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主題、動機、目的 

 

 永續發展一直是高掛在二十一世紀人們心頭上的大議題，上至國際間下至義務教育都頻頻倡導節約

的重要性，不僅國際間提出了各項公約和目標，各國政府也紛紛制定了法規和輔導政策，目的就是降低

地球的汙染，以永續經營我們唯一的地球。不過，隨著倡導時間的拉長，人們似乎也都習慣了以永續為

目標的生活，從各方面都可以看見人們改變的端睨：「食」的部分人們自備環保餐具已成常態；「住」的

部分也養成了隨手關燈、節水節電的習慣；人們也改為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腳踏車做為「行」的工具…

唯獨「衣」的部分，是當初我們小組在討論的過程中，遲遲未想到有具體改變的，況且，可能還更糟！ 

 

 「快時尚」一詞是現代追求潮流風氣下的產物。成衣界會根據時裝周的趨勢，大量推出價格低廉、

風格多樣的衣物，以吸引喜歡嘗試新風格、衝動購物的年輕消費者進行購買，是一種新穎的商業模式。

不過，根據我們的資料收集（詳附於第二節），這樣大量購買、汰換的商業模式雖然帶來了巨大的收

益，卻也造成了可觀的浪費。根據我們的訪問（詳附於第三節），消費者除了會固定購買新衣，較舊且

較不常穿的衣服通常也都只會囤積在衣櫃，並未得到妥善的處理。根據我們進一步的分析後（詳附於第

三節），我們最終發現，創立一個功能良好且方便的二手衣物買賣平台，或許能夠很好的改善消費者購

買全新衣物的消費習慣。因此，我們組想要改變的行為，就是使消費者對於全新衣物的購買量降低，使

其轉移至二手衣物，並且鼓勵衣物的擁有者多將囤積的衣物拿出來轉售，以形成一種循環經濟，進一步

地降低快時尚所帶來的汙染，最終達成衣物資源的永續利用。 

 

 為了衡量我們產品的效益，我們將在此定義一個績效指標：二手衣物佔總購買量的比例。 

我們希望我們的產品能夠幫助喜歡嘗試新風格的消費者，從願意瀏覽、使用二手衣物平台開始，進一步

的接受二手衣物的買賣，最終使二手衣物佔總購買量的比例達到三成。另外，我們認為買和賣是一體兩

面的，有需求就會有供給，因此我們並不會再去定義一個賣二手衣物的指標，而是透過購買二手衣物的

比例，去估算我們產品最終所帶來的成效。 

	  



二、 蒐集資料，發掘問題 （desk research） 

 

A. 相關文獻 

 

 我們首先對快時尚所帶來的影響進行資料的蒐集，發現快時尚雖然帶來流行以及增加衣物的多

樣化，卻也帶來種種環境、社會問題： 

 

 因為快時尚的商業模式著重於快速且大量的生產，流入市場的衣物增加，消費者對於衣服的購

買量也越來越大，但同時為了追逐時尚會有極高的汰換律，最終導致了許多衣物被快速丟棄。如果

根據綠色和平組織的調查與內政部的人口結構分析估算，在台灣被丟棄的衣物每分鐘會超過 9件，

即每年至少有 520 萬件衣物被丟棄。另外過半（54％）的台灣人認為他們實際上不需要這麼多衣

物，多數人（72%）也都曾經在衣櫃中發現完全未被拆封的衣物。1	

 

 除了衣物垃圾本身，其在製造過程中所需要的水量也十分驚人，一套上衣加上一件牛仔褲就需

要 19000 公升的水，約莫是成年人 18 年份的飲用水量，再加上中國、印度等主要棉花生產國，近

年來也都紛紛面臨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如何平衡快時尚背後所帶來的水資源分配，會是一大隱憂，

而製造衣物所使用的染劑、界面活性劑等化學藥品，亦會對環境造成汙染，甚至影響了人類的神

經、免疫系統。2	

	

	 因此，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減少新衣服購買量，以達成降低新衣服製造量的目的，最終舒緩資源

浪費和環境汙染。而達成此目標將可以分成三個方案執行： 

 

1. 降低新衣服的生產量 

2. 限制購買量 

3. 增加二手衣交易次數以及降低交易門檻 

	  

 
1 〈「快時尚」興起 過度消費讓衣服變浪費〉，東森新聞，2019 年 2月 3日

https://news.ebc.net.tw/news/living/151264 

2 〈穿一次就想丟？快時尚沒有告訴你的殘酷真相〉，遠見，2017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gvm.com.tw/article/41043 



 

 經過分析，我們認為進行方案一的門檻過高，因為如此無疑是向快時尚產業領頭廠牌宣戰，以

我們目前小小六人團隊的規模，即使登高一呼，影響力仍舊渺茫，因此我們開始從製造方轉而著眼

向購買方，也就是方案二，但經過我們的訪問以及分析，我們發現仍舊不能忽視人們購買新衣服的

慾望，且這些慾望絕無可能僅僅透過「永續發展」此一概念徹底根絕，因此我們認為單純的去限制

購買量也是不切實際的，就像禁用塑膠吸管後會有替代的環保吸管、呼籲人們少開車並轉移至搭乘

大眾運輸一樣，我們必須在限制的同時，提供替代方案，因此，我們最終將目標鎖定在二手衣物

上，希望能夠設法增加二手衣交易次數以及降低其交易門檻，達到我們限制新衣服購買量的目的。 

 

 我們同時也針對二手議題，研究了同樣會遇到類似情況的 Airbnb是如何成功幫助人們克服對

他人物品的恐懼的： 

 

 發現對於信任這一部分，Airbnb 綁定了使用者的社交軟體，除了可以先行了解對方資料外，

亦可以直接聯繫對方，建立出使用者之間互信的渠道，透過評分制度以及規模效應，打造出值得信

賴的品來，好的品牌篩選出好的使用者，而這些好的使用者亦幫助其建立好的品牌，在此種良性循

環下，Airbnb才得以擁有今日的規模和形象。3	

 

 因此，我們認為能否成功建立信任是我們的產品要成功的一大關鍵。 

	  

 
3 〈Airbnb 為什麼會成功？〉，ZKIZ Archives，2012 年 11 月 

https://articles.zkiz.com/?rbid=40311 



B. 市場與競品分析  

 

 首先，根據台灣紡拓會 2022年報告指出，WTO資料顯示 2021年全球成衣貿易額為 4,480 億美

元，且近 15年平均成長率約為 4.8%。而台灣 2021年成衣業產值為 175 億美元，其中進口總值為 

38.6 億美元；二手衣市場部分，根據美國最大的時裝寄賣平台 ThredUP的《2021年轉售市場研究

報告》，全球二手衣市場規模於 2021年來到 360 億美元，預估未來 5年內將成長至 770 億美元，也

代表目前全球二手衣銷量約占成衣銷量 8%左右。從上述資料可知，全球目前二手衣銷量僅占一部

分，我們希望透過建置功能完善的平台，將二手衣的銷量比例提升至 30%，以此作為我們的目標。 

 

 

圖一、2021 全球成衣市場占比 

 

 我們組內也根據二手衣物的市場做出了競品分析，並將其主打的特色以及經營狀況做整理，列

表如下： 

 

店家 特色 目前經營狀況 

Fyne 傻瓜計

畫 

會回收您的舊衣, 每件還可得到 50 點紅

利衣料重生循環系統 

持續進行營運中 

衣服圖書館 

原本是專攻二手衣物的交換平台 APP 

後來每 3到 4個月會不定期舉辦 1 場

「以衣換衣」活動 

由於資金不足，衣服圖書 APP 暫停營運 

2ndSTREET 
提供二手商品的販售與收購服務。 在日本有超過 700間實體店鋪，兼有網路店

鋪。 

小麻雀二手衣 不定期舉辦收購服務 網路經營為主 

二拾衫 

TWENTYTHREE 

提供數種方案供賣家處理希望售出的衣

物 

出售二手衣物的過程化繁為簡 

網路經營為主 

表一、二手衣物市場競品分析 



 根據這份整理，以及組內成員曾經使用其中「二拾衫」的經驗，我們認為我們的平台要能夠成功並

且脫穎而出的關鍵主要有三點： 

 

1. 化繁為簡：不管是從購衣者或是售衣者的角度，若平台本身夠簡單、直觀，不僅可以快速幫助購衣

者找到自己想要的風格款式，並了解這件二手衣的細節；也可以鼓勵售衣者因其方便性且有所回

報，而多將衣櫃中的舊衣上架進行販售，達到需求跟供給的平衡。所以我們認為，除了為消費者提

供了良好的篩選工具之外，也可以針對如何協助賣家上架著手，令雙方都能夠以最低成本完成交

易。 

 

2. 虛實整合：我們發現，就衣服方面，不論是「二手」或是「網購」都會讓許多消費者產生不信任以

及疑慮，更何況我們若只經營網路平台的話將兩者兼具，消費者不免難以信任我們平台商品的品

質。故我們決定虛實整合，這些商品除了會在網路平台上架之外，也會同步的在各縣市實體據點擺

放，並且如同一般實體店鋪一樣供消費者瀏覽、試穿。我們認為這麼做能夠提供類似可視性的概

念，大大地降低消費者對於我們商品的不確定感，進而信任、使用我們的平台。 

 

3. 永續經營：這邊的永續經營有兩個層面，一是針對平台，另一是針對衣服。針對平台的部分，我們

需要建立良好的商業模式，以維持平台的運作，才能夠達到我們遏止快時尚的目標，因此，我們會

需要向售衣者收取一筆足夠的傭金，以當作協助上架以及運營平台的資本；而針對衣服，我們希望

這些販售出去的二手衣，在未來還能夠繼續地回到市場上流動，因此將會在商品說明中新增衣況欄

位，令購衣者和售衣者在交易進行前就對衣況有共識，以減少紛爭，鼓勵衣物的循環。 

 

 以上就是我們根據競品分析得到的結果，我們的產品將盡量跟隨這些方針進行設計，希望能夠打造

出優質且符合需求的二手衣交易平台。 

	  



三、 行為改變藍圖 

 

1. 使用者訪談 

 

 在決定題目後，我們除了對市場和競品作分析，也同時進行了使用者訪談，希望能夠了解潛在

客群的消費習慣。我們的訪談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因為我們對潛在客群還完全不了解，所以僅設計

幾題較粗略的題目，供組員對大量的受訪者進行初訪，以找出較不同的幾個樣本進行更深入的訪

問。以下為普查結果： 

 

 

表二、初訪普查結果 

 

 結束初訪後，我們便將所有受訪資料統整，針對資料的分布區分出幾種不同類型的客群，並再

針對這些較典型的受訪者進行更深一步的詳細訪談，我們挑選了四個樣本，一是對二手衣物較無經

驗、但有興趣的大一學生，二是有較多二手衣物經驗的大二學生，三是一個有大量衣服需要賣的上

班族，四是對於二手衣物全然無興趣的上班族，之所以這樣挑選是因為可以同時兼顧買家跟賣家、

有經驗跟無經驗、學生跟上班族、有興趣跟無興趣。在設計訪綱時，我們關注的點包含：消費者原

有的購買和整理衣物習慣、對快時尚的了解、對二手商品的看法和經驗。從以上，我們設計了以下

這份訪綱： 

 

l 關於購買衣服 

1. 可不可以請您稍微估計一下，您的衣櫃裡「總共」有多少件服飾或單品呢？ 

2. 一件「衣物」大約會使用多久呢？ 

3. 回顧您過去的習慣，請問您購買衣物的頻率大約是？有特定的時機或原因嗎？（固定每

季購買、追求時尚等）（若有，追問是否常有計畫之外的購衣行為？） 

4. 您過去在購買衣物時，在想什麼呢？或是有沒有主要考慮哪些因素呢？（注重的點） 

5. 較常購買什麼類型的衣物？有習慣購買的品牌跟渠道嗎？（為什麼？） 

6. 請您大致估計一下，平均一年下來購買衣物的件數，以及總價錢。 

7. 是否有買了卻不常穿的衣服？為何（例如：網購發現尺寸不合懶得退貨/發現自己不適合

這樣風格/沒有可以搭配的衣服⋯） 

8. 承上題，你通常都如何處理這些不常穿，甚至不穿了的衣物？（ex.堆在衣櫃/拿去二手

拍賣掉⋯） 



l 關於快時尚 

1. 知道甚麼是快時尚嗎？（不知道的話稍微解釋一下） 

 快時尚（英語：fast fashion）是指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將時裝周中展出的潮流

服飾推出的商業模式。對於消費者來說，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以低廉的價格，買到

新潮的服飾。快速方便、款式多樣性、便宜、流行是快時尚的優點，以平價路線吸

引消費大眾，消費者買的是流行與衝動，非全然的必要性。 

2. 是否認為自己是快時尚族群 

 

l 關於二手 

1. 有無買賣二手物品的經驗或習慣？ 

2. 對於二手衣物的看法（會不會覺得髒、不敢穿） 

u （若偏正面）如果現在有一個專門做二手衣物買賣的平台，並附上賣家或模特

實穿照，你的興趣程度？ 

u （若偏負面）如果現在有一個專門做二手衣物買賣的平台，並附上賣家或模特

實穿照，是否會增加你購買二手衣物的意願？ 

3. 有無購買二手衣物的經驗或習慣？（是在什麼特定的情況下嗎？） 

4. 若在已知是二手衣服的情況下，但在外觀上並無明顯異樣，你會傾向用幾成價格購

買？ 

5. 你會在有意識到永續環境與友善資源再利用的這件事上，而去考慮購入二手衣物

嗎？ 

6. 如果今天有一個軟體可以控制買衣服次數以及將二手衣物轉賣或買會吸引你嗎？ 

 

這份訪綱所想要問的如同訪綱標題有三個部分，各別的設計理由以及目的如下： 

 

1. 關於購買衣服 

 這部分的題目旨在了解我們不同客群原有的購買和整理衣物習慣，題目包括衣服的擁有

量、使用時間、囤積狀況，以及關於購衣的頻率、金額和考量的因素，我們希望能夠從這部分

的回答了解到整個市場的購衣需求量，以及二手衣物的潛在供給量。 

 

2. 關於快時尚 

 這部分想要了解大眾對於「快時尚」一詞的了解程度和自評，因為永續經營是我們的初

衷，也是我們主打的核心理念，若能夠有效散播更多關於快時尚的資訊，相信也會在無形之中

影響到更多消費者在購買新衣服前有所顧慮。 

 

3. 關於二手 

 我們認為這部分是此訪綱的重點，因為透過了解受眾對於二手衣物的接受程度，便能夠

知悉第一部分獲得的購衣需求量當中可能可以轉換成二手衣物的比例，以及我們的平台要怎麼

做才可能提高消費者對於二手衣物的接受程度，這部分在我們後續著手設計平台時提供了很好

的參考依據。 

	  



以下是我們擷取幾個重點，並整理過後的訪談結果： 

 

人物 大一女學生 大二女學生 音樂家 youtuber 

先前

經驗

行為 

常會因為想放鬆而購買衣服。 換季、最近穿的太無聊、看

到便宜的就會買，不會特地

追求新品 

換季需求才購

買，通常穿很

久。 

拍片需求要買、搭配

（通常由廠商給，但

還是需要自己買）。 

先前

產品

經驗 

使用網路購衣平台為主、並無

使用過二手衣的交易平台，但

對於親戚贈送的二手衣物有不

錯的經驗。 

女生清交二手拍和蝦皮的衣

物、基本款居多（比較好搭

配） 

網路購物(不

限商家)，以

CP 值為主。 

以網路購物為主，通

常優衣庫，但是會看

一下風格是否符合需

求。 

現有

動機

行動 

覺得目前在購買衣服上的花費

有點多，會等到換季等有優惠

的時候再進行購衣。目前也有

考慮嘗試購買二手衣物。 

買二手的成本不高且可嘗試

新風格，偶爾可以挖到寶。

二手衣有洗、消毒過就好。

賣掉可以整理衣櫃，賺

錢。 

（目前沒什麼

問題，衣服不

多也穿很久） 

買賣二手衣如果很便

且東西很新的話願意

用 8、9成價格去買衣

服。 

行動

障礙 

沒有買過二手衣，不太確定二

手半上面交的體驗。價格如果

沒有在一半一下不會購買。 

關於二手的部分較沒有障

礙，主要是最近比較不缺衣

服。 

沒有買二手衣

習慣，也沒有

想嘗試。 

買賣衣物機會成本太

大就不會想去做。 

表三、訪談結果整理 

 

 根據以上結果，我們得出了幾個重點：一是學生對於購衣較有需求，但希望能夠減少花費，也

較能接受二手衣物；而上班族則可能因為已有固定收入，故較無經濟上的考量，但因時間成本較

高，則希望能夠更快速的出售衣物。 

	  



2. 人物誌 

 

 根據以上的訪問結果，我們再一步地從行動的角度進行精煉，希望能區分出主要、次要以及極

端使用者，並根據這些使用者的情況假想 Persona，最後分別針對每個不同的人物評估其最可行的

行動，以作為產品設計的依據。 

 

 理想型 大一女學生 大二女學生 音樂家 youtuber 

有採取行動的經驗嗎？ 否 否 是 否 否 

是否有內在的動機去採取這個行動？ 是 是 是 否 是 

對這類產品有經驗嗎？ 否 否 是 否 否 

在採取這個行動時是否有任何身體、

經濟或社會障礙？ 
是 是 否 否 是 

相信你嗎？ 是 是 是 是 是 

PERSONA分類   主要人物誌 次要人物誌 極端人物誌 主要人物誌 

表四、使用者行動精練 

 

 我們首先規劃出了我們產品的「理想型」，也就是我們主要想吸引的客群。我們希望他們過去

是不曾採取過類似行動、也沒有類似經驗的，因為若能讓這些使用者做出改變，對環境的幫助最

大。接著考慮的點為是否有動機去採取行動，若有，能夠讓我們產品更容易的吸引使用者。然後我

們希望這些使用者在採取行動時是有障礙的，我們這邊的障礙可以理解為對二手衣物的心理障礙，

原因同第一點，若能使其做出改變，收益最大。最後則是信任程度，當然是越信任我們的產品，越

容易說服使用者購買。 

  

 根據以上的理想型，我們將「對二手衣物沒有經驗但有興趣的大一女生」、「有許多衣物需要

出售的 youtuber」定為買家和賣家的主要人物，希望這些人能夠透過我們的產品做出改變。將

「已有購買二手衣物經驗的大二女生」定為次要人物，因為他們不是我們主要要改變的對像，但若

能吸引這類客群使用，將大大增加我們的客源，幫助我們建立成熟完整的用戶群。最後則是「對二

手衣物完全沒有興趣的音樂家」，我們將其定為極端人物，也就不是我們想吸引的客群，後續在設

計產品時，這些族群將不會納入我們的主要考量。 

 

 區分完先後順序後，我們便開始著手設計 Persona，結果如下： 

	  



i. 買家主要人物誌 

 

圖二、買家主要人物誌 

我們給買家主要人物的設定為： 

 

1. 剛踏入大學，正在積極建立交友圈。 

2. 脫離高中制服生活，急切地想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穿搭風格。 

3. 因為沒有固定收入，所以需要精打細算。 

4. 下課後常常跟一群同學去市區逛街，實體店面為其主要購衣來源。 

 

 針對此類人物，我們希望我們的平台可以提供他們一個方便且可以信任的購衣平台，並

提供便宜且多樣的二手衣物，以減少他們對全新衣物的需求，此外，若平台能夠提供他們穿衣

風格上的方向，也可以吸引這類人使用。 

	  



ii. 賣家主要人物誌 

 

 

 

圖三、賣家主要人物誌 

我們給賣家主要人物的設定為： 

 

1. 已出社會許久，有固定的收入和穿衣風格。 

2. 時間較少，因此希望能夠以最少的時間和精力，處理衣櫃內的舊衣物。 

3. 這些舊衣物相較於直接捐掉，若能夠換回一些金錢，也不無小補。 

 

 針對此類人物，我們希望我們的平台可以提供他們一個簡便的售衣渠掉，讓此類用戶能

夠降低進行交易的機會成本，並且，若能夠提供良好的分類搜尋功能，也能夠讓此類用戶快速

的找到自己想要的衣服。 

	  



iii. 次要人物誌 

 

 

 

圖四、次要人物誌 

我們給次要人物的設定為： 

 

1. 已建立好購衣習慣，也有喜歡的穿衣風格。 

2. 在學校打滾已久，是校內二手拍賣平台的常客，交易過的種類良多，包括衣服。 

3. 相較於懵懂的大一，開始在乎時間成本，不希望自己花太多時間在處理交易上 

 

 針對此類人物，我們希望我們的平台可以提供他們一個新的衣物交易渠道，且要能夠取

代這些用戶原先習慣的。因此，不論是方便性、多樣性，甚至是資訊的齊全度，都是我們平台

需要去兼顧的。 

	  



 設定完了人物誌，最後就可以開始分析各種行為的可行性。可能幫助我們達到「減少衣物浪

費」此目標的行為有四個，分別為： 

 

1. 多買二手衣 

2. 多賣二手衣 

3. 瀏覽二手衣平台 

4. 減少買新衣 

 

 針對以上這四個行為，和前面區分出的三種使用者，我們分別進行了可行性的分析，以下是我

們所採用的四個指標： 

 

Ø Impact 影響：採取行動將能直接讓用戶達到目標結果。 

Ø Ease 容易度：採取行動不需要佔用用戶大量的資源（時間、金錢等）。 

Ø Cost 成本：創建新產品對團隊來說是具經濟效益的。 

Ø Fit 適合度：支持這項行動對團隊目標和文化是有意義的。 

 

i. 買家主要人物 

 

 

表五、買家主要人物行動評估 

 

 我們認為對於低年級學生來說，能夠便宜的買到衣服是其所要的目標結果，故就影響方

面，多買二手衣為最高；至於容易程度，使其瀏覽二手衣網站一定是最容易的，其次為多買二

手衣和減少買新衣，最不容易的是賣衣服，因為其對於衣服仍有一定的需求；而成本（經濟效

益）的部分，用戶能夠從我們的平台買賣衣服，都能夠為我們團隊帶來收益；最後是適合程

度，當然減少買新衣是最直接能夠達到我們降低快時尚汙染此目標的方式，其次是買賣二手

衣，最後才是瀏覽二手平台。 

 

 最終，我們得出了對於低年級學生來說，多買二手衣是我們認為最佳的行動，符合我們

買家主要人物的設定。 

	  



ii. 賣家主要人物 

 

表六、賣家主要人物行動評估 

 

 我們認為對於上班族來說，能夠快速的清理衣櫃是其所要的目標結果，故就影響方面，

多賣二手衣為最高；至於容易程度，因為已經不太有購衣的需求，故多買二手衣為最低，至於

多賣二手衣、減少買新衣以及瀏覽二手衣網站都是相對容易的。成本跟適合度的部分不會隨著

用戶類型改變，故不再贅述。 

 最終，我們得出了對於上班族來說，多賣二手衣是我們認為最佳的行動，符合我們賣家

主要人物的設定。 

 

iii. 次要人物 

 
表七、次要人物行動評估 

 

 我們認為對於高年級學生來說，因為已經有習慣使用的二手衣交易平台，故買賣二手衣

較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影響較低，且衣櫃內也已有一定存量的衣服，故對於購買的需求應更

加低，反倒是對於出清那些不常穿的衣服仍有一定的需求，故減少買新衣的部分不論是影響或

是容易度都很高，多賣二手衣都為中，而多買二手衣皆為低。成本跟適合度的部分同樣不會隨

著用戶類型改變，故亦不再贅述。 

 



 最終，我們得出了對於高年級學生來說，他們對於購買新衣服並沒有那麼高的需求，我

們需要協助的是，當他們需要買賣衣服時，我們的平台能夠即時且容易的幫上忙，久而久之，

我們的產品最終也能夠吸收這些客群。  

3. 行為地圖 

 決定好行動後，根據不同的行動畫出行為地圖，並且透過 CREATE漏斗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知

道用戶可能在那些環節遇到障礙，導致他們最終沒有使用我們的產品，我們便可以針對這些環節進

行干預措施的設計，以最大程度的確保用戶能夠有完整且良好的使用體驗。 

 

i. 買家的微觀行為地圖 

 行動 
提示 

Cue 

反應 

Reaction 

評估 

Evaluation 

能力 

Ability 

時機 

Timing 

經驗 

Experience 

1. 剛好

滑開 IG

廣告，安

裝 app並

註冊 

並沒有被

投放到廣

告 

廣告上的商品並

不符合喜好、覺

得要註冊很麻

煩、對二手衣的

印象不好 

最近沒有購

買衣服的需

要 

最近沒錢可

以購買，害

怕不會操作

這個陌生的

平台 

推播廣告的時

機點可能不適

合逛網拍 

以前點過詐騙

廣告，不太信

任社交平台上

的連結 

2. 進入

主畫面瀏

覽，看到

喜歡的衣

服 

X 

發現衣物細節說

明不清楚，跳出

頁面 

已經有相似

的衣服了 

選擇困難 

沒有收納新

衣服的空間 

前幾天已經買

新衣服 

以前購買的二

手衣實物與照

片差很多，不

想要購買 

3. 確認

衣物細節

和存貨，

下訂單 

沒有留意

到購物車

內有未結

帳商品 

確認手續太麻

煩，下訂單流程

繁雜 

衣櫃有類似

商品 

二手衣會不

會品質不好 

發現太貴 

這個月花錢

花太兇 

上班/上學時

間不能下單 

回家後網路塞

車或沒時間確

認訂單 

購物不成功 

信用卡被盜刷

過 

不小心在上面

花太多錢 

4. 收到

衣服 

未收到到

貨通知 
X 

發現收到的

衣物和網頁

上有落差，

要求退貨 

因為受傷或

生病無法取

貨 

剛好寄送到家

/學校，但人

不在家/學校 
X 

表八、買家的微觀行為地圖 

 

 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雖然用戶在每個環節都有可能因為種種因素而脫離行動地圖，停止使用

我們的產品，但我們特別標起來的這兩點是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認為，買家在主畫面瀏覽衣服

時，若發現衣物細節說明不清楚，或是回想到曾經購買到不實物品的經驗，是最有可能讓買家停止

購買二手衣的關鍵。而其他的障礙則有部分因為較沒辦法從我們的平台上去著手干預措施，例如廣

告投放、信用卡的問題等，或是因為並不符合主要人物至的設定，如對二手衣的印象不好，因此不

會在本次報告範圍中討論。 



 是以，我們針對這上述兩個較關鍵的行為制定了干預措施。關於衣物標示不清的部分，我們統

一了衣物資訊的格式，並將其設為賣家必填項目，盡可能的消除買家的疑慮；而關於品質的部分，

我們則透過認證商家的方式進行把關，所有賣家一開始皆需要透過平台協助出貨，直到售出一定數

量（目前訂為 20 件）五星好評商品後，才可以申請轉換為自行出貨，確保平台上的賣家品質。 

ii. 賣家的微觀行為地圖 

 行動 
提示 

Cue 

反應 

Reaction 

評估 

Evaluation 

能力 

Ability 

時機 

Timing 

經驗 

Experience 

1. 剛好滑

開 IG 廣

告，安裝

app並註冊 

並沒有被

投放到廣

告 

覺得要註

冊很麻煩 

對衣物還有眷

戀，不想出售 

不知道該如何下

載與操作平台 

推播廣告的

時機點不對 

用過其他較難

用的平台，覺

得應該也會很

麻煩不想用 

2.拍攝想要

出售的衣

服，填上衣

物資訊後上

架 

找不到出

售衣物的

介面 

感覺要填

寫的資訊

很多，想

要放棄 

二手衣可以賺

到的錢太少，

不符合時間成

本 

沒有乾淨漂亮的

空間可作為拍攝

背景/對自己外表

不滿意但找不到

適合的 model  

工作忙碌，

難以撥空拍

照與填寫衣

物資訊 

以前用過類似

的平台上架

過，但是最後

沒有賣出去 

3. 確認出

貨單衣物細

節和存貨，

安排出貨 

沒有收到

買家的下

訂通知，

不知道要

出貨 

確認手續

太麻煩，

處理訂單

流程繁雜 

要花太多成本

效益去處理這

件事 

不熟悉物流管道 物流塞車要

出貨卻要排

很久的隊 

在上班或假

日無法寄貨

時間跳通知 

以前有寄錯東

西的經驗，這

次格外小心 

4. .確認買

家收貨情形 

不知道買

家已經收

到貨 

覺得很麻

煩還要確

定商品狀

況 

評估確認賣家

收穫情形以及

商品滿意度不

符合成本效益 

難以確認商品狀

態(到底是商品本

身有瑕疵，還是

被買家破壞) 

等待時間過

長 

之前常常會遇

到奧客亂退東

西，害怕下一

次的出貨 

表九、賣家的微觀行為地圖 

 

 經過討論後，我們認為賣家最有可能在「拍攝想要出售的衣服，填上衣物資訊後上架」和「確

認出貨單衣物細節和存貨，安排出貨」這兩個步驟遇到障礙。賣家有可能覺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包

含拍攝好看的商品照、填妥衣物資訊、上架、聯絡買家、安排出貨等，但是即使成功賣出，能賺到

的錢仍遠比不上花掉的時間成本，最終選擇放棄。 

 

 因此，我們的首要目標便是協助賣家將賣衣服的成本降到最低，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設計

了一個名為「平台出貨」的賣衣模式，賣家只需要將欲出售的衣物簡單的拍照，並將衣物透過各種

管道交給我們，我們平台便會代替賣家完成剩下的步驟，包括拍攝好看的商品照、填妥商品資訊、

與買家聯絡、出貨等，最大程度的省去了賣家的麻煩，成功售出後賣家仍能獲得一部分的利潤，如



此一來，賣家既省去了時間、清理了衣櫃，也賺到了錢，可謂一舉三得，希望能夠透過此種方式，

吸引更多賣家願意使用我們的平台出售衣物，一旦平台上待售的衣物種類和數量變多，相信也會吸

引更多樣化的消費者前來使用本平台，然後再吸引更多賣家…一步步的擴大平台的使用者數量，最

終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 

 

 除了上述提到的這些，我們也制定了額外的干預措施。例如我們希望建立起完整的使用者社

群，用來吸引並留住用戶，故我們平台製作了類似 IG的介面，讓使用者可以發圖文分享、交流穿

搭的心得。另外，我們也會用官方帳號的方式，傳遞關於環保的知識，以建立品牌形象和認同。希

望透過這些方式，補足我們未能特別制定干預措施的那些障礙，留住使用者。 

 

四、 設計發想結果呈現  

 

A. 文字故事描述行為改變前後差異 

i. Before： 

 對於大一生欣瑜來說，每周五放學後跟著同學一起到巨城逛街買衣服已成常態，看著櫥

窗裡的模特身上一套套前衛時髦的服飾，總會讓欣瑜心動不已，迫不及待想要穿在自己身上看

看合不合適，每當收到同學們的一陣陣好評，欣瑜總是會想要把這些衣服通通買回家，不過，

對於零用錢不多，且上周家教學生又請假的欣瑜來說，最近實在是沒有甚麼多餘的錢來添購新

衣服，猶豫了許久，才悻悻然地把衣服一套套的放回架上，並暗自提醒自己下個月發零用錢

時，一定要再來把這些衣服買回家。 

 至於已經出社會以久的怡婷，每天的行程只有在公司和住家間兩點一線的往返，假日也

都往往因為上班太累，宅在家補眠不太出門。有時候怡婷也會想擺脫數年如一日的上班制服，

穿點自己學生時期購買的其他的衣服出門，轉換一下心情，但想到自己的工作內容還是偏正

式，穿太過休閒似乎不太適合，便又打消念頭。怡婷也動過想要將這些衣服賣賣出去的想法，

畢竟塞在衣櫃內也頗占空間，但嘗試使用了幾款二手衣交易軟體後，發現賣衣服不僅要先繳一

筆服務費，還要拍照上架、填寫資訊、與買家聯絡、安排寄出等等，有時候甚至會遇到買家退

貨，令怡婷十分不滿意，體驗過幾次後就放棄了，那些沒辦法再穿的衣服也只能日復一日的繼

續囤積在衣櫃中，等待下一次被穿上。 

ii. After： 

 怡婷偶然在 IG上看到名為「RecyClothe衣一步捨」的新型二手衣交易平台，看到廣告封

面主打的「平台出貨」功能，感到很新奇的同時，仍不禁懷疑這些只是噱頭，實際操作起來會

跟經驗中一樣麻煩，但按耐不住好奇心的怡婷還是在無意間填寫完了註冊資料，發現實際操作

下來，不僅有詳細的操作指南，實際需要填寫的竟只有短短三項資料，送出申請的隔天，平台

也很快地到家裡把衣物收走了，覺得一切都很不實際的怡婷隨著忙碌的工作漸漸忘了此事… 

 果不其然家教學生又請假了，手頭越發緊的欣瑜這周又沒能把喜歡的衣服帶回家，令她

感到十分鬱悶，在大三室友學姊憶萱的推薦下，她註冊了一款二手衣交易平台，學姊說上面意

外的可以找到許多便宜但好看的衣服，而且品質也都不錯，有機會的話她也可以試試看。欣瑜

一開始是半信半疑的，直到她看到頁面上一件件便宜好看、衣況清楚的商品才驚覺自己過去實



在是花太多冤枉錢了，她很快的看中了幾件衣物，放入購物車，便完成了下訂，滿心期待衣物

寄到後，要馬上穿出去玩… 

 某個周五晚上，怡婷的帳戶突然跳出了入賬通知，才發現之前交由平台代為販賣的衣服

竟然都賣出去了，看著這筆意外之財，怡婷決定帶著那件她始終捨不得賣，跟大學閨密一起買

的 DressCode碎花小洋裝，去東部好好玩個三天，放自己個假。 

B. 漫畫圖呈現使用情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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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漫畫圖呈現使用情境故事 

C. 產品功能及操作方式細部描述 

i. 產品名稱：RecyClothe衣一步捨。英文名字是 Recycle跟 clothe的結合，表示衣物的重新利

用；而中文名字雙關表達原先依依不捨的衣服在本平台一步就可以捨去，呈現本產品對於賣衣

的方便性。 

 

ii. 首頁。用戶可以在此看到推薦的圖文、限時動態等社群內容，右上角也可以發文。 

 
4 背景圖源：https://xw.qq.com/cmsid/20210707a082o400?f=newdc、https://www.kindomliving.com.tw/?p=1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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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首頁雛形 

iii. 商品列表。有各種不同風格的商品，也可以透過上方的搜尋處找特定類別或風格，以及右上角

的篩選器挑選尺碼、價格以及新舊程度。 

   

圖七、商品列表頁面雛形 

iv. 商品資訊。點入某件商品後即會跳出該商品的詳細資訊。包括名稱、價格、賣家、簡介、衣

 
5 本產品主要使用圖源為：https://pixabay.com/、https://www.pexels.com/zh-tw/ 



況、尺寸等。 

 

圖八、商品資訊雛形 

v. 賣衣介紹。由於是新型態的賣衣模式，故透過此介面來統一的解說使用方式。包含理念、平台

將會作什麼以及收費方式 

   

圖九、賣衣理念、平台運作方式介紹頁面雛形 

 



vi. 賣衣介面---平台出貨。可以發現雖然有許多欄位，但真正設為必填的僅有一張方便我們平台

辨識的圖片、只有賣家才會知道的新舊程度以及希望平台透過何種渠道向賣家收取衣物。 

在必填的欄位旁我們都有安排一個小問號，點進去後可以看到這個欄位需要填寫的內容說明。 

 

 

 

 

圖十、平台出貨賣衣介面設計 

	  



vii. 賣衣介面---自行出貨。同前面所提到，若賣家成功以平台出貨方式賣出 20 件 5星好評衣，即

可解鎖自行出貨功能，雖然要填寫的資訊變多，但好處是不需要平台太多協助，因此可以分成

的利潤會更高。6 

 

圖十一、自行出貨賣衣介面設計 

 

五、 結語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互動設計產品的構思過程和成果展現，回頭看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為了降低快時

尚帶來的汙染，我們試圖透過將對新衣服的需求，透過設計良好的平台，改以二手衣物替代，並鼓勵人

們也將自己較少穿的衣服投入市場，創造循環經濟。 

 在過程中我們設立了幾個目標，例如我們在一開始希望我們的產品具有「化繁為簡、虛實整合、永

續經營」的特色，我們也就的確做出了一套簡易的售衣模式、將實體店面納入商業模式的規劃、最重要

的是也在社群裡強調了衣物資源浪費的嚴重性，並給予了衣物循環的可能。幾個干預行為也都有成功設

計進 App裡，例如我們將產品資訊設為必填以確保產品對於顧客的可視性、用平台出貨的方式直接避免

掉了許多賣家的障礙、利用自行出貨需解鎖的方式一定程度的確保了衣物的品質。 

 總的來說，我們經過了頻繁的討論、嘗試性的構思和 DECIDE此一完整的流程，設計出了這次的產

品，最終的成果也能夠呼應一開始設立的目標和問題，如果未來還有繼續改善的機會，我們認為本產品

對於「幫助賣家斷捨離」這個部分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好，將此步驟納入行為地圖，並制定一套干預措

施，甚至推出一個小功能，透過穿著頻率、衣況、購買價格、喜好程度等條件，幫助賣家篩選決定哪些

 
6 尺寸測量示意圖圖源：https://www.lativ.com.tw/Product/SizeReport?styleNo=56230&itemNo=56230011  



衣服其實可以賣了，相信更可以幫助我們的存貨中有更多不一樣的商品，也吸引更多人使用我們平台，

一起為環保做貢獻，永續經營我們的地球。 

六、 附錄 

 

A. 產品使用介紹影片 & Figma Demo 

https://youtu.be/Y2u3mJYv9wk 

https://reurl.cc/RrD1M9 

 

B. 每周會議紀錄 

W9: https://reurl.cc/2Z3g9O 

W10: https://reurl.cc/6ZklmO 

W11: https://reurl.cc/o1XdMj 

W12: https://reurl.cc/DyD62R 

W13: https://reurl.cc/3omLn8 

產品功能討論: https://reurl.cc/OADqKr 

期末 PowerPoint: https://reurl.cc/rDWVWO 

 

C. 參考資料 

https://www.storyboardthat.com/  (storyboard) 

https://www.figma.com/?fuid= (figma) 

https://pixabay.com/ (圖庫) 

https://www.pexels.com/zh-tw/ (圖庫) 

 https://reurl.cc/7DX2Nd (以下皆為 desk research) 

https://reurl.cc/anrlg4 

https://articles.zkiz.com/?rbid=40311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21/03/30/second-hand-online-shop/ 

https://udn.com/news/story/7241/5674254 

https://news.ebc.net.tw/news/living/151264 

	  



七、 組員札記  

 

Ø 107000124 魏崇軒 

 

 當初會選這一堂課是因為創新創業學分學程學分要求，加上自己去實習後發覺其實生活中處處

都需要互動設計的概念以及學習，才選擇修習這一堂課。 

 

 上了一個學期後，我覺得有學到一些東西，例如有些按鍵配置複雜化才能防治錯誤；有一些配

置卻要很就手才能方便操作等。但我覺得其實書本後面沒有上到的關於商業部分的互動設計其實更

為重要，第一個原因是大家最終都需要出社會，因此在大學的課程裡面如果能與未來職場接軌我覺

得會是很好的一件事，而且我觀察到許多同學其實對職場的了解幾乎等於 0，對未來的道路更是十

分迷惘。如果能利用大學的課程來倒入職場一些經驗或者需要的技能會更好。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互

動設計在公司是蠻重要的課題，如果是身為專案主導者或者是產品經理特別為重，或許可能是現在

實習這個位置我發現了互動設計的重要，但關於商業部分卻無法從老師的內容中獲得更多，著實可

惜。 

 

 最後是上課內容，其實相信大家都能感覺到老師每次上課前都準備很多教材想分享給大家，但

如果是我來上課我希望能聽到更多的是關於老師經驗的分享或者是老師消化這些內容過後精粹下來

的內容，因此希望之後如果有幸在上到老師的課程能收獲更多。 

 

 最後，除了要感謝老師外也要謝謝助教，擔任這堂課的助教真的很厲害，也相信助教自己在這

門可也學到很多，加上自己常常要請假公出，每次都麻煩助教很不好意思，因此想在這邊也順道感

謝助教。 

 

 這學期很榮幸能修到這門課，希望能將課程中學到的知識帶入社會，為台灣貢獻一分心力。 

	  



Ø 107095026 倪郁婷 

 

組員工作分配： 

王彥婷：組長、ppt統整 

郭宥成：書面報告統整、課後討論紀錄 

黃琦：Figma介面設計 

倪郁婷：Figma介面設計 

林品嫺：Figma介面設計、storyboard 

魏崇軒：使用者訪談、文獻探討 

 

 其實我們有些地方可能沒有太明確的分工，我覺得大致上每個人每個部分都有沾到一點，只是

主要佔比不太一樣。也因為這樣所以我覺得我們組在報告過程中大家對於報告內容的脈絡都蠻清楚

的，後期也都蠻互相幫忙的，常常從九點十點討論到半夜。 

 

 就我個人在整個小組作業的過程中覺得最讓我捆擾的比較是寫課後練習的 workbook，常常花

很多時間去釐清我們要填的表格的意思(雖然是中文但感覺就是有看沒有懂)，有時候其實我並不是

很能馬上理解，會有點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失去耐心。最後進入到產品雛形的設計其實時間比我想像

的趕。 

 

 整個討論過程我最喜歡的地方應該是創意發想的時候，組長用 google jamboard的便利貼功能

讓大家把自己對產品的想像貼上去，我以前從來沒用過這種方式，我覺得效果還不錯，能讓大家的

想法真的互相激盪，而且我感覺因為這個便利貼匿名的特性，大家會比較敢丟出想法，不然有時候

都會擔心自己是不是要在腦中把這個想法想到 100分才能講出來。 

 

 我也因為這次的期末作業才對 Figma更熟悉，黃琦在介面設計上也丟了好多好實用的素材跟網

站給大家參考，幫助我們在短時間趕快把介面弄出來。 

 

 最後，我覺得很幸運可以跟這 5個人一組，從一開始我們決定要換題目，換成跟 SDGs有關的

題目時，原本是因為不想跟別組撞題，而且搞不好可以拿去比賽，沒想到大家也都說好。從一開始

就可以默默感覺到組內的氣氛是積極的，大家都蠻有向心力。雖然這只是一門通識課，但可以感覺

到所有人都是很認真在對待這個報告，沒有一個人是抱著混通識學分的心態。最後的產品雛型出來

時也是花了時間所有人一個一個功能看，一個一個討論有沒有解決到問題，功能有沒有跟當初的干

預措施扣合到。最後得到第一名時，真的想跟組員們說聲「謝謝你們，辛苦了!」 

	  



Ø 107590005 林品嫺 

 

 在本次課程的分組中，我非常幸運能夠遇到這次的小組組員，每個人都積極向上且各有長處：

組長彥婷善於領導大家，是討論進度的重要推手，讓我們能夠有效率的完成當周的待辦事項，且負

責口頭報告的簡報；黃琦擅長尋找外部資源，讓我們在發想時不需憑空想像，可以在擁有更多資訊

及創意的情況下找出適合的內容，並且和我還有郁婷一同設計產品 UI；宥成則包辦了組裡的紀錄

以及書面內容彙整，詳細且有系統的的紀錄讓我們不會遺漏掉重要的細節；郁婷心思細膩，對於需

要解決的問題向來能進行詳盡的分析，並找出適合的解決辦法，同時也是 Figma prototype的大功

臣；崇軒能以不一樣的角度看待問題，經常能發現大家沒注意到的盲點，並且為我們的報告蒐集了

許多背景資料。 

 

 而我認為自己在組內的定位為部分的 creative thinker和部分的 designer，由於自身對於快

時尚相關議題有深刻的經驗及體悟，我較能站在目標客群的觀點思考，因此在發想設計的階段多半

是提供點子或是自身經驗讓大家做為參考。而在實作階段由於擅長的領域和設計相關，因此我負責

了 story board的製作以及和黃琦、郁婷一同設計最後的產品原型。 

 

 在過程中我們這組遇到的問題不算太多，通常大家集思廣益便能很快想到解決辦法，較有印象

的只有在「平台出貨」與「自行出貨」的功能設計上卡關較久。我們在設計出雛形後找出可能遇到

的問題，反覆溝通後修改，最後形成課堂中呈現的樣子。 

 

 儘管這個作業僅花費半個學期的時間製作，沒辦法像市場中已發展成熟的產品一樣完善，然而

透過大家的努力依然呈現了令人滿意的成果，我們也在這次的課程中學習到如何觀察他人並且設計

出解決他人問題的辦法，對我而言獲益良多。 

	  



Ø 108000208 王彥婷 

 

 一開始分工時擔任組長一職，不過好像每週於在堂中報告進度外，也沒有多做什麼事情。除了

課堂老師安排的討論時間外，我們也會額外利用週末晚上的時間繼續討論並完成 workbook的內

容，討論的過程中，每個人都非常積極地講述自己的想法與經驗，氣氛十分熱絡。在期末報告中我

主要負責將 workbook的討論內容整理成報告用的投影片，並負責中間訪談與人物誌的報告。 

 

  因為我們這組的人數比較多，加上大家都很有想法且積極參與，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統整大家

的意見，像是在討論最後 app想要呈現的功能的時候，大家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趣的點子，許多不同

功能想要嘗試看看，後來我們透過設計思考的技巧將所有人的想法用便利貼一次呈現出來，最後以

一人多票的方式決定最終方案。另外我們在確定主題後，發現這個主題若要完整的呈現，需要同時

考慮買家與賣家兩邊的行為，若只考慮其中一方，則交易平台將無法經營下去，因此 workbook中

後面幾個部分像是行動分析與干預的方式需要完成兩份分析。 

 

  在這次的作業中，除了學習到了互動設計、行為設計的概念與流程，也因為我本身其實沒有那

麼注重穿搭，過去並不大關注衣物資源浪費的議題，因此學習到很多，過程中，除了二手衣交易平

台，我對於過程中所查詢到了其他有趣的概念（像是膠囊衣櫥之類的）。另外在聆聽其他組報告的

過程中也能看見大家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痛點以及各種不同的解決這些痛點的方式，尤其是有些組別

除了 app的設計，也設計了其他實體的 prototype（像是錢包、蘑菇燈之類的），也許是因為就讀

資工系的關係，我常常忘記有些事情除了 app或網頁還可以搭配其他解決方式，未來在發想其他議

題的解決方案的時候，我會更加注意不要將自己陷入軟體的框架之中。 

 

  而對於作業方式的建議，我認為最後 workbook的簡報對於小組討論蠻有幫助的，希望能夠將

之前課堂討論的部分整合到同一份簡報之中，可以更容易整理期末報告的內容。最後也感謝老師、

助教、以及第七組的組員們，讓這次的作業可以順利完成。 

	  



Ø 108033124 郭宥成 

 

 在本次報告中我主要負責訪綱的設計和書面報告的撰寫，正好如同一開始分配到的文字相關工

作，雖然工作量不少，不過做得也還算是順手且心平氣和！雖然大家都有自己負責的領域，但我認

為在這次的分組報告中，組員熱烈參與討論、互相幫助的情況非常踴躍，大家都很認真負責的想要

讓這份報告更加完整，我認為是我們組最終能夠脫穎而出，拿到報告第一名的關鍵，非常感謝這次

組員們的合作。 

 

 其實我們過程中遇到蠻多問題，包含一開始我們因為跟其他組撞題只好換題目，還有討論到後

期發現在前期就有一些方向上的錯誤，導致要重新開始，到後來因為大家其實在許多時候對於目

標、產品、或是討論題目的理解不同，有時候較難以統整出結論，每周討論動輒就要花上 3、4小

時，不過幸好大家人都很好，很願意投入時間精力在這次報告上面，我覺得可以歸功於一開始每周

隨機抽組員的安排，因為彼此在前幾周有稍微討論過，就比較知道哪些人的討論方式可能跟自己比

較合得來，最終分組時就不太會有雷隊友的情況發生，我覺得很幸運！ 

 

 在這次的報告中，我覺得收穫最多的是透過行動地圖和 CREATE流程制定干預措施的部分，因

為是自己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覺得這是一套很完整的分析系統，未來在處理類似問題時一定能派上

用場！ 

 

 至於作業方式，會覺得在第 13周發放的最終 Workbook應該可以在分組報告前期就發下來，我

們可以提前了解整個脈絡，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一開始抓不到重點，導致後來需要回頭檢視修正，

總之我認為這次報告讓我能夠有機會別於以往，從功能取向的角度去檢視產品設計，而是以一個更

貼近使用者，更了解行為背後動機的角度去檢視，十分有趣！感謝老師、助教這學期的指導，我收

穫良多！ 

	  



Ø 108191004 黃琦 

n 作業過程與組員工作分配 

 我覺得老師在前期會讓大家隨機分組討論有助於我們了解未來組員，讓我們依照討論時每個人

的特質去找尋理想的團隊成員，例如我發現王彥婷上課時會很認真寫筆記，林品嫺善於傾聽別人講

話且也會界面設計，等等，這也是我決定找他們一組的契機，希望團隊成員有不同的專長能各司其

職。 

 組員分工上，除了每個人都會在開會時參與討論、分別訪談身邊的人、一起完成作業的每個區

塊之外，在個人分工上，王彥婷負責組長、ptt 排版及適時筆記；郭宥成負責訪綱、討論筆記、書

面報告整理；魏崇軒負責文獻整理，我與倪郁婷、林品嫺一起完成 APP prototype 所有流程的設

計，包括操作邏輯、線框稿、顏色與 icon 設計、頁面設計。 

 在作業的過程中，我們小組的氣氛良好，都會在固定時間開會，雖然一開始分組完難免小尷

尬，但到後期大家討論的氣氛都頗熱烈，每個人應該要完成的部分也都會很準時甚至是提早交上

來，這樣也督促了我要趕快完成作業，不要拖累小組進度。 

 

n 我們遇到的問題與解決方式 

 我們組在第一次開會討論時原本決定要做時間管理相關的題目，但是在下星期上課得知與其他

組撞題，於是緊急討論是否要更換，討論的過程中，我提出現在永續的題目似乎滿夯，也是當今備

受討論的議題，而在大家都同意後，便有人提議做二手衣相關的主題似乎不錯，除了組員對時尚與

購衣產業有基本了解外，衣服也是日常生活中很常碰到的，因此或許對訪談與行為設計方面也是有

助於這次的期末作業。 

 另外一個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在討論中常常會不知道每個禮拜作業的某部分該怎麼寫，這時候

有組員就會趕快查找老師給的 PPT，看看有什麼參考的內容；回憶上課的過程，回想老師有提示什

麼重點；甚至是上網查資料，查查看網路上普遍是怎麼解釋這些理論的，而最後我們幾乎都能順利

在上課前完成當週作業。 

 

n 從這份作業學到什麼 

 我學到如何跟不同領域專長的人合作，了解不同科系的人都有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與人格特

質，並且去相信團隊的成員都可以把分配到的事情做好，例如倪郁婷他很擅長傾聽和了解別人的需

要，當我和他一起製作 APP的 prototype時，會打電話與我溝通，讓我在共事的過程是愉快的。而

王彥婷也因為她認真上課的原因，常常會幫我們解惑或提醒我們一些事情，是一個讓人放心的組

長。另外是郭宥成，他對於分析事情是有條理且言之有物的，在最後的書面報告也是由他來統整。 

另外，這份作業也讓我對行為設計有更多的了解，並且透過老師及書本介紹的方法與工具，可以更

有邏輯的幫助設計者去了解使用者，例如行為改變藍圖、人物誌、微觀行為地圖，及 story board 

等等，因為身為一名學生設計師，常常都只透過自己的角度去設計產品，若是善加應用這些工具的

指標，會很好的幫助我釐清如何更有效的做設計。 

  

n 對於作業方式的建議 

 有時候一個禮拜要寫的東西很多，希望老師給的指示再明確一點，可以了解可能是因為參考書

籍的新版本，有些部分還不熟悉，但這會常常使我們感到困惑。 

 希望老師在每次上課可以多檢討大家寫的作業內容，因為每組可能會有寫錯的地方，導致後續

的討論接續錯誤，我曉得老師每次上課都因為時間壓力可能會壓縮課堂小發表的時間，但這部分是

希望老師再去善加調配上課重點部分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