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APA  品牌與商品介紹 



 
 S.PAPA品牌命名 

建立聰明、健康、活潑的關係。 



S.papa 核心目標為增進0-18歲中各個成長過程中

孩子的福祉。用聰明的方法與父母一起參與孩子

的成長，並且在成長的過程中一起發展孩子與同

儕，孩子與社會健康良好的關係。 

其中三個重要的精神指標是「健康」、「聰

明」 、「活潑」。 

核心目標與精神象徵 



品牌精神視覺化 

健康 活潑 聰明 

以 S.papa 的三個精神指標 ( Healthy, Smart, Vibrant ) 作為發

想，我們透過角色化的方式賦予品牌的精神象徵生命，除了展

現品牌精神，也加深品牌與家長、家長與孩童間的情感連結。 



精神象徵意象 



VIBRANT 

活潑的意象來自於跳躍，與電波能量的震盪，我們希望 

S.papa的品牌充滿活力與年輕的吸引力，活潑的特質更強

調團隊合作，同儕之間的正面能量與溝通相處。 

精神象徵意象 



「聰明」的精神象徵由6個頂點的正八面體構成，造型靈感

來自於傳遞資訊的神經元細胞，除了象徵孩子在學習表現 

與知智發展的成長領域，更象徵S.papa品牌企圖透過網路、

人工智能等智慧化商品服務，來改善人與人的聯繫。 

SMART 

精神象徵意象 



商品與包裝概念圖 

第一款的商品研發，我們著重在如何用更智慧的商品，數

據的回饋支援來讓父母哺育新生兒的過程更「smart」，

減輕親職的負擔。 



企業用品形象 



商用名片識別 



S.PAPA新品上市 

機能防護兒童雨衣 



S.PAPA    I P商品開發方向 



0-6歲 6-12歲 12-18歲 

 

- 滿足孩童的好奇心 
 

- 建立賞罰機制辨別是非 
 

- 給予孩子足夠的信任 

- 和諧的家長關係 - 藉由傾聽互動減少親子距離 

- 關心孩童在校交友狀況 

- 鼓勵孩子獨立思考 

- 了解自己、培養自信 

孩子成長發展階段重點整理 



「遊戲生活化」、「生活遊戲化」、「做中學」、「學中做」、「遊戲中學 

習」都是幼兒教育中樂趣化教學的目的。幼兒教育之父福祿貝爾認為幼兒階

段在遊戲中，幼兒可透過音樂和玩具學習各種生活知識，讓幼兒學習自我與

團體間的互動，並且整合感官、認知、語言和社會行為等技巧。 

孩童學習與遊戲生活化 



玩具市場的趨勢與成長 

2011-2017年中國玩具出口額及增長率變化（單位：億美元，%）  
 

隨著新生代父母的教育提升，有著較高的經濟能力，更加重視孩子在運動 、學

習以及遊戲中能提升體力， 激發潛能，增進社會適應力。反映在市場上，近年

玩具相關的銷售量及出口量也大幅提升。 

2018年中國父母年齡與消費情況 



在2019網路平台上在孩童的玩具及益智類別大幅成長許多，隨著時代變遷現在

對孩童的教育更重於他們天生的感官知覺，藉由動手能力及實際生活相關的場

景化透過遊玩達到教育的目的。 

電商平台玩具購買比例成長 



- 智慧生活活潑學習健康成長 

- 成本低( 金錢/時間) 

- 有市場性 

開發訴求 

- 益智與生活化玩具 

- 生活用品與文具 

- 企業禮贈品( B2B ) 

- 員工福利禮品 

- 聯名商品(兒福聯盟) 

開發方向 

衣 

食 

住 

行 

育 

樂 

S.PAPA 

在健康、聰明、活潑的核心價值與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育樂範圍中，尋找可開發的產品品項。 

產品發展訴求與方向 

趣味學習

聰明移動

溫馨居家

互動遊玩 



S.PAPA  開發商品列舉 



A. 趣味學習 
可愛具有巧思的文具與用品，增添孩童學

習生活的趣味與動機。 



用手機APP連動親子教育孩童儲

蓄觀念。 
將孩童使用的安全地墊變成的軌道使孩童

發揮想像力組合自己的小城市。 

A. 趣味學習 

使用玩偶教育孩子同理心，及搭配

擴增實境利用影像加入劇情，增加

孩童的記憶。 



A. 趣味學習 

學校用品 學科技能 生活技能 

 

- 筆 
 

- 體育 
 

- 口語表達 

- 紙膠帶 - 舞蹈 - 時間觀念 

- 筆記本 - 美術 - 儲蓄觀念 

- 橡皮擦 - 數理/自然 - 穿衣訓練 

- 水壺 - 音樂 - 空間感/立體概念 

- 便當袋 - 同理心 

- 情緒 

- 身體器官 



造型趣味的證件套與繽紛有設計感的

配件，走在路上也能成為目光焦點。 

可別在書包上的吊飾，除了造型可愛，也

有哨子與發光的功能，並加上GPS導航，

讓孩子在上下學的路上安全加分。 

B. 聰明移動 



鏡子上增加對話框功能，在每日出門前照

一下鏡子的同時也是與家人關懷彼此的方

式，成為青少年與家長之間的橋樑之一。 

擁有聯絡功能的智慧手環，方便孩童在上

學期間與家長聯繫，避免過多使用手機的

狀況。 

有識別功能的貼紙，可當作在擋風玻璃上

的電話號碼牌，或是書包上的姓名貼。 

B. 聰明移動 



B. 聰明移動 

- 夜光雨具 

- 便攜不易弄丟的口罩 

- 快速使用的證件套 

- 辨識貼紙 

低科技巧思 

- 安全吊飾 

- 兒童智能手錶 

- 對話鏡 

智慧裝置 



利用發光和色彩吸引孩童

遊玩認識昆蟲及動植物。 

家長的衣服上加入感光元素，藉由

孩童按壓的動作可產生衣服上的光

線變化，穿上此衣服的家長成為幼

童最直接的遊玩對象。 

漱口杯有感溫油墨，牙刷刷毛在使用

一定時間後會提醒更換，手把有彈性

分散力量，使用起來更加方便。 

C. 溫馨居家 



使用柔軟親膚的材質運用在家飾品與生活

用品上，帶來溫馨的居家氛圍。 C. 溫馨居家 



C. 溫馨居家 

- 親子感光衣 

- 發光辨色玩具 

- 感溫漱口杯 

- 感應力道牙刷 

科技居家 

- 懶骨頭 

- 毛毯/披肩 

- 地毯 

- 按摩拖鞋 

- 睡衣/居家服 

- 棉被/枕頭 

- 毛巾 

品質居家 



在青少年時期喜愛打鬧的孩子，可藉由組隊參與槍戰活動，滿足

所需的活動量，在刺激的環境下腦內多巴胺會加速上升，促使同

儕間感到默契的調和。 

打破以往場地受限的規則，搭配手

機APP擴增實境的功能，使規則及

場地全面升級。 

將場地改至地面增加遊玩面積，採用隊戰機制刺激孩

童的活力，可達到增加親子關係或手足之情。 

D. 互動遊玩 



在青少女喜愛打扮的年紀裡，利用可拆裝鉛筆

盒與朋友分享交換零件，增加情誼的聯繫。 

透過組裝既有零件與小精靈玩偶的互動，創造

出屬於自己的獨特故事與世界。 

透過水流與發條等機械動力裝

置，增加洗澡時的樂趣。 

D. 互動遊玩 



D. 互動遊玩 

- 洗澡玩具 

- S.PAPA世界 

- Fairy Marble 

- 超大積木 

親子遊玩 

- 換換鉛筆盒 

- AR槍戰組合 

- 迷你曲棍球對戰組 

同儕遊具 



NEXT 
OBJEVTIVE 

商品成本又包含開發成本、製造成本與市場需求，在發展新產品的過程中寧願

增加開發時期的成本，以降低後面的製造成本，幫助擬定有力的銷售價格。 

虛擬商品研發期要短，才能快速上市以測試市場反應。實體商品研發期需要花

多一點時間驗證，創造令人滿意的商品亮點，以彌補早期不完美的缺陷。 

商品開發策略 

控制成本與售價 

開發商品過程會經過擬定商品策略、商品設計、製造程序與詢價三個階段，當

詢價階段時發現無法符合價格設定時，應該多方詢價或回朔調整商品策略、設

計、製程，讓未來上市價格達到期望值。 

時程控管 

產品開發往往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一個Try Error的過程，所謂有效就是在有限

時間內用最少次數達到最大成果，但是必須預留修正的空間餘裕。常用的技巧

是，把Deadline設定在任務所需要時間的兩倍，實際用1/2的時間執行。 



企業介紹    智晶光電&台灣博迪  



智晶光電 (WiseChip) 致力於有機電激發光顯示器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之研

發設計及製造並行銷。智晶光電提供完整的顯示

器模組整合方案，主攻中小尺寸OLED面板，尺寸

從0.25吋到5.8吋，包含可撓式、穿透式、繪圖型、

字元型、區彩型、全彩型及客製化設計等產品。 

 

智晶光電積極研發持續創新，擴大產品應用面，

隨著物聯網的興起及產品應用的多元化，期待有

更多產品結合科技與美學設計，激盪出更多創新

發明。 

WWW.WISECHIP.COM.TW 



GLOBAL 
SALES BASE 

公司總部設於臺灣 
上海及深圳設有分點 
專業經銷團隊於中國大陸、歐洲、美
洲、日本韓國、大洋洲、中東地區等
全球佈局。 



SUPREME OLED  

SOLUTIONS 

Quality & stability, We service product life over 15years. 

Bendable OLED 

Monochrome OLED 
Area Color OLED Transparent OLED Full Color OLED 

Character OLED Touch OLED 





NO BOUNDARIES TO WHERE YOU WANT TO GO. 

主要生產各類高功能防水透濕功能性布種、熱封貼條與防水拉鍊，
以「客製化創新服務」作為定位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價值，將客戶
對服飾創意設計想法實體化，主動提供模擬設備與打樣服務及成
衣設計服務。 
 
主要客戶皆為國際知名品牌，提供客戶在高功能戶外用品上完整
的產品與服務，藉由ONE STOP SHOPPING的概念，讓金字塔
頂端的客戶可以取得最新的市場資訊與創新產品及運用技術。 
 
掌握關鍵技術，生產出各項深受國際知名大廠青睞的產品, 進而
與國際知名大廠合作與國際接軌，如此良性循環創造出更具競爭
力的微笑曲線! 

WWW.TSGS.ASIA 



OVERLAY 
• Decoration for 

functioning 

• Customize with design 

color, pattern or 

abrasion resisatnce. 

SEAM TAPE 
• Directly applied to the 

waterproof layer inside 

the garment. 

• Customize with design 

color, pattern and 

material. 

ADHESIVE 
• Increase bonding strength  

    and hand feel. 

• Pocket structre 

• Hood 

• Hemming 

APPLICATION 

機能防水專家TSGS 

 



WONHOUSE INSPIRE． INNOVATE．REPEAT 

每個孩子都有圓夢的機會 
公平、機會、夢想，對於某些孩子來說卻是一種奢侈 

Won.House協助PALLA為落後國家的青年足球聯盟，製作專業球衣。 

從打版、設計到製作，盡全力符合孩子們的需求 

我們深信這些努力實踐夢想的小球員們也能和職業選手一樣，穿上專業、品質良

好的球衣，盡情奔馳場上，享受圓夢的快樂！ Won.Access 

專業顧問群 

Won.Tech 

創新技術 

Won.Fusion 

一站式服務 



WHO  
DO WE 
WORK WITH 



我們都以全球專業科技領導品牌為目標並提供產業加速器平台 

「                                  」 

複製成功經驗幫助更多年輕人創業 

WON是成功的完成式 
翻轉後則是ＮＯＷ 

現在、當下，我們想要將過去已經成功的經驗 
翻轉傳承給有想法的各位，所以我們自詡是一個連接器 

不只是要將產業內的上中下游做更深更多的互動 
也要讓在這邊的夥伴們接觸到更新更好玩的事情 

 
 

喜歡玩好一件事 
我們更喜歡玩點好玩的事 



WON.HOUSE 
OVERVIEW 

EXHIBITION 
GALLERY 

CLIMATE 
CHAMBER 

CLIMBING 
WALL 

Active space to test climbing clothing and  
to bring a little fun to the design experience. 

There is space for actual wear trials with and 
without running, cycling and standing. 



CREATIVE 
COLORIZATION 

LAUNDRY 
ROOM 

Full US and EU washing room to reproduce 
the at home laundering  environment. 

 Color Calibration 
 Graphic Design 
 Artwork Analyzation 
 Color Separation 
 Photoshop & AVA Training 
 Sampling & Bulk Production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of waterless 
 Kinetic Colorization. 
 It colors and prints the fabric instantly. 
 It can prints roll to roll & piece to piece. 

KINETIC 
COLORIZATION 



EXHIBITIO
N 
GALLERY 

PHYSICAL 
TEST LAB 

CREATIVE 
COLORIZATION 

 Color Calibration 
 Graphic Design 
 Artwork Analyzation 
 Color Separation 
 Photoshop & AVA Training 
 Sampling & Bulk Production 

 Tearing strength 
 Bonding strength of laminated fabric 
 Abrasion resistance 
 Pilling resistance 
 Snagging resistance 
 Absorbency 
 Liquid Moisture Management Properties 

of Textile Fabrics 

 Color fastness to washing 
 Color fastness to rubbing/crocking 
 Color fastness to perspiration  
 Color fastness to water 
 Phenolic yellowing test 
 Color fastness to dye transfer in storage 
 Tensile strength  
 Bursting strength 

PHYSICAL 
TEST LAB 



OPEN 
WORKSPACE 

BALL 
ROOM 

OUTDOOR  
TEST SPACE 

SOLUTA 
BAR 

 
BLEACHERS 

Our team at IWI Athletic create athletic apparel 
which combines beauty, functionality and 
comfort to allow you to perform at your best. 

 
IWI 



我們期待將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Won.House與智晶光電積極參與產學合作 

提供技術資源協助學生完成有社會意義的作品 

並登上新一代設計展 

從做中學的過程中 

獲得產業經驗，精進實力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creative ideas and joi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