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比賽

德蘭中學 -初中組
參加編號 : 2052310291

劉思琦 梁茵茵 帥婕 王安琪 王卓蕊

虛擬 e(衣)世界

 



目錄

1.引言
2. 設計簡介
3. 研究起點：生活觀察

9.科技應用
10.方案優點
11.未來預期展望 
12.小組限制消費問題

4.背景資料 - 二手資料
5.問卷調查結果及總結
6.意念構想
7.設計簡介
8.構想方案目標 

12.小組限制
13.總結
14.組員感想及反思
15.参考資料



引言
可持續消費 -- 為「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的質
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至最少，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
的廢物和污染物也减至最少，從而不危及到以後的需求」。

我們的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關，但日常生活有太多浪費和污染，尤其近代工業化的活動我們的生活與大自然息息相關，但日常生活有太多浪費和污染，尤其近代工業化的活動
導致了環境的污染和生態系統的破壞。

經過小組組員觀察發現家中總是有很多相同類型的衣服，還有一些衣服花了很多錢卻並

沒什麼機會，總有很多閒置舊衣，出現這些問題時大部分人們解決的方法都是 ------

丟掉。所以經過幾輪的討論過後我們決定要做一個可以幫助大家解決這些問題的應用
程式，還有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應用程式讓港人瞭解香港衣服帶來的污染。



製作這個手機應用程式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從可以根源上解決消費行為的

問題 ---- 人們買太多衣服。

設計簡介

這個應用程式希望可以配合AI人工智能及虛擬實景技術，最重要的功能是協助使用

者整理及搭配衣服，這也是我們應用程式名字「虛擬 e（衣）世界」的

來源。

程式不但可以幫使用者搭配衣服，把一件衣服建議多種搭配，更有提示功能，

透過提高人們衣物浪費的意識，減少買衣服的數量。



研究起點：生活觀察衣物浪費問題

重覆購買 : 總是忘記家中已經有同一類
型的衣服

多餘衣物 : 有很多花費大量金錢買回家
的衣服因為放置過時不想再穿

疏於整理 : 家中總是有很多沒空間整理
的閒置舊衣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背景資料 - 服裝產業環境破壞
服裝產業列為全球第二大污染產業，僅次於石
化工業。華麗的服装背後需要大量的成本，例
如： 1公斤的棉花，耗費多達 2萬公升的水。每
製作一件衣服，從染色到最後處理，可能用到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多達8000種的化學物質。

除外，中國是世界上河流污染最嚴重的地

方之一，在中國有 70%的河流，湖泊和水庫受
到各種污染物的污染。而這些污染物大部分都
來著沿著河而建的工廠，這些工廠大多數都是
服裝產業、計算機製造廠等工廠。



背景資料 - 衣物製作過程

污染物產出



背景資料 – 速食時裝
速食時裝是指從設計、生產，到上架發售，各步驟均以超高速進行，一般不

到半年。一些品牌大約兩個星期便會轉換一次，有一些分店甚至天天入新貨

。例如有一些牌子，設計師幾乎每日發表新的設計，每星期推出新款。貨品

上架只需要7至30日便可以下架，為了符合消費者的心意，時裝店會最多一上架只需要7至30日便可以下架，為了符合消費者的心意，時裝店會最多一

星期換兩次衣服。這樣導致了四個問題：

1過度消費和浪費

2服裝工廠工人過於勞累

3環境和生態污染嚴重

4危害人類的身體健康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綠色和平指出香港人每年棄置 11萬
噸紡織物，相等於每分鐘拋棄約 
1400件T-shirt，足以鋪滿25000個

背景資料 – 速食時裝 高棄置率
低回收率

，
香港大球場。綠色和平調查香港過去
10年紡織物丟棄量，平均每年產出
約 10萬噸，雖無明顯增幅，惟本港
過去數年的衣物回收率更是連年下跌
至 3.9%，較日本和歐美低至少 3倍。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問卷調查結果 (1)
我們希望可以了解現在香港人家中衣服的狀況及了解他們對衣服購買
及棄置的習慣。於是做了一個問卷调查，此問卷收集了 133人的意見，當中接

近一半受訪者的年齡都在 36-50歲之間。



問卷調查結果 (2)



問卷調查結果 (3)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購買及消費模式 :
經過問卷調查，我們得出三個結論：

1. 購衣原因：
大部分人購買衣服的原因都是之前的衣服不合身或者工作需要，但也有很多人是
為了追逐潮流，亦有約 20%受訪者表示忘記已有類似衣服。

2. 香港衣物浪費問題
所有受訪者中有六成的受訪者並不知道香港衣物浪費的情況 。

3. 舊衣處理：
大部分受訪者過了一年或兩年就會捐贈或者用其他方法處理舊衣服然後去購買新
衣服；他們會扔掉舊衣服是因為衣服的款式過久所以才會捐贈或者送給好友 

1. 協助整理 

2. 提升意識 

3. 建議改造



意念構想



設計 1.0 

AR顯示
全身人
像，方
便搭配



 

 

 

從問卷結論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式，希望從根源上解決消費行為問題 。

目標： 

1. 協助整理

設計意念構想 2.0 

1. 協助整理 
2. 提升意識 
3. 建議改造

程式不但可以幫使用者搭配衣服，把一件衣服建議多種搭配，更有提示功能，

透過提高人們衣物浪費的意識，減少買衣服的數量。



 

七種功能簡介

功能一 : 
點算家中衣物數量

功能三 : 
智能 e物配搭

功能二 : 
利用電子衣櫃記錄
及顯示家中衣物

短片介紹 
https://youtu.be/YNciDlnIF7c

功能六 : 
升級再造 e物教學

功能四 : 
減碳 e物達人知識庫

智能 e物配搭

功能五 : 
C story用戶 e物心得交流

及顯示家中衣物

功能七 : 
提示功能



設計簡介 -功能１
點算家中衣物數量

每次當用戶打開設計程式，就會看到，
主頁顯示衣櫃的衣物數量。

目的：
可以每次提醒用戶反省自己是否已有
太多衣服，從而減少購買。



設計簡介 -功能２
利用電子衣櫃記錄及顯示家中衣物

可進入相機的
版面，讓用戶
替衣物拍照，
並儲存在手機
資料庫內。

按下我的衣櫃
，可進入分類
的版面，用戶
可按照自己的
喜好分類。

目的： 
1. 協助用戶透過分類來整理衣物 
2. 方便用戶利用程式作衣物配搭



按下「智能 e物配搭」 ,
可以建議多種不同衣
物配搭。

按照用戶已輸入的個人衣

設計簡介 -功能３ 智能 e物配搭

物資料，讓用戶在程式作
配搭（我們亦希望此功能
可以加入 AI人工智能或實
境科技協助用戶作出衣物
配搭建議）。

目的： 
1. 用戶可以透過善用「一衣多配」的原則來減少多餘購買。 
2. 透過程式配搭可為用戶帶來方便。



設計簡介 -功能４ 減碳 e物達人知識庫

「編者按 :因
涉及版權問
題,原有插圖
已被刪除。」

「編者按:因

按下衣物知識教學，
可認識關於衣物的知
識，例如衣物製作過
程的污染問題，或衣
物運送過程的碳排放
等知識。

目的：透過增加用戶有關衣物浪費的知識
提升意識，慢慢改變消費行為。

「編者按:因
涉及版權問
題,原有插圖
已被刪除。」

「編者按 :因
涉及版權問
題,原有插圖
已被刪除。」



設計簡介 -功能５ C story 用戶 e物心得交流

目的：
鼓勵用戶「一衣多配」來減少多餘購買。

按下 c story，可觀
看其他用戶的衣著
配搭心得，透過交
流學習一衣多用。



設計簡介 -功能６ 升級再造 e物教學

「編者按 :因涉及
版權問題 ,原有插
圖已被刪除。」

按下衣物改造教學
，可進入介紹衣物
質料的版面。用戶
可根據想丟棄的衣
物質料，決定最適
合的改造方法。

目的：教用戶透過重用衣物減少資源浪費。
教學會根據用戶想掉棄的衣物質料來選擇改造方法。



把手機應用程式下載後，會進入問

卷版面，用戶須要填寫基本資料，

包括平日購買衣服的時間段和地

下載後先填寫問卷

包括平日購買衣服的時間段和地

點。

以便應用程序根據用戶填寫的購衣
時間、地點等設定提示「減少購買
」功能。



設計簡介 -功能７ 提示功能

根據用戶登記程式時所輸入的資料，程
式會透過用戶手機的ＧＰＳ系統，偵測
到用戶在經常購衣的地點或時間時，就
會發出提示提醒用戶，並配以關於衣物
浪費的小知識，藉以減少衝動消費。



構想方案目標 

1. Reduce: 减少香港衣物浪費情况 

2. Review: 更多人知道香港衣物浪費情况，2. Review: 更多人知道香港衣物浪費情况，

並出力參與可持續消費 

3.    Redesign: 有效地增加衣物配搭 

4. Reuse: 希望讓閒置的舊衣可以再用



方案優點 
1. 減小重覆購買類似款式的衣物。 
2.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用戶在想購物時可立即檢視自己的

衣櫃。衣櫃。 
3. 提升人對衣物浪費問題的意識 (衣物與碳排放量 )。 
4. 衣物共享，以物換物，減少浪費。 
5. 提升人的創造力，以衣物升級再造，延長衣物壽命。 
6. 提醒人檢討現時消費模式。



科技應用 
● 手機應用程式編寫 
● 雲端數據儲存庫● 雲端數據儲存庫 
● GPS定位

構想中應用的科技還有： 
● AI人工智能技術 
● AR實境科技



用戶訪問 
https://youtu.be/glMYV3RVfVA

編者按：
因涉及版權問題，
原有插圖已被刪除。

建議： 
1. 增設衣物捐贈地點資料庫
2. 按照不同身型提出配搭建議



理想構思的技術使用

透過科技來幫消費者們整理他們的衣物，讓他們了解家中有什麼衣

物，避免多餘購買或衝動購買。

在第一次構想方案中 我們希望透過運用 AI和AR的技術來改變消費在第一次構想方案中，我們希望透過運用 AI和AR的技術來改變消費
者浪費衣物的問題。

AI人工智能可以透過分析消費者的消費及衣著習慣，給用戶提出可
取的衣物配搭建議。另外， AR技術能協助製造一個實景的程式，有
助用戶方便以電子衣櫃配搭，不會輕易因為忘記自己已有的衣物而
重覆購買。



小組限制

1. 第一次寫手機應用程式，以我們現在的能力只能暫時
製作出一個我們理想中的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原型 
(Prototype)，比較難做到非常細緻和完美。

2. 手機應用程式平台的限制，有一些我們理想中的功能
這個平台無法實現，所以我們盡量把我們能做到的功能
都做了出來。



公眾意識低

最後，我們明白到普遍公眾對香港浪費衣服問題
意識低，關注以及落力改善的只有少部分人，而意識低，關注以及落力改善的只有少部分人，而
且香港要購買衣服實在太容易，所以我們認為改
善購物習慣，應該由教育開始，故此我們由自己
做起，希望透過方案提醒自己身邊周圍的人不要
浪費衣物，由此擴散减少衣物浪費的意識。



對社會各方期望
對於可持續消費的問題不單是消費者既責還有以下這三方的問題 

1. 政府：我們希望政府可以重視香港衣服浪費的問題，加强教育，
做出實際的行動，提升大眾意識 

2. 消費者：在購買衣服前思考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有需要，僅記家裡
是不是有相似的衣服 

3. 時裝品牌：有一些速食時裝品牌已經意識到行業造成了嚴重的衣
物浪費，所以我們希望其他品牌也可以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造成生
態災難的情况，承擔起企業社會道德責任。



總結

香港衣物浪費問題日趨嚴重，近年各個堆填區也快將飽和，在速食

時裝品牌積極減價及換新款促銷的情況下，就個人方面我們也須要

意識問題嚴重性 並努力去改善浪費問題。意識問題嚴重性，並努力去改善浪費問題。

希望我們的方案能幫助人們有效管理家中衣物，減少購買之餘，又

提升大眾對這浪費問題的意識，去實行源頭減廢。



組員感想及反思

經過今次構思這個 [虛擬 e世界 ]app，學會了有很多香港人浪費衣物的問題，浪費衣
物不但造成空氣污染，還會造成空間不足。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珍惜衣物，不要因為
不合身棄掉，不要因為追不上潮流就棄掉，我們可以用一些不穿的衣物做一些小飾
物和有用的資源 令到衣物浪費的情況大大減少。 ----思物和有用的資源，令到衣物浪費的情況大大減少。 ----思
琦

透過這次設計虛擬 e世界這個應用程式讓我詳細的瞭解了香港現在因為衣服帶來的

污染，如何處理閒置舊衣服，也知道了其實我們丟棄的衣服也可以帶來很大的污染

。曾經的我們也因為沒有意識到衣服污染的嚴重性，我希望以後自己還有身邊的人

都可以瞭解到衣服污染的傷害，減少衣服帶來的污染。 --------婕



透過這次的設計方案，讓我瞭解到香港浪費的問題。一開始我只是認為浪費衣物
是一個非常小的問題，但到後來就發現衣物的問題日漸嚴重，甚至牽連成環境污
染嘅問題。所以讓我知道了浪費衣物的嚴重性，也讓我反省到我們不應該常常購
買新的衣物。設計完虛擬 e世界的 app，你又可以更充分地管理自己的衣物，也
可以把殘舊的衣物，變成小飾物，從而避免浪費衣物的情況日漸嚴重。

----茵茵

透過這次的設計方案，讓我了解到香港浪費衣物的問題。在一開始做設計方案之
前我對香港浪費衣物的問題也是一知半解，做完這個設計方案之後我對香港浪費
衣物的問題有了很大的了解。我們購買衣物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家裡有沒有相似的
衣服，在購買的時候也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這件衣服才決定夠不夠買。
我們要定期整理衣櫃或者放置衣物的地方，這樣我們會清晰家裡都有什麼衣物，
也不會購買一些已有的類似的衣物。 ----安琪



透過這一次的比賽我學到了很多知識，這個比賽讓我認識到香港浪費衣物

的情況。也讓我知道如何運用 AI和 VR等科技技術，去解決消費者浪費的問

題。我作為消費者應該要節約和環保，我們可以利用破舊和不穿的衣服來

做小飾物或者其他的物品。最後我們作為消費者也要想一下我們購物時這做小飾物或者其他的物品。最後我們作為消費者也要想一下我們購物時這

件衣物是不是我們真的需要和想穿的衣物。 ----卓蕊



參考資料
引言:www.greenpeace.org/hk/press/releases/toxics/2015/11/buy-nothing-day/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277363/寒冬-未剪牌大褸當垃圾-港人大浪費-200件簇新衣物被棄街頭

污染：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3104 

https://hk.mobi.yahoo.com/news/港故mini：大量新淨靚衫被棄垃圾站 %E3%80%80熱心市民搶救-
03191086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EuURqaPlKE0:04 / 4:1時尚之毒 - 全球服裝品牌的中國水污染調查 

https://youtu.be/dkvYBWox-c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3104華麗櫥窗背後的醜陋真相：你不可不知的「時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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