能。 

 

台灣在機能布料開發與技術方面投入大量資源，舉凡發熱衣、吸濕排汗布料、涼

感、抗菌布料等等，皆取得國際級的認可，在機能性布料市場，台灣一直擔任領

頭羊的角色，但相較之下，機能性產品在設計方面較不重視，產品樣式偏向傳統

樸素，主要客群侷限在中高年齡層。 

 

近幾年來年輕人健康意識提升，機能性產品所帶來的功能符合時下趨勢，機能性

產品不再只局限於運動或老人保健，也可以融入日常生活。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手腳冰冷、末梢血液循環不良等困擾不只侷限於中老年族群，許多年輕女性也備

受其擾。在進行市場資料蒐集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遠紅外線布料具有「促進血液

循環」、「使身體感到舒適溫暖」的功能，因此我們希望能將「遠紅外線布料」

應用於產品，在家居紡織品目前現有的產品基礎上加入「發熱」、「促進血液循

環」等功能，提升產品優勢。 

 

但年輕族群往往因為設計無法滿足美感需求，而使機能性服飾無法打入年輕世代

之中，因此我們希望在這次專題當中除了擴增遠紅外線布料的產品種類，也能改

變年輕世代對於機能性服飾的刻板印象，製作出年輕族群也願意嘗試與穿戴的

「機能單品」。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運用「遠紅外線布料」能促進血液循環的特性，以類似易力氣金屬手環的概念，

將消費者平常使用的紡織用品、配件以遠紅外線布料製作。設計成更為年輕化的

款式，並跳脫市場對機能性紡織產品種類單一的刻板印象。健康、保健的同時也

不會破壞整體美感，將遠紅外線布料加入大眾日常的生活用品中，增加市場接受

度，拓展目標市場客群。 



 

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 
 

第一節 遠紅外線布料介紹 
 

遠紅外線係一種太陽光電磁波，其波長範圍為4~1000μm，其中波長4~14μm之遠

紅外線又稱為生育光線(Biogenetic rays)，可以促進人體或動物的生理活性。 

 

遠紅外線紡織品係將奈米級或微米級的特殊陶瓷粉末加入聚合物中紡絲，以長纖

維(Filament))或短纖維(Staple Fiber)型態製成遠紅外線纖維。若以短纖維型

態，則再與棉、縲縈等纖維混紡成紗，一般以製成貼身用內衣、護具、襪子等紡

織品為主。另在染整過程中也可以加入遠紅外線材料，遠紅外線的功能係在吸收

日光或人體的能量後，會以遠紅外線(4-14微米波長)輻射的方式將能量傳回人

體， 

 

具有遠紅外線功能布料可較一般材質之布料，更能有效達到保溫的目的以助於促

進血液循環，尤其適合高山雪地活動時禦寒保溫。 

 

宏遠興業遠紅外線布料產品特色： 

1. 採用具有遠紅外線功能的天然無機粉加入聚酯中 

2. 吸收能量(如太陽能或是體熱)的遠紅外線織物會釋放熱能，使身體感到舒適溫

暖 

3. 結合宏遠功能膜，更可達到高耐水壓/透濕功能（20000/20000) 

4. 適合製作貼身衣物、家飾及寢飾用布以及戶外運動休閒服飾 

宏遠官網：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

1&SID=7&TID=29&ID=96 

 

第二節 波特五力分析 
 

一、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目前台灣市場上有在使用遠紅外線布料的品牌少，大多都為紡織企業的自創品

牌，或是健康、保健產品，而市面上相同特性產品大多缺乏外觀美感，產品種類

單一、銷售客群也偏向不追求時尚與美感的中高年齡層。因此，由於市場上現存

替代品少，而使目標客群能受產品特殊性所吸引，美觀又兼具機能性的特質，讓

產品更加具有優勢，在消費者議價能力的威脅上也相對較低。 

 

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相較於一般非機能性布料，台灣現在有生產遠紅外線布料的公司不多。遠紅外線

紡織品為將奈米級或微米級的特殊陶瓷粉末加入聚合物中紡絲，以長纖維（Fila

ment）或短纖維（Staple Fiber）型態製成遠紅外線纖維。若以短纖維型態，則

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1&SID=7&TID=29&ID=96
http://www.everest.com.tw/_chinese/00_site/01_edit.aspx?MID=1&SID=7&TID=29&ID=96


 

再與棉、縲縈等纖維混紡成紗。此種布料在製造方面與一般紗線布料相比特殊許

多，製造過程也比較繁雜。 

 

而此種類型機能性紡織品布料廠商與上游供應商議價能力的高低，與紗線的供需

關係(採購量與長期配合度）、差異化程度（一般機能性或專有特殊規格）、品

牌知名度、與布廠合作的深入程度等因素有關，為互利及互相依存的關係。因

此，針對供應商議價能力是處於「高威脅」的狀態。 

 

三、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要運用遠紅外線布料生產商品的門檻並不高，只要能取得布料，就能進行產品開

發。因此，雖然目前市場上使用該布料進行開發產品線的品牌不多，但若此項布

料成為潮流，廠商大舉加入研發遠紅外線之產品，最終將可能陷入低價競爭的困

境，因此處在「高度威脅」的狀態。 

 

四、替代品的威脅 

 

目前市場上的家居紡織品大多運用非機能性布料，若在現有的家居紡織品加入遠

紅外線布料，讓產品具有「促進血液循環」、「舒適溫暖」的特性，成為家居紡

織品當中的新產品，讓消費者原本日常在使用的商品多了新的功能，而具備此項

優勢的產品，在目前市場上還未有相似替代品。因此，替代品的威脅性相較之下

較低。 

 

五、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目前台灣市場上少有家居紡織品品牌選用遠紅外線布料製造產品，少數運用遠紅

外線布料製造的產品類型通常侷限於T恤或床組等等，種類單一。相較之下若品

牌增加遠紅外線紡織品種類且兼具外觀設計，就能在現有競爭者之中達到「產品

差異化」，因此現有競爭者的威脅較小。 

 

第三節 問卷分析 
一、問卷設計及內容 

 

• 區段一 

1.請問您是否有以下的困擾?(可複選) 

手腳冰冷 \ 足部抽筋 \ 眼睛疲勞 \ 眼睛酸澀 \ 臉部暗沉 \ 臉部水腫 \ 下肢

體水腫 \ 無 

2.請問您是否會因為上述困擾而購買相對應功能產品?(例如:羊毛襪、保暖手

套、蒸氣眼罩、面膜等) 

是 \ 否 

3.請問您曾經/希望透過何種管道取得這些產品相關資訊?(可複選) 



 

逛街的時候看到 \ 報章雜誌（時尚雜誌介紹等等） \ 親友介紹 \ 購物台介紹\

網路資訊（網路新聞、FB和IG介紹等等） \ 店家購買 \ 無 \ 只要有需要就會去

買 

4.請問您曾經/希望透過哪種管道購買這些產品?(可複選) 

實體店面 \ 品牌官網 \ 網路電商平台（MOMO、蝦皮、PChome等等） \ FB團購社

團 \ 網路電商平台（蝦皮、PChome等等） \ 實體店面（寶雅、康是美、屈臣氏

等等) 

5.請問您平時是否有購買機能性紡織品的習慣?（發熱衣、涼感衣、排汗衣等

等） 

以1到5排序購買頻率 

6.請問您對市面上新產品的購買意願?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二 

1.紅外線布料做成布面膜可以促進臉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面膜的哪些特點？ 

服貼度 \ 功效（高美白、高保濕） \ 價格 \ 材質 \ 特殊成分（特別添加竹炭

粉、珍珠粉） \ 有特色的外觀（可愛的包裝、動物造型面膜）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面膜？ 

NT250~NT350 \ NT350~NT450 \ NT450~NT600 \ NT600以上 

4.請問遠紅外線面膜能重複使用的特點會成為您選擇它的原因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若面膜能促進血液循環（紅潤氣色、減緩臉部疲勞）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

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6.請問會想嘗試遠紅外線面膜這項產品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三 

1.紅外線布料做成眼罩可以促進眼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眼罩的哪些特點？  

服貼度 \ 外觀設計 \ 價格 \ 材質舒適度（純棉、絨毛等等） \ 透氣度 \ 綁帶

舒適度（鬆緊、觸感）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眼罩？ 

NT300~NT450 \ NT450~NT650 \ NT650~NT750 \ NT750以上 

4.請問遠紅外線眼罩能重複使用的特點會成為您選擇它的原因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若眼罩能促進血液循環（降低眼壓、舒緩眼部疲勞）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

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6.請問您會想嘗試遠紅外線眼罩這項產品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四 

1.紅外線布料做成襪套可以促進足部血液循環，您是否會有意願嘗試？ 

是 \ 否 

2.請問您會注重襪套的哪些特點？ 

外觀設計 \ 材質舒適度 \ 透氣度 \ 保暖度 

3.請問您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遠紅外線襪套？ 

NT200~NT300 \ NT300~NT400 \ NT400~NT500 \ NT500以上 

4.請問若襪套能促進血液循環（緩和足部冰冷、痠痛）會提升您的購買意願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5.請問您會想嘗試遠紅外線襪套這項產品嗎？ 

以1到5排序意願高低 

 

• 區段五 

1.請您對以下三項遠紅外線產品做購買意願排序（第1名為意願最高） 

 遠紅外線布面膜 \ 遠紅外線布眼罩 \ 遠紅外線襪套 

 

• 區段六 

1.性別 

男 \ 女 \ 其他 

2.居住地區 

北部地區 \ 中部地區 \ 南部地區 \ 東部地區 \ 離島地區 \ 其他 

3.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NT1000~NT3000 \ NT3000~NT5000 \ NT5000~NT7000 \ NT7000～NT10000 \ NT100

00以上 

4.請問您平時的休閒娛樂為何?(可複選) 

知識藝術（逛展覽、參加藝文活動） \ 娛樂（電影、演唱會、唱KTV） \ 體育

（打球、游泳） \ 戶外活動（爬山、露營） \ 消遣（咖啡廳聊天、逛街購物） 

\ 居家\其他 

5.年齡 

20歲以下 \ 21~30歲 \ 31~40歲 \ 41~50歲 \ 51~60歲 \ 61歲以上 

 

 

二、問卷分析結果： 

（一）產品 

 

• 眼罩： 

 

1. 受訪者較為重視眼罩的材質舒適度、透氣度、綁帶舒適度 

2. 接近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00-NTD450購買眼罩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450-NTD650購買眼罩 



 

4.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眼罩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們

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眼罩這項產品 

 

• 襪套： 

 

1. 受訪者較為重視襪套的材質舒適度、透氣度、保暖度 

2. 超過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200-NTD300購買襪套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00-NTD500購買襪套 

4. 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襪套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們

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襪套這項產品 

 

• 布面膜： 

 

1. 受訪者較為重視布面膜的材質、功效 

2. 超過六成受訪者願意以NTD250-NTD350購買布面膜 

3. 接近四成受訪者願意以NTD350-NTD600購買布面膜 

4. 超過七成受訪者表示，若面膜具備重複使用特性，會促使他們的購買意願 

5. 接近九成的受訪者表示，若布面莫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會大幅提升他

們的購買意願 

6. 超過八成的人會想要嘗試遠紅外線布面膜這項產品 

 

（二）通路 

 

• 消費者接觸商品資訊方式 

1. 接近七成受訪者藉由網路平台接觸到商品相關資訊 

2. 超過五成受訪者透過前往實體商店逛街時接觸到商品相關資訊 

 

• 消費者購買產品的通路及管道 

1. 超過八成受訪者會透過實體商店購買商品 

2. 接近七成受訪者會在網路電商平台購買商品 

3. 接近五成受訪會在品牌官網購買商品 

 

第四節 STP分析 
 

一、目標客群輪廓 

 

性別 女性 

年齡 22-40歲年輕至中年族群 



 

類別 學生、上班族、家庭 

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新台幣3千以上 

居住地 都市 

購物習慣 關注產品機能性和使用體驗 

生活型態 追求生活品質、健康，重視Work & Life Balance，將家中打

造成療癒放鬆的空間 

風格喜好 重視美感、樂於嘗試新型產品 

 

三、產品定位分析 

 

對象 追求生活品質、健康，重視Work & Life Balance，將家中打造成

療癒放鬆的空間 

品項 以居家產品為主，打造舒適、放鬆的意象 

價格 NTD 400-888 

 

 

第五節 4P分析 

 

一、Product 產品策略 

 

以具有促進血液循環功能的遠紅外線布料製作產品，此特殊功能經過宏遠公司內

部測試認證，具有實質的數據證明其功效。產品結合舒適、質感、溫暖三大核心

理念，讓保暖功能不再侷限於使用電能發熱相關產品。遠紅外線紡織品能重複使

用之特點，解決一次性消費品（如：一次性蒸氣眼罩）浪費的問題，更加環保。 

 

產品種類包括布面膜、襪套、眼罩等居家用品，讓生活中療癒、放鬆的紡織品，

多了一項「促進血液循環及保暖」功能。機能性結合美觀之產品能滿足更多客群

在生活方面的使用需求。 

 

產品以組合包方式銷售，提供優惠，提高消費者購買多項產品之意願。 

 

二、Price 價格策略 

 



 

依照不同的產品、材質、尺寸進行估算與調整。設定不同產品組合制定不同的價

格。價格帶的範圍設定在NTD400-NTD888，透過產品組合訂定優惠促銷價格，促

使消費者一次購買多樣商品。 

 

三、Place 通路策略 

 

經營品牌社群網站，以分享產品製作過程，說明遠紅外線之原理和功效，提升遠

紅外線紡織品的關注度。在Instagram及Facebook上皆可以下單購買，以表單統

一建立出貨系統以方便清楚訂單，下單後三天內寄出，提供郵寄、宅配、便利商

店等配送方式。 

 

在實體銷售方面則以市集為主，增加商品的知名度和易取得性。 

 

四、Promotion 推廣策略 

 

（一）社群媒體行銷： 

經營品牌社群媒體，宣傳品牌概念及產品特色，並透過hashtag流行關鍵字和與

相關社群媒體帳號合作，提升曝光度。舉辦分享貼文、追蹤cozy&comfy、在cozy

&comfy貼文下標註好友就能進行抽獎的活動，提高品牌在社群媒體上的觸及率。 

 

（二）實際體驗： 

參加市集擺攤以及舉辦快閃活動，增加曝光度，讓大眾可以實際體驗遠紅外線紡

織品，了解其功效並認可、選擇產品。 

 

 

 

 

 

 

 

 

 

 

 

 



 

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品牌規劃、企業識別系統設計 

 
一、 品牌名稱：cozy&comfy  

 

二、 品牌理念： 

以舒適、溫暖、質感為己任，運用遠紅外線布料製作家居織品，吸收人體的遠紅

外線，再以同樣方式傳回肌膚，達到熱循環效應，改善血液循環不良、新陳代謝

問題，有別於機器大量生產，每一樣商品都是阿婆與阿姨們親手縫製，將手作與

cozy and comfy的溫度，由內而外傳遞溫暖，陪伴在每個人的生活中。 

 

三、 品牌logo： 

 

 
            

 

四、 品牌核心價值： 

以舒適、溫暖、質感為品牌三大核心訴求 

舒適：品牌以居家產品為主，打造舒適、放鬆的意象 

溫暖：阿婆手工製作的產品，由內而外傳遞出溫暖的感覺 

質感：做出來的產品必須兼具品質和美感 

 

 

 

 

 

 

 

 

 

 

 



 

第三節 產品呈現構想 
 

（一）產品種類： 

 

1. 襪套：內裡使用遠紅外線布料，以布料優良續溫特性，促進腳部血液循

環，達到保暖效果。襪套底部加上止滑顆粒，可在室內穿戴走動，不需再穿拖

鞋。 

 
產品示意圖-襪套 

 

2. 眼罩：與眼睛接觸的內裡部分使用遠紅外線布料，能促進眼睛周圍皮膚血

液微循環，產生發熱放鬆的效果，降低眼睛疲勞。此外，將眼罩綁帶設計成可拆

式，拆下後可接成一個圓圈作為綁頭髮使用。 

 
產品示意圖-眼罩 

 

3. 布面膜：有別於一般面膜以精華液作為保養的方法，以遠紅外線促進皮下

血液循環，讓肌膚必需的營養素順利傳達，幫助排出老廢物質，有美容的作用。 

 

（二）產品色彩： 

主要以低彩度、自然色系為主， 

可達到視覺上放鬆的效果。 

 

（三）產品風格： 

居家、自然、放鬆、療癒、溫暖 

 

 

 

 



 

第四節 完整產品呈現 

 

 

 

     

FUWA・FUWA遠紅外線眼罩 
 

「ふわふわ（FUWAFUWA）」 

在日文裡可以用來形容東西的質感， 

當看到綿羊時你可以說牠看起來fuwaf

uwa， 

當嚐到鬆餅或棉花糖時你可以說它吃

起來fuwafuwa， 

當窩在在柔軟舒適的被窩時你可以說它

躺起來fuwafuwa， 

當接觸到剛曬好的羽絨被時你可以說

它摸起來fuwafuwa。 

 

就如同FUWA・FUWA這個名字，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眼罩的接觸眼周部

分使用遠紅外線布料， 

能促進眼睛周圍皮膚血液微循環， 

產生發熱放鬆的效果，降低眼睛疲

勞。 

讓身心都fuwafuwa了起來～～ 

 

 

 

午夜襪套 Midnight Blue 
 

午夜藍，是一種介於深藍和黑色之間

的顏色， 

因為近似午夜天空黑暗的顏色而得

名。 

掛著滿月的夜空是Midnight Blue， 
丹麥的美人魚所住的那片海洋是Midni
ght Blue， 
電影《樂來樂愛你》中男女主角共舞

的那片夜空是Midnight Blue， 
忙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的望向的夜空

是Midnight Blue。 
就如同Midnight Blue這個名字和色

彩，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襪套， 

內裡使用遠紅外線布料，以布料優良

續溫特性， 



 

促進腳部血液循環，達到保暖效果。 

像午夜天空的帷幕，沉穩又自在、同

時給人滿滿的安全感。 

在寒冷的冬季夜晚，溫暖的包覆著不

安與疲憊。 

 

 

全新概念商品：行動派遠紅外線布面
膜 
 

我們所推出的這款布面膜使用遠紅外

線布料， 

能促進臉部皮膚血液循環，促使皮膚

細胞賦活， 

有別於傳統一次性面膜產品， 

單使用遠紅線促進血液循環的原理， 

就能由內而外改善肌膚問題，達到美

容效果。 

 

就如同行動派這個名字， 

遠紅外線布面膜清爽舒適的材質， 

讓你不管走到哪裡都能隨時隨地戴上布面

膜， 

改善肌膚問題的困擾。 

 

 

 

第五節 社群行銷及推廣活動 

 

(一)社群媒體經營： 

主要運用Instagram及Facebook，Instagram針對較年輕顧客，Facebook針對較年

長顧客，不同月份進行不同主題發文，定期更新並與消費者互動，以加深消費者

對品牌之印象。 

 

• 社群經營排版規劃 

1. Instagram 

同主題為一橫列，以三格形式介紹，並以現時動態通知有新發文與顧客互動或抽

獎活動。 

 

2. Facebook 

以大圖、少量文字為主，清楚表達主題及產品特性，方便大眾閱讀重點。 

 



 

• 商品介紹直播 

 

現在消費者習慣使用網路購物，但網路購物現階段的一個缺點是消費者無法實際

地觸摸感受其實體，來決定購買與否。而直播能改善一部分的問題。透過直播，

能夠展示實品，讓消費者更加了解商品細節，也可以透過即時應答，立即解決消

費者無法觸模和體驗而產生的疑惑。此外，藉由直播中跟觀眾互動，增加顧客黏

著度。 

 

日本商品代購「午安小姐」的客群為25-40歲的上班族或是主婦，與我們的目標

客群相符，因此，我們決定與日本商品代購「午安小姐」合作，進行商品介紹直

播。希望能藉此增加遠紅外線布料的關注度，並打破大眾對每月可自由開支額度

 
 

 

(二)推廣活動： 

 

• 創意市集—新北市日月光市集 

 

近年，社群網路平台興起，許多手作及文創品牌透過網路宣傳創作和產品，在這

樣的潮流之下，創意市集與文創市集活動也隨之增加，成為新型態的實體銷售管

道。有別於一般純商業性實體通路，創意市集具有原創性與活力，消費客群大多

為追求自我風格以個人獨特品味的年輕族群，相較之下，接受創新及創意產品的

意願高。 

 

在本次專題中，我們所設計出的遠紅外線紡織品跳脫大眾對機能性紡織品的既定

印象，讓其具備健康、保健的同時也不會破壞整體美感。我們希望藉由創意市集

活動，親自向大眾宣傳這樣新型態的遠紅外線紡織品，提升品牌與產品曝光度。 

 

在本次市集當中，cozy&comfy的兩項產品—眼罩及襪套皆有售出，共售出五成商

品。 

 

 

第四章 結論 

 

遠紅外線布料具市場接受度：在本次企劃中，透過網路平台介紹與參與市集擺

攤，實際與消費者進行接觸，我們可以發現約有八成以上的消費者對遠紅外線紡

織品感興趣，因此遠紅外線布料仍具有許多市場可能性。 

 

遠紅外線布料商品若能提升外觀設計能增加其市場競爭力：大多數消費者願意嘗

試及購買遠紅外線布料商品，但礙於產品種類太少、不夠美觀，所以在市場上知

名度仍不高，若能建立完整的品牌規劃及有效改善產品設計，便能增加其市場競

爭力。 

於遠紅外線紡織品的刻板印象。 



天主教輔仁⼤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銷組 

 

 

 

指導老師：黃佩鈺 

 

 

 

LWA 運動休閒服飾品牌企劃 

創意企劃 

 

 

 

 

林奕廷 

翁⼄⼼ 



中⽂摘要 

 
近幾年隨著⼈們健康意識抬頭，健康美慢慢成為主流，相關的運動服飾也漸漸

的被⼈們接受與喜愛，但運動服飾往往侷限在健身房等運動場所，鮮少出現在日常

外出場合，⽽我們認為運動風也能是⼀種時尚，為了消除運動與休閒兩者的模糊界

線，我們致⼒於重新定義⼤眾對運動服飾的刻板印象，讓運動服飾同時兼具功能與

時尚，全⽅位提升消費者的產品體驗。 

 

我們將重新定義運動休閒服飾，儘管部分⼈是為了運動健身⽽穿，我們更希望

能將品牌推廣到日常外出活動，因為我們知道許多的消費者穿著運動服飾的目的未

必是從事運動，⽽是希望透過穿著運動服飾得到不同的體驗；我們將透過具有影響

⼒的運動員實穿，加上社群軟體的經營，來推廣並展現品牌訴求，增進品牌認知

度。 

  



第⼀章 緒論 

 

第⼀節 企劃背景 

近幾年⼈們健康意識抬頭，社會運動風氣漸增，加上社群媒體發展快速，⼈們

比以往更容易接觸到健身相關資訊，導致許多⼈開始注意自⼰的健康與體態⽽開始

健身，國民所得提⾼、休閒時間增加等等也讓⼈們有能⼒將健身變成自⼰身活的⼀

部分，政府也致⼒於提倡全民運動，積極興建運動設施，加速改善國內的運動環

境。 

 

第⼆節 企劃動機 

隨著運動業的蓬勃發展，相關的運動品產業也越來越多，專業的運動服飾也琳

瑯滿目，不過我們發現⼈們在聯想運動服飾總會有固定的想像，因此我們品牌希望

能突破⼈們對運動服飾的既定印象，在服飾的外型上做改造，將運動與休閒服飾結

合，使運動服飾更貼近我們的日常穿著，不僅能在從事運動時穿著，也能成為日常

的穿搭，實現「⼀衣多穿」，⽽我們也注重布料剪裁以及布料機能，希望能提供消

費者全⽅位的升級體驗。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有鑒於國⼈運動風氣日益盛⾏，健身房已經成為現代⼈放鬆與成長的重要場所，但

在健康與體態慢慢⾛上坡的同時，許多⼈在衣物的選擇上，反⽽成為上坡中的障

礙。舉例來說：⽜仔褲、拖鞋、汗衫等，不僅造成運動不適，也不尊重運動場所，

所以團隊決定設計出適合在健身房運動且版型舒適，外型美觀的機能套裝，讓國⼈

在健身房既能成長也能外型出眾。 

  



第⼀章 ⽂獻探討 

第⼀節 PEST分析 
Political 

2016 年蔡英⽂執政，積極進⾏體育政策的⾰新，並逐年提⾼體育預算， 增加許

多體育資源，且重視全民運動風氣的培養，鼓勵國民逐漸習慣運動、愛上運動，加

強國⼈體能素質。 
Economic 

由於社會與經濟發展穩定，國⼈擁有更多時間與⾦錢從事個⼈的休閒運動，再

加上⼈們健康意識抬頭，以及對⽣活品質的追求，越來越多⼈注重自⼰的體態，健

身房等運動產業隨之蓬勃，⽽運動業的發展也有助於國家經濟成長，近年來運動服

務業的家數逐年增加，⽽運動業總體營收也呈現成長趨勢，由此可見運動服務業現

今對國家經濟的重要性。 
 
Social 

由於健康意識的抬頭，越來越多⼈重視規律運動，導致運動場所紛紛設立，相關運動產

品也推陳出新，⽽因應台灣 M 型化社會，運動場所也出現兩極化的趨勢，⼀端提供專屬教

練、量身定制課程等等，另⼀端則提供基本服務，收費也較為親民，多採用月繳、以量計價

等⽅式收費，減輕民眾負擔。 

 
Technology 

在這個數位科技發達的年代，許多健身網紅會透過在社群媒體向⼤眾倡導健身觀念與知

識，讓⼤眾更容易取得相關資訊，⽽運動產業也逐漸朝數位化發展，利用實體運動結合虛擬

互動，例如虛擬教練，在用⼾運動時提供基礎的⽣理數據，幫助用⼾了解自身身體狀況，⽽

這些都讓健身不再遙不可及，健身也可以成為⼀種日常。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看出現今台灣社會的運動環境處於成長階段，加上政府政策的改

善、社群媒體的資訊流通等都加速了運動產業的成長，⽽我們認為運動市場還有許多成長與

發揮的空間。 

 

第⼆節 競爭者分析 



 

   
優點 

1.強調機能性 

2.特殊迷彩配⾊ 

3.強調抗菌防臭 

4.主理⼈名氣⾼ 

優點 

1.價格親民 

2.代⾔⼈影響⼒⾼ 

3.實體店面 

4.似國外知名運動服飾 

5.銷售通路廣 

6.善用社群網絡 

優點 

1.標榜亞洲⼈版型 

2.價格親民 

3.跨運動領域 

缺點 

1.價格較⾼ 

2.部分品牌印象較差 

3.與國外知名運動品牌過

度相似 

 

缺點 

1.容易撞衫 

2.變化較少 

3.質量不⾼ 

缺點 

1.代⾔⼈較不具影響⼒ 

2.變化較少 

3.名稱記憶點不⾼ 

4.辨識度低 

影響 

1.價格差距明顯 

2.品牌信仰 

3.品牌知名度 

4.服裝性能 

影響 

1.款式⼤同小異 

2.代⾔⼈差距 

3.品牌信仰 

影響 

1.款式⼤同小異 

2.後起新秀 

 

 

瞭解到現今運動服飾產業競爭加劇，如何做出屬於自⼰的品牌風格是我們的首

要條件。建立⼀定的品牌忠誠度是將來要考慮的目標也是長久營運的關鍵。 

 

第三章 企劃⽅法 



第⼀節 品牌介紹 

以結合運動及休閒服飾為出發點，為訓練者打造出最合適的服裝是我們追求的

目標。LWA 為 lift with aesthetics 的縮寫，就如字面所說，我們希望訓練者不管是在

日常⽣活中亦或是訓練時能夠透過衣料的剪裁、外觀來展現出自⼰最具自信的⼀

面。⼀件衣服可以適用於多種場合，無論是室內室外的訓練、日常外出、遠⾜郊遊

等等的休閒活動。打破⼤眾對訓練衣的刻板印象，也省去了衣物更替的麻煩。 

質料上以透氣、質輕、伸縮佳及抗菌布料為主體，不讓衣物成為訓練時各種角

度的阻礙，過⾼磅數及彈性差的衣物不僅會造成動作間的不流暢更有可能影響訓練

者的⼼情。銀離⼦的添加，去除了細菌在分解時產⽣的惡臭。設計上減去多餘的裝

飾，保留最經典的設計，注重質的體驗。 

 

第⼆節品牌故事 

訓練不僅僅是訓練更是⽣活中不可割捨的⼀部分，這是所有健⼈的⼼聲也是我

們所實踐的。長期的觀察健身房中訓練時的穿著，除了近年來國內⼤⼤小小的運動

服飾及各⼤跨國運動品牌，其餘的皆為鬆去衣領且泛黃的下襬，也因為這個契機，

我們決定改變這個現況，打造出符合運動及休閒兩者不衝突的品牌。 

 

從零開始如健身⼀般慢慢累積。無論是版型的製作、布料的挑選、成品的測試

等等，我們都親⼒親為，目的就是為了給⼤家新的選擇。 

 

即便透過簡易的公式，也可以簡單地完成⼀張上衣的版型，但是真的好穿嗎。

⼀件上衣修修改改的次數兩隻⼿數不完，也就是我們所注重的細節讓最終的成品更

符合運動員的⼈體⼯學。 

 

發展初期，我們認為代⾔⼈必然有他的重要性但我們不打算採用。⼀件衣服穿

在身上，不應該是為了想要成為某⼈⽽穿，更多的是展現自⼰更有自信的⼀面，感

染他⼈以及超越自⼰。 



第三節 目標客群 

STP 分析 
Segmentation 

 

Targeting 

對象 注重自身外表與體態的年輕族群 

品項  運動休閒服飾與配件 

價格 NT$700-1500 

 

Positioning 

注重⽣活、場合、不失風格的⼈們。愛好簡約卻不是隨意，時尚與休閒是你和

我們所嚮往的。不追求⼤膽鮮豔的配⾊，只需經典再加以琢磨，⽅可創造出不同。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節 品牌企業識別系統設計 

⼀、理念識別系統（MI） 

（⼀）主要客群 : 18 - 40 歲運動族群 

（⼆）品牌精神 : 舒適、細膩、簡約 

性別 男⼥不拘 

年齡 20-35 的年輕族群 

類別 年輕運動族群 

收⼊ 月薪 3 萬以上 

居住地 都市與郊區 

購物習慣 偏好功能性設計與時尚 

⽣活型態 重視⽣活品質及個⼈外表 

風格喜好 休閒時尚、運動休閒 



（三）品牌定位 : LIFT 可延伸為練的意思，近年隨著運動風氣盛⾏，⼈們逐漸崇尚

健康的體格，更有⼀部分的⼈將其視為⼀種美的比例，如腰細肩寬、倒三角等等。

我們希望能透過穿著更加顯現屬於訓練者的美。 

 

⼆、活動識別系統（BI） 

（⼀）對內：⽣產設備、研究發展、⼯作環境、員⼯教育 

（⼆）對外：市場調查、促銷活動、公益性活動、⽂化性活動 

 

三、視覺識別系統（VI） 

（⼀）基本系統 

１、「 LWA 」企業標誌 

不以平面圖片為 LOGO，將其呈現 3D 視覺，隨後以斑駁⿊點裝飾 LOGO，讓視覺

有活潑且不屈的感覺，字體也以弧狀呈現較為⽣動。 

 
２、「LWA」商標標誌與標準字體的間距及商標周邊的距離是固定的，請參考下列

正確規範，務必遵照指示的距離。  

＊A 為標準比例 

 

 
 

3、以紅黃為主體於日後延伸出它種配⾊，字體部分較不隨意更改，以加深消費者印

象。 



 
 

4、於服飾上採胸⼝小 logo 呈現，尺⼨⼤致為 8*3 (cm)，隨著款式有不同⼤小。 

 

（⼆）應用系統 

１、名片 

尺⼨：90x54 mm 

 
正面                                背面  

 

2、紙盒 

商品以厚實的硬紙盒包裝，除了增添質感外，紙盒也能重複利用，以增加消費者對

品牌的印象。 

尺⼨：300x300mm 



 

第⼆節 商品開發流程 

⼀、 預算成本 

(1)原料預算 

名稱 價格 

布料 1100 

副料 0 

(2)其餘預算 

名稱 價格 

圖案設計 0 

代⼯成本 2700 

運輸成本 0 

⼆、 定價 

成本 售價 ⽑利率 

380 580 34% 

 
三、 布料選用 

上衣部分選用 HI-COOL 機能性布料，針對運動需求，達到良好吸濕排汗且質輕的效

果。衣物不輕易變形，活動上也不設限。 

褲裝部分選用 100%聚酯纖維的布料為主體，此布料專門針對衣物之間的摩擦⽽有相

對應的抵抗⼒，尤其是針對橫向發展的運動更是適合不過。 

 



第三節 最終產品呈現 

 

 
 

⼀、 產品特⾊ 

(1)上衣及褲裝皆選用基本⾊系作為底⾊，不以鮮豔配⾊為特殊，選擇經典⾊系搭配

自家 logo 為主。 

 

(2)初期選擇⼤多數消費者能接受著用之衣物為且適合訓練及外出衣物為導向。如

oversize 訓練上衣，寬鬆的剪裁能讓訓練者在訓練的當下不受衣物所限制。hi-cool 纖

維的選用，讓汗⽔能快速消散，減去黏膩感且毫無異味。褲裝部分針對訓練時的特

殊動作，纖維對橫向的收縮及摩擦適應⼒極佳，減少起⽑球、破裂、變形等等的風

險。 

 

第四節 品牌規劃與展望 

⼀、Instagram 

由於 Instagram 是近年來年輕族群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因此我們選擇它為主要

的推廣平台，再加上它是以圖像、影音為主的社群軟體，⽽年輕族群購買服飾通常

是以外觀作為第⼀考量，所以我們希望利用視覺的⽅式傳達我們的商品特⾊及理

念。另外，我們也會善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的功能，發佈穿搭照、概念影片及互動

式的動態，例如投票、開放問答，讓我們可以聽取消費者的意見，保持良好的顧客



關係。 

 

⼆、官⽅網站 

（1）依照我們品牌的風格建立我們的官⽅網站 

「LWA」品牌風格為簡約設計、時尚，所以網頁設計會選擇白⾊做為背景，⽽商品

照也以白底為主，凸顯商品特⾊，希望為消費者建造出舒適且清晰的瀏覽視窗。 

（2）使用⼿機與電腦等裝置開啟網頁需簡單易讀，商品以棋盤式排列呈現。 

 

三、Google Ads 

Google Ads 的目標對象分析能幫助觸及網站訪客、應用程式使用者或影片觀

眾，鎖定特定愛好客群推播廣告提升廣告成效、增加觸及率，另外也能利用 Google 

Analytics 進⾏顧客分析以及查看廣告所帶來的流量與銷售量，例如：訪客所在地

（準確度達半徑 40 公里）、客層資料（性別、年齡層、興趣）、網頁停留時間和瀏

覽數、造訪的頻率和回訪率、訪客使用的裝置等。 

 

第五節 ⾏銷活動與宣傳 

 

⼀、Instagram 分享抽獎 

Instagram 目前有 7 億用⼾，藉由提供免費的抽獎活動，用⼾只需完成 

幾個步驟，就能獲得抽獎資格，不僅能宣傳產品，也可以增加曝光度。 

1. 發布抽獎獎項照片以及活動詳細辦法。 

2. 規則： 

(1) 追蹤我們的 Instagram 

(2) 在⽂章留⾔並標記兩位朋友，留⾔中需包含關鍵字句（依照活動內容使用最適當

的字句） 

(3) 將抽獎貼⽂分享到限時動態 

(4) 完成以上三點即可獲得抽獎資格 

3. 截⽌日到期時，使用網路上的抽獎⼯具抽出得獎者。 



4. 聯絡得獎者領取事宜。 

 

⼆、誠品西門店 Pop-up store 

(1)時間：為期兩個月 

(2)地點：誠品西門店 1F 

(3)簡介：我們主要以網路商店作為主要銷售通路，但希望可以增加曝光度，我們選在年

輕族群眾多的西門開設快閃店，實體店面可以讓顧客體驗商品，⽽快閃店位於西門誠品

⼀樓，落地玻璃櫥窗也可以讓路過民眾認識品牌。 

 

第五章 結論 

第⼀節 時程規劃  

⼀、 短期： 

以畢業製作發表會為主，增加能見度與市場喜好調查，提倡品牌理念增加知名

度，讓運動服飾不再被侷限在特定場合穿著。初期商品少量⽣產，以 LOGO 上衣作

為主打。 

⼆、 中期： 

發⾏更多不同款式的服飾，針對顧客的回饋進⾏版型上的修改，也會⽣產週邊

產品像是帽⼦、襪⼦等等，使品牌產品具有完整性，讓顧客可以⼀次滿⾜多種需求

並建立顧客忠誠度。 

 

三、 後期： 

收集累積的資訊與數據，將產品以及網頁做調整，完善規劃商業模式，擁有穩定供

應鏈與合作廠商，並以開設實體店面為目標。 

第⼆節 結論 

運動時尚風氣的流⾏是近期⼀項強⼒的趨勢，⼈們注意到了體態的重要性，追

求穿衣顯瘦，脫衣有⾁的良好體態。市面上充斥著許多標榜著機能性服飾的運動服

飾商家，透過基本的版型及⼀般布料的搭配，但賣出的價格卻超過它應有的價值。



我們認為此風不可長，訓練者對訓練服飾的要求應越來越嚴格，注重版型、布料、

顏⾊的搭配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所秉持的理念，也因此越基本的地⽅也就是我們越

在乎的地⽅，讓訓練者練好也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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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環保意識的驅使下，快時尚風潮背後帶來對環境的傷害以引起許多環保人士以

及消費者的注意，現今，買衣服已經不只是盲目追求最新潮流，反而有許多服飾業

者也開始著手於「綠色時尚」或是積極執行舊衣回收、舊衣再造的部分，但是以上

行為非直接影響消費者在購買衣服時的行為本質，此外，目前服飾業者不斷再從事

的服飾環保方式遠遠趕不上消費者購買衣服的速度，因此，我們想要藉由這次的行

銷推廣企劃來實際深化消費者的環保意識。 

 

Vintage No Limit 為概念一詞，命名方式是以二手古著為主題，服飾環保為價值所

在，在永續環保這一塊帶來無限大的價值。這次的企劃主題由先前 1.0 版本「二手

古著，時尚再生」延伸至 2.0 版本「老靈魂，傳承訪談」。 

 

為了觸及更多年輕消費族群，我們採用 Instagram、YouTube 作為這次的推廣平台，

以教育推廣為主，藉由介紹台灣特色二手古著、古物、古著店與故事性敘述之方式

為主要社群內文安排，整體環繞「環保」為核心概念，讓消費者從二手古著、慢時

尚等內容了解服飾環保的價值，除了提供消費者購衣新選項以外，同時，也改變消

費者的購衣行為，藉此達到我們教育推廣之目的。 

 

 

 

 

  

 

 

 

 

 

 

 

 

 

摘要 

Vintage No Limit 2.0-慢靈魂，傳承訪談 

 

研究學生:林品妤、蕭玉昇、王念慈、林鈺倫、吳曉晴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指導老師：楊濱燦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創意企劃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根據 2019年一篇期刊名為「二手古著並非文青限定」，內容提及購買二手衣、古著

不只是文青的興趣，近年已經漸漸成為了日常綠色消費的共識。每年快時尚產業在

全球生產逾 800 億件衣服，生產染布的過程釋放出各種有毒化學物質，污染了河

川海洋，也讓環境遭受了難以復原的傷害。 

二手古著相關研究報導指出，不管是重複穿自己或家人的舊衣、逛二手衣店、古著

店或跳蚤市場，都比買一件標榜有機、非動物製、再生的、可回收、可生物分解的

新衣服還更環保，現今也有許多二手古著衣業者於社群平台不斷地推廣二手古著

衣的優勢，如「二手衣減少對人體傷害」，不少人會將嶄新衣物的香味（來自塑膠

合成物所釋放的化學氣味）視為是購物的療癒感來源之一，不過相反地，其實二手

衣、古著表面的毒性物質大多已經釋放完畢，因此穿著二手衣對身體反而更健康，

其次為「便宜且能穿出獨特風味」。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根據諮詢公司 McKinsey 一份報告顯示，目前全球每年消耗過千億件衣服，整體

而言，每年傾倒在垃圾掩埋場的廢棄物中有 9200萬噸都是來自這個產業。此外，

根據 2017年另一份報告發現，約 35%的微塑料污染物是在洗滌合成紡織品 

時所排放出來的，其中大部份都是各大「快時尚」品牌的作為。 

 

時尚產業分析師論道:「與其是一年分為兩季，我們現在一年有五十二季，所以我

們每週都有新的東西出現」，現在的衣服已經成為快速拋棄式的生活用品，而現在

的消費者環保意識也逐漸高漲，因此，時尚業者也推出許多因應環保的方針， 

目前在市場上看見的環保策略有包含舊衣回收、使用再生環保材質製衣等等，但其

實這些策略行為並沒有深入改變消費者的行為與認知，因此，我們想藉由這次的企

劃以教育推廣之方式深入影響消費者購衣行為，為服飾環保帶來貢獻。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這次的企劃是以教育性質為設計，不以過度的廣告行銷手法來呈現這次的企劃內

容，採實際面切入，以故事性、歷史性吸引消費者深入了解此企劃的核心價值，主

要目的為「促使消費者進行購衣反思，並影響消費者的購衣選擇」。 

 

第二章、現況分析 

https://tw.carousell.com/search/products/?query=%E5%8F%A4%E8%91%97
https://tw.carousell.com/search/products/?query=%E5%8F%A4%E8%91%97


 
 

 

第一節 一般環境分析-PEST 

⚫ 政治 Political 

前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科長顏瑞錫表示，國內近年透過地方環保局的舊衣回收數

量皆在 4 萬 2 千到 4 萬 8 千噸，如果再加上民間社福團體，總量每年都在 6 萬噸

左右，其中僅約 4 成變成二手衣或舊衣出口協助弱勢，其餘都跟著垃圾進入焚化

爐，而顏瑞錫坦言，在成衣普遍混紡的情形之下，現行的回收技術有其瓶頸，國內

外皆然，舊衣絕大多數都靠焚化爐做最終處理，此部分也帶來極大碳排放量。 

 

以北歐的時裝產業為例，為了在未來推出更具永續性的環保替代方案，斯德哥爾摩

與奧斯陸時裝週相繼宣布取消，而本次兩年一度的哥本哈根時裝週，則成了目前斯

堪地那維亞半島於 2020 春夏唯一的時裝週，然而，北歐時裝產業的大動作可不只

如此。 

 

就台灣來說，對於服飾環保這塊尚未像歐美國家已做出相關積極的行動，目前屬於

意識階段，消費者對於解決此問題的行動力仍不強，因此，會建議台灣政府與消費

者能夠多重視此議題，透過行動上的改變，徹底執行服飾環保的核心價值。 

 

⚫ 經濟 Economic 

根據 2019 一篇報導《二手服飾即將取代快時尚》，提及在歐美國家光服飾轉售市

場將達 51美元。電子商務的發達使消費行為改變，加上環保意識抬頭，使全球「快

時尚」熱潮持續退燒，近三年來，Zara、H&M 等快時尚品牌都沒有持續在台灣展店，

而 Forever 21更是直接宣布在 3月退出台灣市場。那麼，是什麼「市場」為服裝

產業掀起了這波革命呢？答案即為「二手轉售市場」。 

 

3月 19日，全球最大的服裝轉售平台 thredUP 發布了《2019 轉售報告》，這份報

告中指出，2018年共有 5,600萬的女性消費者購買二手產品，相較 2017年的 4,400

萬成長了 1,200萬；且 18歲以上女性購買二手產品的百分比高達 64％，相較 2016

年的 45%成長了 19%，成長速度相當驚人。 

‘ 

目前已經有 40%的消費者會在購買之前考慮到產品轉售的價值，這樣的數字比起五

年前增加了將近 2 倍，而現今也有許多企業開始為二手市場設計新產品，對目前

的台灣消費者來說，或許還很難意識到二手轉售市場的利潤有多麼龐大，也很難想

像為何「二手服裝」將取代「快時尚」，但對國外的消費者來說，或許能較明顯感

受到轉售市場所帶來的革命浪潮。 

 

在「二手經濟」的盛行風潮下，我們可以從上述報導得知此風潮的消費者主要為年

輕族群，因此，我們認為「二手古著」市場會是未來的良好商機，如業者多加為自

家品牌做出良好的市場差異、品質管控等，二手古著市場會是服飾業者賺取利潤的

一大好選擇。 

⚫ 社會 Social 

根據《2019 轉售報告》指出，偏好購買標榜「環境友善品牌」產品的消費者，已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


 
 

 

從 2013年的 57%增長到 2018年的 72%，足足上升 15%，除此之外，有 59% 的消費

者希望零售商可以用「合乎道德」和「可延續」的方式創造服裝，降低對環境的汙

染。 

由上述數值可知，快時尚風潮所帶來的環保意識已不容小覷，台灣的消費者也開始

注重服飾產業鏈從上游、中游至下游是否皆有符合「環保」之規定，也就是說環保

意識以影響整個社會，藉此，讓消費者在購衣時不單只考量服飾的外觀與價格，反

而會將環保這塊納入考量。 

⚫ 科技 Technological 

因應綠時尚潮流，科技的發展及創新也不落人後，將輕便、快速、簡單的環保設計

概念運用於服飾產品製作中。科技來自於人性，搭上環保的風潮並運用可再生的材

質，除了讓消費者可以自製喜愛的服裝設計，創造獨一無二的自我風格，也免除成

衣製程中的耗時費工與可能產生的汙染。 

以興采公司為例，主要是以著名的咖啡紗生產機能服飾，本身為天然纖維的咖啡

紗，藉由高科技將咖啡渣製成可用的咖啡纖維，當服飾被丟棄後仍可以正常被分

解，並不會對於地球造成任何傷害，相較於分解人造纖維又簡單且便宜許多，但由

於許多服飾業者考慮到成本與方便性，還是很喜歡使用人造纖維製造服飾，因此，

為了解決此部分的問題，二手服飾的倡導會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 

第二節 產業環境分析-波特五力 

⚫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台灣的二手古著店沒有如大品牌有特定供應商，通常採購衣服的貨源多為「散貨」，

有台灣中小家的特色服飾店家或是到日本、韓國、南亞國家的跳蚤市場進行二手衣

的挑選，這些散貨都是向他家購買出清之散貨、瑕疵貨，特色即價格偏低。 

此外，台灣的二手古著店除了採購散貨以外，同時也會從他人丟棄或捐贈的二手衣

進行整理再出售，因此，這部分的價格也屬低。 

⚫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台灣二手古著店所販賣的商品價格屬中偏低，大多介於台幣 200-500之間，些許新

貨的部分不會超過 2000 即可購入，因此大多數購買者不太會進行議價，但店家仍

會容許購買者有稍微的議價空間，會根據單品原價去做議價範圍的調整。 

 

⚫ 新進入者的威脅 

服飾業進入門檻偏低，製造成本低且沒有太大技術性的困難，此外，現今網路銷售

模式興盛，像是有淘寶、蝦皮、亞馬遜網路購物平台的出現，減輕了不少服飾業者

的開店成本的負擔，同時，也讓此塊市場的競爭者變多，所以威脅性也偏高。 

 

⚫ 替代品的威脅 

因現在有許多各式各樣的二手服飾店家，不同的風格也吸引不同的消費者購買，因

此，在二手衣的選擇上可能有些消費者會選擇其他風格的衣服，而非古著店家， 

此外，再加上現在「快時尚」的盛行，以快時尚服飾和二手古著衣服的價位相比，

前者吸引消費者的地方是「新貨、價格低」。 



 
 

 

 

⚫ 同業競爭程度 

目前不管是實體店面、網路商店等等都可以看到有許多二手古著店，因前述提及進

入門檻低且不需要龐大的資本即可開店，就現況而言，同業競爭的程度屬高。 

第三節 SWOT分析結果 

⚫ 優勢(S) 

1. 因應現今消費者在服飾選擇上會更加重視環保面向，因此二手古著店家擁有 

 此方面的優勢，較能獲得重視環保的消費客群 

2. 二手古著店家多以不同店家的散貨進行銷售，通常會讓消費者買到較特別的 

   圖案或是已經絕版的樣式風格，讓消費者能體驗「挖寶」的感覺 

3. 價格便宜，容易被大眾消費者所接受 

 

⚫ 劣勢(W) 

1. 知名度較大品牌低，且多數消費者較信任大品牌的產品品質 

2. 在資金方面沒有大品牌充裕，因此在廣告行銷預算小的情況下即無法達到 

   較佳的 TA觸及率，藉此，導致消費者對於二手古著店的品牌認知偏低， 

   比較不容易讓 TA 對於二手古著店的品牌有忠誠度 

 

⚫ 機會(O) 

1. 社會環保意識的提高，有助於二手古著衣交易市場的發展 

2. 二手古著交易市場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可以藉由收集各式樣獨特二手衣 

收集風格來做出市場差異化 

3. 可以和網紅、KOL 合作去推廣此塊市場，讓二手古著服飾成為更多消費者 

的購衣首選 

 

⚫ 威脅(T) 

1. 因現今可以已有許多店家在社群媒體架設商店加上電商產業盛行，因此，會提

升二手古著市場的競爭程度 

2. 多數消費者仍會想要購買新衣服，因為二手衣為他人所穿過或是有其他瑕疵

等，而這想法已深化多數消費者，需花一段時間改變消費者對二手衣的認知 

第三章 企劃方向 

第一節 企劃目標 

為了因應快時尚帶來環境上的負擔，我們這次企劃目的是以「二手古著」為主題來

提倡「服飾環保」的核心概念，以 Instagram社群平台來做推廣，藉由介紹台灣二

手古著店、街拍的方式來讓不同環保意識階段的消費者更能了解、認同、深化價值

到最後能透過我們這活動的推廣帳號得知更多台灣二手古著的特色店家並影響消

費者購衣的選擇來達到環保的核心價值，同時，也讓消費者認識古著風格與背後的

風格故事。 



 
 

 

第二節 企劃架構 

⚫ 老靈魂，傳承訪談(2.0) 

 

第三節 企劃內容與細節 

⚫ STP分析 

1. 目標市場 Target 

鎖定族群為快時尚愛好者，年齡介於 16-30，男女不限，此類消費者的特性多

愛追隨流行、價格敏感，而透過推廣二手古著之選項來改變這群消費者的購衣

選擇。 

 

2. 市場定位 Position 

以「環保」及「低價格」為這次推廣的市場定位，藉由社群平台的宣傳來提升

服飾的環保意識，此外，以說故事的方式傳達我們的核心概念並提供一些台灣

二手便宜古著店之資訊來吸引快時尚消費族群購買並藉此影響購衣行為。 

 

⚫ 4P分析 

➢ 推廣品牌: Famille Vintage、headXlover、Zood、A while 

1. 產品 

以部分日式、美式、搖滾風二手古著店家的服飾、配件為推廣介紹，願意配合推廣

的店家店內二手商品約七成，三成為新品，貨源大多以台灣貨為主。 

 

2. 價格 

分為 2大類，二手服飾、配件價格不超過 1000元，多數產品介於 200-500 之間，

新品的部分介於 1000-2000不等，整體價位數中間偏低，在台北地區屬於一般大眾

能接受的價格，此外，二手古著店多有提供議價空間，實際收費價格又比原先定價

還低。 

 

3. 通路  

教育導向

•「古著小教室」、「古著穿搭者訪談」、「古物介紹」
為主題

•以教育性質的主題深入強化TA對服飾環保的概念

影響TA消費

行為

•改變快時尚消費者的購衣行為，將二手古著納入購衣選
擇，並藉此降低快時尚服飾的消費



 
 

 

依據這次企劃的目標 TA 為年輕族群，因此，通路以網路平台 Instagram 為主，

YouTube為輔，藉此觸及到鎖定的目標 TA。 

 

4. 推廣 

以 Instagram、YouTube 為推廣平台，藉由與古著穿搭者與推廣店家的合作，為平

台創造自然流的推廣，別於一般廣告行銷之形式，創造忠實粉絲。 

 

第四章 效果評估 

第一節 Instagram 預期效果 

1. 提升消費者對服飾的環保意識，讓台灣二手古著成為消費者購衣好選擇 

2. 粉絲與貼文互動，並透過合作店家、古著穿搭訪談者、粉絲轉發貼文，藉此 

提升這次企劃的知名度 

3.粉絲追蹤人數 BAC預計達 400人，GAC預計達 600人 

第二節 實際成果與檢討 

(一) 實際成果 

⚫ 企劃執行前期(07/01-08/31) 



 
 

 

 

 

 

 

 

 

 

 

 

 

 

 

 

 

 

粉絲組成的來源以線下推廣為主，藉由親朋好友的口耳相傳，以及於社群平台

分享此企劃的 IG 帳號，藉此提升觸及率，非採用廣告投放之形式，以自然流

為主要目標，吸引到的粉絲多半也較為忠誠，會想要長期關注平台內的企劃內

容。此企劃帳號於 8/31已達到 500人，遠超越 BAC原預期人數 400 人。 

 

⚫ 企劃執行中期(09/01-09/30) 

↑8/31 粉絲數截圖 

 



 
 

 

 

 

 

 

 

 

 

 

 

 

 

 

 

 

 

 

 

粉絲成長速度與企劃前期相比較緩慢，粉絲對於舊企劃主題的新鮮感已漸漸

下降，但仍有少數粉絲於企劃中期加入，此外，此期有添加古物的貼文主題，

但推估此主題內容對於粉絲沒有太大的吸引，因此，使粉絲成長數偏慢。此企

劃帳號於 9/30已達 555人，遠超越 BAC原設定預期粉絲數。 

⚫ 企劃執行後期(10/01-10/20) 

↑9/30 粉絲數截圖 

 



 
 

 

 

 

 

 

 

 

 

 

 

 

 

 

 

 

 

於企劃執行後期添加二手古著店家專訪的主題，藉由店家的轉發，吸引到店家

的忠實粉絲關注此企劃內容，並有一些粉絲回應 IG限時動態、回覆小盒子之

形式給予我們鼓勵以及表達對此企劃的認同，因此，於此期的粉絲成長數又再

度提升。此企劃帳號於 10/20已達 630人，超越 GAC原預期粉絲數 600人。 

 

 

 

↑10/20 粉絲數截圖 

 

 



 
 

 

 

 

 

 

 

 

 

 

 

此企劃的目標消費群年齡設定為 16-30，與實際結果相差不大，但年齡層較為

集中，年齡為 18-24為主，此年齡層多半為快時尚品牌所設定的年齡區間，與

企劃設計的主要客群相同，因此，年齡層的部分，與企劃內容具有一致性。 

 

 

 

 

 

 

 

 

 

粉絲組成的男女比為 4:6，主要是以女性粉絲為主，推估原因為企劃內容主要

以感性面切入，較符合女性的思維，且以服飾關注度來說，女性與男性相比會

較在意服飾的穿搭品味，但仍有部分對於古著風格有興趣的男性會持續關注

此企劃。 

 

↑粉絲年齡層 

 

 

↑粉絲性別比 

 

 



 
 

 

 

 

 

 

 

 

 

 

 

粉絲主要居住於北部，尤其台北市、新北市的粉絲最多，其次為澳門、台中、

桃園人，推估原因為企劃者本身的朋友圈、訪談對象與店家主要以北部地區為

主，藉由企劃者本身為粉絲觸及的核心，因此，此企劃的粉絲居住地也較集中。 

 

 

 

 

 

 

 

 

 

 

 

 

 

 

 

 

 

 

 

 

 

 

 

 

 

↑粉絲居住地 

 

 



 
 

 

(二) 成果檢討 

⚫ 企劃內容豐富度、吸引度 

⚫ 嘗試投放少量廣告，提升知曉度 

⚫ 增加貼文互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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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茶隊 TEA AGENTS—以互動性桌遊推廣台灣

茶知識 

 
中文摘要 

 
由於台灣合適的氣候及地理環境，使我們成為茶葉盛產國，無論是生產外銷或是本

土供應，茶葉都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台灣茶至今發展超過兩百多年，街上販售

茶類飲品的商家比比皆是，茶對於每個人來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近年來手搖飲料店的興起，茶類飲品越來越多樣化，在講求快速及方便之餘，反而

使人們忘記傳統的茶文化，人人都會喝茶，卻不知道如何品茶，而在這變化快速且

效率主義的時代，也讓沈靜泡茶這件事變得麻煩及複雜，導致茶的文化逐漸高齡

化。 

 

因此我們希望針對年輕世代對台灣茶文化的了解程度及文化推廣進行深入研究，

探討年輕族群與茶文化之接觸程度及原因，並且藉由設計互動性桌遊增加茶文化

之推廣，讓大眾可以透過輕鬆簡單的方式更加認識茶的相關知識，使台灣茶年輕

化。 

 

  



 

 

 

Abstract 

 
Taiwan is a tea-producing country, because of the hot and humid climate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aiwan has become a tea-producing country. Therefore, 

Taiwanese tea industry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in Taiwan’s exports and domestic 

markets. Taiwanese tea industry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nowadays, tea is almost like an indispensable existence in life for everyone.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tea shops resulted in the diversity of tea drinks. The tendency 

to seek for greater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also increased, in contrast, people 

gradually overlooked the meaning and the value of Taiwanese traditional tea culture. 

Everyone can drink tea but they don’t know how to taste tea. This rapid changing and 

efficiency-oriented era made calmly brewing a pot of tea an inconvenient and complicated 

matter, causing that almost only older people would care about Taiwanese tea culture. 

 

Thus, we decided to do a research on how much the generation Z understands  Taiwanese 

tea culture and also the related cultural promo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oung generations and the culture. We aim to enhance the 

promotion of Taiwanese tea culture by designing a set of board games, so the public can 

better understand Taiwanese tea knowledge through an easy way and so as to le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taiwanese tea culture.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台灣是盛產茶葉的國家，氣候溫暖，山地丘陵面積達全境2/3，茶葉的種植幾乎遍

佈全台灣，目前全台有將近30種不同風味的茶葉，茶則是台灣最常見的代表飲品之

一，其中品茶是一套講究耐心且注重細節的過程，適合修身養性，跟現今社會上年

輕人愛玩愛衝的性格南轅北轍，因此年輕人鮮少主動的去了解茶文化而產生了隔

閡。茶葉種植是一勞力密集產業且製程繁瑣，越來越少人投入製茶業，國內茶葉年

產量僅1萬多噸，但市場需求超過4萬噸，近3萬噸茶葉仰賴進口；再加上在地好茶

價格較貴，使得願意接觸台灣茶的民眾佔少數。而近來飲食習慣改變，飲料手搖店

密集，講求快速，尤其年輕族群已經幾乎不會接觸到傳統的飲茶文化。 

 

上述原因使得推廣困難，無法讓台灣大眾了解台灣茶以及在地農業的重要文化及

價值，尤其年輕族群對於茶文化的認識更為陌生。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遊戲的方式，

作為年輕族群認識茶文化的媒介，期望將台灣茶業的重要價值重新喚起。 

 

第二節 企劃動機 

 
年輕人會相約好友們一同前往咖啡廳享受下午茶，相對來說卻很少進入茶館飲用

傳統的茶飲，茶類飲品在台灣隨處可見、市占率佔有一席之地，許多茶飲店也標榜

使用台灣在地茶葉但消費者不一定了解差異之處，大眾對於茶的接受度很高，人手

一杯手搖飲，已成為熟悉的街景，卻不見得人人都懂得「喝茶」，為何茶與咖啡明

明是性質和功效都十分相似的兩項飲品，可是大眾對於它們的消費習慣如此不同，

我們認為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希望能好好推廣台灣茶文化。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我們希望能讓茶年輕化，吸引年輕人去品茶及接觸茶文化，使茶用另外一種方式成

為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橋樑，並從中輕鬆了解茶的知識與文化。 

 

一、 揪茶隊 Tea Agents 桌遊 

 

設計一套以茶為主題的互動性桌遊，將知識融入遊戲中，其中含括泡茶知識、茶具

介紹、茶點搭配等相關茶知識。 

 

二、 與各茶館、桌遊店等年輕人經常聚會之場所合作。 

 

將桌遊提供給年輕人經常聚會之場所店家，讓他們有機會以輕鬆簡單的互動性遊

戲方式了解茶文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茶的重要性 

 
臺灣人一年喝茶量從30年前的0.5公斤成長到2公斤，產業發展200餘年以來，種植

面積最高達到4.8萬公頃，外銷量最盛曾達6.5萬公噸，但隨著土地與勞力成本上漲，

我國茶市場已由外銷市場轉為滿足內需，惟因以生產精品的特色茶為主，故仍具國

際外銷市場發展潛力之高競爭優勢，在全球茶市場佔有特殊重要地位。 

 

臺灣茶發展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是臺灣民眾傳統的飲料之一，也是現今飲用首選；

茶文化具有知識性、趣味性和康樂性，是高雅文化也是大眾文化，品茶、茶具、茶

點、觀看茶俗茶藝，都給人一種美的享受，覆蓋全民，影響到整個社會，茶對於提

高人們生活質量，豐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顯。 

 

第二節 市場推廣現況 

 
目前台灣茶文化推廣主要由政府主導的茶協會、基金會所舉辦各式活動及考核檢

定，及民間茶行自創小眾品牌推廣各類茶的相關產品。在文化推廣及新型概念店方

面，以下列幾項為例： 

 

一、 政策文化推廣 

 

（一）「台灣茶文化推廣協會」課程內容包含茶葉知識分享、茶葉官能評鑑認識、

國外茶區介紹、國外茶業發展概況等，讓喜愛茶的朋友瞭解茶葉豐富多元知識，以

及茶與生活上之應用，如茶器欣賞及茶器媒合材之保養、花藝、茶空間布置以及詩

詞賞析。 

 

（二）天仁茗茶成立「陸羽茶藝中心」、「天仁茶文化館」、「天仁喫茶趣」複合式茶

館，茶藝中心從事茶道教學、茶具研發、茶藝月刊與茶書的出版等工作，定期協助

或主辦各類說明會、論壇、文化研討會；文化館提供免費參觀、導覽及奉茶；複合

式茶館以「年輕、休閒、生活化」的風格打造天仁茶業的年輕品牌形象。 

 

二、 實體推廣 

 

（一） 京盛宇 

 

「京盛宇存在的目的，就是讓台灣茶的美好更貼近每個人的生活。」京盛宇主打一

分鐘品茶，簡化了繁複的茶道，以香水香調來重新定義品茶過程。 

 

（二） 十間茶屋 

 

十間茶屋以時尚簡約的形象推廣手沖原味茶—將艱澀的茶道融入日常，設計了四



 

種沖泡方式；試圖以開放式的店面設計，拉近並還原傳統茶與人、人與人之間的交

流；冷泡茶系列更是以威士忌酒瓶來包裝，打破傳統認知，重新定義年輕人心中的

台灣茶。 

 

（三）開門茶堂 

 

親自走訪台灣各地茶園，精心挑選多種特色茗茶，從茶葉茶具、茶味甜點到家具設

計品，將茶帶入更多新領域。開門茶堂把對室內設計的堅持以及對家的想像搬到茶

堂。 

 

三、 影視媒體推廣 

 

（一） 紀錄片 

 

1.  Taiwanese Oolong Tea: A Thriving Tradition | Eco-Cha Teas 

"Taiwan tea culture is what has made Taiwan our home." – Andy 

 

圖（一）Taiwanese Oolong Tea 紀錄片影片截圖 

 

（二） YouTube頻道 

 

1. 台灣茶路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pVxKiRyNlcz6MMSijsEdw 

「找茶何必用盡機心，跟著茶路團隊上山，看看好茶生得什麼模樣，好茶怎麼製作，

山上的茶農怎麼植茶，透過鏡頭一探台灣好茶的秘密。」台灣茶路從2012年經營至

今，目前已有2030位訂閱者。 

 

我們觀察到官方協會所舉辦的活動及檢定考試僅有本來就在接觸茶文化的民眾會

參加，進入門檻較高，無法觸及一般民眾；小眾品牌也各自獨立分散，造成台灣整

體的茶葉推廣因為缺乏一套完整的行銷系統，且不利於大眾對茶文化有一般基本

的了解而功效不佳；紀錄片方面，台灣本土的拍攝則相對較稀少。 

 

綜觀現今市場茶文化的推廣，都是屬於單一面向且被動的，並無法吸引多數民眾主

動投入，因此在文化的推廣上，若能讓學習及了解的過程增加互動性、遊戲性，將

會提升其趣味度，相較之下也會充滿吸引力。桌遊這項娛樂不但能成為朋友間互相

交流的產品，更能藉由遊戲本身傳達理念及知識，透過遊戲中彼此切磋競爭，參與

度提升印象也將隨之深刻。  



 

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 

 

 
 

圖（二）企劃流程圖 

 

第二節 企劃架構或實驗設計 
 

｢設計思考是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

業的可行性。｣ - Tim Brown/IDEO執行長 

 

設計思考方法是一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方法，從人的需求出發，跳脫框架式的

思維。團隊中每個人可以提出不一樣的方向，不斷的聯想及發想，把不同領域的想

法彙整在一起，透過寬廣解決方案的創意空間，希望能藉此整合出符合目標的設計

方案。 

 

設計思考總共有五個步驟，分別是同理（Empathy）、釐清（Define）、發想（Ideate）、

原型（Prototype）及驗證（Test）。第一步「同理」是要透過觀察、問卷以及訪問等

方法，了解目標族群的需求，站在使用者的角度思考；第二步「釐清」是要找到阻

礙的原因並確認問題的關鍵點；而「發想」是要提供解決方案，在團隊廣泛提出想

法後，選出製作原型；再來便是「原型」，將想法具體化，呈現構想並模擬設計；

最後透過「驗證」，了解使用者意見，根據其回饋做出修正。 

 
圖（三）設計思考五步驟 



 

一、設計目標 

 

為促進茶文化知識的傳播，將與茶館及桌遊店配合，希望使進茶館飲茶以及踏入桌

遊店娛樂的民眾藉此學習到台灣茶葉的文化知識。 

 

二、STP 市場分析 

 

STP 內容分析 

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 

1.地理環境：大台北地區茶館及桌遊店 

2.人口統計：客層以結伴前往者為主 

3.心理統計：尋求休閒娛樂，希望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吸

收知識者 

4.生活行為：平時會選擇至茶館及桌遊店消費或有飲茶習

慣者 

目標市場 Targeting 18~35 歲年輕族群，主要以學生族群為主 

市場定位 Position 中價位知識型桌遊，適合 4-6 人玩 

 

表（一）STP市場分析 

 
三、步驟一：同理 Empathy 

 

（一） 問卷調查 

 

依照研究動機與目的，我們針對聚會習慣、推廣方式、了解程度及意願設計問卷。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大眾對於茶的認知印象，以及何種方式對於幫助他們了解茶的

相關知識較具吸引力。問卷發放日期為2020年11月4號至11月11號，共計7日，發放

問卷100份，採用Line好友列表及Instagram隨機發放方式，回收問卷79份，剔除4人

未完整作答，有效樣本回收率為94.94%。 

 

從問卷結果可以看出，86.67%的受訪者會選擇以聚餐方式（餐館、咖啡廳、茶館等）

為聚會活動，41.34%的受訪者會選擇團體娛樂（桌遊、密室逃脫、KTV等）為聚會

活動，其中有30.67%的受訪者同時選擇了這兩項方式作為最常進行的聚會活動；另

外針對茶知識的推廣方式，有52%的受訪者認為影音媒體較能吸引人，50.6%的受

訪者選擇互動遊戲方式，其中有24%的受訪者同時選擇了以上兩項推廣方式。綜合

上述結果，我們最終選定以桌遊作為推廣茶葉文化知識的媒介，再根據大多數人較

有興趣了解的茶知識設計此款桌遊。 

 

（二）個別訪談 

 

透過面談訪問不同年齡層與行業的人來深入了解他們對於茶的消費習慣、選擇原

因，以及茶對他們的重要性，探討他們對於茶文化不同推廣方式的接受度與喜好。 



 

四、步驟二：釐清 Define 

 

（一）問題定義  

 

茶在台灣歷史文化中以及台灣民眾的生活中均極為重要，但不論是平時習慣泡茶

的人亦或是直接買現成茶飲的人，無一例外均對茶的相關知識不甚了解。我們發現

大眾普遍認為泡茶需要較複雜的程序，除了費時外也因缺乏器具而不願嘗試，再者

多數人可以辨別喝出不同茶的種類，只是通常不會太注意其是否為現泡或茶的產

地等相關資訊。 

 

透過訪談可以知曉大家並不是排斥茶文化，而是沒有適合的機會或足夠吸引人的

方式讓大家主動接觸及學習，另外從問卷調查中可以得知大眾比較偏好以輕鬆或

實際體驗的方式增加對於茶文化的了解。 

 

（二）設計觀點 （Point of View, POV） 

 

1. 使用者 （User）：18-35 歲的年輕族群 

2. 需求 （Need）：一個可以吸引年輕人了解茶基本知識的方法 

3. 洞見（Insights）：選擇藉由趣味性較高的設計方式，讓年輕人可以透過遊戲中彼

此互動來增加對於茶知識的了解。 

 

五、步驟三：發想 Ideate 

 

我們以心智圖的方式，將推廣茶的方式做為發想核心去延伸，主要提出的方向有四

大類：實體店面、影音媒體、遊戲類產品、書籍刊物。 

 
 

圖（四）心智圖—推廣茶的方式 

 

六、步驟四：原型 Prototype 

 

(一) 構想呈現 

 

1. 便利貼：將茶的桌遊相關物件、規則寫在便利貼上，並經過分類及討論選出我

們所想要的部分。 

 



 

2. 道具樣本：遊戲方式雛形大致擬定後，使用紙張做出簡易的卡牌及道具，並在

試玩的過程中修正細節、增加及放棄某些想法。 

 

3. 結合織品：初步構想將茶巾概念導入道具設計，可作為桌巾，從而讓玩家能進

一步認識茶具，並帶出品茶時的儀式感。 

 

七、步驟五：驗證 Test 

 

(一)邀請六位玩家試玩，並以問卷方式收集玩家對於遊戲體驗的感受，如遊戲順暢

度、知識吸收度、遊戲吸引程度等。 

 

(二)與茶館配合，將桌遊提供給目標族群實際體驗做測試，隨後使用問卷調查遊戲

體驗。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一、揪茶隊是一款融合了茶葉知識及泡茶儀式感打造而成的桌遊，沒有複雜的知識

傳遞，而是期望以抽卡配對及互動卡牌的遊戲方式，讓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輕鬆的

接觸茶文化並促進彼此的交流。經過多次模擬試玩，修正錯誤及規則的制定，最終

設計出的遊戲成品如下： 

 

（一） 桌遊配置 

 

1. 說明書：遊戲規則及方法說明、內容物配置介紹及功能解說。 

2. 行動點：遊戲中的籌碼，促進遊戲進行時的思考及算計。 

3. 茶巾：打造與實際泡茶與喝茶時相同的儀式感，讓遊戲體驗更加完整。 

 

   
 

左圖（五）說明書、中間圖（六）行動點、右圖（七）茶巾 

 

4. 任務卡牌：標示不同種類的茶葉需搭配的水溫、時間及糕點，透過蒐集泡茶材

料作為玩家的遊戲目標，同時增加玩家對於茶葉泡法及糕點搭配的印象。 

 



 

 
 

圖（八）任務卡牌 

 

5. 內容物卡牌：分為茶葉、水溫、時間、糕點，每種茶葉卡牌上皆標示其功效，

使玩家在遊戲過程中透過不斷接觸而留下印象。 

 

 
 

圖（九）內容物卡牌 

 

6. 道具卡牌：設計不同功能及情境卡牌，讓遊戲提升玩家彼此的互動性，促情情

感交流及遊玩趣味度。 

 

 
 

圖（十）道具卡牌 

 



 

7. 模具組：以3D列印的方式模擬製作，每項模具設計卡牌插槽結合遊戲使用，實

體模擬讓遊戲更符合真實情境。 

 

 
 

圖（十一）模具組 

 

（二） 遊戲進行方式 

 

將茶巾鋪於桌上，每人各拿四個模具(茶則、茶杯、糕點盤、時鐘) 

除任務卡(綠色)，其餘卡牌(藍色)混合洗牌放置同一堆 

- 每人抽一張「任務卡」 

- 每人發放五個行動點 

- 從卡牌堆每人發五張卡 

- 決定先後順序，開始遊戲 

 

出牌： 

從五張手牌選擇，出牌或丟棄都必須從卡牌堆抽取一張新的牌 

1. 手上有符合自身任務卡內容之卡牌 

選擇符合任務卡之內容物卡牌插上自身對應模具並付出 1 點行動點。 

(註：此動作卡牌為保密狀態) 

2. 使用道具卡牌啟動功能 

按照卡牌上數字支付對應行動點使用功能。 

3. 棄牌（統一放置一區棄排堆） 

丟棄其中一張手牌，不需支付行動點。 

若此牌為內容物卡則賺取 1 點行動點； 

若此牌為道具或情境卡則不可賺取行動點。 

備註： 

- 每人手上固定維持五張手牌 

- 卡牌堆抽取完畢，將棄牌堆重新洗牌使用 

 



 

  
 

圖（十二）遊戲進行模擬圖 

 

二、玩家回饋 

 

利用問卷調查大眾在玩過揪茶隊過後對於桌遊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包括桌遊的互

動性、說明書是否容易理解、茶的相關知識傳遞...等，也從旁觀察玩家在進行遊

戲時遇到的問題，並透過面談來了解玩家認為不錯和有待改善之處。 

 

 

 

左圖（十三）揪茶隊玩家試玩回饋 

右圖（十四）揪茶隊在推廣茶方面的各項指標 

 

三、商家合作 

 

與斟茶緣茶業合作，我們將放置一組桌遊在此茶行，供茶行客人使用，並且提供

QRcode連結至問卷，在日後也能持續收到反饋。 



 

 

圖（十五）斟茶緣茶業 LOGO、右圖（十六）回饋問卷 QRcode連結 

 

第五章 結論 
 

本企劃目的在於推廣台灣的茶文化提升大眾對於茶知識的了解，改變年輕族群對

於茶的刻板印象，透過設計桌遊讓大家以輕鬆有趣的互動方式來進一步增加對茶

的認知。同時在與茶商合作方面也得到店家不錯的回應，希望我們能提供桌遊—揪

茶隊給茶行讓更多的客人認識台灣茶文化，且不僅僅侷限於年輕族群，一同前來的

家庭成員也是很好的目標族群，也期望能出產英文版本或以茶的烘焙知識為基礎

的桌遊。 

 

綜觀以上回饋可以看出玩家與茶館對於以揪茶隊來獲取茶相關知識的接受度是高

的，也普遍認為以此種方式來認識茶是更加容易的。我們也透過不斷的試玩和反饋

來改善說明書的編排使其更淺顯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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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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Google Trend 密室逃脫熱度折線圖 



（參考資料：本團隊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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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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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們結合拍貼機與聖誕文創快閃市集，提供所有參與者歡愉的過節氣氛，留
下值得紀念的一刻，且透過本次活動達到宣傳台灣在地設計師文創品牌的效益，	
藉由設計師品牌贊助抽獎，並由我們規劃社群媒體廣告及曝光，進而來達到互	
惠，同時希望他們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見，能夠持續灌溉創作的火苗，也是我們的
活動目的。	

	

本活動我們首先研究探討現代人對於「拍照」文化的重視，研究顯示出由於
智慧型手機拍照功能的方便性，普遍大眾確實十分仰賴於拍照留念，特別是在值
得慶祝的日子，然而，兼具「即時性、多樣性、收藏性」的拍貼機在台灣卻並不
如日韓這麼普及，這讓我們感到非常可惜，因此希望能透過本次活動賦予拍貼機
新生命，並重現它的價值，燃起大眾對它的興趣和重視。	

	

除此之外，我們也實際調查了大眾對於台灣文創市集的了解程度及參與意	
願，絕大部分的人比起網路平台，在實體市集購買文創商品的意願更高，且拍貼
機確實也能為活動增添噱頭和豐富度，和市集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	

	
	
關鍵字：拍貼機、聖誕節、文創市集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對天主教輔仁大學來說，聖誕節一直都是我們最慎重且極具意義的節日，在這

特別的一個月，不僅有聖誕點燈、祈福活動更有文創市集，非常有節日氣息，因為這
節日不僅僅代表天主的誕生，還有象徵和平及幸福的傳遞。因此我們希望在這樣溫馨
的氣氛下，期望能邀請更多人能夠與輔仁大學共同渡過一個特別的聖誕，紀念這歡愉
的一刻，同時也為了展現織品系精神，我們以「原創」和「手工」元素為出發點，邀
請台灣新興的手作服飾品牌們，一同於12/21—22在系館舉行快閃聖誕市	 集。	

	

第二節	企劃動機	
近兩年來韓國帶領了新的拍貼機風潮，與日系拍貼機不一樣的是，韓系拍貼機

更追求寫實及復古感，韓國的大街小巷特別是在大學附近，都絕對少不了它的存
在。然而隨著台灣曾經風靡一時的日系拍貼機撤除後，幾乎看不見拍貼機的蹤影，	
非常可惜。所以我們為了想讓大家紀念這特別的時刻，將在市集現場架設拍貼機，	
並自行設計「專屬輔大的聖誕節邊框」，讓輔仁大學的師生們都能體驗且捕捉當下
的美好，也將其結合文創市集活動，促使拍貼機成為市集之吸睛噱頭！	

	

第三節	企劃目的	
輔仁大學每當聖誕將至，校方便以燈飾點亮校園，增添過節意象。因而我們期

盼在這樣的氛圍下，讓拍貼機發揮其應景之功用，以快速的方式記錄三五好友當下最
自然雀躍的模樣。此外我們還會邀請數家手作服飾品牌來擺設市集，屆時舉辦線上抽
獎，將商品作為聖誕禮物發送給中選者，使他能收到滿滿的祝福，如此既呼應了聖誕
節送禮的風氣，也讓參與的廠商得以增加曝光機會，達到宣傳的效果，形成互利共贏
的合作，同時，也在此企劃中間接探討拍貼機、打卡抽獎及市集帶來之成效。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圖1 本研究流程圖	

	

	

	

	

	

	

	

成果分析及探討	

問卷設計	

問卷回收	

問卷分析	

	
初步效益預估	

資料彙整	



	

	

	
	
	

第二節	研究架構	
一、拍照文化	

（一）拍貼機	
說到「拍貼」兩字肯定能勾起不少7、8年級生的青春回憶，曾經風靡一
時的拍貼機，普及程度媲美今日的娃娃機店，當時的智慧型手機或是自拍
神器還尚未發展完全，而留下回憶最好的方式就是拍照，曾經有段話這麼
說「相片就是化瞬間為永恆」，拍貼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成為潮流，	受到
廣大的粉絲愛戴。加上當時哈日風潮，從日本引進的拍貼機似乎成為特殊
節日的必備行程，除了機台的功能、設備不斷升級以外，搭配節日的特製
邊框日期，印製出來的照片也成為了這個節日的紀念品。第一次出國、第
一次和朋友過聖誕節、友情紀念日等，任何特別體驗的日子都能被視為特
殊節日，尤其是近年來在時裝秀、婚禮、產品發表會等大型活動也會設
置拍貼機的身影，雖然日系拍貼機因為公司破產的原因，	機台大幅減少，
取而代之的是相印機及復古的韓系四格拍貼機，但即拍即印的方式讓拍
貼機到現在都能夠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	Instagram限時動態	
限時動態的出現鼓勵了使用者「隨時」且「限時」分享生活中的每一刻，	加
上有別以往的永久按讚紀錄、留言數字，限時動態解開人們分享動機的
枷鎖，讓使用者能夠真正隨心所欲，不必在乎是否有人回覆。	
因此我們想藉由以上特性，激起參與者分享的動力，也根據成果分析最
終效應。	

	

二、創意市集	
「創意市集」爲創意工作者提供多元的創作交易平台，而創作者也用作品展

現了內在的自我與原創性，且藉由此種擺攤形式發表與分享作品，讓消費者
與創作者能立即溝通互動，提供一群人共享情緒、感受與氛圍的空間，也讓
創作者能夠站在第一線不同的群眾做互動，甚至激發新點子，也讓自己的品
牌核心價值被看見，因而透過此次創意市集的品牌推廣和曝光，我們將論證
創意市集為品牌們帶來的實際效益。	



	

	

	

	

	

	

	

	

第三節	執行方法	
	

本研究透過國內相關文獻和分析結果，認識創意市集消費型態以及相關消費者之
消費行為，形成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再依研究架構發展相關活動內容，進行策劃執行
並且進而分析成效。	

	

	

圖2	企劃排程圖	

	 	

10-11	 找尋合作品牌並確認其贊助意
願	

11月底	 	

	
·宣傳活動（社群，學校）	

	
	

	 	

	
·審視活動整體成效，計算金流	

	 	



	

	
	

	

	

	

	

	

	

	

	

	

	

	

	

	

	

	

第四節	活動內容	
	

一、	 活動名稱
織・照	

FJCUTC X 拍貼機	X 創意市集	
	

二、	 合作對象	

四家台灣手作設計師品牌	
	

三、	 活動時間	

12/21	10:00～12/22	18:00	
	

四、	 活動地點	

Gallery TC105	
	

五、	活動細節	
12/21、12/22兩日於輔大織品系系館TC105擺設一台拍貼機，另與三家台灣手作設計	 師
品牌合作，一同舉辦聖誕小市集活動，拍照部分100元/次，一次洗出兩張，若市	 集消
費金額達到600元即可折抵拍貼50元消費，更有拍照打卡標注即送獎品的活動。	



	

	

	

	

	

	

	

	

	

	

	

	

	
	

圖3	活動合作企劃書	



	

	

	

	

	

	

	

	

	

	

	

	
	

圖4	拍貼展示圖	



	

	

	

	
	

	
一、研究範圍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創意市集要能夠永續經營，除了主題性須具特色及創新之外，民眾參與則構成活動形
成與圓滿的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因此，在擬定活動前，必先探討參與活動之觀眾的
行為、態度，由此來定位活動的主軸。現今產品通路多元化，除了結合社群概念與消
費者互動更頻繁，也增加時下流行的拍貼機元素提升了消費者的消費意願以及創
作者與市集的曝光率，因而發想了此項企劃的執行。	

	

二、研究限制	
本組研究因時間、人力和物力上的限制，並且思考活動屬性、地點及商家類型後，	
來決定施作活動主題與地點，再加上現代人在生活型態以及服裝偏好上，種類大不相
同且包羅萬象，也無法將所有可能因素包含在研究架構之中，因此僅能針對北部地區
以及喜好文創的消費者進行調查，故此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其他的潛在消費者。	

	

	

	
活動預期效益：	

第六節	預期效益	

ㄧ、兩日之參與人流數：500人以上	
二、兩日拍貼機之營收總額：8000元以上

三、兩日品牌之平均營收：12000元以上
四、品牌之Instagram粉絲人數上升5-
10%	



	

	

	

	

第三章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次活動—	 〈織●照〉結合拍貼機與市集，形成綜效，拍貼機引來的人流帶
動了市集的活絡，而文創市集所吸引到的人群亦為拍貼機帶來助益，形成了互相
行銷的效益。又由於搭上聖誕節熱潮，加上活動前一週積極且密集地透過網路社
群（Dcard, Instagram, Facebook）以及文宣海報進行推播宣傳，拍貼機兩天共有近
200組消費者響應；營收總額高達20000，活動人流數更將近10000人；此外，眾合	 作
品牌的社群粉絲數量也平均成長了近一成，而品牌售出的商品有七成為專為拍貼
機前來的顧客所選購，剩下四成則為品牌之忠實顧客及現場流動顧客。	

	

活動籌備期間，各組員曾於假日至代表性商圈（捷運中山站，微風松高，捷運
西門站）架設攝影機統計捷運拍貼機一天的來客數，皆不到15組；而本次活動卻有	近
200組的來客數，不外乎表示韓式拍貼機簡潔的風格、獨一無二的邊框，以及擺	 放於
校園的罕見性吸引了學生們的注意，成功獲得口碑向外推廣，也證實了我們認為韓
系拍貼機除了結合活動有噱頭性之外，確實是能嘗試常設於台灣商圈甚至是校園
的想法。	

	

總的來說，〈織●照〉不僅達成企劃目的，讓拍貼機與台灣原創手作設計師受
到大眾關注，又正值聖誕節前夕氛圍，賦予參者過節的喜悅歡愉更提升了拍貼的紀念
價值。美中不足的是，拍貼機人潮比預期超出許多，加上當初為了想讓體驗者無壓力
地使用，導致每組拍攝時間不一，難以保證排隊人潮的等待時間，因而也流失了許多
機會。	

	

 	

A品牌 
	

B品牌 
	

C品牌 

	

活動前一週 

	

1802 
	

2349 
	

3041 

	

活動後一週 

	

1980 
	

2473 
	

3315 

表1	合作品牌粉絲人數比較圖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起初實行的創意行銷活動形成巨大的響應，效益更超乎我們預期，不只使市

集商家得到不錯的獲利，也幫助商家的社群粉絲人數有所提升，拍貼機所帶來的
人潮更是大幅超乎我們原本的預期。 

於畢業展覽時，再次舉辦的拍貼快閃活動，雖無結合市集，但為了本次活動

設計呼應輔大織品系的邊框，此外，我們也針對了上次活動不足之處做出改進，
讓現場動線更為清楚，縮短了參與者等待的時間，讓來參展的人潮、師長以及同
學們一起盡情感受活動氣氛，為其留下獨一無二的紀念。本次於動線上，因有稍

作調整，而更有所改善，同樣的在展覽上，獲得了不錯的成果及收益，更完成了
我們心中所希望的，為大家留下美好的句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Spiritual Seed身心靈平台	
創意企劃	

	

	

	

	

指導老師：古德興	老師	

	

廖心慈	

曾祈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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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生：廖心慈、曾祈瑄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院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指導老師：古德興	老師	

企劃組別：創意企劃	

	

摘要	
物質富裕的今天，社會競爭壓力大、加上近些年天災、疫情、經濟變動劇烈，

使得人們無論年齡大小，在身心與生活上皆受到不小的衝擊。為了紓解來自四面八

方的壓力，人們開始從日常生活中透過閱讀、瑜伽、靜心、冥想...等方式，來調整

身心靈。其中有趣的是人們再也不是從嚴肅或排斥的角度來看待「心理問題」，而

是開始積極從更多元且有趣的角度來正視自己的心境，並拓展出其他生活模式。本

次企劃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該如何利用活潑、便利、有效的方式，從日常生

活中逐步理解自己的身心靈狀態，進而探索解決方法，提升生活與生命品質。	

	

關鍵詞：心理引導、網路行銷、網站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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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我們這次的主題最後是選定和祈心工作室合作，透過多種平台並配合多元的

方式提供身心靈上的支持，給予生命更多的道路。之所以會選擇這個主題正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就想要架設網站和網路行銷這方面著手，希望能夠結合大學四年所學

做出些許實際上的成果。幾經尋找並改正方向後正好有了這次的合作機會；除此之

外因為組員也對心靈輔導這方面有一些研究以及興趣，因此更加確定了這次的合

作企劃。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本次主題製作動機在於近年來隨著網路越來越發達，許多電商購物平台興起；

加上今年碰上疫情嚴重的關係，許多網路購物平台和線上授課及會議的網站、APP

更是受到大眾注意。儘管目前流行商品整合買賣平台或是線上教學平台眾多可製

作，但對於身心靈探索的學習與運用，如何透過網路行銷傳遞給受眾，是個值得挑

戰的方向，因為這不僅僅只是一般常見的心靈雞湯，而是包含了多方面的心靈素養

課程，比如：動靜態瑜伽、各式心靈講座與生活遊戲以及卡牌心靈輔導...等多元活

動；我們將結合學校四年所學的行銷專業與品牌合作，利用架設網路平台，將身心

靈相關的實體內容，完整呈現。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根據調查資料來看，台灣憂鬱症盛行率約占總人口的 8.9%，有 200 萬人

符合憂鬱症狀；絕大部分憂鬱患者擔心自己被貼上標籤，或有藥物副作用而

逃避就醫。因此有專家建議，如果發現自己有憂鬱傾向，可透過非藥物方式

調整情緒，有機會跳出憂鬱漩渦。因此，近些年心靈成長相關的課程與活動

頗受民眾青睞。	

本次合作品牌，其所進行的身心靈內容，不單只是一般所熟悉的心理疾病輔

導，更是包含了從基本的了解自我、理解他人，並且透過活潑有趣的課程調適身心

以及製播影音節目，讓人們即使在家中，也能擁有多元學習活化身心靈的方法。這

次合作的品牌方，除了官方網站、臉書粉絲專頁之外，未來將預計新增 Instagram

等社群媒體，另外也透過 Spotify、YouTube 提供影音方面的課程；而本組整合四

年所學，負責品牌方的網路行銷及宣傳，以及線下活動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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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	市場環境	

一、心理治療行業	

根據維基百科，所謂心理治療指的是心理師受過訓練的精神科醫生，透過建立

獨特的人際關係來協助受助者處理心理問題、減輕主觀痛苦、醫治精神疾病和促進

心理健康等。心理治療通常是基於心理治療論和諮商心理學、臨床心理學跟精神病

學一類的相關研究建立的治療系統，透過建立關係、溝通對話、深度自我探索和行

為改變等技巧來達到治療目標。	

	 和心理治療有著些許不同，心理諮詢則是應用精神健康、心理學和人類發展等

理論和原則，通過認知、感情、行為系統性的介入，協助受助人發揮個人價值並提

升個人成長及發展，最後達到緩解心理困擾。根據美國輔導協會定義，輔導是一種

專業關係，透過輔導不同個人、家庭甚至團體以達到精神健康、教育和事業等目的。	

	 碰到身體上的問題時我們通常會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不管是小感冒還是皮肉

傷，如果嚴重到了一定地步的話我們都能理直氣壯地請假去檢查；然而當面對的是

心理方面的問題時大部分的人卻沒辦法主動說出是哪裡有問題，甚至不願意承認

是心理問題的也不在少數。先不說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們常會遭受到一些歧視，

有時候就連精神病院的醫生都會遭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	

	 其實心理治療師可以說是每一天都要面對患者千奇百怪的情緒和想法，長期

下來很容易就會在工作中形成冷漠懈怠，並且有可能讓自己的想法也產生波動或

是分裂；正因為如此，心理治療師本身也需要定期地接受治療，也就是業內所謂的

督導。我們很常會聽到「最需要治療的其實就是心理醫生本人」這樣的話，也許聽

起來帶著幾分玩笑或調侃的意味，但卻也是業內重要的準則。不管是多資深的治療

師都需要定期接受這樣的督導；所以對這樣的工作有興趣的話，不管是心理治療師

本身，又或者只是喜歡思想工作，都要注意常常淨化自己的心理，透過閱讀和觀影

之類的方式梳理自己的情緒。	

	

二、現代社會心理問題	

	 現代社會通訊科技和網路越來越發達，在這些現代化的通訊設備和傳播手段

為我們的生活和工作聯繫帶來便利，但同時也帶來了因為新技術而產生的文明病。

現代人很容易憂鬱，而這可能是以下兩種原因造成的：一是找不到人生方向，容易

失去自己可以認同的價值與生命主軸。二是現代人的生活變遷多，工作改變、	住

所改變、社交圈改變和生活內容與用品改變等的機會都比古人多得多，我們需要花

更多力氣面對生活上的變異，相對的就要承受較多的壓力。	

我們所接觸到的信息開始爆炸、生活步調的提升和人際關係複雜化等，都使得

我們開始覺得被擊破和焦躁。我們開始注重社會輿論、害怕被歧視等等，長期處在

這樣的精神壓力之下開始有人出現焦慮不安和緊張的感覺，開始出現失眠之類的

症狀；更嚴重的人甚至可能會覺得恐慌，連帶的身體還會出現頭暈、胸悶等症狀。

現代人在家庭生活和工作日常中一旦受到挫折，人際關係衝突比較強的心理因素

等也容易導致焦慮症的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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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科技的進步已經帶來了許多新世代的心理壓力所造成的問題，而今年又

碰上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深影響了人們的心理健康。長期的被限制在家使得不少

人們的精神上開始出現焦慮、恐慌和抑鬱等心理問題，甚至嚴重的也有出現自殘和

自殺的情況。	

	

三、對身心靈健康的注重	

	 隨著時代和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生活環境在變的更方便的同時變化的也越來

越快了，於是現代人的心理問題也開始變得千奇百怪，什麼事情都可以是理由。我

們雖然是心的主人，但通常卻是一點也不了解自己的心，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就被牽

著走了。現代人的心很容易被各種新奇的事物影響、產生妄念；這些影響帶來的煩

惱不是就代表有病，但是當這些煩惱嚴重到足以造成我們的工作效率降低，或是影

響到我們正常生活、無法擁有正常的表現的話就是病了。	

	 現代人對於心理疾病方面相關的問題有著更多的認識，也有更多的管道能夠

去尋求協助。先不說現在許多學校都有自己的心理輔導中心，能夠提供學生抒發自

身壓力和尋求自我的管道；近幾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單位推出結合休閒和

身心靈整合的活動，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願意參加。另外在書店或者圖書館也能看到

關於心靈療養方面及心理疾病討論與分析方面的書和文獻漸漸增加，至些都顯現

出現代人對於心理問題的開放和理解都在進步。	

	

第二節	產業分析	

	 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心理治療就是讓受助者提出問題，再由治療師進行開導

並給出答案解決問題。這不只是一般人會有的迷思，就連某些剛入行的新人咨詢師

也可能這麼認為；然而事實是，心理治療師其實沒有辦法幫受助者解決問題的。每

個人去尋求治療師協助的原因都不一樣，可能是職場上的挫折、情場失利、也可能

是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正因為什麼樣的理由都有可能，所以不論治療師再怎麼專業

強大，也不是什麼樣的問題都能好好應對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來看，目前全球有大約2~4億的人正在受抑鬱症所

苦，其中不乏有會終生抑鬱的人在。從調查來看，我國目前有心理障礙的人佔總人

口的約10%左右，造成功能殘缺最大的前十名疾病中就有五個是屬於精神障礙，而

城市裡頭有大概25%的人存有顯性或隱性的心理問題。這些種種的原因都是心理治

療產業越來越多也在大眾心中開始逐漸被理解的理由。但是直得在意的是儘管資

訊已經開放了很多，大眾對於心理治療和諮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然而排斥和無法

接受的人仍然是佔了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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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流程與分析	

第一節	企劃流程	

 
圖 3-1-1	企劃流程圖	

	

第二節	企劃分析	

一、市場機會與消費者行為	

（一）優勢：比起現有的那些相對嚴肅的機構和療程，我們採取的是多元活潑又輕

鬆的課程，包括了飲食、閱讀和影音等多方面的活動。不似一般大眾所想到的那種

冷冰冰的醫療流程，我們所提供的偏向是從生活中的任何一個部分慢慢調整步調，

已達到最後可以更好的達到身心靈的平衡。希望透過多樣化的活動來達到身心靈

的平衡，給生命更多的可能性。	

（二）劣勢：由於目前還算是一個新創的公司，因此在知名度方面還不明顯，即便

擁有完善的師資和課程計畫也不一定能有足夠多的人知道我們、進而參與我們得

活動。此外除了知名度方面，我們有很多東西都還在初步建立跟嘗試的階段，和其

他時間長久的公司比起來很多東西並不算完善。	

（三）機會：課程內容比較創新也貼近日常，比起其他現有的競爭對手更符合現在

人的需求。藉由多元化的課程搭配現在人幾乎都會用的社群媒體和影音APP，能夠

更貼近也配合大眾的生活步調和習慣。比起一般都是在工作室或診療室進行諮詢，

我們是偏向透過網路和有需要的人溝通。	

（四）威脅：類似的工作室和活動比比皆是，很容易就會被其他更知名、更有權威

的公司蓋過去我們的消息。而且因為進行的是心理開導方面的活動和課程，更多的

人會選擇去找專業的醫療團隊，若是無法明顯區分出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差異可能

架構討論、設計

開會定案、整體風格討論

網站架設

聲音課程上架

社群媒體架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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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輕易被取代。	

表 3-2-1	SWOT分析表 
優勢	 劣勢	

課程輕鬆活潑	

多方面調養	

多樣化的活動	

公司資歷淺	

相關課程日漸增多	

整合尚不完全	

機會	 威脅	

貼近日常生活	

搭配社群媒體、影音 APP	
符合現代人習慣	

其他同業機構	

定位還不明確	

	

二、市場區隔分析	

（一）市場細分：首先在市場細分的部分，我們強調的是藉由心理諮詢配合各種心

靈素養課程一步一步達到身心靈的平衡；相較於現有的其他同性質機構主打心理

開導和諮詢的服務，我們則是將重點放在活動的部分，從日常生活開始調劑。	

（二）目標市場：而目標市場的選擇，最直接來看就是希望即使是沒有很多預算的

人也可以找來工作室尋求協助。除此之外，只要是想要舒緩生活各方面壓力，慢慢

調養身心的人也都能夠在工作室開設的課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案。	

（三）市場定位：最後市場定位，我們將自己定位在相對輕鬆、不太給人壓力的課

程單位；比起給人嚴肅印象的一對一心理諮商，工作室更加重視的是透過實際活動

配合諮詢，從外到內達到整體的平和狀態。	

	

表	 3-2-2	STP 分析表	

Segmenting	市場細分	 身心靈平衡	

心靈素養課程	

心理諮詢	

Targeting	目標市場選擇	 小資族	

想調養身心的人	

舒緩生活壓力	

Positioning	市場定位	 輕鬆的身心調和機構	

諮詢輔導＋實際活動參與	

	

三、發展並擬定行銷組合	

（一）產品：在消費者端的部分，我們主要將目標客群定在生活迷惘、有心理疾病

或純粹就是想調適身心的人們上。消費者能透過講師們的協助平和心理狀態，也可

以透過課程學習該如何自我調整。大多數的課程和商品都是著重在協助消費者進

行自我調適，希望他們能在一段時間的引導和學習後有辦法自己平衡身心狀態。並

且除了工作室的線下活動外，還增設了許多線上課程，目的在於能讓消費者隨時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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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而產品端的部分則是整合工作室現有的課程和活動加以推廣。此外，為了

讓因為疫情而無法外出的人們，也特別增設了線上課程，我們將至些課程統稱為

“Spiritual Seed心靈酵素”。不同於其他心理治療，我們將同樣的問題分成私人和
團體兩種形式進行，消費者能夠自行選擇習慣或偏好的方式。	

	

（二）地點：消費者端部分我們架設了「Spiritual Seed心靈酵素」網站，消費者可
以透過搜尋careucenter.com查詢並進行課程。目前工作室的消息大多是透臉書傳達
消息，而這也是多數消費者發現我們的地方；同時我們也積極架設Twitter和

Instagram，希望能藉此吸引更多層面的消費者。產品端部分，不同於大多數相關產

業都在工作室或診療室進行，我們在提供現場溝通的同時更是夠過網路溝通增加

消費者的意願，降低他們的排斥心理。	

	

（三）價格：從消費者端來看，因為是資訊平台的整合服務，所以比較沒有產品訂

價的問題。而課程訂價的部份工作室希望即使是學生也能夠負擔，因此價格的定位

並不算高，像是11月23日開設的三小時線下活動課程是新台幣1600元的收費。產品

端的話，網站成本其實不算低，但由於工作是本身擁有不少資源，因此節省了一筆

費用。不過因為工作室的定價比較低廉，為了維持營業利潤較不會進行價格的調

整。	

表	 3-2-3	成本預算表	

項目	 金額	

網站架設	 6350	

宣傳	 2000／月	

雜項	 1000	

	

（四）促銷：消費者端部分的促銷我們幾乎都是透過網路進行。主要就是在網站上

固定每週發布文章，其他活動的宣傳則是依據時間進行調整後公告。至於引導課程

的價格則是依照時間長短等因素進行微調。從產品端來看，我們的產品生命週期偏

長，透過多方位的推廣讓更多消費者能夠收到消息。	

	

表	 3-2-4	4C分析表	

Consumer	消費者	 Cost	成本	

分團體／個人形式供消費者選擇	

注重自我調整、平和心理狀態	

和其他機構對比相對便宜	

價格變動不大	

Convenience	方便性	 Communication	溝通	

線上課程可隨時使用	

資訊接收容易	

網路／現場都能隨時詢問	

社群媒體隨時更新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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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4V分析表	

Variation	差異化	 Versatility	功能化	

活動較多元有趣	

氣氛相對輕鬆活潑	

活用線上資源	

	

Value	附加價值	 Vibration	共鳴	

身心靈狀態的平衡	

調解生活壓力	

更貼近客群、沒有距離感	

	

四、研究並選擇目標市場	

（一）市場區隔：主打身心靈之間的平和狀態，不僅僅只是透過和咨詢師的對談開

導消費者，更是結合運動和飲食等生活習慣進行調整。	

	

（二）目標市場：我們將目標市場定位在可能受到情緒、壓力影響，或者想要從日

常生活進行改變，進而調整自己身心靈狀態的人們上。通常會去尋求心理醫生協助

的人們都是認為情況已經到了自己沒辦法負荷的情況，實在沒辦法了才會去就醫；

然而隨著時代改變，心理狀態也成了人們重視的健康問題的一環，因此我們希望能

夠幫助的就是這些想要從日常生活中就能夠過運動或閱讀等活動調適自己的人們

上。	

	

（三）定位：注重在透過網路平台貼近消費者需求、降低大眾的抵抗心理，並且已

盡量不刻意提高價格為原則。	

	

第三節	企劃架構	

我們以身心靈為主軸心，再由三大區塊細分出小分類項，使網站切和工作室的

主軸。	

	

區塊一：身體健康是人類最大的財富，此區塊以身體調整為主，健康飲食、良好運

動習慣、了解自己身體狀況，以上三點是維持身心靈健康最基本的需求，以此進行

課程活動規劃。	

	

區塊二：心理狀態是現代社會中許多人都面臨到的問題，依據多數人的狀況去分析

調整，在依照個人不同需求進行專業的協助。	

區塊三：潛意識狀態是最難發覺卻最根本的問題，我們藉由引導師的協助去發現並

解決，大幅降低身心靈平衡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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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網站三角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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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執行架構	

	 我們這次的企劃重點在於讓更多人可以輕鬆地對自己進行身心靈多方面的調

整，達到更高層次的心靈平衡。具體計畫主要包含課程和活動參與，整體架構從網

站的風格設計、版面配置到社群媒體的建立和宣傳經營；至於網站架設部分主要著

重在網站的版面設計和整體風格這兩個點。	

	 首先官方網站的架設，為了傳達心靈沉澱和舒適的氣氛我們選定了壓迫感低

的粉嫩色系，並且採用簡單且一目了然的版面配置。再來社群媒體的宣傳方面將重

心放在Facebook和Instagram兩個平台上，內容主要是宣傳推廣工作室開設的課程和
活動，此外也會配合特殊節慶分享一些心靈語錄。	

 
圖	 4-1-1	執行架構圖	

	

第二節	執行方案	

	 企劃最主要的執行方案分成架設官方網站以及定期的社群媒體更新和宣傳兩

個部分。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在於幫工作室架設網站及社群媒體，並進行後續的內容

更新和宣傳；在配合宣傳的同時也可能進行部分活動的設計或參與。目前網站已經

架設完畢，所有工作室的課程資訊，包括師資陣容、課程時間、價格和線下活動時

間地點等。至於社群媒體的部分我們主要著重在Facebook和Instagram兩個平台，上
面除了有課程和活動的資訊宣傳外也會配合節日分享一些心靈語錄。	

Spiritual 
Seed

社群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宣傳、經營

官方網站

Spiritual 
Seed

身心靈平台

網頁風格

版面配置

聲音平台

Spotify

Podcast

定期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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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官方網站	 	 	 	 	 	 	 	 	 	 	 	 	 	 	 	 	 	圖 4-2-2	活動文宣 

 

圖	 4-2-3	官方 Instagram	

 

圖	 4-2-4	官方 Podcast	

 
	 在課程和社群經營穩定之後，工作室也會定期在Spotify和Podcast上架聲音課

程，讓有需要或者平常較為忙碌的人能夠用聽的來進行課程。在搜尋引擎數位行銷

的部分，由於先前經營過一段時間Facebook粉絲頁，因此在Google搜尋引擎上搜索
平台「心靈酵素」出現的結果第一、二項便是平台的粉絲頁，接著是新增的音頻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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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企劃成果與討論	
範圍與限制：	

	 本次企劃最主要的工作畢竟是在網站架設以及社群媒體經營的部分，因此在

企劃執行方面並沒有太多的限制存在。不過儘管心靈諮詢方面的議題比以往開放

很多、也有越來越多人關注，要讓人們能夠注意到我們的網站仍然有些困難。從執

行範圍來看我們因為是做網站和在社群平台整合分享相關資訊，要讓不知道工作

室的客群看到其實可以很容易搜尋到；但是人們常用的社群媒體不外乎也就是FB
和IG，上面的機構和內容幾本上都已經很飽和，因此要如何讓大眾最快速且直接的
認識我們才是最大的問題與挑戰。	

	

一、網站	

除了各項社群媒體的連結外，我們在官方網站上還放有各個講師和咨詢師們

的Facebook連結，根據後台數據可以看出他們的粉專瀏覽人數都大致上增加了3%。
再來是部分原本臨時約聘的講師課程也因為參與人數眾多，經過討論之後已經改

成了固定課程。但是目前缺少GA分析，有些關於網站進佔狀況、瀏覽情形等指標

還無法準確得知，影響觀察成效；加上最初為了趕上課程上架時間，因此網站設計

部份比較粗糙。	

二、課程	

	 在收集學員們在參與課程或活動後的意見回饋單，我們透過整理和分析可以

看出大家對於整體活動和宣傳有什麼樣的看法，不論是對工作室課程的規劃還是

我們在網站及社群媒體的宣傳推廣都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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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規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上一章節的成果討論分析來看，不論是在官方網站放上講師們的粉絲專

頁連結，還是增設不同社群媒體增加並貼近消費群眾都是有助於宣傳工作室的。未

來除了將持續社群媒體的經營外，也預計增設官方的YouTube頻道以及Line帳號
等，讓更多的人能夠認識我們並更快速準確地獲得消息。	

	 網站經營部分將會增加GA分析，更好的追蹤網站瀏覽情況。也會再把頁面設

計得更加人性化加以美化並調整細節部分，提高網站瀏覽的方便性。	

	

第二節	未來規劃	

1. 開啟Line官方帳號：因為目前只有信箱預約提醒，採用Line提醒預約者會更加
方便，適用者相對也比較多。	

2. 啟用YouTube頻道：將會成為除了網站，放置課程及其他相關影片的平台，使
用者多且廣。	

3. 網站精修：美化現有頁面，修改連結按鍵等細節部分，提升網頁操作的方便
性。	

4. GA分析：提升追蹤網站瀏覽狀況的效率，方便修正網站及增加主要瀏覽者感
興趣的內容。	

	

 
圖	 6-2-1	未來計畫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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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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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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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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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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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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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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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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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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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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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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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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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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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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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培育平台⾏銷企劃

-以FJU  Talents為例

摘要

本研究鑒於台灣國內消費者對於設計師⾃創品牌的信賴程度，進⽽致⼒於推廣

系 內⾃有設計師培育平台-FJU Talents。研究⽬的包括紀錄FJU Talents的培育過
程、 以及運⽤多種⽅式帶領⼤家更深入了解這個優秀的平台。由於國內⽬前暫無
⼤型 培育設計師平台，期望藉由這次的努⼒促使FJU Talents更讓⼤家知曉，進
⽽幫助 這些有潛⼒的設計師讓更多⼈看到，培育出更多台灣設計界的明⽇之星。
其包括 ⽬前時下最流⾏的IG平台經營以及舉辦校內靜態展讓更多⼈可以親眼⼀
覽設計師 們傑出且精彩的作品，並創辦網站補⾜社群媒體介紹不夠深入的部分，
幫助這些 新銳設計師在未來設計的道路上能夠更加順利。

關鍵字：新銳設計師/FJU Talents/台灣服裝設計師品牌/設計師⾃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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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企劃動機

本次的研究靈感源⾃於對系上設計師培育平台的興趣以及好奇，想了解設計師在
培訓競賽中經歷的過程，以及這個平台對設計師未來發展的實質效益，再者過去
本系的畢業專題發表鮮少有⾏銷組與設計組的跨組合作。因此我們決定與設計組
的設計師們各司其職發揮所長，本⾝利⽤我們⾏銷組四年的經驗累積進⾏實務操
作，擔任設計師培育平台的⾏銷推⼿，讓更多的⼈可以關注到這個新銳設計師展
現⾃我風格的平台，並藉此吸引有興趣的觀眾進⼀步去了解每位設計師的個⼈資
料及作品，甚⾄達到品牌忠誠的效果，在未來有助於設計師作品的發⾏以及吸引
品牌的擁護者。

第⼆節 企劃背景

在台灣⽬前的時尚產業背景下，缺乏⼀個健全且良好的平台去培育以及產出更多
優秀的設計師。⽽FJU Talents 則是默默在這塊深耕多年，但由於社群平台⽇漸
蓬勃發展，也讓我們體悟到社群平台的經營與發展是相當重要，也希望藉由這次
的努⼒讓更多⼈看到這個優秀的平台。

第三節 企劃⽬的

希望在執⾏我們的企劃後夠提升FJU Talents的知名度。在網路上透過粉專經營
吸引對於服裝設計有興趣的族群、⽬標成為服裝設計師的⼈以及已在服裝產業深
耕的前輩。⼀⽅⾯可以讓這份才能及熱情不斷的延續，另⼀放⾯也透過⾏銷宣傳
讓新銳設計師能夠更容易被看⾒。在網站架設的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整合從過去
到現在再到未來的所有作品，讓歷屆得獎設計師及其作品⼀⽬了然。⽽在實體展
上，我們希望能拉近設計師的作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在近距離的觀賞下可以看
⾒⼀針⼀線以及縫紉技術等更多細節，⽽不只是在網路上瀏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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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獻探討

第⼀節 台灣服裝設計師品牌市場
台灣紡織⼯業從1950年代開始經歷了60多年之發展與成長，積極研發新產品與
⽣產設備來拓展國際市場，已然是台灣產業結構中最完整的⽣態體系，⽽且台灣
⽣產的紡織品已成為世界紡織品消費市場的主要供應來源之⼀。

根據紡拓會2017年台灣紡織⼯業概況報告中指出，2017年台灣紡織⼯業出⼝值
為100.7億美元，進⼝值為33.7億美元，貿易順差⾼達67.1億美元，是台灣第四
⼤貿易順差產業。（財政部統計處，紡拓會整理）

台灣流⾏服飾產業從⺠國六⼗年代經濟起⾶時起步，早期主要為委託代⼯(OE
M)、 設計代⼯/加⼯(ODM)如今逐漸轉型走向⾃有品牌(OBM)模式，並且興起⼀股
「設計師品牌」趨勢，在產品中加入設計者的個⼈風格、美感、深度體驗性質的
產品與服務，⼀個成功的設計師品牌，要能掌握流⾏脈動並且與競爭者做出區隔
性商品;此外，賦予該品牌內涵與象徵意義，更是能夠通過市場考驗的不⼆法
⾨。(經濟部⽂化創意產業推動辦公室，2009)

台灣服裝產業在1985年，因前中興百貨開幕⽽發掘夏姿和溫慶珠等設計師，
2003 年則因前衣蝶百貨為台灣服裝設計師開櫃「解放區」⽽聲名⼤噪。2006 年
衣蝶百貨結束，⾄今國內新銳設計師幾近沒有通路舞台，只能往國外搶進時裝
週。財務問題是國內設計師最⼤困境，⾯對百貨設櫃更是難上加難。

擁有遠東新紡織背景與過去曾為設計師協會理事長的遠百總經理徐雪芳，在 201 
3上半年籌備規劃在遠百新改裝櫃位加上台灣設計師複合式櫃位。主要是因應本
⼟女裝品牌逐年式微，產業⼤衰退下，必須要有新⾎接軌，「3D設計師基地」
同年也開幕桃園遠百、板橋⼤遠百兩店，推薦蘇建任等10位新銳設計師登場。

⽽誠品⽣活看準新⼀代台灣設計師創意獨具、市場反應機敏，松菸店⾸度跨⾜⾃
營AXES時尚複合店，主打闖入倫敦時尚週的詹朴、黃嘉祥等24位新銳設計師。
新紡旗下複合式精品店ARTIFACTS進駐誠品松菸店，⼀別以往僅引進國際設計
師品牌與流⾏潮牌，松菸店也⾸度與陳劭彥、孫瑜鴻等台灣新銳設計師品牌合
作，主攻年輕客層。

⽬前台灣紗線、布料在全球市場受到極⾼評價，全球主要知名品牌幾乎都有採購
台灣紗布原料，尤其是機能性產品;但台灣下游時尚服飾設計與品牌仍須積極發
展，以獲取終端消費品較⾼的利潤。除了強化流⾏趨勢的掌握和精緻化設計的能
⼒外，品牌亦是台灣紡織業未來必須要走的道路。品牌不但能創造商機，也可以
帶動台灣紗、布原料的創新與品質，能將原料到品牌整體產業鏈做深度整合，台
灣紡織業必能再度爆發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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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定位
Kotler(2004)將定位定義為只設計公司提供物與形象的⾏為，使產品在⽬標顧客
⼼中具有獨特地位，定位之終極⽬標在於成功創造顧客的價值命題(Value Propo 
sition)，說明顧客購買產品的理由。Maggard(1976)認為過去定位策略多侷限於
產品本⾝，透過產品差異化建立品牌在消費者⼼中的地位;然⽽，定位策略其內
涵並不僅如此，應該要廣泛納入整個企業之定位，進⽽牽動潛在顧客對於品牌的

印象。Kotler(2004)和 Aaker(2001)將定位策略歸納整理出有以下⽅式:
1.屬性定位(Attribute Positioning):依據公司或產品的某些屬性定位。
2.利益定位(Benefit Positioning):將產品中可以帶給消費者的利益做為定位標
準。

3.⽤途/應⽤定位(Use/Application Positioning):依據產品的某些⽤途或應⽤定
位。

4.使⽤者定位(User Positioning):依據品牌的某些消費族群定位。
5.競爭者定位(Competitor Positioning):可以強調產品比競爭品牌更好的競爭定
位。

6.產品類別定位(Product/Category Positioning):依產品所屬類別定位。7.品
質/價格定位(Quality/Price Positioning):依據產品品質與價位定位。
俗話說「知⼰知彼、百戰百勝」，因此⼀個成功的產品策略要能清楚認識競爭者

並且了解該競爭者在消費者⼼中的認知與評價，進⽽分析競爭者的定位策略， 
對於競爭著有⼀定程度了解後，再分析市場與消費者的特性，決定公司欲在市場

中的定位，進⽽擬定相關定位策略。最後隨時檢視該定位策略是否有所成效， 
如執⾏上出現困難，則回頭依步驟重新檢視。

⼆.品牌塑造
品牌建立⼀直以來都是各家公司追求的最後⽬的，然⽽⼀個成功品牌的塑造確是

很困難的。品牌的整體主張、讓⼈印象深刻的識別標幟以及產品初上市的賣相， 
是品牌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Arnold(1995)根據研究結果認為品牌要成功要能符
合以下幾個條件:1.產品本⾝必須具備符合市場需要的功能2.品牌可增加產品的附
加價值3.品牌所提供的各種利益必須互相融合，形成⼀整體個性或風格4.品牌所
提供的價值必須符合消費者的欲求。品牌成功與否，與剛推cji6出時是否第⼀時
間就能引起消費者注意有很⼤關聯。也就是說品牌能否成功取決於推出時是否順

利及消費者反應及後期是否能繼續維持顧客滿意度。Kotler(2008)也認為⼀個品
牌的建立可分為五個步驟，⾸先必需依據公司的組織架構擬定⼀套品牌規劃， 因
為⼀個品牌的建立必需建立在循序漸進的計畫上，緊接著針對品牌進⾏分析， 分
析重點要包含對本⾝公司產品與營運了解、競爭者分析、客⼾分析以及未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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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析等。當對組織內、外都有明確的了解後才能接著制定結合組織願景和使命

的品牌策略，發展該品牌在市場的定位，最後執⾏適宜的⾏銷企劃，成為⼀個強

勢的品牌。

第⼆節 如何成功⾏銷平台，⽅法及應⽤
社群網站們就像是個野獸，它巨⼤的影響⼒想必你我都是受益者/受害者。市場
上，除了坐擁社群媒體的龍頭Facebook以外，還有當前最火紅的Instagram、
Pin terest、Snapchat、Google+、Youtube、Reddit等都有它各⾃的愛好者。

⼀、確定⾏銷⽬標
如果不知道想要實現什麼⽬標、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就無法明確學習和改進，並
獲得成長。你想為客⼾解決什麼問題？你能提供什麼價值？你想創造達成什麼結
果？社群媒體如何幫助實現這些⽬標？還是你只是靠聽說或感覺來做決策？在建
立⽬標時，你還需要超越虛榮指標，例如：粉絲數、貼⽂按讚數。相對地，更應
該關注的指標可能是：潛在客⼾名單數、評價回饋和轉換率。無論你所屬的產業
是什麼類別，以下這些⽬標或許是你所需要或想要達成的：增加曝光/增加流量/ 
收集數據/拓展品牌/有更多粉絲數/獲取潛在名單/尋求業務夥伴/提升銷售業
績，對於社群⾏銷新⼿⽽⾔，可以先選擇兩個主要⽬標，再選擇兩個次要⽬標。
⼀開始有太多⽬標會造成分⼼和分散有限的資源，最終可能沒有實現任何⽬標。

⼆、⽬標要具體明確
當你知道想從社群⾏銷中學到、得到什麼，需要開始思考如何衡量⽅向是否正
確。畢竟，如果設定的⽬標沒有任何具體參數來衡量，就算實現了⽬標，你永遠

不知道你哪裡做得對、哪裡不夠好。

三、相應資源與時間
這⼀步對於實現⽬標⾄關重要，如果沒有給予相對的資源（⼈員、預算、技能、
知識等都是資源）或給不了，那麼這⼀切根本不切實際。只談論要收穫什麼，卻
不願意投入付出、承擔風險。
你設定將銷售提⾼20％的⽬標是具體的、可實現的，但是如果沒有為實現此⽬標
設定最後期限，所有努⼒、資源和注意⼒可能會隨時間轉移到不同的⽅向。

四、確定⽬標受眾
⼤多數時候，你不知道客⼾在哪裡、不知道要發什麼內容、廣告如何設定、產品
如何改進，通常是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標受眾是誰，導致你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如何做。試著想⼀想，40 歲以上的族群和⼤學⽣們，在某⽅⾯確實有很⼤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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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是嗎。因此，確定⽬標受眾不應該只是⼝號，這需要真正去研究和了解，包
含：年齡層、⼯作、收入⽔平、興趣、問題、習慣、動機…等等。

五、研究競爭對⼿
先⾄少列出 3 到 5 個主要競爭對⼿，並分析其作法、策略是什麼。包括：粉絲
或追蹤數量、發⽂頻率以及時間點、經常發表什麼類型的內容、最常⽤什麼樣的
標籤（如：免費體驗活動）、如何跟粉絲互動或回饋？雖然你無法直接查看對⼿
的洞察報告或相關詳細數據，但通過研究調查⼯作，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想法。

六、選擇社群平台
台灣慣⽤的社群媒體不如國外那樣繁複多元，不外乎就是 Facebook、Instagra
m、Youtube、LINE。然⽽，每個平台都有它獨⼀無⼆的特質、功能，互相整合
搭配會更有優勢。有 3 件事情可以幫助你考慮應該使⽤哪個社群媒體，以及應該
使⽤多少種⼯具－時間：你可以在社群媒體上花費多少時間？你有⾜夠的時間去
學習、操作嗎？資源：你或夥伴能做那些事？擅長做圖片還是影片？能寫⽂案 
嗎？有合適的⼈員和技能來創造所需要的內容素材嗎？受眾：潛在客⼾和客⼾習
慣⽤哪⼀種網路⼯具？

七、完善基本資料
優化社群媒體資料是最常被忽視的部分，對於很多⼈來說，這部分並不如粉絲數
值得炫耀和滿⾜⾃我感覺，但基礎的優化卻是建立美好第⼀印象的重要步驟。
(⼀)、⼤頭照
⼀旦設計好⼤頭照，請確保在所有社群媒體中保持⼀致性，這樣有助於⼈們可以
更容易識別屬於同⼀個品牌。
(⼆)、封⾯照
封⾯照片往往是⾴⾯上最⼤、最引⼈注⽬的視覺版⾯，網路是⼀個快速發展的世
界，如果你無法引起⼈們的興趣，⼈們是不會花時間停留查看的，⽽且會說走就
走。
(三)、商家資訊
當你引發⼈們有⾜夠的興趣時，他們將有很⼤的機會想查看商家資訊，這不僅可
以為新訪客做品牌介紹，也能隨之連接到網站。
另外要記住，⼀致性可以幫助⼈們在不同的社群媒體上識別你的品牌。

八、規劃內容主題
只是建立社群帳號是遠遠不夠的，完成以上步驟後，是時候考慮內容主題了，這
也是社群⾏銷與否能真正進⾏和成功的關鍵。
在內容⾏銷⽅⾯，你應該規劃出符合業務⽬標的內容，例如：如何透過你的產
品解決客⼾問題的內容。圍繞您的⽬標受眾⾯臨的共同挑戰開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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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擬定發⽂策略
社群媒體對於任何網路⾏銷⼿法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們使⽤ Facebook
或 Line 並不是為了買東⻄，所以你不能夠老是在發布銷售產品的廣告訊息，除
非你已經具有非常⼤的品牌吸引⼒。然⽽，除了內容主題之外，你還需要有明確
的執⾏⽅式，你是要採⽤⽂字、影片、圖⽂、還是 GIF 動態圖片？你要多久發⼀
次⽂？在什麼時間發？

⼗、主動宣傳推廣
即使每種社群⼯具都有其優勢的⼀⾯，但它們並不是被動就會有客⼾上⾨光顧的
⽅式，這是⼀⼤敗筆與迷思。記住，社群⾏銷不是單純把產品資訊發在貼⽂上就
能順利賣出去的事。

⼗⼀、數據分析與測試
⼤多數社群媒體都具有基本的數據分析功能，假設你不去看，那也只是單純的擺
設，⽽且你可能無法明確知道有多少曝光、哪種類型的內容最受歡迎、哪個時間
發⽂最有利、粉絲是否合乎理想、退讚封鎖比率…等。
（2019/06/09，林杰銘）

第三節 設計師品牌在快時尚環境之下其經營之道

⼀、關於快時尚及商業品牌
其實我不會不願看到「快時尚」的出現，相反的，我認為這樣⼦的產業出現是⼀

種資訊透明、資本主義M型社會底下必然的產物，互聯網的發達導致了資訊與慾
望的過度膨脹，「快時尚」只是看準了這點去提供⼀個消費者可以輕易接觸的商

品。「物件」本⾝是中性的，它單純被創造出來，⼯業⾰命後其實所有物件都是

「快」的，快時尚也只是⼀種表現形式，之所以為⼈詬病，單純是因為「時尚」

本就是資產階級創造出來作為⾝份認證的東⻄，現在只是隨著快速複製跟⽣產技

術的成熟，某種程度上打破了那個階級疆界⽽已。(28Feb,2018，HYPEBEAST)
快時尚提供當下流⾏的款式和元素，以低價、款多、量少為特點，激發消費者的

興趣，最⼤限度地滿⾜消費者需求。可以說，快時尚是全球化、⺠主化、年輕化

和網路化這四⼤社會潮流共同影響下的產物。(MBA智庫)
快時尚品牌沒有這樣的包袱，他們打從⼀開始就不以原創與質感著稱，所有⼈都

曉得快時尚品牌總是「複製」，但這樣的⾏為，卻在消費者的無關緊要、被剽竊

品牌的無能為⼒、默不吭聲之下，成了快時尚品牌不約⽽同的默契，於是當有⼈

起⾝質疑抄襲⾏為時，他們依然可以無動於衷地繼續銷售，消費者也不會群起抵

制，因為這些渴求走在潮流前端的⼈們，可以⽤極為便宜的價格，買到各⼤時裝

伸展台上的「同款複製品」，何樂⽽不為？(BeautiMode，2016/07/25)

https://imjaylin.com/
https://wiki.mbalib.com/zh-tw/%25E6%25B6%2588%25E8%25B4%25B9%25E8%2580%2585%25E7%259A%2584%25E5%2585%25B4%25E8%25B6%25A3
https://wiki.mbalib.com/zh-tw/%25E6%25B6%2588%25E8%25B4%25B9%25E8%2580%2585%25E7%259A%2584%25E5%2585%25B4%25E8%25B6%25A3
https://wiki.mbalib.com/zh-tw/%25E6%25B6%2588%25E8%25B4%25B9%25E8%2580%2585
https://wiki.mbalib.com/zh-tw/%25E5%2585%25A8%25E7%2590%2583%25E5%258C%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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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時尚品牌與設計師聯名的模式，在近年已成為時尚圈的⼀股常態趨勢，從 
H&M 與 MOSCHINO、KENZO、Giambattista Valli，到 UNIQLO 與 Christophe 
Lemair e、Alexander Wang….，每回合作都是重磅消息。⽽這些聯名系列能造
成轟動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能讓消費者⽤平實價格購入設計師品牌的服飾配件，

網路的話題炒作也為品牌帶來可觀的銷量與關注度，並利⽤媒體渠道推播給更多

消費者。(CHARLIE LEESEP，13,2019)
商業品牌更像是⼀個合唱團。它會通過對⽬標客群的年齡、⾝份、消費能⼒、著

裝需求等要素的設定來確定品牌風格，成衣會進⾏⼤規模⽣產，元素也會跟隨流

⾏趨勢，以此獲得更⼤的商業利益。(2019-05-23，德鄭)
商業品牌的設計師是需要忍耐的，不斷地⾃我否定和被他⼈否定，不斷地把⾃⼰

的腳放在⽬標客群的鞋裡去了解需求，不斷地考慮⾃⼰的設計在整⼀季的系列裡

該如何不突⺎卻⼜有看點。(2019-05-23，德鄭)
快時尚的版圖擴展到世界各地，但蓬勃發展之際，也必然⾯對過度⽣產、剝削勞

⼯等問題，如何在這之間抓取⼀個平衡點，將會是快時尚必須解決的課題(2018- 
06-01，吳思妮)

⼆、設計師品牌之經營與⽅向
必須耗費⼤量時間製作，考慮到單價，當初確實有想過台灣市場不買單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單單只把⽬光放在台灣，但其實台灣還是有潛在的受眾，我們的台灣

販售點HYST就證明了這點，仍是有客⼈願意靜下⼼來好好⽤⼿觸摸我們的作
品， 慢慢去感受有溫度的衣服在⾝上所產⽣出的火花。 (28Feb,2018，
HYPEBEAST)
隨著90後、00後逐漸成為消費主⼒軍，快時尚也迎來了寒冬。⼀位90後就曾在
之前的媒體採訪中表達了她對快時尚的態度："寧肯選擇⼀些網紅和年輕設計師
品牌，或許你們80後都沒聽說過的⾃創品牌。"(2019-06-13，螞蟻訪談)
新⼀代的消費者們，特別是90/00後，國外可能更多叫千禧⼀代和Z世代，更多的
注重個性與⾃我表達。快時尚們廉價⽽且千篇⼀律的設計並不能抓住新⼀代消費

者們的需求，反⽽是近些年獨立設計師品牌們發展的越來越好。我們⾝邊很多的

獨立設計師都很快擁有了⾃⼰的粉絲圈，⽽且正在⼀步步從⼩眾走向⼤眾。新⼀

代的消費觀決定了新的時尚市場註定會是有個性有才華的設計師們的天下。(201 
9-06-13，螞蟻訪談)
90後、00後消費更加趨於理性，"快"消費已經不是促進消費的動⼒，⼈們再也不
願意花⾼價格去買⼀件容易撞衫或者只能穿幾次就慘遭丟棄的服裝，性價比⾼服

裝款式經典耐⽤的服裝才是本質需求。

無論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導向還是現在消費主⼒的需求，原創設計都有⼗分好的發

展態勢。⼀味追求速度和價格的快感久⽽久之讓消費者疲憊，與此同時商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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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些弊端也⽇益明顯，在經過冷靜和理性的思考後，消費最終都會回歸"性價
比⾼""實穿性強""獨特有個性"等⼀些本質追求。"(2019-06-13，螞蟻訪談)
「我基本上是反對快時尚的，但我不會叫別⼈說，『你買快時尚就是不好』。」

周裕穎如此說道，「因為這就是⼀個過程，有了這個過程，才能讓你追尋更好的

產品。」對於他⽽⾔，快時尚能夠維持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同時也是⼀條讓⼤眾

快速接觸到時尚的途徑，也因此，周裕穎相信快時尚帶領消費者進入時尚圈後， 
消費者會漸漸開始反思，轉⽽追求更有故事內涵、更有⽂化意義的設計師品牌。

此外，⾃創品牌店員黃聖閔更篤信「堅持」就能有所回饋，不管是對服飾品質的

要求，還是品牌理念的嚮往，⼀旦消費者了解品牌背後的故事，勢必會轉⽽⽀持

其商品。(2018-06-01，吳思妮)
設計師品牌則更像是⼀個偶像明星。它⼀般都以⼀位設計師的思想為主導，更注

重個性的表達和審美的體現，在表現⼿法上更為⾃由、發散和具有辨識度。這需

要賦予品牌本⾝⼀個強有⼒的靈魂，因為它要做的不是跟隨趨勢，⽽是創造流 
⾏，如果設計師並沒有相應的思想根基和審美⾼度，那麼浮於表⾯的技巧和噱頭

也只能吸引到圖個新鮮的路⼈，無法真正建立起欣賞和追隨這個品牌的踅擁群 
體。(2019-05-23，服裝⼈德鄭)
好的設計是痛苦出來的，因為設計師需要不斷挑戰⾃⼰，元素太多的時候要捨得

拿下來，元素太少的時候要有勇氣加上去，⼀桿貨之間必須要有連貫性，每件單

品拿下來還得讓⼈願意穿。(2019-05-23，服裝⼈德鄭)

三、總結
由上述⽂獻資料可得知，在經過快時尚的旋風後，⼈們會趨向於冷靜，此時的消

費者已不再衝動性的購物，反⽽會更加仔細的思考此件單品到底適不適合我、到

底有沒有購買的必要。從消費者來看，在這個⾃媒體發達的時代下，⼈們都希望

⾃⼰看起來是與眾不同的，進⽽表達出⾃⼰獨特的個性；從零售商的⾓度來看， 
某些快時尚⼤品牌也漸漸開始和設計師品牌合作，推出⼀些限量的產品，⽽這些

產品總是在發售後就銷售⼀空，可⾒此種⾏銷模式是非常成功的。

從以上端倪可看出，設計師的單品已經在慢慢的步入主流市場，⼈們對於藝術及

設計的認知更加廣闊，相對的接受度便會明顯提升。特殊材質以及個性剪裁已不

再是遙不可及的，每個⼈都是天⽣的模特兒，⼈們開始享受穿著帶給⾃⾝的創新

體驗，並且也會仔細檢驗所花的⾦錢是否符合多個⾯向的期待。

但這只是⼀個新時代開端，新銳設計師在鑽研設計的同時必須以開闊的⼼胸去⾯

對新穎的⾏銷及銷售⽅式，⽅能站穩腳步，扎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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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劃⽅法

第⼀節 企劃流程

擬定研究主題 確定企劃主題---------------

↓
搜尋⽂獻資料 收集相關研究論⽂、書籍---------------

↓
研究⽬的 暸解市場現況、提升品牌知名度---------------

↓
研究動機 發現問題、探討研究背景---------------

↓
研究問題 確定研究問題、擬定範圍與限制---------------

↓
研究設計 研究架構、決定研究⽅法、對象---------------

↓
製作問卷 編定問卷、修改問卷、確定對象---------------

↓
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發出、問卷收回、資料整理---------------

↓
資料彙整及統計 敘述統計---------------

↓
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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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節 企劃⽬標

我們這次企劃以宣傳FJU Talents ss2021得獎的設計師為⽬標，透過實體靜態的
⽅式展出，拉近觀賞者與作品間的距離，同時從校園出發，讓本校的所有師⽣都
能夠更加認識此平台及其設計師。也因為於50週年校慶期間展出，期望可以帶來
更多⼈潮、已畢業之學長姐及紡織業界中的前輩；不僅讓設計師的作品有更多曝
光機會，也可以讓紡織業前輩在本活動找尋他們需要的⼈才，達到雙贏局⾯。 
另⼀⽅⾯，我們也透過網路推廣的⽅式，讓資訊能夠被更多⼈看⾒；並將過去未
經整理的資料重新整合，讓觀賞者可以⼀⽬了然，⼀睹歷屆Talents們所有精彩
的創作。

第三節 企劃內容

⼀、靜態展計畫
規劃於校慶期間，於系館⼀樓舉辦FJU Talents ss2021得獎設計師服裝的靜態展
覽，同時播放發佈於英國倫敦時裝週活動Fashion Scout走秀的影片。在展覽
上，除了服裝外，還會以四位得獎新銳設計師的各⾃主題布置展場，將設計師的

理念，透過⽂字及裝置藝術的⽅式去傳遞，讓走進展間便能感受到創作的溫度。

⼆、網路⾏銷-社群媒體(IG、FB、網⾴)推廣計畫
(⼀)、FJU Talents平台狀況分析(紀錄於2020年7⽉3⽇):

(⼆)、策略:
⽬標:提升社群媒體的觸擊率，讓更多⼈認識FJU Talents這個平台。
對象:國內外從事相關⼯作和對服裝產業有興趣及喜好者。
內容:介紹FJU Talents參賽設計師以及推廣此平台的理念。

IG FB 網⾴

追蹤⼈數 134⼈ 1214⼈ 無顯⽰

貼⽂平均案讚數、觀看 25次 30次 無顯⽰

上⼀次更新⽇期 2019/9/20 2019/9/16 2020/3/20

更新頻率 視活動⽽定 視活動⽽定 視活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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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企劃執⾏辦法

⼀、靜態展計畫
預計將於校慶期間使⽤108展場空間，妥善運⽤其場地完整的呈現其四位 FJU Ta 
lents其作品特⾊以及透過作品想傳達出的精神。展期為期⼀個禮拜，希望藉由校
慶期間吸引⼀定的流量關注，進⽽達到我們的企劃⽬標讓更多⼈知道FJU Tale 
nts。

⼆、網路⾏銷-社群媒體(IG、FB、網⾴)推廣計畫
更新頻率:IG更新，讓關注者可以持續獲得最新的消息以保持熱度。
貼⽂內容:包括介紹參賽設計師設計理念、創作過程、過去經歷及作品等。
內容來源:參賽設計師訪談、前幾屆Talents及作品介紹、參賽期間紀錄。
訪談⽅法:以拍攝照片及短片⽅式，讓設計師透過鏡頭介紹⾃⼰並傳達⾃⼰的設
計理念。之後再將影片放上我們的粉專(FB、IG)，搭配我們的⽂字介紹，讓觀看
者清楚暸解每個設計師的風格，吸引觀眾對設計師的好奇。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範圍
根據本研究之⽬的，研究內容範圍主要在本系設計組新銳設計師們，輔以其他國

內外可參考之新銳設計師平台。

⼆、研究限制
(⼀)就研究⼈員本⾝
本研究算是⾏銷組的我們第⼀次接觸到如此實務的⾏銷機會，⽽受限於資⾦及經

驗的不⾜，在學習如何推廣以及宣傳上都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導致於本研究只

能幫助設計師們在系上進⾏規模較⼩的展覽⽽在網路的觸及也比較不符期待。

(⼆)就研究內容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在國內較少相似性質的資料可參考，⼤部分是參考國外同性質

的平台，使得本研究資料較多為邊摸索邊參考國外相似性質平台，完整度上較不

完整及⿑全。

(三)就研究⽅法
這次畢展的創意企劃，由於經驗以及資⾦的考量，再加上國內較無此性質的平台

可借鏡亦或是參考，其研究結果在精彩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再加上隨著設計師

們相繼離開校園，因此無法時刻更新，因此如有在⾏銷上的疏漏亦或是不⾜，敬

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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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校內展覽推廣

在去年12⽉底時，配合學校校慶在系館舉辦了設計師們的作品展覽。將兩位設計
師，王季澧/林育婕在本次FJU Talents的作品於校內展出。配合上校慶系友回娘
家的活動，讓許多當天不管是來參加校慶亦或是回娘家的系友們都可以親眼⽬睹
到兩位設計師精湛的作品。當⽇的活動也吸引到近百⼈的參訪也讓更多⼈認識且
暸解到FJU Talents。當天展覽也不乏知名設計師蒞臨，像是國內知名設計師
CJEA N簡君嫄。也讓系上的新銳設計師們讓更多業界優秀的前輩所看到，也是此
次展覽相當重要的⽬的。

⼆、社群經營推廣

Instagram數據

已觸及的⽤⼾⼈數：達634

⼈內容互動次數：208⼈

粉絲數量：105⼈（持續浮動中）

第五章 結論

國內每年不乏許多設計系畢業的新星們踏入服裝產業，但在台灣現有的市場中， 國
內設計師品牌具有⼀定知名度的可說是屈指可數，再漂亮再精美的作品若無法 真的
走入⼈群那⼤部分都是空談。以台灣當前對於設計師品牌的報導及推廣也確 實不是
那麼的普及，更不⽤說是對於還在校園亦或是準備離開校園前往⼈⽣下個 ⽬標的這
些新銳設計師們，多數的他們都擁有很棒的才華但卻無法獲得成正比的 關注度。⽽
我們這次活動最⼤的⽬標當然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知道以及認識到 這些來⾃輔⼤
織品系優秀的Talents們。讓更多⼈對於他們不再只是有著模糊的 印象覺得他們很
會做衣服如此的表象⽽已。可以更了解私底下的他們也更了解到 他們對於⾃⼰⼈⽣
以及作品有著什麼密切的關聯。如果沒有挖掘出這些有趣的東 ⻄，我們相信絕⼤多
數⼈對他們的第⼀印象⼤概就只有哇！他們很會做衣服⽽已。⽽現在讓⼤家看到更
多他們光鮮亮麗的背後所付出的努⼒，絕對能讓更多⼈更貼 近這些厲害的設計師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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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企劃的動機為 2020 年，全球遭逢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侵襲，國際旅遊

頓時成了病毒散播的最直接路徑。在短短幾個月內，各國皆頒佈旅遊警戒，平時

人潮擁擠的各國機場頓時變的門可羅雀。原本是為這個時代人們最重要的休閒方

式之一的旅遊，在此時，不得不被迫取消或無限延期。 

在旅遊、航空業幾乎全數停止營運的狀況下，國人們原定行程被打亂，加上

長時間待在家中，許多人紛紛表示「悶壞了」。於是我們想，這時候，如果能有

個旅遊平台，報導各國的生活、文化、時尚等資訊，解解人們的旅遊癮，不論是

回味曾經到訪過的地點，或計畫未來疫情解除後的旅行，應該都能相當程度地激

發人們的興趣，於是便有了執行此企劃的想法。 

我們決定創立一個線上品牌，透過從織品服飾行銷專業裡所學到的知識，加

以運用，深入了解各國的生活文化、流行服飾、時尚歷史，以及在地品牌、設計

師等，將這些資源彙整，以線上雜誌的角度分享給觀眾。 

 《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期望以線上雜誌之姿，透過多角度切入各國文

化、生活風格以及旅遊，帶領大家不只想念旅遊、計畫未來的旅遊行程，也保持

對世界的好奇及熱情。由 Instagram 貼文出發，從亞洲地區一路到世界各地，文章

主題涵蓋各國文化、主題式旅遊、人物訪問、時尚及電影，從多方面看見各個國

家的面貌。 

關鍵字：時尚、旅遊、文化、生活、媒體、Z 世代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企劃背景與動機 
 

2020 年，全球遭逢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侵襲，國際旅遊頓時成了病毒散播

的最直接路徑。在短短幾個月內，各國皆頒佈旅遊警戒，平時人潮擁擠的各國機

場頓時變的門可羅雀。然而隨著經濟起飛，旅遊的角色早已從早期的奢侈品變成

許多人的生活常態。許多人赴外工作、求學，長年待在海外；也有的旅行各國，

足跡遍布全世界；而以一般人來說，年節、暑期等短期旅遊也早已是固定的假期

模式。 

 

在旅遊、航空業幾乎全數停止營運的狀況下，國人們原定行程被打亂，加上

長時間待在家中，許多人紛紛表示「悶壞了」。於是我們想，這時候，如果能有

個旅遊平台，報導各國的生活、文化、時尚等資訊，解解人們的旅遊癮，不論是

回味曾經到訪過的地點，或計畫未來疫情解除後的旅行，應該都能相當程度地激

發人們的興趣，於是便有了執行此企劃的想法。 

 

我們的線上雜誌品牌，透過從織品服飾行銷專業裡所學到的知識，加以運用，

深入報導各國的生活風格、城市文化、時尚、深度旅遊、人物訪問等，希望觀眾

在閱讀後能更有「心」的旅遊，在未來付諸實踐。 

 

第二節 企劃目的 
 

一、解旅遊癮-用不同角度看待旅遊 

鼓勵人們不因疫情而灰心，在保持好社交距離的同時，藉由我們的平台，

透過各國的有趣報導用「心」旅遊，待解禁後，再次擁抱旅遊。 

 

二、推廣主題式旅遊 

「主題式旅遊」是我們認為相當值得推廣的旅遊方式，比如:櫻花祭、

溫泉、登山、賞雪、水上活動、跳島旅遊...等等，有別於最基礎的踩點行

程，且可以根據旅伴的組成做彈性調整。故順應 Instagram 呈現模式，我們

的內容以「主題式」貼文作呈現。 

 

三、時尚旅遊媒體-傳遞新旅遊概念 

作為 Z 世代的我們，正是社群平台的重度使用者，有關世界的大小事幾

乎都是從關注的商業帳號中獲取。因此在觀察過多數已存在的旅遊平台後，

我們想嘗試做的媒體是以社群平台為利基，並以 Z 世代對文化、生活的態度

作切入，結合「時尚」及「旅遊」，將文化性的知識注入旅遊媒體，傳遞新

的旅遊概念。 

 

 



第三節 企劃流程 
 

 
 

圖 1-3-1 企劃流程圖 

 

一、營運與產出 

(一)透過社群平台 Instagram 發表文章，並透過限時動態之投票/投稿功能與用戶

互動。 

(二)邀請旅行部落客舉辦講座，藉由近距離的分享傳遞旅行及旅遊的意義。 

(三)將累積的素材收集、整理，編輯成實體刊物展出/販售。 

 

第二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政治法律分析 

 

一、 疫情前台灣對世界的旅遊政策 

    2020 年 3 月 5 日中華民國外交部更新了「國人可以免簽證前往之國家

與地區」名單，共有 112 個國家/地區給中華民國台灣護照免簽證，包括

國人最熱衷的澳門、日本、韓國、印尼、馬來西亞、新加坡、紐西蘭等旅

遊勝地。護照免簽國越多，代表人民在全球旅遊自由度也高，政府與他國

保持良好關係，同時也促進經濟關係。 

 

二、 疫情後台灣與世界各國的旅遊政策 

    台灣推出多項措施重塑觀光旅遊，例如:鼓勵民眾力行「防疫新生活

運動」、推出 2020 安心旅遊補助等等。日本為刺激國內觀光，推出「Go 
To」活動，民眾部分的國旅費用將 由日本政府補助。希臘政府提出社會

觀光計畫(social tourism programme) 「Tourism for All」，規劃 3,000 萬

歐元資助低收入戶國人旅遊。 

 

創立旅遊時尚

疫情衝擊旅遊 

營運與產出 

Instagram 

線上雜誌
舉辦旅人講座 實體刊物 



第二節 經濟分析 
 

一、 疫情之下的旅遊產業概況 

（一）航空：ForwardKeys 的研究報告指出，2020 年 1 月 6 日至 7 月 19 日之間全

球的國際航班訂位較去年同期下降 99%。就區域而言，來自亞太地區的訂

位(-105%)下降最嚴重，其次為美洲及歐洲(-97%)、非洲及中東(-85%)，

全球各區皆面臨嚴重的損失。 

（二）旅宿：史密斯研究中心(STR)資料顯示，全球 5 月份的平均客房收入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RevPAR)、平均房價(Average Daily Rate, ADR)
及住房率持續面臨 2 位數的減少，再創史上最低點。5 月份的住房率最低

的地區為歐洲(13%)，其他則是非洲(14%)、中南美洲(15%)、美國(33%)、

亞太地區及中東(36%)。 

（三）旅遊平台：全球線上旅遊集團 Booking Holdings（有 Booking.com、Agoda、

Priceline 與 KAYAK 等多個旅遊平台）2020 年第 1 季表現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2 月底訂房率與去年同期相比下降 5%至 10%，整體旅遊商品預訂

比例下降約 10%至 15%。 

第三節 社會文化分析 
 

一、 旅遊型態的變遷 

亞洲旅遊體驗預訂平台 Klook 執行長林照圍分析，網路便利使旅遊資訊透

明化，旅客也從被動式的團體安排，轉變成自主性高、彈性大的自由行模

式。隨著自由行興起，帶動機票與飯店等預訂需求，旅客可以透過航空公

司、飯店官網或各式平台，隨時隨地預訂。千禧世代從傳統實體的旅行社

轉向網路，透過網路自行比價、搜尋部落格文章取經，或追蹤臉書及其他

社群軟體上的旅遊風格達人，讓旅行成為一件很客製化、個人化的事情。 

 

表 2-3-1 來臺觀光客旅遊方式比例 

年份 100 年 101 年 102 年 103 年 104 年 105 年 106 年 107 年 

團體旅遊 61.76% 60.41% 44.96% 41.09% 38.75% 31.45% 26.48% 26.80% 

自由行 38.24% 39.59% 55.04% 58.91% 61.25% 68.55% 73.52% 73.20% 

 

二、 在地體驗興起 

根據旅遊業者統計，深度體驗受到消費者喜愛，108 年的預訂當地文化深

度體驗，像是傳統服飾體驗、烹飪體驗等成長幅度是 107 年的 2倍。近年

來也觀察到旅客喜好正在轉移，從指標性地標逐漸向在地文化靠近，像是

到韓國首爾體驗汗蒸幕，去泰國曼谷學做泰式料理，在沖繩潛水探訪藍洞

等，比起在熱門景點走馬看花，旅客正積極用自己的感受來創造專屬的旅

遊體驗和回憶。 



第四節 科技分析 

 
一、 科技旅遊趨勢 

市面上各種行前規劃的新科技崛起， AI 人工智慧、VR 虛擬實境、語音辨識

等熱門技術越來越成熟，成為能左右旅遊市場商機的關鍵。手機便利性帶來

最快速的資訊，並透過 APP 追蹤行李，完成行程規劃、交通服務、住宿安

排等一整套內容。 

 

二、 疫情後旅遊科技的改變 

（一）無接觸式科技 

（二）清潔科技 

（三）AI 智慧系統科技 

 

第三章 《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介紹 
 

第一節 簡介與理念 
 

我們創立的時尚旅遊媒體品牌，名稱為《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

「欲往城市」，欲前往的城市；“Morii＂，渴望留住一個轉瞬即逝的瞬間。期望

以線上雜誌之姿，透過多角度切入各國文化、生活風格以及旅遊，帶領大家不只

想念旅遊、計畫未來的旅程，也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及熱情。 

 

第二節 目標族群分析 
 

我們針對年齡範圍為 18-26，關注旅遊、文化、時尚領域的 Instagram 用戶，

發佈貼文、吸引追蹤/互動、爭取曝光。 

 

第三節 LOGO 介紹 
 

 
圖 3-3-1 品牌 LOGO 



 
「欲往城市」四角題字以具襯線的中文字體呈現，正中央類似方形春聯的

意象為向世界敞開的窗口，裡頭由三幢建築物組成「城市」的意象，象徵家家戶

戶、不同的生活跟各國文化的組成，也象徵地球村的豐富多元。 

 

第四節 活動企劃書 

  
一、 Instagram 經營 

 

（一）貼文 

為主要執行項目，內容包含深度旅遊、文化新知、人物專訪、在地設計師

/品牌、影視時尚及電影場景。各個國家的貼文數以9篇為基準，以經營一

致的 Instagram 版面。每個國家的素材內容由組員們共同蒐集、篩選，並撰

文以及製圖發文。 

 

 
圖 3-4-1 Instagram 排版 

 

（二）濾鏡 

利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製作雜誌風格濾鏡，增加與觀眾的互動，藉由濾鏡

的分享，刺激商業帳號的點閱及觸擊。在濾鏡與特效稱霸的時代裡，The 

Morii 的濾鏡樣式也切合了品牌想推廣的理念-抓住美好的瞬間。 

數據分析項目: 

(1)濾鏡曝光數：所有點開過濾鏡的人 

(2)拍攝數：實際拍攝使用特效的次數 

(3)分享數：用戶轉發特效給朋友的次數 

 



 
圖 3-4-2 Instagram 濾鏡示意圖 

 

（三） 專訪 
邀請讀者接受我們的訪問，以一個國家一位代表人，分享其旅外經驗以及

故事，The Morii 再以貼文形式呈現。 

 

 
美國篇專訪--Venus 小緒 歌唱老師 

 

 
歐洲篇專訪--王柏婷 音樂系學生 

 

（四）抽獎活動 

利用獎品來吸引讀者留言藉此與他們互動，增加粉絲黏著度。也透過此活

動，讓大家呼朋引伴來追蹤、留言，增加曝光度。 

獎品:契爾氏金盞花精華旅行組、小米自拍桿兼腳架、行李秤。 

 



 
圖 3-4-3  Instagram 抽獎活動 

 

二、 旅人講座 

（一）講者: Mika 謎卡 

旅行作家、冒險家、節目主持人。 

曾走訪巴基斯坦、埃及、南非等 10+個國家，2016 年出版第一本旅行文學

書《在遠方醒來》，並拿下金石堂當月銷售冠軍。著有《在遠方醒來》

（2016）、《路上慢慢想》（2018）、《留下來生活》(2020)。 

 

 
圖 3-4-5  Mika 講座宣傳海報 

（二）演講主題:【選修一堂人生的冒險學分】 

（三）參與人數: 40 人 

（四）時間: 2021 年 3 月 10 日星期三 

（五）地點:輔仁大學織品系館 TC007 

 

三、 實體刊物 

將品牌於 Instagram 上累積的素材製作成《The Morii mag. 欲往城市》實體



刊物。 

(一)規格/成本計算 

表 3-4-1 實體刊物成本計算表 

尺寸 A5 

頁數 183 頁 

裝訂 自行裝訂 

單面印刷（紙材:道林紙/畫刊紙） 單價 0.54 元/頁 

單本淨成本:0.54*183 頁=98.8 元 

 

四、總體時程 

 

表 3-4-1 總體時程表 

時間 項目 

2020/12/05 Instagram 首發 品牌介紹文 

2020/12/06 日本篇上線 

2020/12/10 日本專訪--劉玥吟 

2020/12/25 發布聖誕抽獎文 

2020/12/30 美國篇上線 

2021/01/07 美國專訪--Venus 小緒 

2021/01/16 公佈中獎名單 

2021/02/05 台灣新年特別篇上線 

2021/02/25 歐洲篇上線 

2021/03/10 旅人講座 

2021/03/11 歐洲專訪--王柏婷 

2021/03/20 The Morii mag. 實體出刊 

2021/03/31 GAC 

2021/04/09-2021/04/11 畢展 



 

第四章 活動成本效益分析 
 

第一節 Instagram 經營 

 
表 4-1-1 追蹤人數時間表 

時間 追蹤人數 

12 月 100 

1 月 155 

2 月 178 

3 月 200 

總計 200 

 

 
圖 4-1-1 Instagram 帳號後台數據 

 

帳號後台數據顯示觸及人數為 1088 人，紛絲與貼文或限時互動次數為 324

次。 

 



 
圖 4-1-2  Instagram 粉絲相關資料 

 
圖 4-1-2  Instagram 濾鏡洞察報告 

 

濾鏡曝光次數為 1.1 萬次，男生佔 5%，女生佔 95%，而年齡大多分佈在 18～24

歲，濾鏡開啟次數為 1037 次、拍攝次數 350 次、分享次數 83 次。 

 

第二節 抽獎活動 
 

表 4-2-1 抽獎活動成本明細 

獎品 數量 金額 

契爾氏金盞花精華旅行組 1 $499 

小米自拍桿兼腳架 1 $380 

行李秤 1 $150 

總計 $1029 



 
活動成效： 

抽獎文留言數 161 人、觸及人數 759 人，粉絲人數增加 33人，濾鏡曝光次

數接近一萬次。 

 

第三節 主題講座活動 
 

表 4-3-1 主題講座成本明細 

內容 時間/數量 金額 

講者費用 $1600*2hr $3200 

講者停車費 $40 元*4hr $160 

海報 $110 元*5 張 $550 

總計 $3910 

 
活動成效: 

參與講座人數 40 位，粉絲人數增加 28 人，有關講座的限時動態最多觀看

數為 150 人/篇，講座宣傳的貼文觸及人數也達到了 455 人。粉絲總數達 200 人。 

 

第四節 總成本分析 
 

目前準備畢業專題的成本預計為$5339。4 月預計支出為四本出刊刊物（100 元*4

本），將於展覽期間展出。 

 

表 4-4-1 畢業專體整體活動支出 

時間 活動支出 

  12 月 $1029 

3 月 $3910 

4 月 $400 

總計 $5339 

 

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小結 
 

這個企劃的執行初衷，是要開拓旅遊媒體的新市場，透過深入淺出的題材以

及平易近人的傳播媒介，搭配設計、文化題材，呈現旅遊雜誌不一樣的面貌。 

時至今日，大多數的旅遊資訊媒體仍以景點、打卡點等社群互動導向的素材

為主，瀏覽市場現有品牌，文化性雜誌及旅遊書籍之間仍有市場空缺，缺的是結合

兩者特性的媒體--而 The Morii 欲往城市 時尚旅遊媒體便是以旅遊雜誌為立足

點，佐以文化性題材增加知識厚度的一本線上雜誌。 

 

第二節 預期目標 
 

一、品牌推廣 

除了持續經營 The Morii Instagram 帳號，我們會與各路品牌進行合作，舉辦聯名

活動/販售聯名商品，確立《欲往城市》生活風格類雜誌的定位。 

合作品牌類型:戶外用品、風格店家、生活風格/旅遊類雜誌、質感系獨立品牌(音

響、花藝、洗沐用品)、旅宿、獨立書店、手作...等文化創意類品牌。 

 

二、建立閱讀平台 

目前 The Morii 因鎖定 z世代作為初步目標客群，故只有在 instagram 上經營。下

一階段我們將架設專屬閱讀平台，提供用戶閱讀長文章更好的體驗，也能讓專訪有

更好的呈現。 

 

三、旅人合作 

通過互惠方式，與旅人、旅行 KOL、攝影 KOL 合作，觸及更多潛在受眾(喜愛旅行、

對新知有興趣)，同時也為其增加曝光。 

合作方式:講座、Podcast、募資聯名商品。 

 

四、活動策畫 

 主題市集:媒合多家獨立品牌，進行以 The Morii 線上雜誌為名的主題市集。(性

質以大方向能與旅行交會到的品牌為主。) 

 主理人對談:以講座、Podcast 方式與合作品牌主理人對談，鼓勵原創及品味，也

會用在當期 The Morii 的選題與內容。 

 期間限定:媒合選物店/獨立品牌/老宅咖啡廳進行閱讀闖關兌換活動。 

 

五、電子報 

 每月精選 3主題寄送電子報至會員信箱，除了將內容平台的「被動」化「主動」

之外，也能讓忙碌的用戶不錯失值得閱讀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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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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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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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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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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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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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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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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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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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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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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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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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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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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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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氛精油與現代人情緒及心理關係之研究 

 中文摘要 

因為現代人生活忙碌，越來越多人使用香氛精油來紓解壓力，因此精油逐漸 成

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再加上研究者本身有在使用精油的習慣，且跟 大

多數的人一樣不太熟知各種香氛精油的功效及心理影響，所以我們決定對此 深

入研究。因此，本研究為探討不同的精油香氣對人的身、心理感受以及認知 狀

況(熟悉程度、喜歡程度、色彩聯想)這三個層面產生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 之

間彼此的關係，並透過問卷搜集精油使用者的資訊並加以統整分析。有助於 了

解香氛精油對身心理的影響，以及其間的關係，提供大眾在選擇及使用精油 時

有更具體的參考。最終希望能達成以下三種目的:(一)了解精油對人體的心理情

緒之影響(二)促進消費者更了解各式精油所帶來的益處，進而增加其購買意

願，並購買到適宜的精油(三)透過社群平台分享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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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氛精油與現代人情緒及心理關係之研究 

英文摘要 

Because modern people’s lives are busy, more and more people use 

fragrance oils to relieve stress. Therefore, essential oil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life. In addition, 

researchers themselves have the habit of using essential oils, and 

there are  most people who  are also not familiar with the efficacy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various fragrance oils, so we decided to 

delve into this topic.Therefore,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ssential oil aromas on the three levels of human body, 

psychological feelings and cognitive status (familiarity, likes, 

color associ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ffects, an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Collect information on essential oil users and 

analyze them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It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fragrance oils on the body and psycholog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provide the public with a more 

specific reference when choosing and using essential oils. In the 

end, I hope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three goals: 

 (1)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essential oils on the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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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s psychological emotions  

(2) To promote consum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of various 

essential oils,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buy, and 

purchasing suitable essential oils  

( 3) Share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compiled through social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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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現代社會中壓力無處不在，每天都需要接收到大量的資訊，不管是大

人還是小孩都會有各式各樣的壓力必須面對
 
。研究顯示，香氛精油療法對

於人體調整、穩定情緒、安慰心靈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成為現代人

日常生活中美容養生保健的方式之一。但大多數的人並不知道除了芳香的

功能以外還能有影響情緒心理的功效。精油到底為甚麼具有這麼神奇的療

效？它是如何改善人類的身心狀況？促成我們想更加了解香氛精油的動

機。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動機正因為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會累積許多壓力，而情緒、壓

力及憂鬱往往都促使身心理疾病的產生。大多數的人在生病之後，除了就醫之

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去尋求一些自然療法，因此芳香精油隨著現代人的需

求漸漸變的重要，而情緒也是影響一個人行為的重要關鍵因素，一個人情緒的

好壞會造成身心理的變化，因此我們決定進一步去了解消費者對不同芳香精油

的味道對於感受的影響與情緒改變的關聯來做為研究主題，像是我們僅知道薰

衣草可以幫助睡眠和安定情緒，藉此想了解其他香氛精油還能夠帶給人甚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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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緒？同時也希望能使芳香精油產品的知識讓一般大眾去理解並更容易找到

符合自己需求的精油。我們將會利用訪談的方式以及搜集大量資料來做研究並

加以分析結果，也將更深⼊去探討其中的情緒能量。 

 

 

（圖 1）資料來源：劉玉玲 2007年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一)何謂精油？ 

（二）了解精油對人體的心理及情緒之影響 

（三）促進消費者更了解各式精油所帶來的益處，進而增加其購買意願，並購

買到適宜的精油 

（四）透過社群平台分享我們所整理出來的資訊 

第三章  文獻探討 

什麼是『精油心理學』？為什麼要學習精油心理學呢？因為精油不再單純作

用於生理或物理系統，而是啟動一個人身心靈的整體反應 

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7 年統計，全球約有 3 億多人患有抑鬱症至 2020 年，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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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將成為繼冠心病後的全球第二大疾病。這暴露了當今人類最大的心理敵人情

緒。對情緒的覺察，學習發展與管理，已成為當今人類最大的挑戰。情緒也變

成人類三大進通媒介一「語言，肢體，情緒」中，最核心，最令人在乎，也最

巨大的現象與影響因數。精油與植物精油芳香療法，又能對人類的情緒狀態產

生多大的效用呢？   林坤輝著 2020年 

  現代精油如何對大腦發揮影響力很多人也曾問過我：透過嗅吸精油的香氣

也是一種心理治療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精油可以由鼻腔上方的嗅球接

受器傳送至嗅神經引起生理情緒反應。至於精油如何達到這種效果呢？原因就

在於精油是少數可以通過腦血管屏障的物質。我們的研究中有四個屬業簡單的

說就是一個通鴻系統，清除代謝廢物及外來物質，還有把所進入大腦的物質做

飾選的機制，流進層部的血液通過這些屬葉細胞，從血液成為屬髓液。由於血

展屏障的存在，将大分子通總在外，而精油是少數可以通過層血屏障的物買之

一，由於精油的分子細小易通過，所以很快的直接進入腦部組鐵，由於腦部系

統結構和邊緣系統的連結非常密切，因此精油的珍貴成分，能觸動我們的覺和

軀體感覺系統，精油的化學物質會觸發神經內的化學物釋出，產生放鬆，安定

或興奮的效果，因此對生理，心理產生極大的美好作用，進而可以利用精油改

善情緒生理的反應！這是心理健康與諮詢歷史上的一大成就。一個新科學的誕

生科學家與心理學家花了數百年的時間，試圖要了解我們稱為情緒的現象，雖

然科學還未能確切說明實際的運作機制，但我們已知曉情緒對健康許多面向都

有非常巨大的影響。     林玉清著 

  

  精油中的香氣分子進入人體的方式有兩種：嗅覺吸入和皮膚吸收，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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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的時候，精油散發到空氣中的香氣分子會進入鼻腔，附著在嗅覺神經末梢

上，並且將香氣分子特有的化學物質轉變成神經傳導信息，直接傳遞到大腦前

葉的嗅覺中樞，觸動腦部的邊緣系統，進而引發情緒反應。不同的精油香氣分

子會讓人產生不同的情緒效果，如果我們需要提神、舒緩、興奮、或者抗郁等

不同效果，選擇具有對應作用的精油，並掌握各種精油的情緒效果，是芳療入

門的必要一課。   高曉寧著 2009年 

參考文獻 

寧靜複方精油 

產品介紹：能讓內心增進靜謐，獲得安心及滿足感。取一至兩滴塗抹於手腕胸口或頸

部肌膚，放慢腳步，深吸一口氣，消除焦慮，不安，恐懼，重回沉著安然的自己。 

主要用途：增進靜謐，安心與滿足的心情，消除焦慮與不安情緒 

影響身體系統位置：內分泌生殖系統（賀爾蒙）情緒平衡 

使用方法： 

1.夜晚時擴香使用，營造寧靜氛圍幫助睡眠 

2.感到焦慮時，於掌心倒入一滴摩擦雙手後深吸香氣 

3.考前，演講，報告等讓人緊張，憂慮時擴香使用或深吸香氣 

4.塗抹於足底，撫平孩子焦躁不安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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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精油在人體作用的途徑圖 

資料來源：莊翔筑 2007 年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1節  研究流程 

提出問題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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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研究架構與實驗設計 

 

 
表５ 

 

 

第3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訪談芳療師的方式為主及到圖書館找尋相關書籍，對香氛精油

有初步了解之後，再從網路上查詢香氛精油有關的研究文獻，仔細詳讀、

歸納、統整。接著分析使用常見精油的方法，做出結論。 

  (一) 透過創辦一個 Instagram社群平台並利用發文來逐一分享，發文類型主

要   有兩大類： 

       1.主要以分享木香，花香，果香三大類精油能帶來的心理情緒影響及各

別功  效，並讓使用者能挑選到更適合自己的精油種類 

       2.芳療師訪談內容分享 

（二）透過 instagram 的限時動態分享有關精油的心理測驗及星座與精油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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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與粉絲做互動 

（三）舉辦精油抽獎活動 

第4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 因為研究者的能力限制，本研究在選取個案時僅針對研究者周遭的親朋

好友進行調查，涵蓋面不足為限制條件之一。 

（2） 本研究採用訪問芳療師並收集大量資訊，所以看法皆為主觀意識，可能

會造成誤差。 

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主要透過我們自己所蒐集並統整的資料與芳療師的訪談中，收穫了 

 少與精油的相關知識，許多一開始的疑問也都得到了解答，我們也統整出了 

以下的結果： 

●  精油為什麼會有療效？ 

我們認為芳療的世界裏，精油都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禮物，每一種芳香分子都

有著它們的獨特意義及使命。真正的精油是從植物中的種子、樹脂、樹皮、花、

葉、果皮、果實、根等萃取出來的芳香物質，是混合 

多種化學分子的芳香複合物，100%自然而成的天然化學物質，每種精油都有各

自的特質及功效，都是能發揮療癒的芳香力量。透過「吸嗅方式」或「皮膚吸

收」的使用方法，細小的芳香分子會經由身體的內循環到達目標系統，如： 

   1）「吸嗅方式」能透過呼吸循環，使芳香分子傳送到血液或經嗅覺神經   

到達大腦邊緣系統，進而影響情緒及感受； 

   2）而「皮膚吸收」則透過按摩或塗抹方式，將不同以介質稀釋後的芳香   

分子經皮膚吸收並於體內循環，療癒身心。 

   不同的吸收方式，都能讓細小的芳香分子到達目標的組織器官並發揮其   

療癒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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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油是如何影響心情？ 

運用精油時，透過「吸嗅方式」能讓芳香分子經嗅覺神經到達大腦邊緣系統*，

從而調節身體的情緒狀態。（*邊緣系統是影響人體內分泌及自主神經系統，從

而影響我們的行為及情緒表達，如開心，愉悅、憤怒或激勵。）有研究發現，

透過使用不同的精油，所形成的腦電波活動均有著不同的形成，如： 

1.使用橙花或玫瑰精油時，能引發 DELTA、ALPHA 電波，是帶放鬆的訊號。 

2.使用羅勒或黑胡椒精油時，能引發 BETA 電波，則是清醒及警覺的訊號。 

由此可見，芳香分子對我們的情緒及心情帶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   精油能改善憂鬱症嗎？為什麼？ 

  長久而來，不同國家都有研究及臨床經驗，發現精油能對幫助到因壓力而

受情緒影響的人，如焦慮症及憂鬱症等。嗅覺能直接影響身心感覺，如腐爛的

水果味或香味四溢的花朵味都促使我們的大腦有不同的喜惡及感覺。精油的芳

香分子能透過嗅覺神經，把芳香訊息轉化成電流訊號到大腦的邊緣系統；或透

過皮膚吸收，將已稀釋的精油分子於體內循環，從而影響我們的情緒、感覺及

記憶，有效緩解因壓力所洐生的情緒問題，達到療癒之效。如果雖然芳療只是

一個輔助療法，無法完成取代傳統的西方醫學，但不同的研究及臨床經驗都證

實，如果兩者能同時輔佐並用，的確可以看到很不錯的療癒效果。  

 

●   哪種 精油 最適合在（1.讀書時、2.睡前？提升自信？）做使用？

而  哪種不適合？ 

        運用精油前，可先思考希望達到什麼療癒，避免因錯誤選擇而令效果

不如理想。如需要放鬆時，使用激勵作用的精油，可能會造成反效 果。想要

有激勵作用的時候，像是讀書時可使用一些能讓頭腦清醒及專注力提升的精

油，推薦：檸檬精油、胡椒薄荷精油。而需要提升自信時，可使用一些能振奮

心情、找回活力的精油，推薦：天竺葵、佛手柑、葡萄牙柚精油。想要有放鬆

作用的時候，像是睡前就可使用一些能沉澱心情、幫助睡眠的精油，推薦：薰

衣草、甜橙、苦橙葉精油。 

●   如何去挑選品質好的精油？怎麼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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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芳香療法越來越普及，在市場上都能隨意看到精油類的產品，但

真正能達到植物性療癒效果的精油卻需要慎選，因為如果誤選了劣質的

精油用作芳療，有可能會傷害到健康及身體。以下提供一些建議作為選

購產品時參考，選購優質的精油，才能讓我們真正達到真正的芳療效

果： 

 1.標籤標示 

 真正的精油通常會標示 100% Essential Oil 或 Pure Essential 

Oil，大多 會一同標示其植物的拉丁學名（多以斜體字標示），例如：

佛手柑的英文為 Bergamot，而拉丁文學名為 Citrus bergamia。 

 2. 包裝材質 

 精油是很容易揮發且會因光照變質而失去功效的濃縮精華，因此大多 

會以深色具阻光效果的玻璃瓶盛裝，一般以深藍色和琥珀色的玻璃瓶居

多。一般不建議購買以透明玻璃瓶或塑膠瓶存放的精油，真正的精油會

因儲存而分解釋出塑膠瓶中的有毒成分，故應避免因而造成安全疑慮。 

 3.品質價格 

 真正的精油通常都價格不斐，因為其價格包含了植物的栽種、採   

集、萃取芳香植物的時間及成本。 

●   認為應該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精油呢？ 

精油是芳香物質的精華，而氣味都是主觀的，與記憶有著強烈的連 結

性，大多可依據自己所喜歡的氣味作為選擇的參考。除了芳香選 擇，

精油運用亦需視乎身體的狀況，選揀合適的產品，如：G6PD患 者（蠶

豆病）應慎選含有薄荷腦成分的精油，如胡椒薄荷精油；而懷孕中的女

士在使用精油前，亦可先向註冊芳療師查詢相關的安全意見。 

●  「精油」及「芳香療法」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芳香療法是透過以合適的精油來平衡身體與心靈的整體療癒。運用植物

中全天然的芳香物質，以其獨特的療癒功效，來讓身心找回平衡。而芳療的方

式有好多，如：透過按摩、擴香、泡澡、搭配保養品或製作精油小物來使用。

不同的受眾可按照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使用精油的芳療方式，從而獲得療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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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精油能夠透過鼻子的嗅吸以及皮膚的吸收，對身體進行反應來完成療癒的工

作，香氣是精油的靈魂所在，嗅覺則是人類的生存本能。能夠被嗅聞的物質必

須有揮發性，精油就是此種物質。從解剖生理來看，人類大腦邊緣系統主管情

緒(快樂、憤怒、悲傷、痛苦、恐懼、性慾)、短期長期記憶、行為、學習、思

考鼻腔與大腦邊緣系統互相連結，氣味分子被鼻腔中的嗅覺神經感知後進入大

腦，當下的情緒、行為交織而成為一種個人記憶。舉個例子來說，當親人去世

喪禮會場點著沉香，而你是第一次嗅聞到這種氣味，此時你悲痛難耐，事後某

天在某個時間你又嗅聞到同樣的氣味，你開始哭泣了，因為你想起你過世的親

人及當天的場景，這就是氣味與記憶、氣味與情緒的連結。因此，很多書籍都

說透過嗅吸能夠療癒情緒，甚至減緩病痛，那是因為有很多的疾病都來自於自

我的情緒壓力，所以如果某個精油的香氣能夠讓你有美好的回憶及經驗，就多

用這個香氣的精油吧!這對於平衡你心理壓力有很大的幫助。 

     而在這些資料的研究中，我們沒有蒐集到憂鬱症的個案經歷，但我們認為

精油的確可以作為療程中的一項輔助，憂鬱症也是一種情緒疾病，常常有失落

與無望的感覺，就如同上面所描述的透過嗅吸連結大腦邊緣系統進而影響情

緒。以上是我們的專題研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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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越來越多人成立自創服飾品牌，從設計到生產全是MIT，

甚至力求在服飾產業裡獨樹一幟。然而經營一個好品牌的長久之計不

外乎包括對於品牌風格是否完善定義、行銷團隊的配合與營運條件的

專業能力以及如何掌握好產品品質穩定顧客的回流率。在網路資訊爆

炸的時代，社群平台上粉絲黏著度的持續把握與成長也是其中關鍵因

素之一。目前有許多台灣服飾自創品牌在產銷尚未穩定平衡前，銷售通

路僅能靠網路為主。然而，卻因預算有限，缺乏行銷推廣與曝光平台使

台灣有很多特色的自創服飾品牌鮮少人知。  

因此，為了讓更多人有更實際與不一樣的認識，本次企劃想建立一

個集結台灣自創服飾品牌的平台。以當紅數位媒體Podcast為一個媒介，

用聲音敘說時尚。邀請一些台灣服飾自創品牌主理人或設計師分享一

路以來的心路歷程，並從中得知當前最新的時尚資訊。也運用到社群新

霸主Instagram發佈相關台灣自創品牌介紹與資訊，以及補充Podcast只

有聲音的不足。以Podcast為主Instagram為輔的結合，讓大眾不僅能以

閱聽了解台灣自創服飾品的時尚資訊及特色，更可以線上瀏覽現今服

裝產業的趨勢。  

 

關鍵字:台灣服飾自創品牌、Podcast、說時尚、時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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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想賺錢通常最快的途徑往往是創立一個品牌，撇開商品的品質不談，非專業人

士也無法分辨是親自設計還是工廠打版衣。再加上受到購物習慣改變和電商普及

化等全球趨勢影響，近年來越來越多自創服飾品牌在台灣發跡。然而隨著越來越多

國外的服飾品牌紛紛進駐台灣，走在台灣街道上也發現幾乎都是歐美日韓的品牌，

也成為多數消費者的購買首選。品牌知名度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對於自身較熟

悉或家喻戶曉的品牌往往會因為有信任度而有較高的購買意願。台灣自創服飾品

牌力求在產業競爭者裡面獨樹一幟，設計出撞衫率低的產品，每件剪裁及布料運用

都要獨一無二，加上視覺形象照及展示秀等成本來講，單件製作成本相對較高。提

升生產件數雖可降低平均成本，但也同時增加庫存成本風險。在產銷雙方尚未穩定

平衡前，銷售通路僅能靠網路為主，卻因預算有限，缺乏行銷推廣與曝光平台。  

近兩年來 Podcast 在台灣被廣泛收聽，Podcast 最早出現於 2004年，來源自蘋

果電腦 iPod 與 Broadcast 兩個詞彙的結合，是一種聲音媒體的網路廣播節目，播放

長度不限，可藉由電腦、手機等數位裝置連上串流平台使用，與傳統廣播不同不受

無線電波的地域限制，世界各地都可收聽。時下最常見的 3 個 Podcast 收聽平台

分別是內建在 iOS 系統中的 Apple Podcast、獨立創作者最常使用的 SoundCloud 及

全球音樂串流龍頭 Spotify。而 Podcast 與各式各樣媒體的特色差別在於它是一個額

外、純粹運用聲音、不會佔用百分百注意力但又能讓收聽者同步執行動作、吸收內

容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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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劃動機 

在這種趨勢下，台灣傳統的代工思維一直使得年輕的時尚設計者難以突圍，使

得台灣幾乎淪為時尚品牌的沙漠，台灣有很多有特色的服飾自創品牌鮮少人知，因

此想建立一個推廣台灣自創服飾品牌的平台。  

    而對於聽眾而言，Podcast 傳遞的談話聲是唯一的連結，可以抓住聽眾像是開

車、 做家事和運動等產生的零碎時間，也並不影響聆聽的專注度。相比時下最流

行的影音平台YouTube來說，必須眼耳同時專注於螢幕上才能發揮其觀看的價值。

Podcast 也能讓聽眾透過聲音特質和講話的語氣和節奏，從聲音對說話者加入自行

想像的填補，相較文字陳述也更有親和力。另外，YouTuber 的言論自由也受到限

制，什麼題材可以或不可以播、什麼話可以或不可以講。相較之下 Podcaster 有言

論自由的優勢，創作題材和方向都不會受到限制，創作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分 享自

己的想法。而根據統計，Podcast 之主要收聽年齡層為 Z世代之年輕人，也是本企

劃主要針對的目標客群。  

Podcast 雖然成長速度快，但還沒有到一個定局，還是一個在發芽的產業。因

此想藉由這個音頻節目，用聲音敘說時尚，推廣這些自創的服飾品牌，使其能走出

國際，行銷全世界。  

第三節 企劃目的 

一、 

透過 Podcast 的錄製，介紹不同特色的台灣服飾自創品牌，範圍涵蓋男、女裝，

並訪問其品牌主理人或設計師關於背後的品牌理念、靈感、獨到見解以及相關趨

勢，再藉由 Instagram 平台推廣此媒合平台(創飾代 TrendStyle)，讓更多人能對台灣

的服飾自創品牌有更實際與不一樣的認識，也能從中得知最新的時尚資訊。  

二、 

由於商品大多都以網路圖片呈現缺乏實體，藉由與台灣服飾自創品牌合作，透

過拍攝具有設計感及原創性的台灣服飾自創品牌穿搭影片，經由 Instagram 社群平

台曝光，令閱眾知道更多相關服飾穿搭的挑選建議與搭配想法，也讓聽眾能有視覺

上的畫面，不再只受限於聽覺，填補 Podcast 只有「聽」的單一感官感受， 變相

的增加聽眾的參與度。  

三、 

以 Podcast 為主 Instagram 為輔的結合，以文字、圖片及影片補充 Podcast 只有

聲音的不足，讓台灣服飾自創品牌不再受其曝光度的限制，在同個平台整合就能讓

大眾不僅能以閱聽了解台灣服飾自創品牌的時尚資訊、趨勢及特色，也能藉以增加

其曝光度與客源。 



 6 

第二章 環境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 STP分析 

(一)市場區隔(Segmentation)  

表 2-1創飾代企劃市場區隔分析 

變數種類 變數範圍 

地理環境 全台設有相關之平台皆可收聽 Podcast 與造訪 Instagram。 

人口統計 主要在 19~30歲之間，可以再擴增更廣的消費族群。 

心理統計 
隨著現代人在搭配服裝時越來越強調自我風格，不喜歡在路上

撞衣，不只要注重流行也要穿初自我特色風格。 

購買行為 跟隨趨勢、尋找自我風格、對自我打扮注重及精打細算。 

(資料來源:本組自行彙整) 

 (二)目標市場(Targeting)  

鎖定 19~30 歲的年輕世代，多數為 19~22 歲的大學生，再來則是 23~30 歲的

社會青年。  

(三)市場定位(Position)  

集結諸多有特色的台灣自創服飾品牌於一平台，讓閱聽眾從獲取流行資訊到

實體穿搭有更完整性的連結。  

 

第二節 SWOT 分析 

Podcast 的出現強調個人媒體的時代來臨，可以創造一個他們想要的媒體，不

必再等大眾媒體發消息，也讓聽眾有機會呈現自我。然而就現階段來說，台灣的

Podcast 相較於類似 YouTube 類型的影音平台，Podcast 仍屬於非飽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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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WOT分析  

表 2-2創飾代 Podcast 之 SWOT分析 

S 內部優勢(Strength) W 內部劣勢(Weakness) 

1. 目前還沒有為台灣服飾自創品牌

創立完整且「持續更新」的節目

與平台。 

2. 親自與自創品牌創辦人接洽，更

貼近品牌的核心內容。 

1. 初期宣傳依賴既有聲量，難以短時

間累積大量聽眾。 

2. 主題方向統一，無法顧及每位聽眾

的興趣及收聽意願。 

O外部機會(Opportunity) T外部威脅(Threat) 

1. Podcast 市場仍為未飽和狀態，進場

時機仍佳。 

2. 華語 Podcast 市場中以時尚為題材 

的相對少，有機會吸引較多對此題 

材感興趣之聽眾。 

1. 相關節目類型可能會越多元，競爭

對手也會越多。 

2. 目前 Podcast 尚未發展出演算機

制，所以較難利用推薦方式曝光。 

第三節 台灣 Podcast 聽眾數據分析 

一、性別與年齡 

台灣在 Podcast 上聽眾男女比約是 4:6，未婚與無子女者占大多數，皆達 

80%以上。 

 

圖 2-1台灣 Podcast 聽眾之性別與年齡佔比 

(資料來源:SoundOn 2020 H1Podcast 產業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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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聽眾收聽裝置  

70%以上的台灣聽眾使用 iOS 系統手機收聽 Podcast，習慣使用的播放器名依

序為：Apple Podcasts、Spotify、SoundOn。 

 

圖 2-3台灣 Podcast 聽眾之收聽裝置佔比 

 (資料來源:SoundOn 2020 H1Podcast 產業調查報告) 

 

三、平均完聽率  

Podcast 平均完聽率介於 60%至 80%，與 YouTube影片平均續看率相比高出約

20%。因此也是此企劃選擇 Podcast 作為主要推播平台的原因之一。  

 

圖 2-7台灣 YouTube 與 Podcast 完聽率之比較 

(資料來源:SoundOn 2020 H1Podcast 產業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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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聽眾偏好單集長度 

聽眾偏好的單集節目時間長度，以 46至 60分鐘最多，占近 32.7%  

 

圖 2-8台灣 Podcast 聽眾偏好之單集長度 

(資料來源:SoundOn 2020 H1Podcast 產業調查報告) 

 

第三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 

一、企劃流程  

 

圖 3-1企劃流程執行圖 

 

二、企劃價值創造  

透過社群進行宣傳，題材新穎與獨特，吸引對時尚題材感興趣的觀眾，隨著集

數的推出及社群張貼的影片，越來越多人喜歡用瑣碎時間以「第二個注意力」吸收

相關趨勢資訊及穿搭概念，隨之而來越來越多人轉發、瀏覽及收聽，進而刺激閱聽

眾之消費，從中發現台灣自創服飾品牌也有國際品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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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方案 

一、Podcast 平台: 

以說時尚的方式訪問台灣服飾自創品牌之品牌主理人或其設計師，帶給聽眾

更多時尚流行產業方面的視野及提升品牌和大眾的連結度。全台凡設有 Podcast 之

平台(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 等)皆可收聽。 

二、Instagram:  

(ㄧ)拍攝具有設計感和原創性之服裝為主體的穿搭影片，供閱眾知道更多相關

服飾穿搭的挑選建議與搭配想法。  

(二)編寫台灣服飾自創品牌的介紹，將同類型的品牌集合在一起再詳細說明該

品牌的特色。 

（三）發佈與合作品牌錄製完成的 Podcast，擷取內容裡的精華片段作為閱聽者

可得知的本集看點。 

第三節 預期效益 

 

圖 3-3創飾代企劃之階段性預期效益 

 

 

階段一:增加企劃之曝光度  

佈劃接觸點:個人社群曝光與宣傳。 

階段二:刺激消費收聽或觀看過頻道及社群的閱聽眾能從中刺激對介紹之品牌的購

買慾望。  

階段三:穩定閱聽眾 

Podcast 每集的下載數及社群影片觀看人數皆能維持穩定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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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頻道介紹 
 

第一節 頻道簡介 

 

    Trendstyle成立於 2021年，透過 Podcast 來推廣台灣服飾自創品牌，並邀請

創辦人或設計師進行訪談，內容主要為品牌理念、設計靈感、獨到見解以及相關

趨勢等為主軸。 

第二節 頻道理念 

 
   「創飾代」由「創世代」發想而來。「創」意味著台灣的自「創」服飾品牌同

時也意味著使人「創」造與激發自己的獨特性;「飾」意味著服裝上的裝「飾」， 

可以是服飾也可以是配飾;「代」意味著展現跨越世「代」的品牌價值與連結也意

味著新一「代」的我們能透過一點努力，對台灣的服飾自創品牌產生一些價值的改

變。而「TrendStyle」也是「創飾代」的諧音，讓台灣服飾自創品牌是個「趨勢」

同時也能穿出屬於每個人的自我「風格」。  

 

第三節 頻道規劃 
 

一、 與合作品牌洽談 

    經由組內組員一同討論選定有興趣了解的台灣服飾自創品牌並寄送企劃書電

至該品牌的電子郵件，該品牌有意願合作後，進一步地說明企劃的流程。 

 

二、 電話初訪 

    在錄製節目前，對於合作品牌想了解的內容列舉至 Word 文件上作為訪綱並

寄送給受訪者，以電話形式作為初步的訪談。 

 

三、 錄音室正式錄製 

    在正式錄製前，先與受訪者輕鬆的聊天，使氣氛不那麼嚴肅，也藉此時機可

調整訪問防線在準備開始正式錄製。 

 

四、 剪輯訪談內容 

    將訪談內容完整播放並從中刪減不順暢的語句以致呈現完好的流暢度。 

 

五、 核對訪談內容並上傳發佈 

    完成剪輯後的 Podcast 傳送至合作品牌，雙方確認無誤後，並上傳發佈最新

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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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社群經營推廣

 

圖 4-1創飾代頻道已發佈的 Podcast 
 

✓ 目前已參與創飾代的合作品牌：Queen Shop、WEAVISM、Stone’As、

L’ARMURE 鎧、ILLAY、face。 

✓ 已上傳至頻道的合作品牌：Queen Shop、WEAVISM。 

✓ 待剪輯音檔的合作品牌：Stone’As、L’ARMURE 鎧、ILLAY。 

✓ 尚未錄製的合作品牌：face。 

 
一、 Firstory Studio 數據 

 

檢視過去一個月以來發佈的兩則 Podcast數據報告： 

 

 
圖 4-2創飾代 Firstory數據後台 

 

 

 

Total Downloads(總下載數)：62 

• 聽眾只是下載但沒有收聽。 

• 一個單集可能被同一位聽眾重複收聽很多次。 

• 一個聽眾可能使用 PC、手機、平板下載了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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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Downloads(不重複下載數)：21 

單集被同一個 app 以同一個 IP 位址給下載下來，並且是在 24 小時之內完成這

整個程序。 

 

 

 

 
圖 4-4創飾代 Firstory收聽性別比例 

 
閱聽者性別比例：男性（Male）10%、女性（Female）:80％ 

 

 
 

圖 4-5創飾代 Firstory收聽年齡層 

 
閱聽者年齡層分佈大多落在：18-22歲（70%）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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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nstagram數據 

 
圖 4-6創飾代 Instagram 洞察報告 

 
粉絲總數：272（目前持續增加中）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1085 

內容互動次數：242 

 

 
圖 4-7創飾代 Instagram 瀏覽年齡範圍 

 
年齡範圍落在 18-24歲居多。 

性別則是女性（75.8%）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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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創飾代 Instagram 貼文觸及人數  

 
    過去兩個月內，每篇文的總和觸及人數平均為：400 

 

第六節 總結與檢討 

 
   「創飾代」，不僅是一個推廣台灣服飾自創品牌的平台，更是一個傳達品牌

主理人或設計師說出創立品牌心路歷程的好朋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讓更多人

了解自創品牌其實並不容易，也透過此平台拉近了我們與主理人或設計師的距

離，更希望越來越多人能藉此認識與喜愛台灣服飾自創品牌。 

經由此次的畢業製作，我們發現構想一個企劃很容易，但在執行上卻是不簡單，

每個環節都環環相扣，如果沒有團隊之間的協調與溝通，一個人要完成一個企劃

並不容易，在創飾代裡，我們也學習到如何與合作品牌溝通，合作品牌就像是我

們的客戶，對待客戶必須真心，真誠的了解客戶的需求或觀點，能得到滿滿的收

穫與回憶。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質感生活–居家氣氛營造 

創意企劃 

 

指導老師：黃佩鈺老師 

 

曾翊庭 

黃妍妮 

張迺欣 

黃享晨 

陳立原 

  



2 
 

研究學生:曾翊庭、黃妍妮、張迺欣、陳立原、黃享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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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感生活–居家氣氛營造 

摘要 
  本研究旨在傳遞營造居家風格氣氛的理念及方式。擁有一個自我風格的居家空

間，是現代人生活中強烈追求的目標。隨著科技的進步，大量的資訊傾洩而來，雖

然帶來了便利，但卻也造成現代人生活匆匆忙忙、埋頭工作，只為了不被這世代淘

汰，陷入無止盡的壓力裡。為了因應這些情況，人們比以往更需要一個可以讓自己

感到放鬆的空間，因此現今對於居家環境的舒適性、裝飾性、氣氛營造都有越來越

高的要求。另外，現今網路十分流行經營自媒體，例如各種居家生活的Vlog（生活

紀錄影片），這些Vlog創造者僅是在網路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但卻擁有了大量欣賞、

追求、甚至是學習他們如何營造居家生活的讀者們，藉此獲得大量商機。由此可見，

現代人會希望擁有一個舒適並有自我風格的空間，而且不是少數，但大多數人不知

道該從何開始。故本企劃利用這些觀察的現象，以家居的風格氣氛營造為媒介，改

變人的居家生活品質，無論是在生活、學習、工作成效等都能帶來正面影響。使得

人的質感不再單單只由服裝或是妝容來展現，而是由內而外散發得氣質，進而成為

內外相符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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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科技進步的時代，大量資訊的傾倒、不斷改變的新知，當我們面對這樣的發展，

取之而來的卻是無盡的壓力。環境的快速變遷使我們不得不加快步伐跟上時代的

腳步，一刻也不得鬆懈。因應繁忙的生活步調，人們比以往更加需要一個可以休息

的空間，一天的辛勞只有在回到「家」中才能得到片刻的鬆懈，因此現今對於居家

環境的舒適性、裝飾性、氣氛營造都有越來越高的要求。 

    「居家生活的福祉是一種深植在我們心中、必須滿足的人性需求。......為了

我們自己，我們必須重新檢討有關舒適的這個謎題，因為如果沒有它；我們的住處

真的只會是一部機器，而不是家了。」 --《設計舒適：家的設計原理》Rybczynski, 

W。你的「家」真的能讓人感到舒適嗎？混亂的空間格局、不合適的燈光、難聞的

陳年氣味…讓人回到家放鬆的方式只剩下倒頭就睡。 

第二節   企劃動機 

    每逢假日、大考將近，咖啡廳總是湧進讀書、工作的人潮，有人是因為食物好

吃，有人是因為光線充足，更多的人則是因為整體風格營造非常對他們的胃口。現

在人越來越重視空間氣氛營造，不管是各式主題餐廳或是服飾選物店都很注重環

境的風格及營造，讓人們待起來舒適、放鬆。如若把這種概念套用在我們最常待的

「家」中呢？合適的燈光及空間環境讓你不必再花錢耗在咖啡廳做事、省時的料理

小食譜不用再每天當個外食族、舒適的氣氛營造讓「家」也可以成為朋友聚會的好

場所。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室內空間環境的要求也提升了不少，傳統僅滿足人們

生活、工作、學習的室內空間已漸漸不符合人們的需求。如同正向心理學家馬斯洛

的需求金字塔理論，當人們已滿足於基本需求便會追求更上層的自我實現需求，自

我實現的需求是在努力實現自己的潛力，使自身及生活越來越成為自己所期望的。

以家居的風格氣氛營造為媒介，改變人的居家生活品質，藉以提升能量，無論是在

生活、學習、工作成效等都能帶來正面影響。使得人的質感不再單單只由服裝或是

妝容來展現，而是由內而外散發得氣質，進而成為內外相符的人們。 

第三節   企劃目的 

    本研究旨在傳遞營造居家風格氣氛營造的理念及方式。讓原本在家中只能無

所事事的生活，變得更有質感更加正向、花更多時間待在「家」這個空間。風格氣

氛營造是一種意象，能夠傳達一些理念信息和精神感受，讓人與空間、物之間進行

感性的溝通。 

一、家居風格氣氛營造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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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感選物單品及套組 

三、讓更多人認識「serendipity」的品牌 

    藉由品牌形象讓大家初步認識我們品牌理念。社群謀體的經營、校內校外的推

廣來增加品牌知名度。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正向心理學 

    這派心理學是繼人本主義心理學（Humanistic psychology）之後出現的。時間

不長，可算最新的心理學學派。代表人有馬丁·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

和米哈里．契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等等。此派系的使命就是用科學

辦法，研究怎樣擴展人的力量和美德，以至達成「美好生活」，所謂正向心理學，

大致有三個目標，分別是快活的人生、美好的生活、有意義的人生，也就是說，多

數正向心理學家的共同目標，便是使人們可以更積極正向的生活，以幫助人們追求

健康、美好的人生。 

第二節 馬斯洛需求金字塔 

    在正向心理學派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由低到高的內容分為：生理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 、安全需求  (Safety needs) 、社交需求  (Love and 

belonging) 、尊重 (Esteem) 和自我實現 (Self-actualization) 五種需求，而在尊

重與自我實現兩階層中還可再劃分認知階層、美感階層，馬斯洛認為這些層級是有

順序性的，在現階段的需求層級還沒有被滿足時，不會進到下一個層級。而就本次

研究目的將著重於『美感的需要』，就此證明以馬斯洛需求理論代表我們的企劃概

念是能改善人的生活的。 

第三節 生活品質概論 

   『生活品質』最早可說是由亞里斯多德所提出，此概念他從「快樂（happiness）」

角度來看生活品質，認為快樂是上帝所恩賜給人的，是一種貞潔的心靈活動，因此

快樂的人可以活的好，事情做的順利（Zhan，1992）。其中的涵義包括以個體正面

及負面所產生的情緒，主觀意識，身心狀態來衡量一個人整體的生活。 
    世界衛生組織對生活品質定義為「生活品質是指個人在所生活的文化價值體

系中，對於自己的目標，期望，標準，關心等方面的感受程度，其中包括一個人在

生理健康，心理狀態，獨立程度，社會關心，個人信念及環境等六大方面」（WHO，

1997） 

    生活品質可分為六大範疇，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獨立程度、社會關係、環境

狀態、個人信仰。本次企劃概念屬於『環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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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目標客群 

    對於「有質感的生活」逐漸重視，但還沒有足夠的預算對生活環境與品質進行

大幅改造的18-30歲學生、小資族群為主，對於風格取向有意識與主見，又或勇於

透過些微改變與嘗試，企圖營造居家氣氛者。透過正向心理學研究，樂觀的心境能

提升自身生活品質，因此擁有健康積極個性者，擁有追求舒適生活品質的心態，亦

是目標客群範圍。 

第二節 商機分析 

一、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使人們待在家的時間比過去多出很多，進而提高了對居

家空間氣氛營造的需求。 

二、隨著生活水準與經濟條件的提升，對於家居環境的舒適性、裝飾性有了越來越

高的要求。 

三、現今大眾越來越重視自媒體的經營，無論是Instagram、Facebook、YouTube，

越來越多人希望走出自我風格，成為所謂的KOL(意見領袖)。 

四、不拘限於少數特定風格且販售質感小物套組，與競爭品牌差異化。 

 

第四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執行架構 

本企劃係以現今18-30歲年輕人作為調查及研究對象，內容係針對現下台灣年

輕人進行問卷調查。企劃架構如圖所示。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心理學文

獻理論探討；第二部分則以本企劃之目的、文獻探討理論為依據來設計調查問卷，

並針對現下大學生對於居家氣氛營造進行調查，以瞭解介於18-30歲年輕人對營造

自我居家氣氛風格之想法。最後，根據各部分所獲得的資料結果，進行歸納及討論。 

第二節 執行方案 

    本企劃運用「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來探討與分析營造自我生活

風格之研究。                

一、文獻分析法 

    本企劃主要運用正向心理學理論、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生活品質概論等資料作

為輔助的理論建構，以其探討現代人對於居家風格氣氛營造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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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透過文獻分析以及目標客群的意見來研擬問卷調查的設計。希望藉由目標客

群的問卷調查，來了解此客群是否有意願甚至是需要提升並營造自我居家風格氣

氛，以達到後續評估的目的。 

（一）問卷結果 

 

 

圖4-2 問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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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品牌介紹 

第一節 品牌簡介 

    忙碌緊張的生活，「家」成為我們放鬆和休養生息的避風港。現今對於居家

環境的舒適性、裝飾性、氣氛營造都有極高的要求，Serendipity以網紅行銷的模式

經營社群平台，傳遞營造居家風格氣氛的理念及方式及販售質感小物套組。 

    網紅行銷是透過網路紅人或關鍵意見領袖與追蹤者之間的長期互動關係，根

據他們的使用經驗和生活品味，進而影響品牌潛在客戶的購買決定。 

第二節 品牌理念 

 以居家空間的風格氣氛營造為媒介，改變人的居家生活品質，藉以提升能量，

無論是在生活、學習、工作成效等都能帶來正面影響。讓原本在家中只能無所事事

的生活,變得更有質感更加正向、花更多時間待在 「家」這個空間。 

第三節 品牌標誌 

    品牌以家居氣氛營造為中心點出發，我們的標誌以代表氣氛的燈光、舒適度

的沙發、以及讓人留戀的香氛作為主要展示。而品牌名「serendipity」則是希望

人們在認識我們這個品牌後生活都能夠更加美好。 

 

圖 5-3 品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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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服務內容 

一、居家風格營造教學 

    在社群媒體上提供客戶居家風格營造的教學。以多種不同房間風格營造的主

題（日系復古，韓系簡約，美系奢華風），讓大家能挑選自己喜愛的風格參考並學

習。 

二、販售質感選物單品及套組 

 品牌平台上教學居家風格營造所使用的產品，都是客戶可以直接購買的，縮短

消費者透過其他通路尋找的時間，並且會以各種風格來販售套組，不知道該怎麼下

手的客人就能直接選購。除了各式選品外，也會自製不同房間風格所適合的品牌香

氛。 

三、分享在家也能充實自我的方法 

  品牌主要是以傳達居家風格營造所帶來的正面影響，將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在家

也能充實自我的方法。以影片的方式紀錄在家的一天中，可以如何充實自己。或是

在社群媒體上教學簡單的料理食譜，以及分享適合在家觀賞的劇單，歌單等等。 

第五節 產品介紹 

 

 

 

棉花+佛手柑 小蒼蘭+琥珀香 黑櫻桃+牡丹 

清新純潔的舒心香氣。 濃郁花香。 香甜而不膩的果香味。 

表 5-5 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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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品牌推廣與活動 

第一節、社群媒體經營行銷 

一、目的 

在這個網路蓬勃發展的時代，多數人都使用網路交流彼此，因此，電子商務

透過此機會迅速攀升，在網路上，店家能僅用微薄的成本達到廣大的效益，網路

電商成了不可忽視的環節，而這正是我們需要好好把握的機會。 

本團隊優先使用的社群媒體正是現在最多人使用、串流度最高的平台

「Instagram」，透過 Instagram 的平台，消費者可一目瞭然的看見本品牌的版

面，精美的圖片和設計過的文稿，都是為了讓消費者更加認識本品牌，進而產生

興趣，甚至長期關注。另外在 Instagram 限時動態的功能，能夠讓本品牌透過簡

短的影片或重點圖片，在短時間內吸引消費者目光進而帶來廣告效益。 

 

 

 

 

 

 

 

 

 

 

 

 

 

 

 

 

 

 

 

 

 

 

 

圖 6-1-1 INSTAGRAM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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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章規劃 

版面編排以房間風格營造圖、風格食譜教學、品牌香氛介紹、風格劇單推

薦、質感小物販售、風格歌單推薦依序發文，三種風格一個風格六篇，總共會有

18篇的文章產出。 

圖 6-1-2 INSTAGRAM 版片編排 

 

第二節、活動與宣傳-校內展覽活動 

    透過展覽近距離接觸目標客群，傳達本品牌理念，收集顧客資訊，在與消費

者交流的同時傾聽意見以改善品牌缺點。 

展區：輔仁大學朝橒樓 

日期：2021/3/9~2021/3/11 

活動辦法：於展區展出三種居家風格，提供顧客於展區拍照打卡，追蹤打卡品牌

社群媒體者可獲得調製的香氛試香瓶及拍立得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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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展場布置 

 

 

圖 6-2-2 打卡牆與地點、品牌香氛：韓系簡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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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打卡牆與地點、品牌香氛：低調奢華風格 

 

 

 

 

 

圖 6-2-4 打卡牆與地點、品牌香氛：日系復古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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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品牌規劃與展望 

第一節 時程規劃 

一、短期： 

    以畢業製作發表會為主，透過網紅行銷的模式，將 Serendipity 打造成 KOL，

傳遞營造居家風格氣氛的理念及方式，讓認同品牌的受眾成為追蹤者，也將於輔

仁大學舉辦實體推廣活動，最直接的讓更多族群認識 Serendipity，藉此吸引更多

目標客群認同 Serendipity 品牌想傳達的理念，進而成為品牌的粉絲。 

二、中期： 

    擴大品牌規模，提升社群經營、影片質量等，執行更多元的創意企劃。 

三、後期： 

    透過先前累積的經驗和數據資訊，分析當下及未來的趨勢，目標以開設線上

及實體店鋪，販售自有品牌的居家氣氛營造物品，將品牌自身及理念發揚光大。 

第二節 預期成果 

一、已達成成果 

（一）社群平台人次 

畢業製作展出前累積觸及人數達 800人次，並且追蹤人數達 200人次 

（二）實際產出 

於 2021/3/9-11在輔仁大學朝橒樓舉辦推廣活動，現場呈現共三種不同風格的氣

氛營造展示，以及自製香氛的販售和打卡送試香瓶、拍立得的活動。 

二、未來發展性 

（一）社群平台人次 

Q1：累積觸及人數達 1200人次，並且追蹤人數達 300人次 

Q2：累積觸及人數達 2000人次，並且追蹤人數達 500人次 

Q3：累積觸及人數達 3200人次，並且追蹤人數達 800人次 

Q4：累積觸及人數達 4800人次，並且追蹤人數達 1200人次 

第八章 總結 

 現代疲憊不堪的生活中，很多人將就過著日子，似乎做什麼都沒有興致，人前

風光無限，優雅美麗，人後卻蓬頭垢面、不修邊幅。 

「質感生活」以空間氣氛營造的意象，讓人與空間、物之間進行感性的溝通，

提醒人們在忙碌的生活中還是應該適時伴隨者儀式感。儀式感，是對人生的加冕，

讓你的生活成為真正的生活，而不僅僅是生存；是一種積極向上、豁達樂觀的生活

態度，讓人相信自己配得起更好的一切。藉由環境氛圍的變換，改善人的居家生活

品質，進而達到正向影響力，追求更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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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帶起藍染⽂化新時尚熱潮。佛要⾦裝，⼈要⾐裝，在現今快時尚的 消
費模式下，琳瑯滿⺫的商品充斥⼤眾的感官，為了價格⽽壓低⽣產成本，化學 合成
染料的出現，快速地取代了天然染料的地位，導致傳統的染⾊⼯藝幾乎快要 消失，
經典的⽂化技藝，早已淡出⼤眾的舞台。那麼⾝處在 Z 世代的我們，經歷 網路世代
的⽇新⽉異，包括⾃媒體的崛起，使得許多就算是微不⾜道的⼩事，都 有機會成為
明⽇之星，那麼⾝處在這當中的我們，將藉由本企劃將⺫標族群定位 在「年輕
⼈」，並分析⺫標族群之流⾏元素、活動以及購買決策⾏為，擬定最終 策略以及⼀
系列⾏銷活動，增加藍染⽂化之曝光率和知名度，藉此吸引及教育消 費者，讓他們
對這項變⾰發展與創新感到興趣，並產⽣需求。  

關鍵字:藍染、年輕⼈、流⾏元素、購買決策⾏為  

  



  

第⼀章緒論   

第⼀節 研究背景 
詩經⼩雅當中記載了「終朝採綠，不盈⼀匊；終朝採藍，不盈⼀襜。」，說明了 很
早之前古⼈就懂得使⽤植物製作成天然的染料。隨著快時尚⼀波⼜⼀波的更新 ⼤眾
⾐櫃裡的⾐服，琳瑯滿⺫的時裝秀使⼈們更趨於時尚的腳步，在⽇系、歐 美、波希
⽶雅⾵等種種服飾⾵格的選擇下，⼤眾逐漸忘卻了傳統技藝之美。由於藍染⽂化在

台灣屬於較⼩眾之活動，即使政府曾經  

第⼆節 研究動機 

藍⾊布衫不僅是⼀件⾐裳，更記載了台灣常⺠的⽣活點滴，然⽽化學合成染料的 出
現，快速地取代了天然染料的地位，導致傳統的染⾊⼯藝幾乎快要消失。加上 2020
年COVID-19疫情的失控導致旅遊業⼤受影響，缺少了觀光客的流動，無法向 世界
推廣台灣本⼟的傳統藝術，若可以藉由年輕消費族群作為出發，推廣藍染這 項傳統
藝術，著重於結合成流⾏⽂化，並有環保永續之附加概念教育，不但可以 藉此帶動

藍染⽂化發展，也可以藉此使永續環保的概念深植於消費者⼼中。  

第三節 研究⺫的 

帶領藍染⽂化、服飾重現經典。藉由「年輕⼈」這個族群，結合流⾏元素以及永 續
時尚的⽣活，使藍染這項曾經淡出的服飾技藝重新發光於⼤眾的舞台上，並且 也使

環保永續的概念能深植於消費者腦中。  

⼀、增加⽂化知名度:  
⽂化具時間淬鍊，在設計發展上都經過很多的努⼒，可塑性很⾼，但⾏銷 傳
播⽅式卻遲遲無法帶⼊⼤眾的⽣活中，因此將規劃⼀系列策略性的企劃 活動
與操作，向⼤眾傳遞藍染⽂化  

⼆、提⾼⺫標受眾之流⾏度  
在擴⼤知名度之後，透過實際體驗活動，包含線上和線下的互動，使消費 者
⼤量傳播於社群媒體，增加觸及率，並引導消費者對於藍染⽂化的⼤量 ⽀持 



第⼆章 ⽂獻探討   

第⼀節 藍染歷史   

藍染為台灣傳統的染布技術之⼀，是以曾為台灣主要經濟作物之⼀的藍草（⼜稱 ⼤
菁）作為染劑，經過複雜的印染程序製成藍⽩相間的花布。  
《荀⼦.‧勸學篇》提到「⻘取之於藍，⽽勝於藍」，是古代⽂⼠⺫賭「藍草」不 可
思議的藍⾊素轉化過程，以及經由藍染缸染出更為出⾊的⻘碧⾊彩，所發出 「⻘取
之於藍，⽽勝於藍」的謂嘆， 「藍」為染「⻘」之草，「⻘」是藍草製靛 染⾊布帛
之⾊彩名稱，⽽藍則是植物中的藍草，指的是染⻘⾊的藍料是由藍草萃 取⽽成的，
顏⾊⽐藍草更為深濃。  

1634年即有中國渡海來台的農⺠在台灣種植藍草，並於隔年收成。 1640年荷蘭公司
進⼝了藍草種⼦，分發給中國農⺠種植  
1643年起荷蘭⼈投⼊⼤量資⾦和技術，開始積極投⼊藍草種植和藍靛的製作。卻 在
五年後因颱⾵⽽宣告失敗。  
台灣納⼊清朝版圖後，福建移⺠⼤量來台同時帶來原鄉的謀⽣技能，因此藍靛業 的
⼤規模發展從此開始。清代藍靛產業可依發展規模略分為發展期與顛峰期，根 據蔡
承豪博⼠的研究將發展期限定於1790年代末，主要是因為在此時期之前⼤部 分的藍
草仍在平地種植，到了1800年以後台北⼭區才開始⼤規模種植⼭藍，此時 進⼊藍靛
業的巔峰期。  
1897年，德國BASF公司投⼊鉅額經費研究，發明了⽤苯胺為原料⼈⼯合成藍靛的 ⽅
法，⽤這種⽅法製成的合成染料，被稱作「洋靛」，成功地將化學藍靛染料量 產上
市，化學染料的優點是價格低廉，染後⾊澤深不易褪⾊，後來還因為研究和 分析了
靛⻘、天藍、緋紅三種現代基本染素的性質與分⼦結構，對有機染料和芳 ⾹族化合
物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獲得了 1905 年諾⾙爾化學獎。  
由於化學染料的興起，導致傳統繁雜的藍染產業徹底失傳。直到1990年前後，當 時
任職於台灣省⼿⼯業研究所的⾺芬妹初次進⾏台灣藍植物⽥野調查，開始踏出 藍染
⼯藝復育的第⼀步。⾃1994年起國⽴台灣⼯藝研究所經常辦理藍草、藍靛、 藍染等
項技術指導，製靛、藍染體驗活動、系列藍染⽂化專題講座，也舉辦了數 次藍染之
美特展，幫助藍染織技術興起。  

⼀、藍染之布料  
秦漢時期中國普遍使⽤的布匹原料以苧⿇為主；隋唐以來⽑織物及纖維較短的⽊ 棉
織物所以普及；⽽棉布的出現是元代以後原產印度的海島棉（棉花）的引進。 這些
纖維較⻑的棉花，取代苧⿇和⽊棉，成為了明清時代以後中國與世界紡織物 的主要
原料。⽽藍靛對棉布的著⾊效果是顯著的，也是最穩定的。  

⼆、藍染植物 

⺫前所知的藍染植物主要分屬下列四科：（⼀）爵床科植物⾺藍（⼆）⾖科植物 ⽊
藍（三）蓼科植物蓼藍（四）⼗字花科植物菘藍。  
藍染植物主要被應⽤在製作藍靛染料，是傳統印染⼯藝源⾊的染料之⼀，可製作 成
花⻘、藍膠顏料，供繪畫或染紙之⽤，或做為中藥材⻘黛的原料。早期台灣藍 染產
業所栽植⽣產的藍染植物主要為⾖科植物⽊藍及爵床科植物⾺藍，北部多栽 種⾺
藍，⽽南部則以⽊藍居多。  



三、製作染液  
(⼀) 採菁：趁著⼤清早葉⾯沾滿露⽔之際，將⼤菁的葉⼦採收回來，清洗乾淨 並加
以挑選  

(⼆) 浸泡：放⼊菁礐（註１）以清⽔浸泡，浸泡的時間依季節和溫度⽽定（夏 天溫
度⾼花的時間就相對的⽐較短，約為36⼩時），⽔必須滿過葉⾯，並⽤ 磚塊壓住，
以免部分葉⼦未浸泡，⼀般⽽⾔⼤約要浸泡約⼆⾄三天，直到⽔ ⾯浮現⼀層略成⾦
屬的光澤。  

(三) 打藍（製藍）：「⽣葉浸⽔沉澱法」是藍草製靛技術，簡稱「沉澱法」， 古稱
「漚藍法」。成熟之藍草葉⽚含有⽔溶性原靛素(Indican)，先將藍葉浸⽔ 溶出⻘綠
⾊液(Indoxyel)，視氣溫與腐葉程度，撈出變褐⿈⾊的腐葉，再投⼊ ⽯灰乳快速攪
拌，促使浸出液與空氣氧化變成藍⾊泡沫，成為⾮溶性藍靛素 (Indigotin=Indigo-
blue)。因⽯灰中鈣離⼦與藍靛素結合，藉其⽐重將藍靛素沉 澱於底層，靜置之後，
倒除上⽅透明廢液，將藍⾊沉澱液過濾便是去蕪存菁 的膏泥狀藍靛(澱)染料，⼜稱
「菁澱」、「菁膏」或「泥藍」。早期為⽅便銷 售運輸與保存，沉澱法製靛，更進
⼀步濾除⽔份，⾃然⾵乾或壓榨成塊狀的 「藍靛」，或稱「靛藍」。  

(四) 取藍：把藍液沈澱分層，接著傾倒上層澄清液，把下層藍泥裝⼊棉布袋過 濾便
可以取得藍靛泥。  

(五) 建藍：⾮溶性膏泥狀的藍染料與⽔分離，無法直接染⾊，需先將其「還 原」成
隱⾊性暗綠⾊染液，才具有染著性。當被染物染於藍染液原為綠⾊， 但是⾃藍染缸
取出，⼀接觸空氣⽴即進⾏「氧化」作⽤，再度「還原」轉為 藍⾊，成為不溶性的
靛藍⾊素定著於被染物上，因此⼜被稱為「還原性染 料」  

(六) 將泥藍發酵還原藍靛，必須先以草⽊灰製作鹼⽔；將藍靛和幫助染液發酵 的營
養劑加⼊鹼⽔，每⽇攪拌並隨時補充加⼊營養劑，反覆細⼼照顧直到藍 靛染液成
型，使它變成隱性溶液，便可⽤來染布。 

四、被染物精練  
棉⿇纖維加⼯紡紗、製線織布的過程中需添潤滑劑、漿料等，因此胚布殘留漿料 及
潤滑劑，欲染⾊前需先將胚布中的不純物，如膠質、蠟質、油脂等予以煮練去 除，
此項作業稱為「精練」。精練過的布料可提⾼纖維素純度，增加布料⽩度， 達到良
好的染⾊效果，粗胚棉布或棉⿇織線藍染前，需正式以強鹼氫氧化鈉 (NaOH)精練⽅
法處理，其他質地較細的棉布或是市售前已精練過的苧⿇布、亞⿇ 布等胚布，染⾊
前使⽤少量肥皂與中性洗潔劑，⼊鍋加熱拌煮⾄中⾼溫約20分 鐘，降溫後以洗⾐機
清洗脫⽔即可，亦可直接使⽤洗⾐粉加溫⽔於洗⾐機浸泡清 洗，軟化除去不純物，
以提⾼染⾊效果。  



五、藍染⼯藝：  
(⼀) 素染：將素布直接浸染於染缸染⾊，以復染⽅式交疊可呈現深淺濃淡不⼀ 的效
果。  

(⼆) 縫紮染：古稱「絞纈」，⼜稱「絞染」，係以線繩綑綁被染布或以針線縫 紮在
染布記號的輪廓上，因縫綁處線繩抽緊後染液無法滲⼊，以此 達到防染 效果，染畢
拆解後，可形成藍⽩暈滲式圖案。  

(三) 夾染：古稱「夾纈」，以⽊板雕刻左右相反之圖案，將被染布對折，緊密 夾於
兩⽚⽊雕版之間浸染，染液於雕版凹處間流動染⾊，其特⾊為拆解後圖 案呈對稱形
式。現今表現⽅式多先折疊被染布，再 以⽵棒、⽊板⽚緊實夾布 浸染，拆解後具有
連續圖案的效果。  

(四) 蠟染：古稱 「蠟纈」，以⽑筆或蠟⼑沾取熔化為液態的蜜蠟、⽯蠟、⽊蠟 等，
於被染布上繪圖或點描，使熔蠟滲⼊纖維內層及表⾯凝固，藉以防染。  

(五) 型糊藍染：⼜稱「型染」，以⽜⽪紙或進⼝之柿汁型紙、洋型紙鏤刻圖 案，將
被染布平鋪於⼯作檯⾯，布上放置鏤刻完畢之型紙，再配以⿈⾖糊或 糯⽶糊進⾏
「漏版刮漿」⼯序，將糊料均勻括附於被染布上，待刮糊乾燥後 即可達到防染效
果。  

(六) 筒糊藍染：以柿汁型紙製成空⼼圓錐筒，尖端部亦為錐狀⾦屬細孔中空， 內填
糯⽶糊徒⼿擠壓可描繪出纖細流動的線條，待其乾燥浸染後可達到細⽩ 防染線條  

台灣藍‧草⽊情 - 植物藍靛染⾊技藝⼿冊 ⾺芬妹 https://kknews.cc/history/
ab6qken.html 



第三章 研究⽅法   

第⼀節 研究流程架構   

本研究之執⾏將創⽴⼀個個⼈藍染品牌，包含商品、活動體驗、⾏銷活動，去結合
⺫標族群之流⾏元素，以達到傳播藍染⽂化之理念  

 

● 確⽴研究主題 : 藍染創新  

●⽂獻資料收集 : 藍染技藝基礎、現今藍染⽂化之發展階段以 及案例、⺫標
族群之流⾏活動，元素，案例  

● 資料整理及分析 : 統整模式以及案例資料成敗分析  

● 策略擬定 : 擬定初步⾏銷和活動策略並投⼊問卷調查、分析數據並重新擬
定相對策略 

第⼆節 活動設計   

⼀、活動 - 溝通短⽚  
· ⺫的 :  
期初於網路社群媒體投放介紹影⽚，增加⺫標族群對於藍染之認識，以 及擴⼤其知
名度。  
· 投放平台:  
「藍調·Blues Revival」Instagram粉絲專業。  
· 影⽚概念:  
由組員扮演將被藍染的布料，以詼諧幽默的⽅式呈現⼀塊布料如何經歷 藍染的過
程，讓觀眾認識藍染這項⽂化。  

⼆、活動⼆ - 染指  
· ⺫的:  
為提升藍染⽂化在⼤學⽣族群之知名度，初期即進⼊校園做宣傳，利⽤ 網美牆以及
染缸體驗活動，讓⺫標族群能在校園中就體驗到藍染。利⽤ ⼤學⽣在社群媒體上的
傳播能⼒以提⾼⽂化曝光度，進⽽提升藍染⽂化 知名度。  
· 活動內容:  
於雙北重點活躍⼤學，進⾏⼀系列跑校宣傳活動，在學校設⽴的攤位中 擺放藍染布
料製作的網美牆，並結合藍染體驗，發放⼩塊布料進⾏⼩體 驗，成品能做成⼩吊
飾，也有機會獲得藍染活動體驗券。  

   

第三節 研究⽅法 



本研究運⽤運⽤STP分析、「探索性研究法」、「調查法」及 網站分析,來進⾏ 
研究與分析。 
研究內容注重在⺫標族群對於流⾏之偏好,以及⺫標族群對於藍染以及環保之看 
法,並探索其關聯活動,來擬定出結合環保之藍染流⾏於⺫標族群之策略。 
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層次的科學研究活動。它是⽤已知的信息,探索、創造新知 
識,產⽣出新穎⽽獨特的成果或產品。 
調查法 
調查法是科學研究中最常⽤的⽅法之⼀。它是有⺫的、有計劃、有系統地搜集有 
關研究對象現實狀況或歷史狀況的材料的⽅法。調查⽅法是科學研究中常⽤的基 
本研究⽅法,它綜合運⽤歷史法、觀察法等⽅法以及談話、問卷、個案研究、測 
驗等科學⽅式,對教育現象進⾏有計劃的、周密的和系統的了解,並對調查搜集 
到的⼤量資料進⾏分析、綜合、⽐較、歸納,從⽽為⼈們提供規律性的知識。 
調查法中最常⽤的是問卷調查法,它是以書⾯提出問題的⽅式搜集資料的⼀種研 
究⽅法,即調查者就調查項⺫編制成表式,分發或郵寄給有關⼈員,請⽰填寫答 
案,然後回收整理、統計和研究。 

STP分析 
S(Segmenting)市場區隔: 
地理(geographic segmentation):我們將未制定在台灣地區有藍染產業的市區, 
像是台北、三峽、宜蘭、台南、苗栗、⾼雄等。 
⼈⼝(demographic segmentation):年齡⼤約在18~35歲之間,有使⽤社群軟體 
習慣的⼈,也有⼀點經濟能⼒的⼈們 
⼼理(psychographic segmentation):我們是為了推廣傳統藍染產業,所以在⼼ 
理層⾯上沒有太⼤的限制,只要是喜歡傳統產業,有興趣的⼈們都是我們的⺫標 
客群。 
⾏為:只要喜歡藍染產品,或是願意跟我們⼀起幫助傳統產業延續下去的⼈。 

T(Targeting)⺫標市場選擇: 
我們的⺫標客群定位在18~35歲之間,有再使⽤社群軟體的⼈ 

P(Positioning)品牌定位: 
藍調並⾮⼩眾,想像你躺著仰望藍天,⽽那⽚湛藍包圍著你們,藍⾊圍繞著每⼀位顧 
客,我們從藍染服飾出發,並像藍調⾳樂⼀樣去延伸,到配件、飾品,並且販售藍染、 
渲染類商品,藍調為吸引⺫光卻不愛譁眾取寵的顏⾊,我們都能⽤⾃⼰喜歡的⽅ 
式去實踐⽣活 

我們利⽤問卷來了解⼤眾對於藍染的認知程度與願意購買程度,經過調查解果來分析
⼤眾的認知程度,在問卷中也宣導⼀些藍染的相關知識,在加上分享我們的社群粉絲專
⾴,讓我們的⺫標客群可以透過追蹤我們的粉絲專業來⼀點⼀點了解藍染。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近年來⼤家使⽤社群堧體的時間越來越⻑，也越來越廣泛，因此我們選擇重於 

Instagram 這個社群軟體來做我們的推廣活動宣傳。  
我們在 Instagram 上創⽴了⼀個社群帳號，@blues._.indigo_dyeing  

圖(ㄧ)社群網站⽰意圖 

從 2020/12/8 到現在粉絲⼈數增加⾄ 213 位，2 ⽉⾄ 3 ⽉觸及的帳號數量將近有 
2.9K，⽐前⼀個⽉多了 9.3%，⽽我們的帳號被瀏覽的次數有 2.26K，算是還蠻可觀

的⼀個數字，我們的表單連結也有 100 多次點及次數。 



圖(⼆)
社群網站觸及 

圖(三)社群網站發⽂圖⽚⽰意圖 

經過我們的問卷調查150 多位受訪者，有將近 60%的受訪者是不知道及對藍染是不
清楚的，但是在社群軟體及問卷調查 內容裡推廣後，只有不到 10%的受訪者對於藍
染還是不清楚，但是他們還是願意 繼續了解藍染相關知識。  
在剩下的 40%已知藍染的受訪者中，我們調查了他們對於藍染相關店鋪或是⼯藝 
坊，除了台北以外，在台灣的據點已知程度(宜蘭、三峽、苗栗、南投、台南、⾼ 
雄)，發現宜蘭的傳藝中⼼及三峽的遊客中⼼是最多⼈知道的，65 位已知藍染的受 
訪者中，分別有 32 及 30 位是知道這兩個據點是有藍染店舖及⼯藝坊的，站超過 ⼀
半⼈數，⽽南投及台南的知名度是最差的分別只有 4 ⼈和 3 ⼈知道。苗栗是 17 位，
⾼雄是 7 位，與三峽和宜蘭相⽐還是有⼀⼤段距離。 



圖(四)受訪者對於藍染相關⼯藝坊據點調查表 

        除了調查據點外，我們還調查了品牌的知名度，⺫前佔據第⼀名的是美濃藍染
⽂創設計⼯坊，65 ⼈裡有將近⼀半是知道這個品牌的，可⾒它的品牌推廣很不錯， 
第⼆名的是卓也藍染，有 20 多⼈聽過且知道他們，卓也藍染在台北、宜蘭、苗 栗、
台南都有據點，算是規模不⼩的藍染品牌。讓覺得可惜的是，很多⼈都知道 美濃藍
染⼯藝坊，卻不知道⾼雄是可以 DIY 藍染的，⽽卓也藍染位在台南市的藍 晒圖這個
熱鬧繁華的⽂創園區，知道的⼈卻遠遠少於宜蘭及苗栗的營業據點。 其他品牌有墨
林⽂物館(11 ⼈ 16.9%)、⽢樂⽂創(10 ⼈ 15.4%)、TAIPING BLUE 太 平藍(12 ⼈ 
18.5%)、不知道品牌(11 ⼈ 16.7%)。  
經過我們在問卷裡介紹⼀些藍染相關知識後，150 多⼈只有 12 ⼈是不太清楚但願 意

繼續接受相關知識的。 

圖
(五)受訪者對於藍染品牌知名度調查表 

對於銷售的商品我們找了⼀些做⼤家對於各類商品購賣意願之⾦額，從⼩東⻄開 
始：  

第⼀項產品是⼿帕/桌⼱  
40%的⼈願意花費 300~500 之間購⼊，⽽這其中有 86%的⼈年齡層是落在 19~24 歲
之間 36%的⼈願意花更⾼的價格去購買這項產品剩下的 24%只願意花 費 300 元以下

去購買它。 



圖(六)⼿帕/桌⼱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項產品是相機背帶 
就我們調查普通的印花布相機背帶價格⼤約落在 150~300 元之間，⽪⾰或是⽂ 創市
集的價格⼤約是 400 元以上，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有 42%的⼈只願意花費 300 元以
下去購買相機背帶，30.5%的⼈願意花稍⾼⼀點的價格去購買，剩下的 28%願意花 

500 元上下作購買⾏為。  

圖(七)相機背帶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三項產品是配合疫情的藍染⽴體⼝罩(可重複使⽤的棉⼝罩)  

最普通市場賣的布⼝罩⼀個⼤約 50 元，藥局販賣的 3M 布⼝罩⼤約 200 元，⽽ 網
路上販售的印花布⼝罩⼤約是 100 元左右，⽽我們的藍染⽴體布⼝罩，55% 的⼈願

意花 300 元以內購買，30%的⼈願意花 300~500 購買，剩下 15%則願意 出價更⾼。  



圖(⼋)疫情的藍染⽴體⼝罩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四項產品是⼩洋裝(短) 

14%的⼈ 500 元以下願意購買，44%的⼈願意花 1000 元以內做消費，52%的⼈ 願意
花 1000~1500 元甚⾄更⾼的嫁個購買⼩洋裝 

圖(九)⼩洋裝(短)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五項產品是寬褲  

40%的⼈願意花⾼價購買(1500 上下或是更⾼)，37%在 700~1000 之間的價個願 意
購買，剩下 23%的⼈願意花費 700 以下。  

圖(⼗)寬褲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六項產品是藍染⼿機袋  

36.6%的受訪只願意花費 500 元以下購買，42%的⼈在 500~800 之間消費 21.4 的 ⼈
願意出更⾼的價格。 

圖(⼗⼀)藍染⼿機袋購買意願⾦額調查表 

第五章 結論 

藍染是⼈類智慧的結晶、傳統技藝的產物、回溯藍染過去的歷史⽂獻，如荀⼦「 勸
學」、詩經「⼩雅」等，皆可了解藍染在過去印染始終扮演重要的地位。  

台灣的藍染過去也曾有段輝煌的歷史，近代在政府與⺠營團體的推動下，再度喚 醒
中斷數⼗年的藍染傳統技藝，⺫前主要的推廣⽅式是培育新⼀代的⼈才，讓這 些⼈
才進⼊藍染帶領相關有興趣者投⼊，讓更多⺠眾了解這項傳統藝術，以及藉 由近來
流⾏的社群網站加以宣傳，進⽽達到藍染推廣的⺫的。  

然⽽，以市場⾓度⽽⾔，消費者受到流⾏市場的影響，對於傳統形式的藍染商品 接
受度較沒那麼⾼，加上藍染製作過程複雜，因此價格也⾼。  

但在我們的社群網站積極的宣傳前，原本有將近⼀半的受訪者是對藍染不清楚 的，
但是在我們的社群網站推廣後，只有不到⼗分之⼀的受訪者對於藍染還是不 清楚，
但是他們還是願意繼續了解藍染相關知識。以及在我們做的問卷統整下來 看，其實
⼤家在了解到藍染這項傳統⼯藝後，願意花費更⾼的價格去做購買同樣 品項的商
品，並且利⽤在我們社群網站的推廣下，⼤家可以更加認識認識藍染傳 統技藝以及
多項藍染品牌，也願意並且⽀持延續這項傳統技藝，⽽加以提⾼相關 品牌的知名度
及顧客消費意願。  

相信若能夠持續積極的在現代⽣活環境塑造出藍染的⼈⽂氣息，不僅能提供商業 利
益更能提升台灣⼈對傳統藝術⽂化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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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創飾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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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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Accessories, Taiwan’s original, Marketing, Brand awareness, Beit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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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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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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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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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臺灣城鄉區域發展不均，地方創生以社區文化為核

心，創造出當地永續經營的特色產業，公部門亦扶持許多地方產業創

新與再造，舉辦了培訓、講座、企劃競賽鼓勵青年返鄉創業。	

然而目前的推廣中，針對學生族群的推廣模式較為侷限，因此C

ULGO地方創生護照看見推廣地方創生廣度之需求。CULGO將在學生

族群習慣接收資訊的場域做線上及線下推廣，同時每年發行不同主題

的地方創生護照。今年藉由織品主題介紹與織物設計相關的地方創生

品牌。學生將更了解台灣各鄉在地文化與返鄉創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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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台灣社區營造發展十幾年，為了延續原有的民間活力，並因應當前M型

化、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危機與挑戰，政府積極提出因應政策，並於2019年定為

「臺灣地方創生元年」，創生來自一個區域內的人們，共同追求相同的理念與價

值，並轉動經濟循環，達到共生的可能；國發會盤點資源後，針對人口外流嚴

重、地方經濟急需振興等面向，優先選定	134	個鄉鎮市作為主要輔導對象，並分

為農山漁村、中介城鎮、原民鄉鎮三類。另外，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大學社會

責任（USR）、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文化部社區營造、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皆有

提供社區參與的多元機會及管道，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知

名的大稻埕創意街區、三峽老街甘樂文創，皆運用地方創生的創新商業模式，帶

來人流、金流，讓原本可能因人口外移嚴重而沒落的地區蓬勃發展。	

地方創生正面臨推廣對象侷限、難以突破同溫層的問題，相關訊息時常僅

在地方區域、推廣者、執行者間流動。且資訊時代驅使媒體個人化，資訊傳遞的

範圍更加侷限，年輕人如Z世代族群，每日投入大量時間在網路中卻仍難以觸及

相關資訊成為線上推廣的一大障礙，對於國家政策或地方發展之內容感到陌生，

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年度創生護照，在線上更有效地傳播地方創生內容、線下舉辦

實體活動，讓年輕人可以對地方創生模式產生興趣，並願意更了解地方、分享地

方、參與地方。	

	 身為織品行銷系的學生，將運用所學專業知識，組織團隊、擬定策略與戰

術、評估檢討；並實際參訪地方創生地點，深入了解各地方品牌之經營運作，以

結合與織品相關的創生品牌與產品。CULGO將設計「年度創生護照之織品篇」，

藉由護照探索活動、社群媒體內容行銷力、視覺傳達、線上互動、線下策展、市

集曝光、校園講座、體驗課程等等，將地方創生品牌及理念於學生族群中提升知

名度及互動率，與地方攜手共創文化與商業並存的永續地方經濟。	

	

第二節		企劃目的	
一、增加地方創生在學生族群間的曝光度	

	 CULGO護照建立的目的是為了讓地方創生品牌與學生連結，讓地方永續經

營的商業模式推向年輕世代，而地方得到創新的力量及更多關注。	

	 目前的地方創生組織對學生的推廣多以講座及企劃討論的方式進行，尚未

有一個貼近新世代推廣及整合的社群，CULGO護照將善用網路社群Instagram行銷

地方創生內容，使用學生了解的語言與其互動，以產生地方創生家與學生之間的

連結，將地方永續的資訊推向年輕世代。藉由團隊所創立的IG帳號「culgo_place

making」整合推廣「在地創生」理念。發文介紹創生理念商家、地點觸及到大眾

的認知，透過有趣的手法使大眾體悟到臺灣地方產業的迷人之處。	

二、傳遞地方產業永續經營的可能	

	 為傳遞地方創生的永續經營模式，「年度創生護照之織品篇」推廣的五個

地點為：玩印工作室（新竹竹北絹印坊）、Nextgen	Factory（新北新莊紡織工

廠）、苦瓜織織（桃園中壢梭織掛畫創作）、一朵花工作坊（台南關廟鳳梨纖維



 

創作）、米麻岸（台東都蘭原民圖騰飾品與環保餐盒），五個地點皆與舊有文化

創新或技術傳承有關。CULGO將藉由實體體驗活動引導學生了解在地創生品牌的

故事、了解在地的歷史，藉由深度體驗提升品牌曝光度，讓這些品牌永續經營，

也使在地創生故事不斷地流傳。	

三、增加土地與人的連結	

每年推出各類實體活動，以觸及不同的群眾，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

結、面對面宣傳「在地創生」理念，如：玩印工作室的絹印圖案，其中一系列為

竹北田野風光與生物，讓體驗的學員了解竹北的自然生態。體驗活動舉辦於年輕

族群常親近的場域，並分享各品牌的創立故事，以及當地的歷史淵源故事。青年

將看到返鄉就業的可能性，藉由前人根基看見自身與家鄉的連結，有機會學習既

有模式創造出新的地方社會企業，也能因深度認識地方更知道國家的文化資產。	

	

第三節				企劃流程	
發現問題→分析外部機會及內部優勢→組織團隊與管理→地方創生文獻探討→護

照設計→品牌合作提案→護照發行→護照發行→效益檢討

	

第二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政治分析	

一、國發會與各部會的推動：臺灣面臨高齡少子化問題，國發會為平衡城鄉差

距、發展偏鄉經濟，國發會宣示2019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近年來推動地

方創生，2019年輔導過37案，還在輔導中的有64案（15案即將進入輔導，31

案經輔導修正中、18案已送審查）。政府單位各部會亦有預算匡列，如文化

部預算著手老屋修繕、內政部有城鄉風貌預算、涉及長照據點的整修使用到

衛福部的預算、農產品類使用農委會預算。	

二、教育部的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大學社會責任（USR）、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文化部社區營造、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皆有提供社區參與的多元機

會及管道，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	

三、行政院的推動：行政院已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透過「企業投資

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品

牌建立」等五方向，跨域整合推動，目前地方政府已提報87件地方創生計

畫，涵蓋120處鄉鎮區，將近三分之一個臺灣。	

四、觀光局的推動：2020年觀光局施政方向為推廣在地特色、多元行銷，續推

「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其五大策略：「開拓多元市

場」、「推動國民旅遊」、「輔導產業轉型」、「發展智慧觀光」及「推廣

體驗觀光」等五大策略及多項計畫，臺灣在地旅遊品質提升加深國民旅遊意

願。	

五、觀光局的安全強化政策：2020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觀光局啟動旅遊安全總

體檢，針對景點、旅運安全、住宿安全及觀光遊樂業安全，透過檢討法規制

度、加強聯合稽查及整體宣傳等面向相關管理作為，確保旅遊安全及旅客權

益。訂於每年3月第3週為「旅遊安全週」，持續強化各項旅遊安全活動。		



 

第二節		經濟分析	
一、國旅消費逐年上升：觀光局於2019年調查，國內旅遊總費平均為新臺幣4,000

億元(約美金130億元)，旅遊住房人數逐年攀升，2019年累積共5,920,240人。	

二、新冠疫情加速國旅成長：受到2020新冠肺炎影響，各國採取隔離政策，出國

旅遊不再是首選，隨著台灣疫情受到控制，國人紛紛轉向國內旅遊。據花蓮

縣政府統計，109年1-7月之觀光人數約為75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663萬人次為

高，成長13%，成長原因證實疫情影響國人開始轉向國內旅遊。中央與地方

紛紛投注資源振興國旅，規劃投入39億元，預期帶動638萬人次旅遊，並創造

235億元效益，而最終刺激了1780萬人次出遊，創造635億的經濟產值，是補

助預算7倍以上，政府預計再加碼20億繼續推廣安心旅遊。	

三、地方創生活絡地方商圈：以大稻埕為例，由於在地人對大稻埕的情感驅使，

商家的三代四代回家經營，推動品牌轉型，漸漸為大稻埕注入新的活力，也

成為外國觀光客必遊的地點之一。2017	年，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開始推動

「本草配對」，吸引超過2,500人次購票參與、近6萬人次觀展。2018年更透過

群眾募資擴大聲量，達成超標165%的成績(為台灣最早運用群眾募資推動商

圈行銷的案例)。藉由本草派對的話題、參與及分享，為大稻埕開發年輕市

場，活絡地方經濟。	

第三節		社會文化分析	
一、國人更偏好深度旅遊：根據Booking.com2019年的調查，受到全球化、數位化

及旅遊自主意識抬頭等因素影響，旅遊型態逐漸轉變為短程、多元深度體驗

等模式。	

二、青年參與社會更為普遍：根據文化資產管理的榮芳杰博士表示臺灣這幾年的

「文資保存運動」，都是年輕人在發起，其中因素包含「對國家、歷史認

同」的關聯。	

三、少子化與農村的轉型：《遠見》曾調查報導，許多台灣鄉鎮不只「少子

化」，而是更嚴重的「無子化」，愈來愈多的「無子村」，不只讓村莊無生

機，也讓地方產業嚴重空洞化。而可改善的做法如台南大崎地方創生品牌

「藝農號」，協助地方長者種植高經濟作物、增加農村附加價值，並讓藝術

家駐村，甚至幫助農民變身為藝術家，活絡地方經濟。	

第四節		科技分析	
一、臺灣資通訊產業之蓬勃發展：資訊設備年產值已超過新台幣3兆元，通訊設

備在2010年也將突破1兆元，通訊服務產值則接近4千億元。	

二、台灣的高手機持有率及高網路使用率：2019	年平均每月有	1,677	萬台灣網友

曾透過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上網；超過六成台灣網友會使用個人電腦以及行

動裝置上網。(insightXplorer	Biweekly	Report,	2020.02)	

三、根據eMarket的調查，台灣為亞太區為使用智慧型手機比率最高的國家。相較

於新加坡的71.8%以及南韓70.4%的使用率，台灣使用智慧型手機人口佔總人

口的73.4%，此比率高居全球之冠(eMarket)	

四、年輕族群經常使用Instagram具高黏著度：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

esearch	Center	)調查	『青少年使用的線上平台』	顯示出	Instagram	以	72％	



 

的高分佔據第	2	名。1.	成年人使用	Instagram	的比例也緩慢攀升中，在	2018	

年有	35％	的成人用戶使用	Instagram，已高於	2014	年	9	月的	26％。洞察報

告顯示，在	2019	年，有	63	%	用戶每天登入一次	Instagram	平台。42	%	用

戶每天會登入兩次以上。在	2018	年，有	60％	的	Instagram	用戶每天使用該

平台，其中更有	55％	黏著度即高的使用者。上述的資料顯示出比	2018	年更

增加了	3	個百分點。	

	

第五節		小結	
綜觀整體機會，政府積極發展文化與社區、輔導青年創業，各部會亦提撥

預算支持。社會當前面臨M型化、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危機與挑戰，政府提出因

應政，部分地方創業家在此況下更有信心地發展地方創生事業。此外人力資源方

面，教育部也同步推動，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在國旅需求

與公民參與度高升下，臺灣消費者對國旅深度旅遊需求提高、對文化資源保存參

與度提升，有利於今年織品篇護照五個點的推動（此五個地點皆提供手作體驗課

程）。而資訊科技面，在智慧型手機持有率高、社群媒體使用率高之趨勢下，有

助於線上推廣，然而資訊傳遞個人數據化、封閉化，成為線上推廣一大障礙，團

隊將善用多種類平台曝光推廣並投放廣告、優化搜尋引擎，此外實體活動的推廣

也相並注重。與人連結、與地方連結是護照發行的根本意義，透過多元面向的推

廣地方創生內容，受眾將對地方產生好奇心、對土地更有感情，護照會是帶領受

眾親近地方的貼心嚮導；CULGO地方創生護照將透過每年一主題推廣多個地方品

牌，地方品牌將更有效率、更多觸角、更貼近新世代地推向全臺。	

	

第三章		地方創生與合作品牌介紹	
第一節		地方創生由來	

日本把2015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主要因應人口持續湧入東京，而地方鄉

鎮則面臨高齡化、人口逐漸凋零導致滅村危機。因此啟動地方經濟戰略，希望吸

引年輕人前往地方城鎮、提升人口、創造就業機會。	

地方創生的首要目標並不是GDP的成長，而是在少子化、老齡化、鄉鎮空

洞化的嚴酷潮流下，如何因應各種衍生的問題，例如國土利用、城鄉差距、產業

發展、人口振興等複雜而糾結的議題。就「地方創生」這個名詞，地方係相對於

中央政府，主要落實於「都道府縣」與「市町村」這兩個層級的地方政府。較難

理解的是「創生」這個用語詞彙，就本文的理解，「創」是動詞、「生」是名

詞；前者為打造、創造之意；後者則是「生活」、「生計」與「生命」的意思。	

有這樣的認識理解之後，「地方創生」的政策意義在於，尤其在人口快速

減少的偏鄉(如「限界集落」、「無人町村」等地)，因為地方經濟系統的衰敗，

或因人口的高齡化，青年及壯年人口在地方找不到適合的工作，無法在地方生

活，所以選擇離家出走到外地去找工作。而當偏鄉人口到都市地區找到工作之

後，有了經濟基礎，進而在都市地區結婚、生子，在都市安身立命，創造了新的

「生命」。這樣人口的遷移，雖然創造了東京一極集中，但卻也使鄉村地區更加

衰敗。當青年人口可以在地方上有了生計的工作，能有安定的生活，這樣他也才



 

能勇敢地走向結婚、生子；而當地方有了新生人口，這樣已拉下鐵門的商店才能

重新營業，恢復往日的生機。有了工作機會、有了20-40歲的生產人口、有了健全

的經濟環境，這樣才能讓地方永續經營，才能讓地方「生生不息」，形成一個

「善的循環」；反之，若地方經濟衰敗、工作機會難尋、20-40歲人口快速流失、

商家沒有營利的基礎，這樣人口自然衰減，演變為「惡的輪轉」。而營造地方經

濟系統善的循環，正是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主要緣由。	

	

第二節		地方創生成功案例	
依循行政院公布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引導地方發掘在地DNA建立

地方品牌，透過「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品牌建立」等五大策略，跨域整合推動，以大稻埕為例：台北

的大稻埕從清末到日治初期，大稻埕以南北雜貨、茶葉出口為主，進入日治中

期，	米業、布匹、中藥等也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後來隨著經濟重心的東移而沒

落，但近幾年來，由於在地人對大稻埕的情感驅使，商家的三代四代回家經營，

推動品牌轉型，漸漸為大稻埕注入新的活力，也成為外國觀光客必遊的地點之

一。2017	年，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開始推動「本草配對」，吸引超過2,500人次購

票參與、近6萬人次觀展。2018年更透過群眾募資擴大聲量，達成超標165%的成

績，同時也是台灣最早運用群眾募資推動商圈行銷的案例。藉由本草派對的話

題、參與及分享，為大稻埕開發年輕市場，活絡地方經濟。	

	

第三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	苦瓜織織	
苦瓜織織落腳於中壢馬祖新村，為桃園市第一個透過文化資產保存的眷村。馬祖

新村主打多樣的文創職人，讓來觀光的旅客可以體驗豐富的文創課程。	

苦瓜織織為梭織品牌，將傳統梭織，發揮創意，創造出各式有趣課程，讓大家更

認識織品工藝，也加深大家對織品的情感，珍惜每一塊布料，也能編織出屬於自

己獨一無二的作品。此外，苦瓜織織希望藉由織品手作推廣，增加年輕族群接觸

傳統梭織與織品渲染的機會，透過編織創作，帶給自己對於織品新的想像；並在

手作課程當中，慢下來享受當下。	

關於梭織掛畫，也稱作自由織(Art	weaving	/	Free	weaving)：利用傳統的梭織工藝

技巧，將各色絲線、毛絨、緞帶等豐富線材，進行自由創作。素材可以從大自然

取材也可以是二手衣物再次環保利用，明白不用買很多衣物，珍惜每一塊布料而

去編織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織品。	

	

第四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	Factory	NextGen(巧欣)	
紡織業主要可以劃分為上、中、下游，民國37年，由於國共內戰前景不

明，以上海為中心的大陸紡織資本開始遷移台灣與香港。民國四〇年開始，台灣

進入「進口替代」時期，紡織業開始受政府保護政策扶植，不僅限制進口、提供

優惠匯率及原料，政府也限制新企業的參與及規模，防止市場過度競爭。此外，

政府亦採取「代紡代織」的制度，由政府提供棉花、棉紗給業者加工，使其賺取

代工費，成品則交由軍方或與農民物物交換，另一部分則交由商人流通至市場。



 

政府這般保護幼稚產業的措施，也促時使台灣紡織業在民國四、五〇年代快速成

長。過去台灣紡織業以棉紡為主，但由於日本在民國四〇年代時就已進入人造纖

維時代，且於五〇年代開始將化學纖維中下游移往海外。因此，民國五〇年代開

始，政府隨即獎勵石化下游的原料生產，台灣紡織業至此開始朝化學纖維、混紡

產品發展。同時，台灣棉紡織業已能滿足國內需求，政策上開始轉向朝出口發

展。到了民國六〇年代，政府進行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由於紡織業對於化學纖

維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長，使得政府開始將石化上游列為發展重點。如此一來，將

有助於台灣紡織業從原料、紡織、到成衣的垂直整合，而這也奠定了台灣紡織業

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民國七〇年代，紡織業上下游已高度整合，但隨著工資上

漲，紡織業下游開始外移。隨著比較利益的改變，台灣的紡織業佔台灣出口份額

比率從1971年的38%，掉至2015年的2%。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即便產業結構改

變，台灣中上游的人造纖維產量至今仍在全球具領先地位，全球機能性紡織品有

70%來自台灣素材。	儘管先前紡織業在台蓬勃發展，但身為工廠第二代的陳思穎

(Factory	NextGen創辦人)，發現其他工廠無預警的倒閉，才了解工廠是會在一夕

間消失不見的創立，因此在新北市新莊創立Factory	NextGen以數位導入，跨世代

工作營與服務設計引入小工廠的社會企業，專注在連結工廠外的學子與工廠內的

老職人們，致力於紡織產業永續發展、技術保留。	

	

第五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玩印工作室	
絹印又稱作絹版印刷，絹網(版)起源自中國，是一種藉由印製壓力將印墨

穿過孔洞所呈現的平面印刷技法，是孔版印刷的一種。不過近代絹印指的是版畫

技術，二十世紀初時從美國發展出來，除了紙張之外還可以在其他的材料上進行

少量、多樣的印刷，現在也常常可以看到絹印被應用在衣服、瓷磚、茶具、電

器、大型看板等。	

「玩印工作室」座落在新竹竹北高鐵旁的一片水稻田間，30年前家族中長

輩主要從事絹印，隨著工業化機器大量取代人力，紛紛被迫轉行，剩下舅舅家還

繼續延續絹印印刷，玩印團隊覺得人需要有溫度的東西且絹印應該還有無限創新

的可能，因此花了一年去向技術純熟的舅舅學習，從竹北老工廠出發成立「玩印

工作室」，展開一連串用絹印說故事的旅程，有別於一般復興傳統工藝的品牌大

多是商品販售，玩印主要致力的是在推廣「絹印教學」。	

	

第六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一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	
許玓維畢業於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是正港的關廟人，回到家鄉後除了

進行民俗藝文推廣，還將自己的纖維創作專長延伸至一項古老的「鳳梨纖維」手

工藝。鳳梨農收成鳳梨後，大都把鳳梨葉當作是有機肥料，很少人知道鳳梨葉其

實可以取纖維。許玓維回到自己的家鄉關廟埤頭，推廣鳳梨取纖技術，讓當地人

知道，原來田野間所種的鳳梨可以物盡其用，抽絲、捻線、織布，還可以做更多

用途。此外一朵花亦有植物染創作教學、手繪插畫、宋江陣臉譜推廣。	

	 創辦人許玓維自2016年開始試圖復育日殖時代就有的鳳梨取纖技術，為台

灣發展環保纖維發展注入新力量。早在日治時期（甚至清領時期）就有鳳梨取纖

技術，像是在彰化二水、八卦山一帶。現在菲律賓還有鳳梨取纖工藝，而台灣南



 

投紙廠會用來打紙漿造紙。取纖步驟從徒手拿著簡單的器具如湯匙，刮除鳳梨葉

表面的防水層，取出內裡纖維，清洗乾淨，曬乾後再捻成絲線，以作為紡織原

料。約	30	片鳳梨葉取出來的纖維大約只能捻成	10	公尺長的線。	

	

第七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米麻岸Mima’an	
米麻岸創辦姐妹-高莎莎與高娜娜，是北飄四年的阿美族姐妹花。離鄉到都

會唸書，畢業後在外地就業。莎莎婚後孩子準備升學，為了讓孩子親近部落、成

長在自己母體文化的氛圍，決定和先生返鄉，定居臺東都蘭部落。回鄉後她常常

思考與周遭自然景物的連結，並向部落長輩討教阿美族的各類習俗，認知到「檳

榔樹」在阿美族傳統生活至今的衍變，檳榔樹從根到果實每一處皆可利用。例

如：過去阿美族人將樹幹燻乾，用來充當建屋的樑柱；檳榔葉則最常被當作石頭

火鍋的器具，而檳榔花可烹煮成餐桌珍饈，檳榔樹嘉惠族人甚多，兼具「食用」

與「實用」的意義。	

米麻岸的創作從毛球到十字繡，延伸到檳榔鞘自然素材的運用，從吸睛的

飾品出發，將現代女生喜愛的耳環、頭巾注入原民特色，可以輕鬆穿戴在日常生

活。這樣的概念更拓展到居家美學，如抱枕、掛畫、掛飾等，創造出現代的「阿

美式」態度。毛球與十字繡是阿美族服飾的重要元素，毛球一開始是作為服裝上

的鈕扣用途，漸漸成為裝飾性強、象徵人生歷程與祭典活動時，表示愛與祝福的

配件。用色方面，常見桃紅色、螢光綠，展現出阿美族鮮明活潑的個性。	

除文創商品的創作，米麻岸開設工作坊體驗課程，參與文博會、台東文化處、原

民會等大大小小的會展，也勇闖世界舞台，到東京禮品展、英國觀光節、曼谷創

新工藝節進行交流，努力讓阿美族的文化內涵及傳統手工藝被更多人看見。	

	

第四章、護照內容與成效	
第一節		企劃甘特圖	

	

第二節		護照企劃說明	
一、護照設計目的：	

「CULGO地方創生護照」將透過一年一主題介紹地方創生品牌，並與在地知名店

家合作，推行地方品牌。2021年的護照主題為「織品」，希望帶給體驗者有溫度



 

的記憶，人們將看見織物與當地文化的連結，眼觀細膩交織的結晶、用肌膚紋理

保存當下、耳聽品牌背後的生命內涵。	

關於各年度主題設計如下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主題	 織品	 小農	 家鄉	

推廣	

主題	

目的	

看見織物與當地文化的

連結，眼觀細膩交織的

結晶、手觸用肌膚紋理

留存當下、耳聽作品背

後的生命內涵	

發現台灣菜市場的世界

價值，尋找市場世代間

的共同創生願景。	

感受家鄉的韻味、街區

的紋理，記錄屬於自己

的街區日常樣態，並重

新思考自己城市街巷的

色彩是什麼樣子的。	

預計

合作

品牌	

（桃園）苦瓜織織、

（新竹）玩印工作坊、

（新北）巧欣針織社、

（台南）一朵花工作

室、（台東）米麻岸工

作室	

（花蓮）女子的酒、

（屏東）小農麵攤、

（南投）簏山，小農、

（宜蘭）返鄉接地氣、

（台南）將軍銀蘆筍	

（雲林）大山行、（高

雄）雄青ㄟ林園創行

者、（台東）拉議員La

kiing、（苗栗）青履

客、（宜蘭）蘭城好厝

邊	

二、預計護照發行目標：	

(一)合作廠商：三間(甘樂文創/玩印/巧欣)，藉由認識品牌推廣地方創生。	

(二)發行時間：2021年初發行電子護照與紙本護照	

(三)發行量目標：輔大織品系發放1000份,市集推廣1000份,工作坊發放200份	

預估總共發放2200份，觸及3000+人	

第三節		廠商開發與接洽	
（一）苦瓜織織(主要接洽方式：Line接洽)(其餘廠商紀錄因頁數問題暫省略)	

聯絡日期	 合作事項	 內容	

2020/12/18	 合作邀請	 說明「創生護照」企劃內容，合作邀

約並洽談見面詳細洽談時間	

2020/12/20	 見面洽談	 詳細合作內容確認	

2020/12/26	 實際前往馬祖新村拜訪	 實際走訪馬祖新村開幕	

	2021/01/14	 客制化課程確定	 與我們討論來輔大開課之內容，為學

生有調整價格、樣式等	

	2021/01/21	 擺攤邀約/抽獎獎品贊助

商品洽談	

告知時間與洽談抽成或贊助內容	

	2021/02/04	 取得擺攤商品與給予Cu

lgo護照	

於大稻埕市集代售苦瓜織織之商品，

且宣傳Culgo護照	

	2021/03/15	 Workshop開課討論	 開課行前確認(人數、講師資訊)	

	2021/03/17	 Workshop開課成功	 招募20名學員（招滿）前來上課	

	



 

第四節	護照成品與成效	
一、Logo:			

主視覺色：湖水藍		/	含義：如湖水般深沉的、富含多樣生命的	/	色碼：4CB4B8	

	
二、護照	

(一)護照內容：地方創生簡介、團隊簡介、合作的五個品牌、完成任務集章區、

官網與社群之QRcode。	

(二)護照用法：護照持有者可至各個品牌門市/工作室參觀、觀光、購物、體驗活

動……等，感受地方創生品牌的生命力，並能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歷史風貌。

探索之旅結束後，即可在各店家的「護照集章處」蓋上其與CULGO聯名的紀念

章，集滿五個章後拍照，在Instagram標記官方帳號並打卡，即有機會獲得地方創

生品牌之精美禮物。	

三、印章設計：	

	 	

	 	 		
四、實際發放結果：	

(一)數量：自2021/01/15至3/15止，已發放5

00本。	

(二)發放地點：	

1.校園：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私立淡江大學等參與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的大學社會責任（USR）之大學	

2.文創區：中壢馬祖新村、臺東都蘭國入境大廳、台南轉運站服務櫃檯等	

3.合作店家：合作之五個品牌、臺北市東區Faiya美睫、臺東市草民早午餐等	

(三)成效：待評估。(預計於2021年4月份於社群媒體舉辦抽獎活動，驗收成效)	

	

	

	

	

	



 

第五章		推廣活動與成效	
第一節、工作坊推廣	

實際開課結果：	

主題	 玩印	絹印DIY體驗	 苦瓜織織迷你梭織掛畫工作坊	

講師	 小羅老師	 苦瓜織織團隊	

時間	 2021年3月10日13:30-15:30	 2021年3月17日	13:30-15:30	

地點	 輔大	織品大樓	 輔大	宜真宜善	創意設計基地	

價格	 ＄280/人	 ＄500/人	

流程	

體驗時間共2小時：	

絹印與在地創生介紹30分鐘	

印刷示範與解說10分鐘	

印刷體驗50~80分鐘	

體驗時間共2小時：	

手織由來與在地創生介紹30分鐘	

梭織技法示範	15分鐘	

梭織掛畫體驗50~80分鐘	

人次	 15人	 20人	

備註	 	 輔大電視台主動聯絡前往採訪	

第二節、市集擺攤	
預計將在2020年11至2021年2月的期間安排市集活動，藉由實際擺攤推廣織

品護照，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結、面對面宣傳「在地創生」理念，進

而彌補現代缺乏的共感。除了推廣織品護照也會實際販賣參與護照之在地創生品

牌的商品，我們也發現在市集中點心類商品會使民眾多駐留，因此決定與「小芬

姐的home焙糕點」合作，以增加更多人流。	

實際擺攤成效	

市集	 時間	 結果	

大稻埕	

騎樓擺攤	

2021/03/01	

11:00-18:00	

人流：約3000人次	

單日吸引instagram追蹤：15人	

護照發放：100份	

熱門商品：編織手繩(苦瓜織織)、蛋糕(小芬姐烘

培)、絹印農村風光信封組(玩印)	

第三節、線上社群經營	
一、經營規劃：	

（一）社群文章內容：使用藉由真實參訪分享，創造話題內容，將知識轉化，設

計為簡單易懂的圖文形式，觸及更多使用者。此外專注於貼文圖像設計，使用年

輕人習慣使用的字型與顏色，提高文章停留率及拉長閱讀停留時間。	

（二）話題標籤(hashtag)更新：增加話題標籤以隨時搭上最新時事，增加觸及

率。	



 

（三）社群互動：善用24小時現時動態功能，傳遞訊息給喜愛瀏覽影像的使用

者，並同時使用內建的互動投票、互動心情傳達功能，搜集使用者偏好及數據，

使文章產出更加貼近受眾。	

（四）社群圈連結方面，與相關的帳號（地方創生、永續發展、社會企業、SDG

s、深度旅遊）進行社群上的社交（追蹤/讚/留言/分享/收藏），互助提升雙方流

量、曝光與文章再現率。	

（五）Instagram濾鏡拍照功能：善用拍照濾鏡功能，設計專屬的粉絲拍照濾鏡功

能以觸及更多用戶。	

（六）Facebook社群經營，文章內容與Instagram一致，並把活動宣傳主力放置於

同類型社團的推廣。並設置「Facebook-活動」的推廣，以最有效率且免廣告費的

方式增加活動曝光。	

（七）製作官方網站，作為「電子版護照」。且讓民眾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到有關

在地創生的內容，另可滿足桌電使用者的需求，在地圖的呈現上更為完整。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culgo	

	

二、Instagram短期目標（一年：2021/01/01~2021/12/31）	

受眾	 臺灣大學生	

觸及數	
單篇文章發文	

當週觸及達到600人	

追蹤人數	 達到500人	

平均讚數	 80	

提高分享率	 單篇文章有20人分享	

濾鏡拍照次數	 累積1000次以上	

	

三、Instagram實際成效（三個月：2021/01~2021/03）	

受眾	 大學生	

總粉絲數	 150	

總互動數	 651人	

所有貼文總觸及人數	 5621	

所有貼文總曝光次數	 7229	

濾鏡	 無（尚未上架）	

	

第四節、校外展攤位規劃	
活動時間：2021/4/9	-	2021/4/11	10:00~20:00/	活動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擺設用品：壁報、展示台一個、圓桌一張、2021護照500份、品牌印章、平板電

腦、合作品牌之商品、防焰布、竹籐椅子兩張、打卡吉祥物兩隻、互動用便條

紙、裝飾用毛線。	

	

展示規劃如下圖:	



 

	
	

第六章、結論與檢討	
本企劃的目的是為了讓臺灣大學生族群更認識地方創生，透過這些近年才

建立的地方品牌，了解在臺灣各個鄉鎮中有著許多創業家，他們對家鄉不只有回

憶的連結，還對家鄉有著美的嚮往，有著守護舊技藝的堅持，因而積極著手為家

鄉帶來轉變。每樣設計都是創作者求知的結晶，接著發展出接地氣的地方品牌，

再牽起與左鄰右舍的連結，為原本沒落的社區注入活力。在本企劃中，我們看見

品牌活絡社區，在此基礎下，加入CULGO的學生參與，使在地品牌與在地文化走

入校園、走入不同的群體。	

檢討方面，首先是時間規劃可再優化，善用共同編輯之甘特圖線上軟體

(如：Bitrix24)，讓團員能不限時空的精準掌握進度。在初步的規劃中加入市場調

查，了解學生族群對地方創生的熟知程度，以及有興趣的產業、鄉鎮，以設計出

更貼近該族群的行銷內容。在初步的文獻探討中，應更加了解地方鄉鎮，考察更

多地方文獻史料，有助於與品牌合作時有更多的共鳴，以及提出更適合的合作內

容，在有限的時間內提出更具深度的提案，在實體展中能設計更另人深刻的文宣

內容。廠商聯繫方面，應善用通訊軟體的群組功能，讓組員間更快速的接收到訊

息，以立即反應。在進行創意企劃時，應考量品牌業務繁忙、人力不足等問題，

需要更積極的聯絡，或會面時直接溝通完畢。護照合作內容方面，可以更深入發

展多元創新的活動。護照曝光度方面，護照的曝光方式可以再修正，管道不夠

多，例如結合音樂會、演唱會、水上活動、露營活動......等。關於企劃延續，CUL

GO護照企劃延續已與下一屆學妹討論傳承，皆以推廣台灣文化與在地品牌為初

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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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X 環保永續創意企劃

摘要

本企劃主要針對現階段台灣既有的舊衣「回收量」、「回收流程」以及「後續處理方法」進

行研究分析，企劃目的為透過多元的展演方式來向消費者傳遞正確的環保概念與相關

知識，除了藉由將富含視覺衝擊感的實際舊衣回收情形真實地移至消費者眼前作為「警

惕」以外，更希望能將多年來被眾人認為「比較無趣、嚴肅、生硬」的環保議題以相對輕

鬆、有趣的方式和大家見面，運用在日常隨處可見、貼近人心的生活小物作為本企劃的

理念載體來陪伴在每個人身邊，進而讓「環保永續」這件事情融入到眾人的價值觀與生

活當中，最終將「環保」從一項欲追求的「價值」轉變為人人都應落實的「義務」，期望在

眾人的意念一致且達成共識後，以更加有效率的方式來推動名為「環保永續」的綠色巨

輪，體現身為人類存在的根本價值。

關鍵字：舊衣回收、永續循環、環保意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動機

舊衣垃圾一直是全球永續發展關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台灣每年的舊衣回收量年年

攀升，從民國 104 年至 108 年間的短短五年內便暴增了 74%之多，108 年度的舊衣回
收更是來到了驚人的245,753,600 件，這相當於每分鐘就有 474 件衣服在台灣被丟棄。
然而，從本團隊拜訪的三間紡織企業訪談得知，後端環保回收流程當中，不論是大品牌

，或是環保回收商所做的回收，多屬於治標不治本，無法真正解決舊衣垃圾所產生的問

題，我們認為，與其從後端處理，正確的永續循環應該要從源頭開始進行，才是解決舊

衣問題的根本之道。

本團隊也藉由問卷調查知悉，目前多數消費者仍對現今的環保回收有著錯誤的觀念，將

近50%的消費者仍認為「舊衣捐贈」是將舊衣送至需要的地方的公益行為，然而實際上，
多數狀況不良的舊衣其實只剩作為劣質填充物或作為垃圾焚燒一途。消費者在選擇將

衣服丟棄的那一瞬間，舊衣其實就成為了垃圾，因此如何讓消費者認知到舊衣產生的垃

圾問題，以及如何將舊衣回收再利用，會是開啟永續循環的關鍵之一。

第二節 企劃目的

我們期望能夠透過本企劃來讓消費者了解到台灣真實的舊衣回收情況，並且意識到現

階段的消費模式以及市場走向所帶來的問題，最後促使消費者改變既有消費習慣，進而

讓廠商及品牌方適時地做出修正和投入更多心力於環保永續之領域，最終讓整個時尚

產業的每個環節都能夠環環相扣，達到一個最理想的永續循環。

目的一：讓消費者瞭解台灣真實的舊衣回收情況。

目的二：讓消費者意識到現階段的消費模式及市場走向所帶來的問題。

目的三：促使消費者改變既有消費習慣。



第二章 現況分析

第一節 台灣回收現況

一、台灣回收現況

台灣早期的回收業者多將舊衣整理後出口至非洲、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其中又以

非洲為最大舊衣受贈區， 然而自2015年起，東非共同體為了推動當地紡織業的發展，宣
布將逐年調降舊衣進口的量。以烏干達為例，從2016年起他們將舊衣的關為從15%提高
到20%，而盧安達的舊衣關稅更是一口氣從每公斤0.2美元一路調漲至2.5美元，稅率調
達1250%，他們在2019時也表示未來的目標會朝向對對舊衣實行完全的進口禁令。早
期台灣也會將舊衣出口至中國，但隨著中國近幾年經濟崛起的情況下，不僅嚴格禁止垃

圾進口，反而成為國際上台灣舊衣出口的競爭對手。

根據環保署104-106年度一般廢棄物最終處置前組成採樣及分析工作委託專案計畫的
圖顯示，103年度以前垃圾中纖維布類約在2.5%左右，然而在104年卻急速上升兩倍，
根據南臺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蘇順發副教授表示，極有可能是因為2015
年舊衣無法出口，而國內回收業者無法消化這麼大量的舊衣，才導致當年多數的舊衣最

後只能送進焚化爐燃燒。

資料來源：104-106年度一般廢棄物最終處置前組成採樣及分析工作委託專案計畫



在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拒絕進口低廉的二手衣，台灣的舊衣競爭力又不敵歐美、中

國、日本等市場，而本身又沒有處理舊衣的廠商的情況下，根據回收業者表示，目前賣

不掉的舊衣多以一噸倒貼三千台幣送至印度，在當地打碎後再製成棉紗、地毯、填充物

等等⋯⋯。目前在台灣廢紡織品及舊衣處理機制中，一般家用後廢棄紡織品每年約產生16
萬噸，這裡面除了回收體系9萬噸中有些以二手衣或各種衍生利用外，剩餘廢棄物均焚
化處理。

二、台灣舊衣回收量

根據行政院「中華民國109年環境保護統計年報」的資料，104年～108年的舊衣回收量
在五年內增加了74%，舊衣回收業者、中華民國傷殘宏恩協會前理事長湯劍雄推估，若
以每公斤3.2件換算的話，76,798公噸等於245,753,600件舊衣，相當於台灣每分鐘就有
474件衣服被丟棄。

三、回收造成的環境污染

在舊衣回收的成本逐年提高的情況之下，不肖業者將無法販賣的舊衣隨意掩埋或棄

置在無人可管的山林裡，比如2019年所發生的寶山水庫私人垃圾場事件以及桃園新街
溪口垃圾事件，都是舊衣無法有效處置而造成的惡意棄置。這些被棄置的舊衣中，不僅

非天然的化學纖維與化學染料無法被環境自然降解或分解，其中的微塑膠更會排向土

壤、海洋、山林、河流，對生態圈造成巨大的污染。



根據美國NGO世界資源研究所的調查顯示，空氣污染每年在全球造成了約700萬人的
死亡，已經成為對人體造成健康危害的的最大環境因素。那些無法出口的舊衣，只剩下

焚燒的解決途徑，然而焚燒的過程中往往會釋放出來許多污染物，這些毒性物質，不是

從焚化爐的煙囪排掉，就是濃縮於焚化爐灰渣裡，而這些最終被送進掩埋場的的灰渣，

在長年累月的日曬雨淋，其中的有毒物質最終會滲出，污染到土壤以及水資源，而從焚

化爐煙囪裡散去的毒性物質，也最終透過食物鏈，危害生態與人類的健康。

四、消費者購衣習慣與回收認知調查與分析

我們針對消費者進行了一項對於目前舊衣回收的認知的問卷調查，得到了以在台北的

20~30歲的學生和上班族族群為主的100份以上的問卷回應

（一）消費者購衣習慣調查與分析

從搜集得來的資料中，我們得知約有74%左右的消費者每個月購買1~3件衣服，而消
費者對於衣物選擇的動機主要以衣物造型、價錢為優先考量，對於衣物的材質與製程的

重視性則相對偏弱，當我們繼續細問對於能促成永續循環最重要的一環——「製成過
程」時，64%的消費者對於其重要性只認為「普通」，剩餘約24%的消費者更是認為不重
要以及非常不重要，這反應了消費者目前對於衣物的重眼光依舊停留在衣服的流行程

度與設計，而較少去思考衣物製程中所產生的破壞。

（二）、消費者回收認知分析

我們發現多數的消費者仍舊非常仰賴舊衣回收箱的機制，其中有一半的人相信他們所

捐贈的舊衣最終會送到需要的地方，然而消費者所不知道的是，在快時尚的影響之下，

舊衣的數量雖然有著爆炸性的成長但品質卻大不如前，而這些被消費者丟棄的舊衣，除

了少部分狀態良好的拿去慈善團體愛心義賣，小部分的衣物還能夠再被利用或降級處

理以外，大半部分的衣物最終還是只能由回收業者倒貼錢送去製作地毯、填充物或焚燒

的結果。

五、企業訪問與分析



透過拜訪力寶龍、遠東新世紀、新光等紡織企業得知以下內容

企業 力寳龍 遠東 新光

產品 RePET®

環保再生聚酯纖維

TOPGREEN®

聚酯回收纖維

新光無限衣

團服方案

特色 環保產品應用多元，

跨足紡織（RePET-F
）、建材(RePET-W)、
環保樹酯（RePET-P）
等領域。

發明出能將衣服上不

同材料分解出來的化

學回收法，使其回到

原來分子結構，純化

成原料再利用。

以「團服」做為產品主

軸，從原料、製程到後

續的回收再製都符合

環保概念。

現有

技術

1.寶特瓶製成衣服

2.二手衣（100%聚酯
或尼龍）製成塑木建

材、塑膠製品等等

1.寶特瓶製成衣服

2.二手衣（含70%以
上聚酯成分）再製成

新衣服

1.寶特瓶製成衣服

2.回收自家舊衣服（
100%聚酯纖維）再製
成新衣服

相同

點

1.產品皆為環保再生聚酯纖維

2.均以寶特瓶作為最初原料

3.各家環保再生聚酯纖維均能製成紡織成衣產品

痛點 回收的舊衣至少要含有70%以上的聚酯成分，才能符合再製過程的經濟效
益

而回收來的舊衣，符合上述條件且能再利用的比例通常不高



六、總結

（一）、舊衣回收量

以台灣目前的回收機制來說，除了舊衣回收量年年攀升以外，更因為快時尚導致許多舊

衣的品質下降，在材質多為棉/聚酯纖維混紡的情況下，因而造成分解再利用的成本過
高、不符合經濟效益，使得舊衣終將只能走向「降級循環」、「焚燒」等較浪費以及造成環

境危害處理方式作為後續的相關處理手段。

（二）、消費者因素

在快時尚的影響下，衣物價格越來越低廉、消費者的平均購買件數也相對題高，然而，

消費者在端重視衣物設計與流行性的背後，卻常常忽略了衣物低廉的價格背後所隱藏

的真實成本。消費者在時尚產業中扮演了最重要的需求角色，只要消費者真正意識到時

尚產業對於地球所產生的破壞時，供給方的時尚產業才能真正作出大規模的改變，因此

我們認為，改變的源頭，應該要從消費者開始，近於促進整個產業對於永續循環的發

展。

（三）、台灣回收再製現況

現在雖然已經研發出了將聚酯纖維的「化學回收」技術，透過將衣服粉碎、清洗、加熱、

熔融、抽絲及假撚加工後重新成為紡織原料，再次聚合成聚酯纖維，這種「化學回收」的

方式能將布料分解並重複使用再製成新的衣物。

然而，無奈於現在的舊衣品質參差不齊且材質的來源太複雜，就算是標榜百分之百聚酯

纖維的衣物，仍可能有混雜其他彈性纖維或其他纖維來增強衣物的表現，或者是衣物的

表層有經過其他加工，這些不確定的因素容易導致機器在分解的過程中故障，而無法順

利分解。

若真的要做到衣物的永續循環，只有將衣物的材質單一化到像寶特瓶ㄧ樣可以輕易分

類回收再製，在回收流程才可以達到最好的經濟效益，而這也是力寶龍在未來二、三十

年內希望達到的永續循環目標。

我們也了解到儘管單一材質PET在現今的製成技術上會有顏色亮度和圖案設計的些微
限制，但是透過「化學分解」的方式我們除了可以減少石油原料的使用、解決寶特瓶的垃

圾問題、更解決了舊衣的垃圾問題，因此我們相信100%可分解再製的單一材質PET仍
是目前衣物達到永續循環的最佳方案。

第三章 執行方法



ㄧ、企劃簡介

（一）企劃名稱：Project X 環保永續創意企劃

「X」代表的是「未知」，「Project X」正是一項「未知的企劃」。永續循環的未來會是如何
呢？我們並不知道未來可能會發生的改變，也不知道可能會面臨到的所有挑戰，然而，

我們依舊選擇持續朝著這個未知的方向前進，唯有親身經歷過，才能在這一切的未知中

找到一絲線索與方向。「Project X」便是我們探索線索的一條道路。

（二）企劃主旨：

本企劃旨在透過多元的展演方式來向消費者傳遞正確的環保概念與相關知識，除了富

含視覺衝擊感的舊衣堆與知識性內容之外，我們更希望藉由與品牌所共同打造的白幕

拍攝活動和日常隨處可見的生活小物來將以往被認為較無聊、乏味的環保概念以更加

活潑、有趣的方式來時時刻刻提醒消費者，愛護環境、減少地球負荷的重要與迫切性。

（三）企劃流程：

流程階段 準備事項

事前籌備 盤點所有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場地、宣傳文宣和環保理念推

廣內容。

品牌商借 在事前籌備的同時，與不同品牌進行接洽，詢問合作意願並且針

對環保系列之產品進行商借以供活動使用。

前期宣傳 以「創造話題」為目的，待活動確定可執行後，開始進行一系列的

前導宣傳，透過簡單明瞭的連載漫畫來讓所有潛在的與會者以最

直觀地方式瞭解「Project X」並且產生興趣。

正式執行 待所有事前準備與宣傳結束後，透過在織品系館 1F 可恩迪展演
空間所呈現多元展演形式來向所有與會者傳遞正確的環保概念

與相關知識，也提醒消費者，愛護環境、減少地球負荷的重要與

迫切性。

二、流程細項



（一）事前準備階段

1. 社群平台（Instagram）推廣：

建立社群平台帳號，以風趣、簡單明瞭的連載漫畫來創造話題並且引起受眾興趣，透過

社群經營來觸及更多潛在受眾，盡可能地增加曝光以及討論度，以利後續活動宣傳。

2. 品牌服飾商借：

向品牌提案「Project X 環保永續創意企劃」，說明活動流程與內容，包括呈現方式、場地
規劃及宣傳活動等，討論欲商借服飾之款式、數量與尺寸，達成共識後即正式成立合作

關係。

3. 場地佈置：

向系辦租借 1F 可恩迪展演空間及相關場佈設備，同時向「舊鞋救命」借取大量二手衣物
作為展場素材，待所有相關宣傳文宣備妥後，進行場地空間、動線規劃和氛圍營造。

（二）活動舉辦階段：

1. 環保理念推廣



將台灣現有的環境情況、真實的舊衣回收流程以及消費者可選擇的替代方案透過以黑

白、剪貼方式呈現的文字來作為傳遞理念的媒介，並且透過與品牌「WEAVISM 織本主
義」共同打造的主題區來讓參與的大家能夠實際的體驗環保永續服飾。

2. 視覺氛圍營造

將向「舊鞋救命」借取來的大量二手衣物於展場中央堆疊成一座小山來營造近似於舊衣

回收廠「舊衣堆積如山」的樣貌，將平常大家比較不會看到、距離較遙遠的一面拉到眼前

來創造出所謂的「視覺衝擊」，讓前來參與的大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進而起到警惕、提

醒的作用。

3. 白幕拍攝活動



邀請前來參與活動的大家到事先架設好的白幕攝影區進行拍攝，透過擺出各式逗趣、古

怪、好玩的姿勢與表情來增加互動感，並且提供三種不同的背景進行後製 P 圖，最後更
能夠做出活動專屬吊飾作為紀念。

三、活動宣傳與最終成果展現

1. Instagram 社群經營

藉由搞怪、有趣的連載漫畫來創造話題並且引起受眾興趣，並透過限時動態的持續更新

來與受眾進行互動並且維持企劃的社群討論度，活動拍攝後製的素材也分享於社群帳

號貼文與限時動態，藉由受眾的留言以及分享來持續創造話題。

2. 紀念吊飾

將活動中的白幕拍攝素材依據不同需求進行後製 P 圖與製作，並且將紀念吊飾作為「企
劃理念的載體」，以活潑有趣的方式來提醒消費者，愛護環境、減少地球負荷的重要與迫

切性。

五、整體活動效益



1. Instagram 觸及率

● 活動宣傳及舉辦期間共觸及 599 個帳號（相比 1、2 月成長 41.9 ％）
● 瀏覽次數達到 6996 次（相比活動前成長 1,538.4 %）
● 平均貼文觸及人數為 268 人（共 9 篇）

2. 「Project X 環保永續企劃」活動人流

● 3/9~3/11 三日活動總計創造出 136 人流

3. 理念推廣效益

在所有參與「Project X 環保永續企劃」的人當中，高達 50％ 的人原先在購衣時「幾乎都
只注重品牌、設計和價格」...

而他們在參與完「Project X 環保永續企劃」後

● 25％的人願意以「控制自己的購買慾，不要過度消費」的方式來幫助環境
● 多達 62.5％ 的人願意「避免購買品質低落、質量差的產品」來改變現況
● 40％ 的人傾向在往後購物時「三思而後行」，真的「有需要」才會買
● 50％ 認為自己無法克制購買慾的人也願意「試著嘗試購買回收價值較高的產品」
來減少後續問題

● 高達 87％ 的人「願意多花點錢買好一點、實穿性高同時又耐穿的衣服」



第四章 結論

其實，人人都能夠輕鬆地喊著「環保永續」的口號作為自己或者品牌的行為準則，然而就

實際面來說，真正落實並且實踐的人卻相對地少之又少，「環保」確實是一項大課題，它

是一種無法單靠消費端亦或者是製造端就能夠輕鬆解決的事，更不是一個能在短期之

內就能馬上見效的議題之一，許多人總是深信自己能夠順利完成夢想，但卻在面對如環

保等相關議題時，總是說著：「單靠一己之力無法成就大事」，進而忽略了自身力量的強

大與偉大。

透過「Project X 環保永續企劃」多元的展演方式，此次的計畫讓消費者正視過度消費服
飾對生活與環境造成的汙染，除了擁有多達 62.5％ 的人願意「避免購買品質低落、質量
差的產品」來改變現況之外，更是有高達 87％ 的與會者在往後購衣時「願意多花點錢買
好一點、實穿性高同時又耐穿的衣服」來一同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從量化指標上來看，「Project X 環保永續企劃」或許沒創造顯赫的量化績效，但我們相
信，改變的關鍵在於種下那個「環保的念頭」，我們相信當眾人的意念一致，所有產業便

能夠在消費端以及製造端上達成共識，同時也期待未來有更多團隊延續或傳承我們所

提出的概念，克服本專案因執行期程與財務資源的限制，讓名為「環保永續」的巨輪也能

夠因此而正式地被推動，不僅是維護了我們的家園，更是體現了身為人類存在的根本價

值。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walk 行 work 宿新型打工換宿媒合平台	

創意企畫組	

	

	
指導老師：高欣老師	

	

	

	
黃羚善	

林欣兒	

林妤柔	

蕭翔凌	

黃帛瑜



 

企劃學生：黃羚善、林欣兒、林妤柔、蕭翔凌、黃帛瑜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系	

指導老師：高欣老師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企劃組別：創企組	

	

	

	

	

walk	 行	work	 宿打工換宿媒合平台	

	

	

中文摘要	

	
	

	 近年來，打工換宿正盛行，台灣打工換宿也隨之流行，對有意願參加打工換

宿的換宿者與需要誠徵小幫手的店家來說，透過臉書裡的打工換宿社團來尋找換

宿者與店家是最方便的管道。但事實上，雖然進入臉書的打工換宿社團很簡單迅

速，卻隱藏著無法保障換宿者的應徵過程、換宿者投遞履歷時無法篩選換宿時

間、店家需分成不同平台和應徵者溝通…等等的問題，造成雙方之間容易產生衝

突。因此，為了解決前面提及的痛點，本次企劃決定建立	 walk	 行	 work	 宿新型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企劃目的除了與在地文創店家合作、創造打工換宿媒合平

台、深度旅遊之外，也分別針對店家與換宿者使用換宿平台的需求，提供店家資

訊透明化、日曆排程系統、快速獲得正確資訊…等等服務，為店家與換宿者找出

最佳的媒合方式。	

	

	

	

	

	

關鍵字：打工換宿媒合平台、深度旅遊、在地文化與店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近年來，國外打工換宿盛行，在這波浪潮下，台灣的國內旅遊換宿逐漸興起，國內

換宿店家也不斷增加，舉凡綠島、小琉球、墾丁、苗栗…等等地區都有打工換宿的

服務，在打工換宿這個文化裡，店家提供住宿，換宿者提供勞力或服務，雙方之間

互相交流的過程，讓打工換宿儼然成為現代人體驗旅遊的新型模式。	

	

第二節	 企劃動機	
	

一般來說，有意願換宿者多利用打工換宿臉書社團搜尋合適店家進行換宿，店家則

透過履歷和線上互動選擇工作夥伴，然而，從一開始的投遞履歷到雙方確認，就需

花上兩週到三個月的時間不等，其中還會有資訊不透明及溝通不易的問題，導致雙

方資訊不對稱而容易產生衝突。因此，我們將目標鎖定在媒合平台上，並且加以分

析，建立了 walk 行 work 宿新型打工換宿媒合平台，期望能建立一個更完善、更符

合店家及換宿者需求的媒合平台，希望改善傳統應徵打工換宿的機制，縮短申請換

宿的繁複流程。	

	

第三節	 企劃目的	
	

透過新型打工換宿媒合平台「walk 行 work 宿」，希望不僅成為換宿者與店家之間

的溝通橋樑，也提供會員經驗分享及影音頻道內容，並與在地文創店家合作，成為

打工換宿的媒介、深度旅遊的多元平台，讓大眾可以更深度認識台灣的旅遊、在地

文創及手工業文化，創造台灣更好的旅遊風景。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台灣打工換宿平台現況分析	
	

一、此次分析對象分別為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與臉書打工換宿社團。	

	

（一）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以打造台灣深度旅遊為目的，無論是店家或是換宿者

申請工作之後，雙方都可透過平台上的留言機制將相關問題跟資訊傳達給對方。	

	



 

1、 針對換宿者應徵打工換宿的分析：加入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會員之後，

付費成為正式會員，向有興趣的民宿發出邀請，等待媒合結果。	

2、 針對店家誠徵換宿者的分析：直接與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聯繫，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會提供專屬店家的平台登錄帳密，讓店家可以隨

時在網站上刊登職缺，並向換宿者發出邀請。	

	

二、分析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的優點	

	

（一）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的優點	

	

1、 少數有結合各大打工換宿店家的平台	

2、 換宿者若看到有興趣的店家，可以立即應徵	

3、 提供換宿經驗分享	

	

（二）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的缺點：	

	

1、 有些店家會要求再投詳細履歷到信箱，沒辦法讓換宿者立即應徵	

2、 投遞履歷時無法篩選適合換宿的時間	

3、 篩選機制不完整(只可篩選地區(縣市)、工作內容、所需技能、交談語言)	

4、 換宿分享很少且年代久遠	

	

三、臉書打工換宿社團	

	

臉書裡的打工換宿社團琳瑯滿目，所以這次以打工換宿∙背包環島、打工換宿瘋台

灣、青年打工換宿、i 臺灣∙打工換宿作為分析依據。	

	

（一）換宿者應徵打工換宿的分析：以 Email 寄履歷、私訊 Line、粉絲團詢問以及

電話應徵為主要方式。	

（二）針對店家誠徵換宿者的分析：進入臉書社團後，在社團內發布貼文誠徵有意

願的換宿者。	

	

四、分析臉書打工換宿社團的優點	

	

（一）臉書打工換宿社團的優點	

	

1、 店家和換宿者都可以免費使用	

2、 換宿店家五花八門，讓換宿者有多樣化的選擇	

3、 臉書受眾多，可以增加應徵的人潮	

4、 臉書使用上方便，提高店家與換宿者使用率	

	

	



 

（二）臉書打工換宿社團的缺點	

1、 換宿者的應徵過程沒有保障	

2、 店家需分成不同平台和應徵者溝通	

3、 換宿者投遞履歷時無法篩選時間	

4、 社團貼文排版與照片呈現受限	

	

五、店家與換宿者使用打工換宿平台之習慣與需求調查	

	

（一）下列表單為調查國內打工換宿申請者，選擇與使用換宿平台之習慣調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cVyE_jNlCGBscsnfTX447b0TtJ9vGewvje56OoZn
2Y/edit?usp=drive_web 
	

	
圖（一）換宿者曾搜集打工換宿資訊之平台長條圖

	
圖（二）換宿者曾經投遞履歷方式之長條圖	

	

1. 針對問卷總結換宿者的需求與原因	

	

（1）完整的店家資訊：保障換宿者的工作時數、工作內容、工作福利…等等，確

保換宿者的權利。	

（2）提供店家內部與周遭環境的示意圖：提供店家照片，確保換宿環境是否有符

合心目中的期待，若有圖片與現實有差異的狀況，也有證據以茲證明。	

（3）快速獲得店家資訊：使換宿者迅速掌握店家資料，提高雙方之間的溝通效率。	

	



 

（二）下列為針對店家深度訪談的內容	

	

1. 根據對店家的深度訪談我們總結以下內容	

	

店家為了能夠多認識來自各地的朋友、節省人力成本，常在寒暑假期間誠徵換宿

者，但若店家使用臉書社團發布打工換宿的資訊，很常遇到排版麻煩、與申請者聯

絡不便以及同性質店家眾多，貼文易被新貼文覆蓋，導致找不到原始貼文…等等問

題產生。另一方面，如果使用某一平台接收換宿者的資訊，雖然能方便與換宿者聯

絡，卻無法確認換宿者是否有收到回覆，造成雙方溝通管道不夠透明。	

	

第三章	企劃方法	
	

第一節	 企劃執行流程	
	

本企劃之執行架構是將 walk 行 work 宿與在地文創店家合作，創造打工換宿、旅

遊和在地文化推廣的多元平台，並探討店家與換宿者對於打工換宿平台的需求。

	
圖（三）企劃執行流程圖	

	

表（一）企劃執行流程架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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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特性	

a.網路問卷	

b.店家深度訪

談	

a.網路問卷結

果分析	

b.整合店家與

換宿者使用需

求	

a.品牌故事	

b.平台概念	

c.網站規劃	

d.行銷策略	

	

	

	

	

	

	

市場上的

打工換宿平台

深度旅遊

在地文化

打工換宿平台

消費者

行為

提出改善方法，

發想產品概念



 

第二節	 企劃架構	
	

一、walk 行 work 宿的平台服務內容針對店家與換宿者分為以下兩類。	

	

（一）walk 行 work 宿帶給店家的服務：	

	

1、 發佈資訊：店家填寫基本資料，讓換宿者能快速掌握店家資訊，同時也保障換

宿者的安全。	

2、 查看履歷：點擊換宿者圖像們，頁面會立即出現投遞履歷的換宿者頭貼和資訊，

協助店家找到適合的合作對象。	

3、 排程：以日曆的形式，安排小幫手的人力資源，店家可直接對應小幫手方便工

作的日期，詳細完成編制，提高排程的正確率。	

	

（二）walk 行 work 宿帶給換宿者的服務：	

	

1、 篩選：換宿者不但能使用篩選機制找到合適的換宿店家，也能減少搜尋資料的

時間成本。	

2、 一鍵投履歷：換宿者透過平台撰寫履歷後可輸出 PDF 檔，若看到喜歡的店家

即點選一鍵投履歷的按鈕申請換宿，顛覆以往繁雜的媒合方式。	

3、 換宿經驗分享：換宿者可以在個人檔案分享自身的換宿體驗給其他換宿者，讓

其他換宿者參考。	

	

	

	

	

	

	

	

	

	

	

	

	

	

	

	



 

第三節	 企劃方法	
	

一、SWOT 分析	

表（二）walk 行 work 宿 SWOT 分析表	

Strength Weakness 

1.	 致力於提供換宿者新的全新體驗旅

遊模式。	

2.	 將打工換宿結合台灣在地文化，推

廣台灣部落、傳統文化風情與在地創

生。	

3.	 換宿資訊透明且完整，保障雙方權

益及增進交流機會。	

4.	 首頁篩選機制減少瀏覽大量店家資

料的時間成本。	

5.	 一鍵投遞投履歷顛覆以往繁複的申

請換宿流程。	

6.	 排程機制提高店家業者安排換宿者

換宿日程的效率。	

1.	 新創品牌，知名度尚不高。	

2.	 資金不足以架設更完整的網站。	

Opportunity Threats 

1.	 台灣目前尚無具市場知名度或使用

率高的換宿平台，這使 walk 行 work 宿

的市場發展性較高。	

1.	 大部分業者仍傾向使用臉書換宿社

團免費刊登小幫手招募資訊。	

2.	KiTaiwan 打工換宿媒合平台為 walk
行 work 宿推出前，唯一的換宿資訊平

台。	

	

二、宣傳方式	

	

（一）	 影音頻道：透過 YouTube 影音頻道的方式分享更多換宿、旅遊及在地文化

的專訪影片或生活化 Vlog 給大眾，創造一個更加多元化、更貼近使用者的品牌形

象。	

	

（二）廣告：在 Facebook、Instagram 社群平台上針對目標客群投放廣告及購買「換

宿」、「打工換宿」等關鍵字提高平台曝光度。	



 

	

（三）說明會：除了線上直播說明會，也透過線下溝通及線上即時回答的方式讓店

家更了解我們平台的服務內容，並成為我們平台的一份子。	

	

（四）在地店家合作：和在地店家異業合作（如,手創、文創品牌、在地衝浪品牌

等），藉由和在地店家推出聯名產品或舉辦活動的方式，在推廣在地文化的同時也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三、平台收益	

	

（一）在盈利模式方面，walk 行 work 宿分為以下四項。	

	

1、 從換宿者的角度來看，透過嘖嘖募資計畫回饋換宿者可以終生免費使用 walk
行 work 宿平台之權利。	

2、 從店家的角度來看，分為以下兩種盈利方式。	

（1）採訂閱制，每年向店家收取$499 的會員費。	

（2）以次數計算，每媒合成功換宿者一次，則向店家收取$30 的手續費。	

3.從廣播節目曝光來看，分為以下三種盈利方式。	

（1）YouTube	 /	Podcast	 投放廣告費，觀眾收看 30 秒廣告或觀賞完整廣告，可獲

得部分廣告收益。	

（2）向合作店家廣告於	 YouTube	 頻道	 /	Podcast	 節目，收取部分店家廣告費。	

（3）根據 YouTube	/	Podcast	 流量，採分潤制收入。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一、walk 行 work 宿新型打工換宿媒合平台為了能整合打工換宿媒合服務、深度

旅遊體驗及在地文創與店家推廣，為使用者創造更好的旅遊體驗，將提案構想執

行結果與討論列出下列幾項：	

	

（一）平台架設：walk 行 work 宿新型打工換宿媒合平台在今年 02 月 08 日正式

上架。平台連結：https://walkxworks.com  
	

	

圖（四）walk 行 work 宿平台首頁	

	

（二）社群經營：walk 行 work 宿在社群經營上面，每週會定期發布二至三篇貼

文及旅遊、文化相關影片，並不定時舉辦抽獎活動吸引潛在客群，截至今年 03

月 04 日，Instagram 已達 756 人追蹤。	

	

（三）YouTube 經營：自 2021 年 1 月初開始，	 walk 行 work 宿 YouTube 頻道已

上傳７部影片，其中包含 1 部 walk 行 work 宿形象宣傳影片、1 部墾丁 Vlog 以及

5 部台灣在地文化與旅人的專訪影片。	

	

	

	

	

	

	

	

	

	

	

	



 

（四）宣傳影片拍攝：walk 行 work 宿團隊於 01 月底前往墾丁拍攝長達兩分鐘的

品牌宣傳影片。	

宣傳影片連結：https://www.Instagram.com/tv/CLBDeJOHyly/?igshid=4lmv54pmu8es	

	

	
圖（五）宣傳影片片段	

	

（五）嘖嘖上架：為了能夠擁有更充裕的資金來完善 walk 行 work 宿新型打工換

宿媒合平台，walk 行 work 宿團隊於 02 月 08 日開始上架嘖嘖至 03 月 10 日，目

標募資價格為 100,000 元。	

【walk 行 work 宿｜嘖嘖募資計畫】：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walk-work	 	

	

	

圖（六）嘖嘖上架封面圖	

	

	

	

	

	

	

	

	

	

	



 

（六）在地文化聯名商品：walk 行 work 宿、98 分手工木製耳環品牌與	 Chass 聯

名合作，以《Hue Circle·環抱屬於你的色彩》作為聯名主題，創造出手染木製耳

環商品系列，透過木製耳環的優雅，融合出屬於每個人的獨特色彩。	

	

	
圖（七）《Hue Circle·環抱屬於你的色彩》聯名商品圖	

	

	

（七）校慶擺攤：在輔仁大學風華廣場擺設 walk 行 work 宿、98 分手工木製耳環

品牌與 98 分木製耳環品牌聯名 Chass 手染《Hue Circle·環抱屬於你的色彩》的

聯名商品，並透過自製小遊戲<旅行地圖>和抽獎活動吸引消費者購買，藉此提高

walk 行 work 宿品牌的曝光度。	

校慶擺攤影片連結： 
https://www.Instagram.com/tv/CIiU4FjhPdf/?igshid=1a3x6y116dfg3  

	

	
圖（八）校慶擺攤影片片段	

	

第五章	結論	

從此次創意企劃發想至執行的過程，我們深深地學習到團隊合作與溝通是必須

的，在這期間，我們掌握了每個人在長才如何運用在策劃企劃的領域，讓我們能

以更縝密謹慎的態度，釐清創意企劃的真正意涵，並幫助自己今後在實施企劃的

學習上，有更深入的了解，往更正確的方向前進！	



 

第六章	參考資料	
	

• https://www.Facebook.com/IKiTaiwan/  
• https://www.Facebook.com/BeiBaoHuanDao/   
• https://www.Facebook.com/blinkwork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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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rotection「2020防疫新護具」  

摘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風波，全面影響了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從日常 

飲食、工作模式、娛樂等物質面向，再到重新思索人生定位，以及追求安穩等 

心理面向，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染疾病所帶來的威脅性以及追求安全健康的重要性。

為滿足此次疫情爆發下，人們追求社會安全感的需求，我們希望能夠推出一款「輕

便」、「新潮」且具備「抗菌、抗病毒」功能的防疫新護具，為人民開啟新的安全

生活模式。 

  

   在過去幾年，我們可以看到「運動」與「時尚」的結合，使得運動市場上的銷售額

從 40億美元增加到 300億美元；而在未來，我們相信結合「防護」與 

「時尚」新概念的多元紡織品也將能成為一種趨勢。 

  

   為因應未來不確定性的疫情需求，我們期望能運用兼具抗菌、抑菌等特殊機能性紡

織材料，並結合創意設計的概念，開發出一款「防疫新護具」，它是兼具有防護、

易於操作、穿戴、消毒等等功能性的科技紡織品。期盼在未來，能夠為紡織產業帶

來另一波商機，也能幫助防疫工作之「防疫新概念」融入消費者的生活情境當中，

減少疫情的擴散。 

 

        關鍵字：防疫新概念、防護、時尚、護具、抗菌、抗病毒、健康安全。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2020年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影響，人們被迫改變原有的生活模式，從人際互動、上
課方式、工作模式乃至娛樂活動等面向，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生活上產生了諸

多的不便之處；因應普遍人民「防疫觀念」意識的覺醒，讓防疫物資及防疫生科醫

療相關等需求，頓時成為受矚目的焦點，也順勢帶動了紡織產業發展的新格局。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擴散，燃起消費大眾對於防疫產品的重視，根據《刺胳針：微

生物》（The Lancet: Microbe）期刊指出，新冠病毒至少可以在衣服上存活 48 小時。
由此可見，若單只是藉由配戴口罩的方式來作為防護的措施，可能會稍顯不足，因

為穿在外工作、活動的衣物，經過許多人擠人的地方和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等場所，

將使得沾染病毒或任何微生物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我們需要為肌膚創造一個無

毒且抑菌的環境來保護貼身，尤其人體的眼、口、鼻部位最易被病毒侵入，因此我

們設計的產品將會著重在頭部(含眼、口、鼻)的防護上。在未來，可能每個人都需要
穿戴具有病毒防護功能，且同時兼具時尚感的衣物(護具)，防疫護具新概念將融入人
民普遍的意識當中，成為生活風格的一種，因此，我們期望透過與「天人紗 Talent 
Yarn」公司的合作，運用他們所研發的布料以及開發的新技術並結合其他公司具特
殊功能性的素材，創造出一款具有抗菌、抗病毒功能且同時兼具美觀的防疫護具。 

 
 

   第三節  研究目的  
＊開發出一款具抗菌、抗病毒功能且新潮的「防疫護具」。 
＊使用此一防疫護具，能有效抑止細菌和病毒透過紡織品來傳播。 
＊有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病原體透過服裝傳播感染的可能性。 
＊是消費者日常生活中最佳的防護盾牌。 
＊結合「防護」與「時尚」的概念來推廣兼具多元功能性的紡織品。 
＊期望讓「防疫護具新概念」融入消費者的生活情境當中。 
＊希望能與紡織同業，共同經營此一龐大的市場需求，藉此造福廣大的消費群眾。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與資料收集  



 

第二節  產業分析  
台灣的紡織產業在近年一直有萎縮的趨勢，主要原因是為市場結構改變、成本增加、

訂單外移至工資便宜的後進發展國家設廠等。 
 
根據 2018 年資料顯示，臺灣在全球紡織品出口居第 7 位，出口金額為 92 億美元，
在機能性、環保紡織品位居全球重要供應地位。台灣相比起中國、越南、印度等國

家的生產成本較高，他們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工跟低成本資源。在難以維持低成本優

勢的情況之下，獨特性是台灣最大的競爭優勢。以功能性紡織品形成差異化、積極

找尋切入利基市場，以區隔化產品。 
 
台灣在機能布料上一直有相對的優勢，全球市占率高達 50%以上。而經濟部、經濟
部技術處與工研院等政府部門一直有協助機能性紡織品的研發和生產。 隨著消費者
對紡織品品質的要求增加及近年興起的運動、環保風潮，使得機能性紡織品開發潛

藏廣大市場商機。然而，在具高機能性的同時，消費者也對商品的時尚度有一定的

要求。結合機能、工作、時尚、永續和生活的型態是為大趨勢，對高機能時尚紡織

品的需求擴大，發展可日常穿著之防護機能服飾。 
 

第三節  環境分析  
自 2018 年底中美貿易戰後，全球供應鏈佈局出現了改變，其中紡織及成衣產業都有
遷出中國、轉向別的國家生產的趨勢，不過台灣受益於這種轉單效應只屬短期。而

於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爆發，疫情不但影響中國經濟，全球供應鏈也一度受影響，
許多工廠、物流等需要停工緩產。之後疫情陸續擴散至全球，亦對全球經濟造成重

大衝擊，直至 2020 年依然未見改善。根據 2020年第二季生產指數顯示紡織業整體
皆為負增長，僅有玻璃纖維梭織布業(15.02%)和不織布業(19.17%)獲得正增長，主要
跟防疫相關用品的大量需求有關。 
 
疫情影響使各地政府都採取應變措施，例如台灣就有因應疫情規定民眾需要在公共

場合戴上口罩。因此防疫用具變成人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物品。據工研院統計，

2020年台灣醫療器材產業產值相較去年同期成長 4.5%；更高於台灣整體製造業平均
水準約 10%，具高度發展潛力，當中包括與個人防護相關的防疫物資。由此可見，
生產有關健康護理和具有抗菌、防臭、安全防護功能的纖維、紡紗、布料以及相關

產品是為紡織產業的新機遇。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流程  
 



 

選用商品材質、商品目標確立、SWOT分析、市場調查 
 

 
第二節  研究架構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es	弱勢	
1.	利用無毒的鋅元素，開發出抗菌的護

具，讓擔憂毒性影響健康的消費者無須

堪憂		

2.	採用通過 SGS 認證公司的布料讓消費

者對品質與成分放心		

3.	結合現今防疫的需求，設計並發想出

新穎防疫的護具，能吸引重視防疫的消

費者購買	

1.	使用機能性布料開發產品，生產過程

較繁複，生產成本也較高	

2.	部分消費者不喜歡戴悶熱的口罩，因

此可能更不會接受口罩以外的防護用品	

3.	不願意嘗試新產品的消費者也不太願

意花錢買單		

4.	開發防疫護具涉及到生物科技的領

域，牽涉多種條例、法規和專業知識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	威脅	
1.	此次疫情促使消費者對具有抗菌、防

臭或安全防護等相關功能的產品興趣大

增		

2.	採用既實用又時尚的設計，吸引注重

防疫又愛好時尚的客群願意嘗試	

1.	大品牌若是推出相似產品，有品牌迷

思的消費者可能轉移去購買		

2.	無法預測疫情會持續多久，具有不確

定性		

3.	消費者需求變動快速	

 
第三節  研究方案  

一、新護具的設計與發想 



 

將創意發想與選取的合適布料結合，設計出一款符合現下防疫工作的新護具，有別

於以往口罩基本口鼻的防疫，我們希望能做到保護眼鼻口甚至頭部的頭套護具，為

防疫多一層保護。另一方面，現今一次性的醫療口罩既不環保又有悶熱的弊病，我

們選用透氣、抗菌、除臭的布料來改善這方面的問題。 
二、與「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我們想透過與業界機能性布料公司的合作，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創新技

術結合奈米鋅，提升紗線與面料的防護力，做到零污染兼具抗菌功能。鋅經美國

FDA認證對人體安全，相比起竹炭紗只能除臭不能抗菌、銀離子抗菌效果好卻有毒
性的風險，是最適合用來研發對抗疫情產品的原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本研究針對現今所有重視防疫的客群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查找適合抗菌且對身體無害的元素，經過分析比較後，最後選擇合

適的布料作為我們開發防疫護具的基礎。參考合作對象天人紗三加一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研發出的液化鋅防護防潑水口罩，加以改善製造出符合我們理想的抗菌防疫產

品。 
三、研究限制：資料查找方面，缺乏較多與主題契合的文獻，較難有多種文獻提供

參考並精進。關於抗菌的文獻資料大多都是醫療藥物或食品安全方面，與布料相關

的文獻明顯不足。另一方面，我們的合作廠商天人紗三加一能量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有關公司內部資料的文獻及檔案，相對來說有一定的主觀性。 

 
第四章：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款式設計  
 

1.1 概念發想 
抗菌類頭套目前市面上的款式並不算多，現有可看到的大多數設計，大多忽略眼睛

保護的部分，甚至連口部、鼻部的防護都略有不足。 
本專題之標的物主要集中在整個頭部兼具美觀的防護設計，使用多款的機能性抗菌

布料，作為設計樣本的布料來源，主要強調的重點保護最易受病源攻擊的眼、口、

鼻。 
 
1.2 雛形概念 
本專題的概念著重頭部的全面防護，加上外套的設計，增加美觀性讓日常的使用率

更高。 
包覆性頭套：運用不同的機能性抗菌布料，保護頭部跟頭髮避免沾染環境中的污染、

細菌與病毒等，以防間接感染。 



 

                                    

                             
 
 

 
1.3 最終概念設計（附加性功能性設計） 

● 光觸媒處理透明膠膜：大幅保護眼睛以及臉部而不影響視線，防止飛沫噴濺；

光觸媒防霧處理塗層，不影響視線，也較不易沾染油污 
● 可拆式圍脖：以機能性抗菌布料，一式兩款配合春夏、秋冬季節，加強保護

口鼻；也可根據場合單獨使用。可以重複清洗使用，在一定的程度上替代醫

療口罩，避免每次丟棄的浪費 
 
 

              

 
 
● 攜帶跟收納：含銀離子抗臭紗線布料製作收納袋 
使用前方便收納、隨身攜帶，使用後收納避免沾 
染其他物品，抗菌、抗臭，可水洗、重覆使用。 
 
 

1.4 因應不同場域需求之防護服設計概念 
           可根據需求場域選擇頭套、圍脖及外套，作為最適合防疫之組合，更靈活換用 
● 進出醫院、診所：充滿感染源的密閉空間，需要最高防護級別，離開後立即
消毒、清洗；眼口鼻部分可以醫療口罩、眼罩取代，頭套可遮蓋頭髮和頭部 



 

● 乘搭飛機：長期待在機艙需要更大的舒適度，全副頭套跟外套可保護整個頭
部跟身體免在窄小的座位受直接跟間接感染，取代較悶熱、不親膚的口罩 

● 健身房：屬於室內密閉空間，也需要共享器材，但又同時需要舒適、透氣以
便運動，取代悶熱、容易被汗水沾溼的外科口罩 

● 大眾運輸：在密閉空間中容易互相感染，尤其上下班頂峰時間，難以保持適
當的社交距離，全副頭套跟外套可以避免飛沫傳染跟環境感染 

 
 

第二節  不同部位之材料選用及功能內含運用說明  
 

2.1 機能布料介紹 
2.1.1天人紗公司所提供的秘境傳說紗 Poly I-MYDRIVE 

 
由 45% Polyester Graphene、45% Polyester Dope Dye Black、10% Spandex 纖維組成是一
款將微量元素運用在紡織材料中的特殊紗線，其利用奈米科技將 Al 鋁、Zn 鋅及 Ti 
鈦等天然礦石元素奈米化，植入於紡織品中，賦予布料特殊性能。 
 
Al 鋁元素：由氧化鋁等礦物製成的遠紅外線粒子，可給予充分的動能，激發一定強
度的遠紅外線，促進人體的新陳代謝，改善微循環系統。 
                         
 
Zn 鋅元素：FDA將氧化鋅列為可食用等級的殺菌、抗病毒材料，氧化鋅可利用其正
電(Zn2+)抑制細菌繁殖，達到停止細菌生長、抗臭等效果為物理性抗菌。                                             
 
Ti 鈦元素：二氧化鈦屬於導熱性能良好的金屬，可將高溫(人體的溫度)，導入低溫
(面料)，提供在戶外走動時，肌膚需要的舒適性 ; 而二氧化鈦也同樣有抗紫外線的特
性，可通過反射、散射的方式，阻隔 UVB和部分 UVA。 
                         
秘境傳說紗內含的石墨烯纖維(45% Polyester Graphene)，本身具備天然的抗菌功效其
主要的殺菌機制在於石墨烯高活性的表面，當有微生物等細菌接觸時，便會使得細

胞外層的分子斷鏈，讓細菌喪失其外膜的代謝機制與營養機制，進而造就細胞死亡。 
 
2.1.2 天人紗公司所提供的 Polyester I-Cool 
其在聚酯纖維內添加氧化鋅(ZnO)元素，可抑止細菌繁殖、生長，達到抗菌的功效 ; 
而鋅本身是一種導熱性良好的金屬，可將人體的高溫導入相對較低溫的面料，再加

上此款紗線有將聚酯纖維進行改良，含水率從原來的 0.4%，提升至 1.8%，整整提升
了 4.5倍，鋅元素加上含水率的提高，能為肌膚阻隔熱空氣，帶來一定的涼爽與舒適
性。 
 



 

2.2 頭部防護設計之材料運用 
2.2.1春夏款 防護頭套（室外開放空間，尤其人群聚集地點，如夜市、戶外演唱會）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 POLY、53% Poly I-MYDRIV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內含的聚酯纖維本身具強度大、彈性良好且不易起皺的特性，因此堅牢    
       耐用、抗皺免燙。另外 秘境傳說紗 Poly I-MYDRIVE (由 45% Polyester  
       Graphene、45% Polyester Dope Dye Black、10% Spandex 纖維組成) 當 
       中含有奈米化的 Al 鋁、Zn鋅及 Ti 鈦等天然礦石元素，令此紗線製成的 
       布料具有抗菌抗臭、抗紫外線的特性，適用於戶外活動，其中還有一定 
       強度的遠紅外線，可促進人體的新陳代謝，改善微循環系統。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0 面料  分別由 88% Polyester I-Cool、12%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Cooling, Odorless, Anti-bacterial) 
 
       88% Polyester I-Cool 
       其在聚酯纖維內添加氧化鋅(ZnO)元素，可抑止細菌繁殖、生長，達到 
       抗菌的功效 ; 而鋅本身是一種導熱性良好的金屬，可將人體的高溫導入 
       相對較低溫的面料。再加上含水率的提高，能為肌膚阻隔熱空氣，帶 
       來一定的涼爽與舒適性，適用於春、夏頭套內裡選材。 
       12% Spandex 
       彈性纖維能為布料帶來較好的彈性與拉伸性，提供頭套在配戴時一定 
       的彈性回復，較不易變形及產生皺摺。 

 
2.2.2  春夏款 防護頭套（室內密閉空間，如大眾運輸、學校、娛樂場所等）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2 布料 分別由 53% NYLON、47% POLY GRAPHEN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53% NYLON 
      尼龍布料相對強韌、耐磨，也較不易產生老損的現象，能賦予頭套外 
      層材質一定的耐用性，且其同時兼具高彈性、伸縮性及質地輕的特色。 

 
                 47% POLY GRAPHENE 
                 如前文所提，石墨烯具有優異的抗菌性能，若將石墨烯整理到織物上，  
                 可製成抗菌織物，且其特點在於與細菌結合後不會迅速流失，在消滅病 
                 菌後可依然存在，藉此繼續與其他細菌作用，達到「強效、長效」的滅 



 

                 菌目的。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K-A13-013 布料 分別由 48% NYLON、52% GRAPHENE DOBBY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48% NYLON 
     選用 Tactel的特殊多樣化纖維(尼龍)，可為頭套內層提供柔軟、透氣及輕  
     盈等特性，解決因長時間在密閉場所配戴頭套，所引起的不適感，其纖維 
     所製成的布料輕薄透氣，適合作為頭套內裡選材。 
 
 
    52% GRAPHENE DOBBY 
    石墨烯提供高效抗菌、遠紅外線放射等功能。 
 

2.2.3 春夏款 防護圍脖 
       
       內/外層 (Inner/ Out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15% SPANDEX 組成 
       (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85% GRAPHENE 
因石墨烯基本上並毒性，也不易造成人體的過敏反應，因此非常適合作

為與皮膚直接接觸的材料，其遠紅外線的功能，還附加了親膚養膚的作

用。 
  
       15% Lycra Spandex 
       萊卡彈性纖維可為防護圍脖提供高彈性及伸縮性，因其手感柔軟，配戴  
       起來較為舒適、無束縛感 ; 且其耐磨損性和耐老化性的表現也相當出色     
       能延長布料的使用壽命。 

 
2.2.4 秋冬款 防護頭套（室外開放空間，尤其人群聚集地點，如夜市、戶外演唱會）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 Poly 和 53%Poly I-Mydriv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聚酯纖維疏水性高，吸濕排汗、快乾、強度高，並有一定的防風、防潑  
       水效果，適合作為戶外活動使用。 
       天人紗專利的秘境傳說紗具有抗菌除臭、新陳代謝、提升驅動力以及健 
       康活力素，抗菌力達 99.9％以上。另外含鋅、鈦等奈米化微量元素可有 



 

       效抗紫外線適合日間戶外活動。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石墨烯有良好的抗菌力，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接觸，親膚舒適作為貼合 
     肌膚的內層。另外其保暖功能可讓於寒冷季節時，在戶外活動依然有效保 
     持人體 溫度。彈性纖維則可為布料提供彈性，提升貼合度。 
 

2.2.5 秋冬款 防護頭套（室內密閉空間，如大眾運輸、學校、娛樂場所等）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3 布料 分別由 48%Nylon 和 52%Graphene Dobby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尼龍的優點是強韌、耐磨、平滑、重量輕。石墨烯不易產生靜電，目前是 
     世上最薄也是最堅硬的奈米材料，具有良好的抗菌特性。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 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石墨烯有良好的抗菌特性，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接觸，親膚舒適。彈性纖 
     維彈性高、耐磨性良好，提供良好伸縮彈性、蓬鬆感及舒適度。 

 
2.2.6 室內運動（如：健身房）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12布料 分別由 53% Nylon 和 47％Poly Graphen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Anti-static) 
      
     尼龍的優點是強韌、耐磨、平滑、重量輕。石墨烯的優點是不易產生靜 
     電、抗黴、抗靜電、抗菌、除臭、無毒，主要殺菌機制在於石墨烯的高活 
     性表面。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2布料 分別由 84% I-Mydrive polyester 和 16% 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Promote metabolism) 
      
     高含量的秘境傳說紗，具有抗菌、除臭功能，適合會排汗的健身活動時 
     用。除此以外，更有助促進新陳代謝、提升驅動力以及健康活力素，有助 



 

     增加運動的功效。 
 
2.2.7 秋冬款圍脖材質選用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A13-008 布料 分別由 47％Poly 和 53% Poly I-Mydrive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Anti-UV, Anti-static) 
      
聚酯纖維特性為吸濕排汗、防止黴菌滋生、不發臭。而天人紗專利的秘境

傳說紗因含鋅、鈦等奈米化微量元素，具有抗菌除臭、新陳代謝、提升驅

動力以及 健康活力素，抗菌力達 99.9％以上，可有效抗紫外線，適合作為
圍脖外層來 抗菌。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Eco-1123布料 分別由 85% Graphene 和 15%Spandex 組成 
                   (Function : Anti-bacterial, FIR , Keep warm) 

 
這款布料具有保暖特性、親膚性高，適合用來作為圍脖內裡，內含石墨烯 
有良好的抗菌力、遠紅外功能、抗紫外線、防靜電，適合與人體皮膚直接 
接觸，親膚舒適作為貼合肌膚的內層。 

2.3 身體部位之材質選用 
 
3-3 防護夾克外套 
      
     外層 (Outer Layer)： 

                 選用 K-D03-015-A27 POLY PLAN 面料 +  M102 強效高分子鋅抗菌液 
      
聚酯纖維本身具強度大、不易破裂，作為外層面料具一定的耐用性且其快

乾不易皺和輕盈的特點，方便出門攜帶與平時整理。外層面料可運用高分

子液態技術導入經後加工處理添加 M102 強效高分子鋅抗菌液助劑賦予布
料抗菌的性能。布料染整加工定型時添加 1.5%，便可耐洗 50次並達到 
AATCC100 的抗菌紡織品規範標準，能有效消滅細菌高達 98%以上。 

 
     內層 (Inner Layer)： 
     選用 100% Talent Beauty 紗線 
      
     木漿纖維跟棉纖維混紡，與液態金屬科技結合的新形態紗線，具備抗過 
     敏、抗菌除臭及防曬抗 UV三大功能，該新形態紗線較不易引起使用者過 
     敏。而內含的氧化鋅帶有正電位，可抑止帶負電位的細菌繁殖進而達到 
     殺菌與除臭的功用並提供肌膚無毒而持久的物理性防曬及抗 UV功效。 



 

第三節  防護頭套之版型設計與製作  
 

 
 

第四節  防護衣之版型設計與製作  
          

       
第五節  優缺點分析與改進  

 
本研究發想的防疫新護具主要是針對眼、鼻、口三個部位以及頭部的重點防護，分

類選用出配合春夏、秋冬季節，用於不同場域之包覆性頭套的內外層布料、可拆式

圍脖的內外層布料以及外套的內外層布料。細分出因應不同場域適合使用的防疫護

具，對於現今如此嚴峻的疫情來說，這樣的設計能為人們添加多層防護，達到最好

的防護、防疫效果。市面上擁有抗菌功能的同樣商品目前並不多，而大多忽略眼睛

保護的部分，甚至連口部、鼻部的防護都略有不足。相比同類型商品的設計，本專



 

題主要集中在頭部跟眼、口、鼻，加上特別挑選的機能性抗菌布料，相信在市場上

會有一定競爭力。 
 
然而，現今對於布料以外的產品，較難使用抗菌的技術來達到防疫效果，實際執行

上相對困難，無法跳脫出使用布料以外之產品做出防疫護具，而有些客群會不願意

接受防疫新護具的設計，習慣配戴原有的防疫用品。另外，若實際執行時，成本也

是一個重要的考量；若然原料及技術花費太高，便會成為其一缺點，因此，希望未

來能夠改進，讓防疫護具比我們原有的頭套更加方便攜帶，甚至更加高科技化。 

 
 第五章：結論  

 
細菌、病毒可以通過眼睛，鼻子或嘴巴進入人體，因此須保護眼、口、鼻以避免直

接感染。另一方面，受感染的其他身體部位，或受污染的環境，觸碰到眼、口、鼻，

也會導致間接感染。例如患者咳嗽或打噴嚏時，他人通過直接或間接接觸手或表面

上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而在人與人之間傳播。 
 
在新冠肺炎疫苗還未成熟下，人們須依靠防疫護具以防止感染。世界衛生組機建議

人們在疫情期間配戴口罩，在人群密集而封閉的地方。已感染者，尤其無症狀者，

使用醫用口罩可降低感染他人的風險。健康未感染者，則可以有效減少感染機率在

社區中的傳播。  
 
然而，普遍醫療口罩雖然擁有多項科學實驗證實其防疫功效，但製作材料卻沒有抑

菌、抗菌功能。長期配戴後可能因濕氣、污跡、時效等因素降低甚至失去其效用。

或因配戴、使用、丟棄不當，導致細菌跟病毒滋生。而更高級別的 N95、P3口罩，
舒適度更低、使用難度更高，並不適合一般群眾日常使用。本專題所研發的新護具，

配合設計與科技，提供防疫功能、舒適度、跟美觀，很大程度上降低這方面的不足。

使用具抗菌、抑菌、除臭等機能性布料，減少殘留在護具上的感染源，避免穿脫期

間受感染。 
 
除此以外，配戴醫療口罩只能保護鼻部跟口部；若要保護眼部，需要額外配戴眼罩

或臉罩。而本專題所研發的新護具，一套即可同時保護眼、口、鼻。還包含頭部跟

頭髮，避免與患者或周遭病源接觸，能有效抑止細菌和病毒透過紡織品來傳播，有

助於最大程度地減少病原體透過服裝傳播感染的可能性，讓民眾能在安全、舒適的

狀態下享受生活。 
 
此款具有「防護功能」的「時尚服裝」，或許能成為醫用防護衣外的另一新興市場

而「防疫時尚化」將成為人們與病毒共存的新趨勢，在看不到盡頭的防疫大戰中，

不浪費任何一場危機，才能為飽受衝擊的紡織傳產，拚出新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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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環‧Circle to Cycle 
 
摘要 

 
	 本企劃者主要係針對舊衣回收現況、衣物難以回收再利用以及兒童教育的重要

性作為企劃的背景研究與動機，企劃主題名稱「尋環」一詞，象徵尋找與環境共

存的方法，並增進兒童對永續的認識和理解，使這份「認知」循環不息。本企劃

將透過舉辦兒童的主題式教學活動，串聯起永續、織物、教育內容，藉由簡單的

學習回收衣物方法，再傳遞正確的環境觀念，搭配 DIY活動以實現再循環教育，
提供創造出永續生活的各種可能，增進幼童對永續的認識和理解之餘，協助幼童

具備相關之核心素養，並改變未來消費者和生產者對環境和服裝產業的價值觀。 
 
關鍵詞：舊衣回收、兒童教育、手作活動!  



 

 

一.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一. 舊衣回收現況 

 
根據 Global Fashion Agenda和波士頓諮詢公司在 2017年的報告，全球只有 20%的
廢棄衣物被回收重新利用，大部分都進了垃圾場或焚化。 
 
當衣櫃深處和抽屜底部的衣物已經不再合身，或者已經過時，也可能是一次都未

曾穿過的衣服，曼徹斯特大學社會學家索菲‧伍德沃德的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衣櫃

裡的所有衣物，只有 12%是處於「非活躍狀態」，也就是不到全部五分之一的衣
服是經常性穿戴的。 
 
而這時也可以果斷整理，但是淘汰下來的衣服將何去何從？2017 年美國丟棄的紡
織品約達 1300萬噸，其中 85%左右被填埋或銷燬，據說，每名美國人平均每年扔
掉 37 公斤左右的衣服，全世界每年有 9200 萬噸的紡織品作為廢棄物，也就是
說，每秒鐘都會丟棄一輛垃圾卡車的衣服，預計到 2030年左右，全球被丟棄的紡
織品總量將超過每年 1.34億噸。 
 
這些廢衣不僅已成為環境災難，靠舊衣回收的社福團體也面臨價格破壞窘況，此

外非洲原本為台灣最大舊衣輸出地區，但東非共同體認為進口舊衣低廉的價格阻

礙發展，2015年開始對進口舊衣實行禁令，烏干達也將舊衣的環境稅提高 5%。 
台灣的舊衣回量收歷年來都高達 7 萬多公噸，根據台灣綠色和平推算，7 萬公噸
相當於國內民眾去年丟棄超過 2 億件舊衣，平均每分鐘丟掉 438 件，且台灣人衣
櫃裡有高達 2 成的衣服很少穿或根本沒有穿過，有 72%的人曾在衣櫃中發現吊牌
未拆的衣服。 
 
而遭丟棄的衣物無疑將對環境造成負擔，衣物的材質可以分為棉、亞麻、羊絨等

來自大自然的天然纖維和聚酯、氨綸、尼龍等人工化學合成纖維，天然纖維分解



 

 

的較快，而合成纖維腐爛需要 20年到 200年以上的時間，當然，衣服上裝飾的拉
鍊、鈕釦、塗層材料的腐爛時間更長。 
 
 
二. 衣服難以再回收利用 

正在英國羅伯勒大學研究可持續纖維的 Chet和 Prajapati說：「現在的時裝系統大
量使用石油等不可再生的資源，製造短期可用的衣服，而且這些衣服主要被填埋

或銷燬。因爲這個系統，像水一樣的寶貴資源受到壓力，環境受到污染，不僅生

態界的惡化，還會以全世界的規模產生社會衝擊。」 
 
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10%來自時尚產業，僅紡織品生產一項，每年就排放 12
億噸溫室氣體，製作服裝需要大量的水，地球上 20%的廢水都是由服裝產業引起
的，與此同時，人們的服裝消費也達到頂峰，一名消費者的服裝購買量比 15年前
增加了 60%，在英國一分鐘的交易量在 2噸以上，全世界每年有 5600萬噸的服裝
購買，預計到 2030年這一數字將達到 9300萬噸，到 2050年將增至 1.6億噸。 
 
珍愛的衣服當然要穿很久，但是，隨著流行的不同，消費者的喜好也會不同，衣

服的壽命也會減少，業界推算現代服裝的壽命為 2至 10年，內衣和 T恤為 1至 2
年，西裝和大衣為 4至 6年。 
 
而全世界服裝材料的再利用比率為 12%左右，目前在美國被遺棄的衣服和鞋子
中，被再利用的比率為 13.6%，美國人每年扔掉 37公斤的衣服，相反地，美國國
內的紙、玻璃、塑料塑料瓶的再利用率分別為 66%、27%、29%。在知名服裝品
牌中，有使用再利用聚酯纖維的地方，但是，這大部分不是舊衣服，而是從瓶子

裡出來的。 
 
問題主要出在衣服是用什麼製作的上，做衣服的布料是纖維和粘合劑飾品的組

合。 纖維由天然線和人工燈絲、塑料和金屬的混合物等製成，100%棉 T 恤中一
般都會有聚酯等材料的標籤或縫紉室等物品，而牛仔褲也差不多，通常用混合彈

性棉線製成，另外，還有拉鍊、鈕釦、聚酯縫紉室等，為了顯色還加入了染料。 
 
現在回收利用的衣服中大部分是以物質對物質循環利用的方式回收再利用的，古

老的羊毛外套成爲地毯，Cashmere 成為西服，以 2015 年為基準，使用這種方式
回收再利用的舊服裝還不到全體的 1%，當然也有網上二手交易，通過慈善活動
也可以分發舊衣服，讓舊衣服重新使用，但是捐贈舊衣服漸漸淪落爲把纖維廢棄

物問題推給別人的方法。 
 
為了可持續的服裝產業，產業必須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織物、纖維、衣服等要容

易被用於再利用，應該將再利用整合到現在的系統中，首先改變服裝設計方式，

促進再利用，另一個方法是利用對環境的影響不同或易於再利用的物質製作衣

服，例如，用牛奶廢棄物製作衣服。 
 



 

 

主要服裝品牌也開始關注可持續性需求，阿迪達斯等公司推出了用海洋塑料製作

的多種運動鞋，ZARA 也宣佈，到 2025 年爲止，將成爲只使用可持續材料的公

司，使用再利用材料是減少資源投入、二氧化碳排放、水、化學物質等產業負面

影響的機會。 
 
回收利用和可持續利用的紡織品將成爲解決方案的核心，但是，要想減少服裝產

業對地球的影響，消費者也有必要改變行動，應該放慢速度，有時間與衣服重新

連接，無論穿什麼，爲了創造這些東西，物理資源和創造性資源都需要。 
 
 
三. 兒童教育的重要性 

美國 NICHD（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受過高品質
托育服務的兒童在上小學後表現出較好的學習能力和記憶力，研究甚至主張長期

效果可延續至兒童 15歲，而歐陸國家近年來一項大規模學前教育成效研究計畫指
出，幼年時期的經驗對於日後成長、學習與社會發展具有強力的影響。 
 
美國教育家 Ernest L. Boyer 提出，以教育階段的銜接觀點來看，學前教育階段的
學習是往後正式教育的基石，因此學前教育的目標更是預先替幼兒未來接受正式

教育作準備，由此顯見學前教育在個人學習歷程上的重要性。 
 
 
	

第二節 企劃動機 
 

鑑於瞭解感悟到關於織品工業與舊衣回收的污染及浪費，我們認為對環境永續的

認識應該從小培養起，適應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是未來須具備的基本能力，之前反

覆強調衣服要再利用的理由和對環境的心態要不同，如果能從兒童時期開始接受

教育，重新利用衣服，端正對環境保護的價值觀，那麼未來的消費者就會以環境

著想的心態為基礎去消費。 
 
另外，在利用、購買、丟棄衣服的過程中，存在許多與環境污染相關的因素，如

果從小就被傳遞正確的永續觀念，我們下一代在成為生產者或消費者後從將考量

到環境與服裝產業的發展方向，教育的進行才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從聯合國

《全球永續目標》當中大範圍的「環境保護」，到臺灣教育部《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裡的個人核心素養「啟發幼兒關懷環境」，期望造就下一代對環境保

護的責任心和行動力。 
 
 
	

第三節 企劃目的 
 



 

 

由於瞭解到衣服難以再利用的原因，一般技術是很難將衣服分解成全新的商品，

所以我們透過重新使用舊衣物來倡導永續議題，更重要的是改變未來消費者和生

產者對環境和服裝產業的價值觀，此外，我們將融合教育概念與手作活動，與織

物的再循環相結合。 
 
活動是藉由簡單的學習回收衣物方法，再傳遞正確的環境觀念，搭配 DIY活動以
實現再循環教育，創造出永續生活的各種可能。簡言之，就是結合教育與手作，

向幼童推廣廢棄、閒置織物的升級再造，培養社會未來棟樑「永續」之概念，並

引發幼童們更多的創意及思考。 
 
 
	
 
 

二. 環境分析 
 

第一節 STP分析 
 

Segmentation市場區隔 
不用花錢，只需利用家中舊衣物並加以 DIY，即可
做出成品。 

Targeting目標市場 
從幼稚園到國小的兒童（12 歲以下），以及他們的
父母（約 30至 50歲）。 

Positioning市場定位 
以能喚起兒童「環保意識」的教育方式結合簡單的

手作活動。 

 
 
 
	

第二節 PEST分析 
 

Political政治 Economic經濟 

教育部擴大推動校園永續發展理念，

持續推廣「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

計畫」，加速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 

消費行為的轉變，逐漸建立集體的永

續消費價值觀，而企業營運也趨向於

發展符合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 

Social社會 Technological技術 



 

 

社會大眾開始重視環境保護相關議

題，並強調放眼未來的世代正義，永

續發展已成為普世的共同價值。 

科技的研發及創新，有助於建立綠色

智能技術。 

 
 
	
 

第三節 SWOT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 以教育為出發點，串起手作活

動 

● 採主題式方法講述永續議題，

利於吸引幼童 

● 一件舊衣服一把剪刀一雙手即

可完成成品 

● 無法保障幼童在活動結束後，

是否能持續接觸到永續相關的

教育 

● 可能受限於家裡可利用的材料

及資源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 社會大眾越來越注重環保議題 

● 政府正積極推動永續相關教育

課程 

● 對手作活動持否定態度的父母

們 

 
 
	
 

第四節 競爭者分析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0永續地球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 

2020 永續地球年環境教育系列活動：以「夠就好生活」為活動主軸，提倡人類應
該收歛無止境的欲望，以「簡約、減法」的生活概念，實現簡單品味好生活，並

以「季節」方式規劃一年四季不同主題，提倡各種面向的環保策略，喚起民眾的

環保意識。 
 
第一季「春耕」以「空氣」為主題，除傳遞空氣污染相關正確知識外，由達人教

導民眾生活中如何降低空氣污染對自身健康的影響；第二季「夏耘」以地球日 50
周年（主題為氣候行動）及臺灣環境 50周年回顧為主題，透過回顧過去並展望未
來的方式，提醒唯有付出守護環境的行動，才能取得現在及未來宜居環境決定

權；第三季「秋收」以秋盛宴惜食，結合惜食及綠色消費議題，讓「惜食」及



 

 

「綠色消費」成為民眾生活態度；第四季「冬藏」以冬藏尋寶趣，運用循環經濟

的思維，愛惜資源做好資源管理，讓每一份資源都用到極致，進而邁向零廢棄、

零排放之永續發展目標。 
 
由於該活動由政府所舉辦，目標客群涵蓋廣，且項目包羅萬象，從小孩的繪本故

事到大人的網路以物易物，相較之下，我們將聚焦在永續相關的兒童主題教育及

手作活動。在時間性方面，官方活動為一年舉辦一次，與我們具短期時效在性質

上有所區別。 
 
 
二. REHOW如禾永續文創–#BarREHOW一日設計師自助改造體驗 

REHOW 如禾永續文創：以創造永續生活的各種可能為宗旨，致力推動廢棄材料
的升級再造。從織品出發，促進可循環的資源整合，將廢棄資源反向再造。為客

戶找出客製化的永續方式，創造可持續的永續方案與創意產品規劃。 
 
REHOW 的一日設計師體驗以各式廢棄布料打造自助材料吧，提供全新的廢布永

續方案，改造體驗包含 JUST IN XX聯名手機編織包、大學 Tee、夏日短 Tee、原
編織包......等品項，活動價格落在新台幣六百至一千五。 
 
REHOW 的目標客群較無明顯特徵，而我們將目標客群鎖定在十二歲以下的兒童

與其家長，以互動教學方式輔助手作活動讓幼童們瞭解到污染對地球的影響，並

從小培育永續的觀念，此外，與 REHOW 不同的是，我們手作活動的材料來源將
以自身周遭所用不到的棄置布料為主，能使參與者更有成就感及驚喜感。 
 
 
 
	
 

三. 企劃架構 
 

第一節 活動內容 
 



 

 

 
 
 
	

「尋環」將透過舉辦兒童主題式教學活動，串聯起永續、織物、教育等內容，以

增進幼童對永續的認識和理解，並協助幼童具備相關之核心素養。 
議題內容包括舊衣回收現況及 3R 的應用，並採取有趣的方式講解故事及帶動唱
跳吸引兒童興趣，再以舊衣手作成購物袋收尾，讓活動最後擁有值得紀念的成

品。 
 
	
 

第二節 人力分配 
 

名稱 內容 負責 

企

劃

執

行 

企劃團隊 

負責各種企劃相關內容，溝通活

動場地、時間與細部事宜，與協

辦單位進行接洽，統合所有資

訊，督促進度以利活動進行，且

達成預定計畫與目標 

權珉志 
林艾群 
許筱妍 

活

動

活動主持人 主持主題教學與手作活動 
林艾群 
許筱妍 

活動協助人 控制場面與協助主持 權珉志 

尋環 

Circle to 
Cycle 

永續議題 
舊衣回收現況 

3R 

主題教學 

講故事 
帶動唱 

手作活動 

DIY購物袋 



 

 

執

行 
影片拍攝紀錄 紀錄活動過程與花絮 權珉志 

 
 

第三節 時程進度 
 

日期 
項目 

109年 10月 
初 	 中	  後 

109年 11月 
初	  中	  後 

109年 12月 
初	  中	  後 

活

動

準

備 

活動企劃確認          

協辦單位洽談          

活

動

執

行 

活動確認          

活動執行          

活

動

驗

收 

結案成果驗收          

 
 
 
 
	
 

四. 企劃內容 
 

第一節 永續意識教育 
 

3R- Reduce, Reuse, Recycle的介紹影片： 

根據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三至六歲學齡前幼兒影片敘說：故事理解與
故事重述之初探」研究發現，對影片故事的理解是需要注意力來接收影片的聲音

與影像訊息，藉此來瞭解影片的故事與脈絡，Strasser 與 del Río（2014）的研究亦
顯示注意力調控與工作記憶等因素也是影響學前幼兒故事理解的因子，本研究結

果亦顯示影片故事的因果脈絡理解與觀看影片的訊息接收有顯著正相關。 
 
此外，透過研究結果亦發現，在觀看影片時的訊息接收與觀看後的影片故事重述

表現有顯著正相關，即是觀看影片時的訊息敘述越多，之後故事重述的敘述也會



 

 

越多，因此，我們選則透過環保影片裡生動的地球角色介紹，讓小朋友能更了解

什麼是 Reduce, Reuse, Recycle 以及如何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 Reduce, Reuse, 
Recycle。 
 
 
 
	

第二節 環保兒歌 
 

根據國立屏東大學兒歌唸唱教學對幼兒認讀能力之影響的研究發現，以描述統計

中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呈現實驗組與控制組前後測認讀的整體表現，來探討兒歌唸

唱教學的成效。 
 
在分析幼兒在接受兒歌唸唱教學後其認讀字彙有明顯增長，因此我們選擇一首與

環保相關的兒歌，教導他們歌詞的意思並在手作期間重複播放加強他們的記憶

力。 
 
 

第三節 舊衣改造 
 

考量到幼童的手部肌力與安全問題，以無需縫紉的「舊衣改造成購物袋」作為手

作活動內容方式，雖然簡單卻能讓幼童親手製作一個擁有自身回憶的小購物袋。 

 
 
 
 
 
	

五. 企劃執行 
 

第一節 執行內容 
 
 

活動地點： 台北市賀瑞幼兒園 
活動時間 :   2020年 12月 21日 下午 13 : 00 - 16 : 00 



 

 

教學設計名稱 
尋環 
Circle to Cycle 

教學單位 台北市賀瑞幼兒園 

教育領域 社會、美感 教育主題 永續、織物、手作 

教學方式 
教學方式 

影片介紹 
兒歌帶動 
手作活動 

教學道具 
教學道具 

教育影片 
兒歌 
舊衣物 

適用年齡 5歲以上 教學時間 3小時 

班級人數 15人 教學設計者 

權珉志 
林艾群 
許筱妍 

教學目標：引發對永續的探索，體驗手作的樂趣。 

教學設計內容 

一、活動說明 （15分鐘） 
向孩童們自我介紹，與孩童問答，了解孩童對於環保的概念。 
 
二、 環保影片播放與介紹 （30分鐘） 
講解並朗誦影片內容，透過生動的地球角色介紹 Reduce, Reuse, Recycle，讓小
朋友能更了解環保這個理念。 
 
三、環保兒歌（30分鐘） 
講解歌詞內容，並帶動孩童唱誦，用歡快的旋律讓孩童們更好記住歌詞內容，

更進一步記住環保的相關知識。 
 
四、手作活動 （1小時 30分鐘） 
藉由「舊衣改造成購物袋」的手作活動內容，透過裁剪和編織，讓孩童切身做

到 Reuse 的概念，雖然簡單卻能讓幼童親手製作一個擁有自身回憶的小購物
袋，讓他們了解做到環保其實很簡單，是她們也可以做到的事。 

 
 
 
 

六. 企劃成果 
 

第一節 手作成品 
 



 

 

 

  
 
 

第二節 老師回饋 
 
Q1、請問老師對於整個活動整體滿意嗎？有什麼建議改進的地方？ 

A1、整體來說已經很棒了，孩子們都玩得挺開心的，但下次時間可以在掌控好一
點，這個年紀的孩子很容易失控下次問答的部分可以見好就收，像這次後面手作

時間也比較趕，來不及給孩子們裝飾袋子，此外，下次環保介紹的影片配音要是

是中文的會更好，畢竟有些孩子聽英文還是比較吃力，比較容易聽到一半就放

空。 
 
 
Q2、請問老師現在一個月後孩子們還記得 3R 是什麼嗎？整個活動對孩子的環保
意識有起到作用嗎？ 

A2、3R當中他們還是比較只記得 Recycle這個單字，其他兩個 Reduce 跟 Reuse只
有少數同學記得，但如果要他們舉例環保的行為，其實他們也會回答像是做好分

類跟東西重複利用也會提到上次做袋子的活動，所以說他們是有 Reduce 跟 Reuse 
的概念只是單字比較記不起來而已。 
 
 



 

 

Q3、請問活動過後家長對於整個活動整體滿意嗎？有什麼反饋嗎？ 

A3、這次不是只有幾個孩子有帶衣服嗎，許多家長反應孩子回家吵著要他們找出
不要的衣服想再做一次，蠻多家長覺得這種環保相關的課程挺好的，對孩子的影

響挺正面的蠻支持的。 

 
	
 

第三節 活動滿意度調查 
 

 

 



 

天主教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學院	

織品服裝學系行銷組	

	

	

	

	

	

	

	

拾。色	
創意企劃	第23組	

	

	

	

	

指導老師：楊偉顥老師 

	

	

	

	

李品嫺	

陳子安	

曹心寧	

劉玥吟	



 

研究學生：李品嫺、陳子安、曹心寧、劉玥吟 

所屬學院：織品服裝學院	

指導老師：楊偉顥老師 

畢業系組：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	服飾行銷組 

授予學位：理學學士 

畢業時間：中華民國110年6月 

  
 

	

	

拾。色 

	  

摘要 

 

「拾。色」以傳達色彩及情緒關聯的重要性為主旨，希望透過情緒色吧的設計及

運用，幫助人們拾起心中的色彩，為自己的心填入任何顏色。 

 

本企劃研究方法採開放式問卷去搜集了解大眾對色彩的看法，共獲得有效問卷215

份，根據問卷內容以及策略分析我們設計系列的企劃內容，情緒共分為「樂、

憂、怒、厭、驚」五大類並以韓劇的畫面色調進行情緒色吧設計及介紹。將其運

用在美甲款式和ig濾鏡設計上，最後集結成冊產出情緒色吧圖鑑。期望透過本企

劃能夠提升大眾對色彩及情緒的感知力。 

 

關鍵字:情緒、色彩心理、感受性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世界是由五彩繽紛的顏色組成的，我們的眼睛每時每刻都在接收著由外界提供給

我們的畫面，這些畫面由不同的顏色組成從而形成一幅幅令人難忘的風景，而對

於人們，每個人都有著每個人喜歡的顏色，在古代許多人相信顏色具有某種魔力	

，在今天科學家也認為顏色與人的大腦有著某種聯繫，不同的顏色對人的身體、

情緒、思想和行為有著深刻的影響。	

	

色彩這個詞是紅、橙、黃、綠、青、藍、紫、黑與白，以及所有這些顏色之間的

混合的總稱。色彩的各種特性結合起來，影響著我們的感知系統，影響著身心狀

態與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人類通過視、聽、嗅、味、觸等

感官感受色彩，其中視覺接受的信息佔所有信息的70％左右。色彩在客觀上是對

人們的一種刺激和象徵；在主觀上又是一種反應與行為。色彩心理是客觀世界的

主觀反應，透過視覺開始，從知覺、感情，到記憶、思想、意志、象徵等，其反

應與變化是極為複雜的。色彩的感知是很具有主觀性的，不同地域、不同國度和

民族、不同性格的人對色彩會有不同的感知。當然，不同的人也會對一些顏色具

有共同感知，像是大自然先天的色彩，這是最原始的影響。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各種色彩影響著人們的心理和情緒，心理學家認為，人的第

一感覺就是視覺，而對視覺影響最大的則是色彩。科學家發現，當色彩作用於大

腦時，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會產生變化。人的行為之所以受到色彩的影響，是因人

的行為很多時候容易受情緒的支配。色彩心理學用來解析某顏色會對人造成的特

殊影響。著重於色彩的象徵和意義，以及色彩及其搭配如何影響人類的情緒。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研究情緒和面部表情的先驅Paul	 Ekman，於1972年提出，人

無論性別、年齡、生長環境的不同都存在的6種基本情緒：快樂、悲傷、憤怒、

恐懼、厭惡和驚訝。心理學家Plutchik認為人有8種情緒，並將8種情緒繪製成情緒

輪，如圖（1-1、1-2）所示。基本情緒是由下列四組互相對立的情緒所組成的，包

括：接納和憎惡，害怕和憤怒，驚訝和預期，悲傷和喜悅。輪外的情緒是由相鄰

的兩種情緒混合而成，	 例如：愛是接納和喜悅所混合的；樂觀是喜悅和預期所混

合的；悔恨是憎惡和悲傷所混合的，由這些基本情緒又可形成各種複雜的情緒。	

	



 

											 	

	

1987年，美國心理學家Phillip	 Shaver和其研究夥伴，參考早期的情緒理論並利用

描述性的用語歸納整理情緒的種類，以	 135	 個不同的情緒名稱探索情緒的架構，

發現人類個體有六種基本的情緒原型，分別為：愛、快樂、悲傷、驚奇、恐懼和

氣憤，而其中也衍生出多種複雜情緒。	

大略整理成如表1-1所示：	

情緒原型	 其他情緒	

愛	 喜歡、渴望、幸福、關心、溫柔、憐憫、溺愛、貪婪	

快樂	 喜悅、陶醉、興奮、洋洋得意、高興、歡愉、熱心、歡呼、愉快	

悲傷	 絕望、悲哀、憂愁、寂寞、傷心、委屈、沮喪、遺憾、內疚、羞愧、挫折	

驚奇	 驚訝、訝異	

恐懼	 驚慌、震驚、害怕、煩惱、緊張、苦惱、不安、焦慮、恐怖	

氣憤	 生氣、嫉妒、討厭、煩躁、不情願、輕蔑、震怒、嫌惡、敵意、震怒	

	

	

	

色彩無所不在，充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情緒牽動著我們的生、心理狀態。	

而傳達色彩的途徑有很多，美甲是其中之一。現代人試著透過美甲讓自己變得更

完美，透過指尖的色彩搭配及款式變化，展現自我風格。如同於色彩，能夠代表

一個人展現出來給他人的模樣，顯示出一個人的個性及行為；人們可以透過指尖

的色彩透露出內心所想、傳達訊息。	

	

由此可見色彩心理及情緒的相互牽動，及隨著時代的演變、科技的進步，其可運

用的範圍相當廣泛。	

圖1-1	Plutchik	情緒輪	 圖1-2	

表1-1	情緒原型衍生架構	



 

第二節	企劃動機與目的	

	

隨著現代色彩學的發展，人們對色彩的認識不斷深入，但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色彩

對我們的生活究竟有怎樣的影響。色彩不單單只是顏色的表現，色彩是一種視覺

語言，也是傳達訊息、表達情感的重要角色。它可以激發情感、刺激感官，進而

影響我們的心理感受，我們能從一個人喜歡的顏色中看出這個人的性格特質，也

能夠透過色彩的情緒暗示，經由日常生活中無意識使用的色彩洞察一個人的情緒

狀態。心理學家榮格曾說：「色彩是潛意識的母語。」能激起人們對事物的連結，

人們對不同的色彩表現出不同的好惡，這種心理反應常常是由生活經驗和色彩引

起的聯想造成的。	

	

人有與生俱來的情感和情緒，情緒是一種心理感受，這些反應是不需經過學習即

能自然表現的，而此狀態的發生雖為個體所能控制，但對其所引發的生理變化和

行為反應，卻不易為個體本身所控制，故對個體之生活具影響作用，引起這些反

應的刺激可能來自體內、內在的思緒或環境。在某些環境下覺得渾身不自在，在

有些環境下卻感到身心放鬆，我們常常把這種現象叫做「心情」，其實這正是「

情緒色彩」。	

	

情緒是非常自然的，有些人甚至會說明分享情緒的好處，相反的，分享情緒也會

有壞處，同時也有這樣的質疑，「我們需不需要真的把情緒都標籤出來，才得以

健康」，但無法否定一個事實，我們就是在生活中時常不喜歡分享自己的情緒，

時常會隱藏某些情緒，不由自主的或是出於故意的。所以根本上，分享情緒不僅

沒有那麼容易，有時候甚至障礙重重。	

	

有些情緒是我們可以清楚地察覺，卻不一定會表現出來，可能是由於分享或表達

不被接受，可能是因為表現這些情緒有別於自己想要形塑的形象與理想中的自己，

沒有信心這些情緒會被身邊的人接納或自然的看待。而也有許多狀況是情緒在我

們無意識中產生，自己也根本不會察覺。	

	

不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隱藏自身的情感，有太多研究證明無法表達自己的情

緒，可能會帶來一些不良後果。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比起面對面的交談，社交

平台為我們創造了個人空間，成為人們紓發自身情緒的一個管道。透過社群媒體

以外顯方式隱約的表達出自身真實的情感。以時下最流行的社群媒體為例，人們

心情不好時會在Instagram上發一篇黑屏畫面，比起統一的黑色，選擇一個與現在

心情相符的情緒色彩色吧，更能直接的展現出當下的心境。我們期望情緒色吧能

夠成為人們表達自身情緒的一個展現方式。	

	

經過時代的淬煉，人們對於美的要求不再僅限於服飾配件，指甲的彩繪已成為時

尚搭配的一部分。除了妝容、髮型、服飾外，指尖色彩亦是展現個人心中巧思的

點綴，同時其背後也衍生出很多含義。現在的指尖的精緻比起從前的財富與地位

象徵，更多的是美觀與搭配。美甲是一種藝術、一種態度、一種習慣，而顏色是



 

組成美甲款式的首要重點，每個顏色及其搭配都有其想傳達的意涵，正如同美甲，

人們透過指尖的色彩展現自我個性及特質，進一步展現出選擇當下的心境。	

	

綜合以上所述，「拾。色」的受眾為18-35年齡層的群體，而本企劃的目的如下：	
 

1. 將抽象情感轉化成色彩，傳達情緒與色彩關聯的重要，並藉由執行方案提

升大眾對於顏色與情緒的感受能力。	

2. 將情緒色吧應用於美甲款式設計，期望大眾在選擇美甲款式的同時也能理

解其中的意義。	

3. 將情緒色吧集結成冊，形成情緒色吧圖鑑，讓大眾能清楚了解情緒色彩與

搭配	

	

第二章	環境與產業分析	
	

第一節	美甲產業背景調查	
	

美甲是一種對於指甲進行裝飾美化的工作，又稱甲藝設計。不只是單純的擦上指

甲油，而是美甲師需要根據客人的手形、甲形及個人對色彩的要求，去進行一系

列消毒、清潔、護理以及最後搭配上色的過程。而每個人對於甲形及色彩搭配的

不同，都可以去展現個人的特質及多樣形式的特點。	

	
台灣美甲隨著日本的流行興起，尤其是彩繪指甲的技術開發，美甲文化所產成的

各種搭配已成為流行時尚的一大要素。而美甲是一個永不淘汰也永不飽和的行

業，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對美的不斷認知與追求，美甲已成為女性張揚個性和

彰顯優雅、氣質、健康、美麗的時尚，美甲不再特定少數族群的時髦玩物，已經

成為人們追求時尚的一環，不只是女性，在國外也有不少男性投入美甲這個時尚

行業。尤其近兩年起,從前被認為指尖必須保持乾淨清潔的職業：像是餐飲業、護

理師、美容師;指尖美甲也被人們所待見。在女性的觀念裡面，美甲已經成為化妝

打扮的一部分，台灣最愛美甲的藝人代表蔡依林曾說：「不畫指甲出門就像沒穿

衣服一樣。」指甲沒有色彩，就跟沒有化妝出門一樣。對於現代女性來說，美甲

不在只是單純的手足保養或自我滿足，美甲已成為日常打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在全民美甲的浪潮下，美甲行業的市場不斷的擴張，而美甲相較於妝髮來說,是相

對較困難的事，這個廣大的市場即使不斷擴張也始終不被滿足。現在所有消費者

都知道美甲這項服務，而據一家國際化妝品公司在台灣地區所做的市場調查顯

示，台灣只有10%的婦女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昂貴的指甲美容。在現在台灣的美甲

市場中，單色、跳色的價錢從300到1400元不等，若再加上彩繪、裝飾等，會依不

同款式設計加價，一次美甲的價錢從300到4000元不等。	

	



 

目前市面上能夠觀看美甲款式的途徑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美甲師的個人作品

集頁面，能清楚看出該美甲師的個人風格，讓人們選擇自己所喜愛的款式，如：

簡約、浮誇、日系、韓系等等，但美甲師的曝光度就十分侷限，大多都是朋友推

薦或是社群平台的大數據推廣。同時，也因為是美甲師的個人設計，所以作品數

量也相對較少，客人在挑選時也會受到限制。第二種是整合美甲款式的社群平

台，像Instagram、小紅書，這類大型平台擁有非常大的資料庫，可以針對人們想

要的風格整合，同個風格就可以有數十種款式的分享，大多以色系或風格的整理

將美甲款式進行分類。	

	

第二節	市場調查		

	

本組藉由問卷調查，搜集了213份有效數據，年齡層約在18-35歲，其中美甲的部

分包含121有做作者的回覆，如以下所示：	

	

一、色彩心理學與搭配了解程度市場調查	

	

	

如上圖（2-1、2-2）所示，滿分為5分，色彩心理學的平均為2.6分，色彩搭配為3.4

分，因此我們能針對前者來介紹，並結合後者輔以美甲款式來搭配，讓人更清楚

了解顏色也更熟悉搭配。	

 	

圖2-1	 圖2-2	



 

二、		美甲行為市場調查	

	

	

	

由問卷結果可得知，其中超過五成的人有美甲的習慣，即為此次企劃的目標客群。

而其中大多數人從事美甲行為的目的以自我滿足為主，其次為手指保養及增加自

信，最後為整體搭配性。	

	

	

	

	

三、		情緒色彩聯想市場調查	

	

參考表1-1的情緒原型衍生架構，並藉由開放式問答題蒐集大眾對情緒的色彩聯

想，以下為搜集結果，如表2-1範例所示:	

	

	 	

	

 	

圖2-3	 圖2-4	

表2-1	



 

第三章	執行方法	
	

第一節	企劃流程與架構	
	
第一部分為參考資料並進行背景的分析，並探討本企劃的執行動機與目的。以問

卷調查的方式來分析市場環境，以深入了解大眾對於色彩與情緒及美甲的想法。	

	

第二部分為根據資料搜集的結果，釐清本企劃的問題點，並以問卷分析統計數據

進行情緒色吧的創意發想。	

	

第三部分則是開始執行行銷策略企劃，尋找美甲師合作並設計出符合創意色吧的

美甲款式，同時也成立本企劃活動專屬的Instagram帳號以進行宣傳推廣。	

	

第四部分為預期效益的評估，並準備實行企劃的相關活動，在企劃Instagram上進

行情緒色吧的介紹，以及濾鏡設計。	

	

如表3-1所示：	

	

	

	

 	

表3-1	



 

第二節	執行方案	
	

根據上述的企劃動機與目的，以及目標客群的年齡層（18-35歲）來設計規劃出本

企劃的執行方案。	

		

1. 先以問卷調查搜集大眾對情緒顏色的聯想，並統計結果數據，根據分析調

配出色吧及為其命名，深入在本企劃的Instagram介紹各色吧組合。	

	

2. 台灣已有超過	700	萬個Instagram使用者，龐大的使用者數目，是	AR	體驗

傳播的最大基礎，且每年都還持續在成長中。「拾。色」以時下流行的Ins

tagram濾鏡行銷進行操作，設計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行銷內容

來增加與客群的互動體驗，並藉此推廣本企劃平台。	

	

3. 規劃一個活動或是社群內容經營時，Hashtag	在	Instagram	尤其重要，本企

劃計畫創造「拾。色」專屬的相關Hashtag，期望藉此提高觸及人數。	

	

4. 與合作的美甲師設計情緒色吧系列的專屬限定款式。	

	

5. 規劃講座活動，邀請色彩心理相關背景專業的講師到校演講教學。	

	

6. 將未來本企劃製作的情緒色吧系列蒐集成冊。	

	

如圖3-1所示：	

	

		

		

		

	

	

	

	

	

	

	

	

	

拾。色

雙向道互
動體驗

合作專屬
美甲款式

情緒色吧圖鑑

情緒色吧
設計

圖3-1	



 

第四章、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情緒色吧圖呈現與應用	

	
根據情緒色彩聯想市場調查的結果，我們情緒分為「樂、憂、怒、厭、驚」五大

類並以韓劇的畫面色調進行情緒色吧設計及介紹，如下表4-1的範例：		

	

樂	

	

	

我們與三位美甲師合作，將情緒色吧運用在美甲款式上，共推出15個合作款	

舉辦次數：5次	

參與人數：110人	

	

	

	

	

	

	

	

	

	

	

表4-1	

圖4-1	美甲合作款式	



 

第二節、社群經營推廣	

	
1.Instagram數據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達931人	

內容互動次數：397人	

粉絲數量：205人，還在持續增加當中。	

	

	

Instagram數據	 推廣成效	

已觸及的用戶人數	 達931人	

內容互動次數	 397人	

粉絲數量	 205人	

	

	

2.濾鏡數據	

目前已推出的兩款濾鏡特效的社群洞察報告如下：	

曝光次數：4230次	

拍攝次數：175次	

儲存次數：73次	

分享次數：37次	

	

	

濾鏡數據	 推廣成效	

曝光次數	 4230次	

拍攝次數	 175次	

儲存次數	 73次	

分享次數	 37次	

	

 	

表4-2	

表4-3	



 

第三節、講座推廣	

	

一、活動介紹	

	

「拾。色」希望藉由情緒色吧的設計與運用，喚起人們

對顏色的無限想像，為內心填入任何顏色。	

主題名稱為「解碼色彩－從顏色看穿你的心（星）」	

我們邀請擁有色彩與心理學專業知識的潘靜中老師以協

同指導的身份擔任講師，向大家分享色彩潛移默化中對

人的影響，並搭配曼陀羅的彩繪與解圖，讓參與者親身

體驗色彩的神奇之處，同時，於活動開始前發給參與者

色彩心理地圖，內容包含從外在到內在顏色聯想，也呼

應了本企劃想傳達的理念，拾起心中的色彩，發現更多

的自己，藉由實際操作與解說提升大家對色彩及情緒的

感知力。	

	

	

	

	

日期：110/3/3	(三)	

時間：13:30-15:30	

地點：輔仁大學織品系館朝橒樓	TC107	

	

	

	

	

	

	

	

	

	

	

	

	

	

	

圖4-2講座海報 

圖4-3講師海報 

圖4-4色彩心理地圖（正面） 圖4-5色彩心理地圖（反面） 

 



 

	

	

二、活動成果	

	

1.藉由講座給予目標客群全新的色彩體悟，聆聽到許多未曾思考過的色彩意義。	

2.參與者對曼陀羅彩繪活動反應熱烈，均表示講師的解說切中內心，體驗到自身

選擇的顏色與著色方式，能透露潛意識的表達能量。	

3.在活動結束後，參與者對色彩產生更多共鳴，也期許我們能再舉辦相關活動。	

	

	

第五章、總結與檢討	

	
這個企劃的執行提供人們在社群平台上表達自身情緒的一個展現方式，透過五大

情緒的二十二個情緒色吧設計，讓人們選擇一個與現在心情相符的情緒色吧，更

直接的展現當下的心境。每個情緒色吧都有其對應的情緒色彩濾鏡，讓現代人在

這個社群媒體活躍的世代可以通過Instagram24小時限時動態的方式不留痕跡的展

現今日心情色彩。最後透過「解碼色彩	 -	 從顏色看穿你的心	 /	 星」色彩講座的舉

辦，以心理學結合占星學的角度介紹更多關於色彩的知識，讓因我們企劃而對色

彩產生興趣的人們能有機會更深入的了解色彩的意義。藉由網路的傳播，快速的

讓我們的企劃被大眾所熟知，達到本企劃提升大眾對於色彩及情緒感知力之目

的。	

	

此系列情緒色吧的最初目標是能夠推向大眾，但由於時間因素，目前只往濾鏡及

美甲的主要使用者進行推廣，另外，若是宣傳期能拉長，希望再能多舉辦一些與

色彩有關的活動，讓更多人可以參與其中，對顏色產生共鳴，並且了解我們的企

劃理念—拾起心中的色彩。	

	

圖4-6	參與者與潘老師 圖4-7	「拾。色」成員與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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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aglla_出門袋傘  

雨傘布回收再製 

 

中文摘要 

 

在台灣，雨傘是個容易購買且普遍價格不高的產品，再加上多雨潮濕的天氣，

更是人手一把雨傘。因此許多人將雨傘視為消費品，若壞了就將其丟棄；弄丟也不

會想找回來，這樣的習慣導致台灣出現許多「廢」、「棄」雨傘。而民眾在汰換雨

傘時的原因多半為傘骨損壞，傘布則依舊完好如初，卻被一起當作了垃圾處理。本

企劃透過自創品牌 Umbaglla-出門袋傘，希望將這被遺忘的傘布進行再造賦予新生，

有效地利用消費者身邊堆棄不用的廢棄雨傘，再製成環保實惠的多功能袋。核心價

值為活潑有趣、再利用與環保，期望透過活潑有趣的推廣方式反轉消費者對於「廢」、

「棄」雨傘布的刻板印象。以「袋起環保風潮」為主要價值主張，透過獨家設計的

商品，讓重視環保的消費者能有更多的選擇在生活中實踐。也積極到學校舉辦工作

坊，在課程中引導學生完成簡單的傘布再製產品，以動手實作來加深雨傘正確回收

觀念的學習效果。期望能透過自身品牌力量，讓消費者意識到廢棄雨傘對環境影響

的嚴重性，並注重起每項資源化成產品被使用後的去向，推廣永續環保意識。 

 

關鍵字:雨傘布、回收再製、環保永續、多功能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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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與動機 

在台灣，雨傘容易購買且普遍價格不高，加上多雨潮濕的天氣，更是人手一把

雨傘。因此許多人將雨傘視為消費品，若壞了就將其丟棄；弄丟也不會想找回來，

這樣的習慣導致台灣出現許多「廢」、「棄」雨傘。根據統計台灣每年平均銷售240

萬把雨傘，由此可證雨傘需求量之大。如何處理龐大數量的雨傘，成為現今的難題。

在台灣，雨傘屬於可部分回收物品。但其實許多民眾並不清楚雨傘的傘骨及傘布是

需要分開回收的，更多人是將其視為一般垃圾，也因此台北市為便利民眾，新增可

回收免拆解廢雨傘，短短一個月就收到1萬多把雨傘，顯現民眾欲回收的雨傘量極

大。 

 近期地球環境產生劇烈變化，不論是冰山融化、森林野火，抑或是氣候變遷不

穩定，都讓人類意識到大自然的反撲。因此，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加，開始改變

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像是自備環保杯等等。而雨傘在多雨地區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用

品，卻被大多數人忽略其用畢丟棄後造成的污染。  

Umbaglla-出門袋傘從廢棄雨傘產生的垃圾量及汙染作發想，經過資料蒐集後

發現要改善須先解決雨傘布生命週期短的問題，因此Umbaglla-出門袋傘決定透過

傘布再製成多功能袋，賦予廢棄傘布新的生命。也與尚在學習中的學生們接觸，將

廢棄雨傘議題與資源再利用的觀念可以扎根於孩子們的心中，將「環保」身體力行。 

 

第二節 企劃目的 
Umbaglla-出門袋傘，以環保與活潑有趣為精神，致力於延長「廢」「棄」雨傘

布生命週期。希望能透過自身品牌力量，讓消費者意識到廢棄雨傘對環境影響的嚴

重性，推廣永續環保意識。 

 

一、延長廢棄雨傘壽命 

 每個人身邊都有壞掉的雨傘，不論是丟棄或者是堆放於家中，都讓「廢」、「棄」

雨傘的壽命停止；丟棄雨傘布焚燒後更產生環境污染。為了不讓雨傘被閒置在角落

或是造成空氣污染，Umbaglla-出門袋傘期望以製作傘布回收再製商品對環境盡一

份心力，更期望身邊的每一把雨傘都能夠被善待，延長雨傘布生命週期。 

 

二、推廣永續環保意識 

 廢棄雨傘布無論是焚燒或掩埋都對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但根據問卷調查，

大部分民眾都不清楚雨傘布對於環境造成的傷害，因此希望能透過自身品牌力量，

讓消費者意識到此問題嚴重性，推廣永續環保意識。除了透過社群媒體發布環保資

訊貼文外，Umbaglla-出門袋傘也積極到補習班、國小及高中舉辦工作坊，在課程

中完成簡單的傘布再製產品，也鼓勵學生們發揮創意去思考並實作如何將看似無

用的「廢棄」資源轉化成擁有嶄新生命的產品。 

 

三、研發多功能商品 

 透過開發多功能商品，讓商品不再只能單一化使用，而能夠因應不同場合變

成不一樣的商品，打破「單一」商品的限制。讓消費者只購買一樣商品，便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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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使用方法，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省去購買大量商品的浪費。 

 

第三節 問卷調查與結果 

在康健雜誌2019年10月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平均一年會丟棄6到8億把雨傘」，

且「廢棄雨傘的傘骨雖能進入回收體系，但傘布要做到防潑水功能必須使用到氟原

料，僅有進入垃圾場焚燒一途，以石化原料製作的傘布經過燃燒後，不但造成汙染，

生命週期短的產品也是一種浪費」，傘布無論是掩埋或焚燒都難以處理，因塗上含

氟塗料後大多只能當一般垃圾，即使是標榜可分解之傘布也需經50-100年才能分

解完。從第一節所提及台北市半年回收了6萬多把雨傘也可得知，台灣雨傘汰換率

之高及其龐大數量。 

另外，回收傘布再製的工作已經有品牌著手進行，但並無品牌將傘布製作成多

功能袋。因此，針對上述雨傘汰換數量及將作為多功能袋之問題，發放問卷調查。

根據問卷調查，七成以上的民眾一年會購入一把以上的雨傘；六成以上的人一年內

壞掉一把以上的雨傘。壞掉的雨傘中，只有兩成為傘布破損，其餘皆為傘骨損壞、

傘珠脫落…等問題。因此，丟棄雨傘的時候，其實傘布是沒有受損的。另外，有八

成的民眾完全不知道傘骨可以回收，傘布只能當一般垃圾。本次調查共收集到364

份有效問卷。 

 

 

 

 

 

 

 

 

 

 

 

圖1:雨傘壞掉數量 

 

 

 

 

 

 

 

 

 

 

 

 

圖2:雨傘汰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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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品牌及產品介紹 
第一節 品牌介紹 

一、品牌識別 

 圖 3：品牌標誌 
 

二、品牌起源 

 Umbaglla-出門袋傘，巧妙結合了雨傘（umbrella）和包包（bag）兩個英文單

字，點明創立此品牌的目的，也象徵將兩者結合，透過多功能袋將雨傘布的產品生

命週期延長。 

 品牌標誌以品牌英文名稱進行延伸，使消費者不僅能清楚直接的看到品牌名，

也透過圖樣點明品牌主題，既明確又不失趣味性。字體顏色採用綠色系，表達我們

對環保的關注與支持，雨傘本體採用黃、紅、藍為主色調，展現品牌活潑有趣的精

神，翻轉消費者印象。 

 也期望所製作出的商品不單單只為延長雨傘布生命，更希望透過多功能袋的

呈現讓消費者的生活更加便利，只需要一個商品便能夠有多種使用方式，滿足各式

需求。 

 

三、品牌理念 

（一）Reuse-再利用：Umbaglla-出門袋傘使用廢棄雨傘布再製成多功能袋，將傘布

的功用發揮至最大，希望不僅能減少傘布浪費，也能減輕燃燒傘布對環境造成的傷

害，並向大眾推廣正確的雨傘回收方式。 

 

（二）Lively-活潑：以活潑有趣的品牌形象並透過可愛亮眼的品牌吉祥物接觸消費

者，翻轉消費者對於廢棄雨傘布的刻板印象。 

 

（三）Eco-friendly-環保：宣導廢棄雨傘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以及其他環保相關議

題，並讓消費者能夠著手使用再製的多功能環保袋，培養環保習慣，減少塑膠袋使

用率，提升消費者環保意識。 

 

四、品牌價值主張 

以「袋起環保風潮」為主要價值主張，希望能有效地利用消費者身邊堆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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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廢棄雨傘，再製成環保實惠的多功能袋。透過獨家設計的商品，讓消費者擁

有獨樹一格的袋子，也讓重視環保的消費者能有更多的選擇去實踐環保行動，再

由這些袋子「袋起環保風潮」。 

 

第二節 品牌規劃 
短期：100人以上參加宣傳活動，使一半以上的消費者對於廢棄雨傘所造成的環境

汙染嚴重性產生共鳴。 

 

中期：接觸非目標顧客100人以上，透過活動及街頭宣傳使大眾認知廢棄雨傘造成

的污染，除此之外也深入教育，進而促進環保意識。 

 

長期：延續每一把被製造出來的雨傘之使用週期，以及消費者們能夠一起實際為

廢棄雨傘做環保行動，為世界盡一份心力。 

 

起初將著重於產品產出上，確認產品款式、成本、販售通路、以及量產，並開

始進行初步宣傳活動，以達到短期目標。接著開始著重與異業合作，以及進行多次

的宣傳活動，增加品牌曝光率，也與各校接洽開設環保工作坊，以達到中期目標。

進行宣傳活動的同時，也將不斷分析與檢討活動成果及產品製作等方面。最後著重

於籌備系上校外展，與民眾宣傳，在校外展結束時，仍會努力持續經營，推廣環保

意識，達到遠期目標。 

 

 

 

 

 

 

 

 

 

 

 

 

 
圖 4：品牌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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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品種類 

表 1：商品介紹 

 

 

 

 

 

 

 

 

 

 

 

 

 

 

 

 

 

 

 

品項 產品圖 簡介 價格 

書 包 套 /

小型環保

購物袋 

 

 

 

 

 

 

 

 

圖 5：書包套/小型環保購物袋商品圖 

透過束繩調

整書包套鬆

緊；攤開後可

摺疊成小型

環保購物袋。 

NT$320 

可調式環

保購物袋

/墊子 

 
圖 6：可調式環保購物袋/墊子商品圖 

藉由縫製兩

條拉鍊來調

整環保購物

袋大小；攤平

後可成為墊

子，用來阻隔

髒污。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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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品牌行銷推廣 
第一節 社群軟體推廣與線上銷售通路 

 

    品牌成立初期以線上推廣、銷售為主，創立了品牌官方網站去接收訂單與出

貨，也在instagram與facebook粉絲專頁更新品牌消息，也將環保資訊配合活潑的理

念以手繪風格圖文發布，平均一週更新兩篇文，以故事方式呈現，讓追蹤者在看故

事的同時增加知識，達到推廣與宣傳理念的效果。 

 

                
圖 7：官網商品購物頁面∕instagram 官方帳號∕facebook 粉絲專頁 

NT＄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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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品牌行銷活動 

一、「Call-um 雨傘蒐集活動」展覽 

 （一）目的： 

1. 推廣正確的雨傘回收觀念 

2. 蒐集並回收廢棄雨傘 

3. 宣傳品牌理念，提升知名度 

 

 （二）內容： 

  我們在 11/2-11/5 於織品系館一樓旭榮創新基地舉辦了第一場為期三天的

活動，向大眾推廣正確的雨傘回收觀念，喚起大家對環境汙染的重視，讓民眾

了解我們品牌的目標，並藉此次活動吸引人潮回收更多廢棄雨傘，利用回收來

的傘布製作成產品。展場規劃上我們將之分為兩大部分，左半邊懸掛著可以旋

轉的九宮格方塊，我們將九宮格四面都貼上圖案及知識，目的是推廣觀念及品

牌宣傳，讓參展者在逛展時能動手旋轉增加趣味，與展場進行互動。右半邊則

放置了泡泡紙雨傘，利用泡泡紙取代雨傘的傘布，除了讓大家拍照打卡外，也

希望讓大家知道雨傘也是塑膠，燃燒後會造成嚴重汙染。 

 

 （三）成果： 

1. 直接觸及人數約百人 

2. 半數以上參與者表示更加了解雨傘的相關知識 

3. 收集到40把廢棄雨傘，回收率高達40%，顯示雨傘回收數量驚人 

 

 

 

 

 

 

 

 

 

 

 

 

 

 

 

圖 8：展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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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慶推廣攤位 

（一）目的： 

1. 推廣品牌 

2. 宣傳客製化商品並接受訂單 

 

（二）內容： 

  於 12/5 時參加了輔仁大學的校慶活動，在活動上擺放宣傳文宣及商品樣

本，讓民眾可以體驗傘布再製產品，並實際操作產品多功能之間轉換的步驟，

透過人潮宣傳品牌及環保理念。 

 

（三）成果： 

1. 直接接觸約百位民眾 

2. 粉專及ig專頁讚數增長23% 

3. 間接接觸逾五百人 

 

 

 

 

 

 

 

 

 

 

 

 

圖 9：校慶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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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推廣課程 
 

一、文政文理補習班 

（一）目的： 

 透過國小教育，讓環保永續的觀念從小開始培養。 

（二）內容： 

  我們與文政文理補習班合作，在寒假時開設手作課程，讓小朋友除了能夠

了解傘布對環境造成的傷害，也傳授基本手縫技巧，學習穿針引線、打結、平

針縫與回針縫，加上配色美感養成，透過再造實作，賦予廢棄傘布新的意義，

自己親手做出來的物品也能讓小朋友更加珍惜，培養學生惜物、環保、不浪費

的精神。 

（三）成果： 

1. 直接接觸人數30位 

2. 間接接觸人數逾60位 

 

 

 

 

 

 

 

 

 

 

 

 

 

圖 10：文政補習班教育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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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板橋高中「永續時尚×織性工作坊—雨傘布再製」 

（一）目的： 

 與高中生進行交流，除了傳遞環保永續的觀念也教授縫紉相關知識及技

巧，協助學生進行創意發想，思考資源再造的可能性。 

（二）內容： 

  我們與板橋高中進行接洽，開設三周（2/24、3/3、3/10）的高一彈性學習

增廣補強(微課程)課程讓學生自由選修，在課上傳達我們品牌的理念，使用

image board 去做創意發想，引導學生討論生活周遭所發現的問題與如何發想

設計去解決，練習運用想像力來將傘布再製成有著新用途的作品，也教導他們

基本縫紉技巧，學習使用車縫機去加速產品製作，讓作品有更高的完整性。 

 

 

圖 11：板橋高中課程宣傳海報 

（三）成果： 

 

在校園內使用海報張貼與板橋高中校網宣傳，老師們也有協助在一年級的各

個班級到班宣傳課程內容及基本雨傘回收觀念。學生所製作出來的創意傘布再製

產品有兩種，分別為考量到下雨天時穿脫方便的「斗篷式雨衣」，和喜好球類運

動的學生，無論今天要打的是籃球還是排球，都可以透過束繩去控制袋子大小以

方便攜帶球的「防水抗汙球袋」。 

 

1. 直接接觸人數（課程重點培養）6人 

2. 間接接觸人數約200人 

3. 創意傘布再製作品6個 

 

 

 

 



 14 

 

圖 12：板橋高中教育推廣 

 

三、健康國小 

（一）目的： 

  普及環保教育，讓學生重視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問題。 

（二）內容： 

  受健康國小的邀約，於 3/22 在永續時尚系列課程裡教導雨傘正確回收觀

念，從雨傘廢棄量議題導入，進而讓小朋友理解傘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透過

有獎徵答和實際體驗拆傘的方式來加深學習效果，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三）成果： 

1. 直接接觸人數53人 

2. 間接接觸人數約500人 

   

圖 13：健康國小課程講解∕學生體驗拆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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