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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本報告之目的 

本報告旨在為買家及供應商在柬埔寨、越南和緬甸之東南亞國家的成衣採購與製造之優

勢和挑戰提供了評估與比較之工具。本報告決定聚焦於這三個國家，因為它相信它們是

該地區最具重要策略意義和最吸引人的國家。 

柬埔寨成衣產業對其人口結構有重大的影響，並且佔其出口達 80％。由於該產業被視為

是東南亞的低成本目標市場而成為該國最重要的產業之一。它能夠在競爭日益加劇之周

邊國家中保持其優勢嗎？ 

越南是全球最大的成衣出口國之一，而自從與美國簽訂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並與歐盟完成了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VFTA）之貿

易談判後，目前已變得更加吸引人。而這將如何對越南之貿易模式和出口造成影響？ 

隨著投資和策略性貿易協定的增加，緬甸最近也開放了國際貿易（自 2013 年），並已吸

引了多個國際品牌以及各國政府之重視。是什麼讓緬甸如此具有吸引力，在未來五年將

如何影響緬甸之貿易模式？ 

這些都包含在這個策略性採購評估中所討論之關鍵問題中。 

第 1 部分：三個國家之背景研究。介紹本文用來建立 15 項採購準則之價值鏈方法。 

第 2 部分：簡介每個國家並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針對買家之喜好和觀感比較其競爭力。 

第 3 部分：依據製造業和投資者層級之成本與比較，分別從各國買家與供應商之角度來

作分析。 

第 4 部分：依據各國供應商類型所作之目前及未來的採購情勢。 

採用價值鏈之方法 

透過將成衣價值供應鏈分解成四個部分，每個部分進行了詳細研究並推論出影響一個國

家之成衣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關鍵元素或指標。然後，將這些關鍵指標合併為 15 個關鍵

要點，並由其組成了 15 項採購準則。 

15 項採購準則 

我們已經利用這種一致性的標準套組來作各國之評等。本報告除了針對這三個國家而作

研究外，還跨越到時尚界的 15 名高級主管，要求提供他們對每個國家之採購認知。這

個高級主管小組被要求在整個價值鏈中依他們的喜好和標準列出排名。另外也針對 8 名

採購代理商和產業專家訪問了他們的意見和看法。 

為了支持從供應商角度來看的意見，除了我們的分析師在各國之知識和經驗外，產業協

會與工廠老闆代表們也接受了訪談。 

在某些情況下會被要求匿名，因此我們將無法透露我們研究小組所接觸到的完整名單。 

適用於成衣產業之供應商類型模組 

最後，在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作各國之比較後，我們按照其製造商之競爭力水準將各國

列入四個類別中。這四個供應商類型即為"瓶頸"、"事務性"、"策略"和"績效"之供應商。

我們已依據 2015 年越南、緬甸和柬埔寨之競爭力水準評定它們的"當前情勢"。接著我

們再依兩種情勢預測這些國家在未來五年間所可能達到之進展。 



2 

 

雖然沒有人可以確切地預見未來，但我們相信，利用這個結構化之方式來評估國家，足

以為時尚界之品牌商和零售商提供以競爭力、永續發展以及知識為基礎來建立其採購策

略之參考依據。 

第 1 部分：採購準則之價值鏈方法 

現今之採購：在哪裡生產的、生產什麼和為誰生產？ 

現今之採購：在哪裡生產的、生產什麼和為誰生產？ 

這些都是在全球各地之大多數品牌與零售商的採購部門不斷被詢及之關鍵問題。 

大家都試圖選擇正確的做法，以獲得最佳價值。這是否意味著以最低的價格、最合適的

或是適當的等級採購精緻之手工加工品，而這一切都取決於找到每一個符合需求之獨特

的企業。那麼，誰是主要的生產商和哪些國家是最大的出口國？2014 年近 90％之成衣

出口只來自 15 個國家。而在這 15 個國家中，有 11 個是在亞洲。圖表 1 顯示了 2014 年

這些名列前茅之 15 個國家在全球貿易中之分布與佔有率。 

圖表 1：2014 年排名前 15 大成衣出口國（%全球貿易總額佔有率） 

 

資料來源: just-style 依據 2014 年 WTO 統計數據分析所得 

過去五年隨著成衣出口之不斷成長，2014 年全球成衣出口總值已創下約達 4,850 億美元

之新高。在我們為本報告所作之背景研究中，我們訪問了好幾個買家，他們目前從哪些

國家採購，而其中有哪些是他們在未來五年之採購標的。他們的回答令人吃驚地相當接

近地與貿易統計數據相符。 

中國大陸和孟加拉仍佔主導地位 

中國大陸仍然佔有全球成衣出口之最大比例，幾佔全球貿易之 40％。隨著諸如成本上

升、實施嚴格的合規性和環保法規、勞動力短缺以及對生產更高價值之產品感興趣（與

最便宜的和成本最低的產品相較）的挑戰，大部分我們訪問過的採購經理都表示，除了

中國大陸以外已有其他國家在他們的採購名單上。然而，中國大陸被視為是含括了所有

可能性的目標市場。從靈活的訂單數量到龐大數量，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數量，它

仍然是採購之目標市場，有許多零售商和品牌商將他們 30~40％的季節商品系列之訂單

放在這裡。隨著價格上漲和產能之滿載，有些中國大陸製造單位目前正在向柬埔寨、越

南、孟加拉以及最近的緬甸等周邊國家尋求產品外包之遠端製造業。 

中國大陸 

歐盟 

其他國家 

孟加拉 

越南 

印度 

土耳其 

印尼 

主要的 

美國 

柬埔寨 

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 

馬來西亞 

墨西哥 

泰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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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2014 年排名前 15 大成衣出口國（%全球貿易總額佔有率和 2014 年成長率） 

地區 出口國 
排名 

（出口規模） 

全球貿易總額

佔有率（％） 
2014 年成長率 

亞洲 中國大陸 1 38.48  + 5.2% 

歐洲 歐盟 2 26.41  + 6.4% 

亞洲 孟加拉 3 5.07  + 4.6% 

亞洲 香港 4 0.04* - 6.4% 

亞洲 越南 5 4.12  + 16.6% 

亞洲 印度 6 3.64  + 4.8 % 

歐洲/亞洲 土耳其 7 3.44  + 8.3% 

亞洲 印尼 8 1.58  - 0.3% 

北美洲 美國 9 1.26  + 5.6% 

亞洲 柬埔寨 10 1.10  + 6.3% 

亞洲 巴基斯坦 11 1.03  + 9.7% 

亞洲 斯里蘭卡 12 1.01  + 8.9% 

亞洲 馬來西亞 13 0.98  + 3.9% 

北美洲 墨西哥 14 0.95  + 1.9% 

亞洲 泰國 15 0.85  + 0.7% 

 * 第四大出口國香港是依據包括了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大陸之再出口的香港出口總額。然而，直接源自香

港本身的出口額都非常小。 

資料來源: WTO 統計數據 

誠如人們所預期的，有些買家聲明以孟加拉作為基本款商品（例如：圓領 T 恤、五口袋

棉製褲子和基本款毛衣之產品）之首選目標市場。孟加拉目前是全球成衣的第三大出口

國。 

儘管有合規性之相關問題，孟加拉仍然被許多零售商認為是首選的目標市場，約有 80

％到 90％之出口來自其成衣產業。許多產業和公私夥伴關係行動方案與 BGMEA（孟加

拉成衣製造及出口商協會）合作以落實可接受的產業標準。這些方案包括歐盟與北美之

倡議，例如孟加拉消防和建築安全協議（The 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in 

Bangladesh , ACCORD 1）與孟加拉工人安全聯盟（Alliance  for Bangladesh Worker Safety, 

ALLIANCE 2）著重於建立可接受的工作標準，其中包括工廠建設和消防安全。全球性

的基礎報價往往與孟加拉之同等價位相較。然而，產能已開始成為更優質之工廠的問題。 

1 http://bangladeshaccord.org 

2 http://www.bangladeshworkersafety.org/ 

為什麼我們聚焦於柬埔寨、越南和緬甸？ 

當與我們的產業專家小組商討自東南亞採購時，這三個國家比其他國家被提及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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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與其他國家如越南和印尼相較時，柬埔寨幾乎總是成為許多決定將東南亞作為區域採

購中心者之選項。相較越南，柬埔寨擁有小得多的產業，約達 560 至 600 家出口工廠。 

在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之長期支持下，正在進行的項

目有"柬埔寨優良工廠計畫（Better Factories Cambodia, BFC）"，負責監督和支持柬埔寨

成衣製造商協會（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 Cambodia, GMAC）來管理產業

關係，並與每個工廠裡的諸多工會談判。有人指出，工廠裡的工會平均介於 7 到 10 個

之間。 

自柬埔寨採購的關鍵因素結合了價格低廉和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sed Scheme of 

Preferences, GSP）之利益。當該國對歐盟出口呈現上升趨勢時，其對美國之出口則呈現

了下降。目前柬埔寨的多家工廠已熟悉歐盟買家之需求和工作方式。這有助於增加產業

對歐盟的出口，而使得歐盟超越了美國，成為最大的出口目標市場。但是，與每個工廠

裡所代表之諸多工會相關聯的產業關係，也受到關注。 

最低工資也一直在上漲：2015 年每月 128 美元--已從 2014 年的 100 美元上漲了--柬埔寨

政府證實 2016 年將進一步上漲至 140 美元。然而該產業之就業人口同時也約增加了 50

萬名直接從事成衣產業之工人以及約 100 萬名間接支援之人員 3。 

3專訪 GMAC 

擁有 4,000~5,000 家工廠的越南，政治情勢穩定並有多項貿易協定，是一個極佳的成衣

採購目標市場，並且有許多買家取消了中國大陸的訂單而改向越南下單，或有意在不久

的將來這樣做。越南是一個可能在未來五年從亞洲其他國家搶走大量貿易佔有率的國

家。幾乎所有我們訪談的買家都表示他們亟待擴大他們對越南之採購；來自荷蘭的採購

專家表示：｢它是一個比較易於共同合作的國家。｣越南目前擁有大量的大型工廠。能讓

該國變得更有競爭力之紡織、紡紗織布以及印花、染整方面之投資仍然是需要的。其產

業是否可處理靈活的小型訂單以因應歐盟買家目前之需求，仍有待觀察。 

目前主要出口目標市場是美國。隨著最終簽署之 TPP 協定（但它沒有正式認可的期限），

有些美國買家正在尋求於其採購策略中提高越南比例之可能性。然而，歐盟買家則熱衷

於開發商機，尤其是自從歐盟與越南之間談判的越歐自由貿易協定（EVFTA）於 2015

年 12 月簽訂之後。 

緬甸是最近在一長串亞洲地區成衣生產國名單中備受談論的國家。該國剛剛完成了 25

年來的第一次大選，它由反對黨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 所帶領之全國民主聯盟贏得

勝選。許多業界人士將此意義深遠之勝利視為該國真正成長的起點。緬甸雖然仍處於非

常微不足道的起步階段，但它是個值得關注的國家。而最為廣受討論到的是作為一個潛

在的"下一個採購目標市場"。但是它仍然存在許多必須克服之挑戰。 

緬甸對大多數國際時裝界之封閉已經超過 12 年。隨著近年來之進出訪問，有些國家的

政府正在考慮與該國建立貿易關係。緬甸成衣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GMA）已率先與一些開發機構和部門合作重點方案，它們

包括國際勞工組織（ILO）、荷蘭、德國和英國，以支持及提供本土自有工廠之培訓和技

能發展，並有助於該產業推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FDI）。自 2013 年起，該國已經以

極快的速度產生了轉變。儘管 2013 年並沒有行動網路可供國際漫遊，目前幾乎已 100

％與大多數的國際網路相連結。緬甸主要是剪裁、縫製、包裝（Cut、Make、Pack, CMP）

類型的成衣生產國，過去 12 年其工廠接的都是日本和南韓之訂單。由於接觸歐洲和美

國客戶的機會有限，工廠對處理離岸價格（Freight On Board, FOB）之出口與工廠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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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理解與經驗很少。幾項與銀行業務、稅務法規和獲得商業用途之設施都需要改革。

總之，該產業仍處於起步階段。儘管如此，它們約擁有 300 家工廠，而該產業也因外國

投資和主要引自中國大陸之專業技術，每天都在建設新的工廠而日益茁壯起來。 

採用價值鏈之方法 

為了比較和評估各個國家之採購目標市場的競爭力，我們將審視一些影響成衣產業競爭

力之核心因素。我們可以透過價值鏈之方法，將價值鏈分成四個部分：採購、製造、市

場准入及商業環境。許多工廠認為能夠完成製造階段就足夠了。然而，買家的需求已經

有所改變並將持續比過去作更多改變。我們將在本報告中詳細討論買家之期望。圖表 3

顯示了價值鏈的四個主要組成部分。 

圖表 3：價值鏈圖示 

 

資料來源：just-style 

A.採購（獲得原物料） 

此部份是為採購目標市場提供 FOB 出口之關鍵。布料/紗線與服飾配件構成了成衣 FOB

價格之 60％~70％，並取決於其布料為針織或平織。工廠如不易獲得原物料，其出口仍

將停留在剪裁、縫製（Cut、Make, CM）或剪裁、縫製、包裝（Cut、Make、Pack, CMP）

之水準，並因而只能獲得非常微薄的利潤。此外，如果選擇接受歐盟和美國主要進口國

之訂單，他們的大部分買家都會要求以 FOB 出口為不可協商之條件。有競爭力之採購

和維護與工廠及布料供應商關係的能力是當今成衣企業之關鍵元素。獲得原物材料所影

響的買家條件包括： 

˙交貨期 

˙價格 

˙FOB 履約條件 

˙可開發樣品 

˙可提供具附加價值之產品 

˙可提供彈性的生產 

商業環境 

製造 
市場准入 

(銷售) 

採購 

(獲得原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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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快速補貨 

˙進口關稅與貿易協定 

B.製造 

製造成衣是企業的核心。這與工廠內的一切事物及生產相關之所有元素都息息相關，包

括所有的印花、染色及加工整理。除了生產效率外，採購商和採購團隊還將顧慮到管理

與人力資源政策、契約與合規性。培訓、工人技能和管理之水準對一個工廠所將擁有的

企業水準有直接的影響。受此因素影響之買家條件包括： 

˙效率水準 

˙價格 

˙勞動生產力 

˙工廠標準，包括認證 

˙社會和環境標準 

˙建築及消防安全 

˙版型製作能力與樣品開發 

˙彈性生產能力 

˙快速補貨能力 

˙可夠提供具附加價值之產品 

˙產能供應能力 

˙成本核算知識 

˙溝通能力（語言及行銷技能） 

˙可提供出貨選項 

C.市場准入 

市場准入正是價值鏈最重要的部份。這將決定哪些買家、哪個國家、企業規模如何、業

務項目是什麼。它也將受到其國內以及進口國之貿易協定、貨物在海關通關所需天數的

影響。在目標市場之知識與通訊連結將是額外附加的優勢。受此影響之買家條件包括： 

˙價格 

˙優惠貿易協定（關稅優勢）之知識 

˙交貨期 

˙運輸費用 

˙訂單大小 

˙訂單單價（附加價值與基本價值相較） 

˙工廠在目標市場的知名度 

˙市場准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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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商業環境 

一個作為採購目標市場之國家的商業環境對其競爭力有直接的影響。大多數這些因素並

不是受到工廠的直接控制。受商業環境影響之買家條件包括： 

˙業務與訂單之可靠性 

˙融資訂單之能力 

˙企業/工廠已在國內長期營運 

˙未在該國以超額成本經營業務 

˙相關政府政策之可信度 

˙政治體制之可靠性與透明度 

˙價格穩定 

˙良好的人權常規與法律體系 

˙易於出貨 

˙易於進入該國（簽證等） 

競爭力和採購準則 

為了從採購角度來理解整個價值鏈準則之重要性，我們依上述之整個價值鏈綜合了重要

的關鍵問題，條列出 15 項採購之關鍵準則並將其歸類為 10 項基本的準則和 5 項優選的

準則之排名。 

如前文在研究方法上之討論，跨越到時尚界的 15 名高級主管和 8 名產業專家被詢及他

們的採購認知和他們的喜好。要求受訪買家依該要素之重要性排序。我們稱之為"15 項

採購準則"。這是由本文作者之顧問公司 Clothing Connect B.V.所開發的理念，並自 2013

年起已由成衣產業用於評估、分析及比較供應商之競爭力。 

圖表 4 列出該準則與相關之評等。 

圖表 4：15 項採購準則 

採購準則 重要性排名 需求 備註/說明 

可提供 FOB 履

約條件能力 

1 基本的 多數歐盟和美國的買家需要 FOB，因為他

們無法提供 CM 訂單。這就是為什麼有一

些代理商在尚未提供 FOB 之國家中營運。 

價格 2 基本的 價格必須永遠是切實可行的。如果此項因

素不符合企業之產品系列，那麼它將是一

個"不可行的（no go）"價格。這並不一定

意味著它是"最低價"。它意味著價格必須是

可以被接受的。 

關稅優勢（優惠

貿易協定） 

3 基本的 所有的買家終究最關心的是"到岸價格"，而

不只是 FOB。進口的關稅水準提高了整體

價格之結構。所以優惠關稅在確認採購國

家上發揮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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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性/永續性 4 基本的 合規性和永續性在現今已是頂級標準。不

同的買家對此略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關

於"什麼是合規性"。企業行為守則中所提及

的是對照之觀點。如"BSCI"、"SEDEX"以

及"WRAP"等認證也被提及。此外，有些買

家剛開始時願意接受來自其他品牌之驗

證。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工廠必須致力於

這些要求之驗證。建築及消防安全是新增

加到現有的社會及環境之要求。然而，必

須注意的是，要求的水準依品牌類型而有

所不同。 

生產品質 5 基本的 品質幾乎都是排名在前五名。這是以產品

類別、市場區隔及數量為依據所作出的。

大品牌和名設計師對此要求越來越嚴格。 

效率 6 基本的 雖然這是一個相關聯的因素，它在從買家

角度作價格之確定和成本核算時是重要

的。 

交貨期 7 基本的 從確認訂單到包括出貨時間在內之出貨都

能有效及有競爭力地處理的能力，構成了

這個關鍵之因素。這對所有買家是至關重

要的，雖然設計師品牌表示，他們偏愛快

速的周轉期間，但與快速時尚不同，他們

更關心的是樣品與產品開發之交貨期。 

可靠性 8 基本的 讓所有買家知道他們的產品正在以負責任

的態度被製造、它們會及時出貨、不會遭

偷竊和工廠不會突然關閉，這是非常重要

的。 

創造基礎產品

之能力 

9 基本的 能夠製造出良好品質的基礎產品是真正初

階的層級。展望未來，設計師等級之買家

需要尋找擁有善於版型製作和創作設計複

雜度更高的供應商。 

金融穩定性 10 基本的 工廠必須從管理和信用的角度來穩定財

政，才能夠滿足 FOB 之需求。 

重直整合 /採購

原物料之能力 

11 優選的 這是便利的、具價格競爭力的以及有能力

處理具競爭力之交貨期的一個優選的需

求。特別是針對一個 FOB 訂單而言，能採

購到更具競爭力之優良原物料品質的供應

商，他將更具有優勢。 

政治穩定性 12 優選的 成衣產業繼農業之後找到其成為國內製造

產業先驅之一的出路。因此，大多數國家

之成衣生產具有相對較高的風險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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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考察國家時，大多數品牌將其視為

優先審查之因素，然後再確定該風險是否

值得進行拓展，或者應該再多加等待。 

訂單數量之靈

活度 

13 優選的 這對歐盟買家特別重要，因為他們的訂單

數量往往比美國同行來得小。另一方面，

日本買家也選擇向低收入國家下批量訂

單，因為他們可於居家就近處生產較高級

的時裝。 

創新以及與採

購團隊共同開

發樣品和產品

之能力 

14 優選的 這幾乎是 ODM / OEM 的水準。這是買家策

略性地與供應商合作之開端。雖然他們寧

願在現有的工廠作設計和創新，但如果工

廠可裁剪與縫製，即可透過獨立的代理商

和採購機構與他們合作。儘管如此，直接

的合作通路總是優選的。 

創造附加價值

產品之能力 

15 優選的 如果工廠可提供更高等級之設計和高附加

價值的產品，這是買家首選之一大優勢。

所有品牌都有其搭配組合的產品系列。因

此，他們總是需要一些可生產較高級終端

產品之工廠。 

資料來源：Clothing Connect 

買家提供之評等會依企業層級（較高端、中間市場、較低端或大眾化）、企業規模以及

組合產品之不同而有所差異。 

然而，一些關鍵要素，如品質、優惠協定/關稅、效率、可靠性以及提供 FOB 之能力等

或多或少會出現在同一個評級。有幾個標準是彼此相關聯的。例如，價格、效率和關稅

鏈接在一起，因為它們都與提供給買家之產品的最後到岸價格有關。同樣的，與上市速

度相關之交貨期、可靠性和垂直採購能力也是鏈接在一起的。 

第 2 部分 柬埔寨概要 

背景 

柬埔寨成衣製造商協會（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 Cambodia, GMAC）財務

長 Albert Tan 先生表示：｢2015 年之基本月工資是 128 美元，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幾個

組成工資之項目。主要包括 7 美元之交通及房屋津貼、10 美元之全勤獎金以及依據經驗

和工作年資從 1 美元到 11 美元之年資獎金。儘管工資上漲了，自 2010 年以來對歐盟之

出口是成長的。在過去一年中他們對加拿大和日本之出口也是成長的。然而，美國市場

則呈現了衰退。我們必須確保公平的工資，同時，必須小心價格之上漲，以確保我們自

己不會付出被市場淘汰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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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2013~2014 年柬埔寨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TO 

˙埔寨往往被視為是低附加價值、高數量生產之目標市場。 

˙然而，歐盟買家一向與柬埔寨的工廠密切合作，以開發更靈活之訂單數量以及稍微高

級一些的產品，例如男士套裝和婦女洋裝。 

˙該國擴大對歐盟之出口而讓該地區成為最大的出口目標市場。針織成衣（HS 第 61

章），顯示出 2014 年對歐盟之成長最多。 

˙這主要是由於原產地規定放寬到 GSP4（免關稅進口）之資格。對加拿大、日本和南韓

之出口成長。然而，對美國之出口則是衰退的。柬埔寨目前還沒有對美國出口之優選

方案。 

4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development/generalised-scheme-of-preferences/index_en

.htm 

˙很顯然地，貿易優勢或免關稅進口對於價格敏感之出口類別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於對美出口之衰退，一位美國品牌買家告訴我們：｢柬埔寨由於缺乏可靠性而略有風

險。｣這與過去一年半之勞資糾紛與工資上漲有關。此外，從柬埔寨出口到美國之產

品種類的需求也正在降低，包括婦女和女童之針織成衣以及平織褲裝。 

˙工資本身的上漲並未被視為是問題，因為有些國家正在考慮提高最低工資，而且也積

極論及將提高到"生活工資（living wages）5"。然而，對於將增加多少以及其時間表之

問題都缺乏透明度。從籌劃的角度來看，即時提高工資之處理將是困難的。 

5 http://www.livingwage.org.uk/what-living-wage 

柬埔寨在 15 項準則之評分 

圖表 6 顯示出依據我們與國際買家小組以柬埔寨作為採購目標市場之訪談的看法。圖形

中心從 0 開始以每增加 0.5 之評分畫圈，直到以 5 作為最外圈之評分。越接近評分 5 表

示柬埔寨在該特定準則項目具有越高的競爭力。 

 

 

紡織品 成衣 

2013 年柬埔寨出口 2014 年柬埔寨出口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development/generalised-scheme-of-preferences/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development/generalised-scheme-of-preferences/index_en.htm
http://www.livingwage.org.uk/what-living-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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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以柬埔寨作為採購之目標市場 

 

資料來源：just-style 

產業簡介 

本節提供柬埔寨之簡明概述，包括宏觀指標及成衣產業之重點資訊。 

圖表 7：2014 年柬埔寨及其成衣產業主要統計數據 

國內生產總值（GDP）（2014 年）6  166 億美元 

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2014 年） 7％ 

人口 7  1,530 萬人 

語言 官方語言：高棉語。另外也通用：英語、

法語、華語。 

宗教 官方宗教：小乘佛教。也奉行：印度教、

基督教、伊斯蘭教。 

世界銀行之報告--在 189 個國家經商容易

度之排名 

127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經濟

論壇）--在 140 個國家中之排名 

90 

依據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之發展

階段 

屬於"生產要素驅動"階段，是三個發展階

段 8之第一個階段。 

匯率穩定性 2014~2015 年柬埔寨瑞爾（KHR）已經下

跌了，但預計自 2016 年將開始轉強。柬埔

寨是一個高度美元化的經濟體。 

資金取得（出口融資） 由於大部分工廠都是外商獨資，這一因素對

成衣產業之業主並無直接的影響。這些擁有

外商投資之企業的融資處理都來自國外。 

生產品質 

重直整合/採購技能 

未來五年前景 價格 

合規性 

樣品開發 

交貨期 

歐盟關稅優勢 

美國關稅優勢 

 
靈活的訂購數量 

政治穩定性 

效率 

能力-附加價值產品 

能力-基礎產品 

可靠性 

提供 FOB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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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出口佔總出口之比例 80% 

主要的產業協會 柬 埔 寨 成 衣 製 造 商 協 會 （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 Cambodia, 

GMAC） 

成衣廠家數 560~600 家直接出口商。600~800 家分包合

約商（根據 GMAC 之數據）。 

企業所有權  約 99％為外資企業，低於 1％為本土企業。 

產業所在地與通路 位於金邊周邊地區，而新工廠目前正在全

國各地開設。 

成衣產業就業人口 直接就業人口達 50 萬~60 萬人，如包括包

裝和染色等周邊配套產業，則達 100 萬

人。而間接相關產業之人口高達 1,400 萬

人。 

2014 年成衣出口 約 58 億美元 

目前自柬埔寨採購之知名零售商和品牌商 歐盟之中型到大眾市場：H＆M、C＆A、

M＆S、Tesco、Carrefour、Costco、Primark。 

美國之中型到大眾市場：Gap brands、

Carter's、VF Corp、Wal-Mart、Target、Sears。 

歐盟與美國之高端市場：Armani、Calvin 

Klein、Guess、Esprit、Tommy Hilfiger、

Levi's、Lee、Jennifer Lopez。 

貿易協定 與歐盟簽訂 GSP。根據 GSP 項下之優惠貿

易方案 EBA（Everything But Arms--除武器

以外之所有產品），輸歐盟為零關稅。輸加

拿大也零關稅（LDC,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低度開發國家之待遇）。柬埔寨

是東南亞國協（ASEAN）會員國，受惠於

東南亞國協與第三國之協定。 

工資水準 目前基本最低工資為每月 140 美元（2016

年），但稅後實收薪資所得幾達 168 美元。

最低工資分別是從 2014 年之每月 100 美

元及 2015 年之每月 128 美元調漲上來的。 

成衣貿易環境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 Internait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自 1990 年起已經進行

了柬埔寨優質工廠計畫（Better Factories 

Cambodia, BFC），以支持產業關係和公平

工作條件之發展。然而，該計畫之實施範

圍僅限於已具備出口許可證之工廠。這並

沒有考慮到從主要的一線工廠承接訂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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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分包合約工廠。柬埔寨成衣產業之勞

動條件一直是許多非政府組織、聯合國組

織、協會、新聞雜誌和獨立研究人員在某

些報告中所討論到的關鍵點。 

成衣企業主要類型 為 FOB。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從事（剪裁、

縫製）CM 之業務，但為 FOB 出口。訂單

的決定和處理都來自國外，由總部設在國

外之企業提供。 

原物料之獲取 大多數柬埔寨之原物料完全仰賴進口。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持續衰退中）和歐盟（成長中）是

目前柬埔寨規模最大的出口市場，其次是

日本（成長中）和加拿大（成長中）。 

主要產品類別 針織上衣、梭織牛仔褲、梭織襯衫、運動

裝和休閒運動裝、男式西裝。許多供應商

可開發具附加價值之產品。 

訂單類型 可提供靈活的以及大批量的訂單。 

效率水準（依據實例：150 克之圓領 T 恤） 柬埔寨之效率和生產力水準向來相較其他

的國家為低，並維持著該低水準。這是一

個令人關注的領域。估計簡單圓領 T 恤之

縫製效率，相較於世界標準約只達其

65~70％。 

勞資關係 高水準的變化和低水準的可靠性。並伴隨

著持續不斷之勞資糾紛。 

圓領 T 恤之 FOB 價格 大多數對這種類型之基本款產品的訂單數

量將會更大。價格範圍依據訂單數量而介

於 2.10 美元~3.50 美元之間。 

平均交貨期 45~60 天 

6 www.eiu.com 2015 年 10 月之"國別報告（Country Report）" 。  

7 2015~2016 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8 三個發展階段為：第 1 階段（生產要素驅動），接下來是第 1~2 階段（過渡）、第 2 階段（效率驅動）、

第 2~3 階段（過渡）及第 3 階段（創新驅動）。 

資料來源：just-style 

前瞻未來五年關鍵點 

˙對歐盟市場之 GSP 優勢將持續促進柬埔寨利益的增長。 

˙勞資糾紛和關於工資上漲之紛爭將需要平息下來並更加透明化，以提供買家穩定感。 

˙其他周邊國家之競爭日趨激烈，越南最近已經與多個國家和地區達成了貿易談判。這

可能對嚴重依賴貿易優惠與低廉成本之柬埔寨造成負面的影響。孟加拉和緬甸也擁有

對歐盟市場之 GSP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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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東南亞國協成員國。從原產地區域性累積之角度以及縮短交貨期看，這仍將

非常重要，可因此而提高競爭力和擁有關稅之優勢。 

˙由於中國大陸的價格變得越來越昂貴，這可能意味著更多低價位之商務將流向柬埔寨

市場。然而其規模可能得取決於柬埔寨境內之競爭力和穩定性的因素。 

˙由於大多數產業為國外廠商所擁有，如果周邊國家之價格變得更具有競爭力，並提供

了更加透明化而可靠之商務環境的話，將有投資可能離開這個國家之風險。 

第 2 部分 越南概要 

背景 

越南棉花及紡紗協會（Vietnam Cotton and Spinning Association, VCOSA）秘書長 Nguyen 

Hong Giang 先生表示：｢越南不能僅在成本上競爭......我們必須在技能和更高端之品質以

及更優勢的 FOB 價格上作競爭。在未來五年，我們必須支持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之實施，致力於為我們嚴格的廢水處理法規之環境問題提供解決方

案，並與我們的勞動力經營者共同解決社會問題。｣ 

圖表 8：2013~2014 年越南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TO 

˙越南是全球成衣最大的出口國之一，排名全球第四（按出口值計算）。 

˙雖然仍有一些需要加以克服之瓶頸，但越南已被吹捧為亞洲最熱門的採購目標市場之

一，而且無疑地會在未來五年看到訂單大幅成長。 

˙買家將越南視為是具有政治穩定性和可靠性的國家。 

˙大部分訂單都是 FOB，並且甚至還有一些 ODM / OEM，它們是由在該國擁有產能股份

之運動成衣品牌商所主導的。 

˙效率水準被視為是中等的，而且可能朝向更高的。 

˙訂單數量的靈活度已經被認為是一個挑戰，尤其是針對喜歡小批量和多次重複訂單更

甚於較大數量之訂單的歐盟買家。 

˙價格與關稅優勢息息相關。雖然越南目前並未享有免關稅進入歐盟或美國市場，它剛

紡織品 成衣 

2014 年越南出口 2013 年越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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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分別與美國和歐盟簽訂了 TPP 與 FTA 協定。不過還不可能很快地看到效益。儘管

TPP 並無實施期限，歐盟--越南 FTA 可能在 2017 年年底或 2018 年年初生效。 

˙一旦買家對這些協定之採購需求和原產地規則更加明瞭以及他們如何利用這些來讓自

己獲益，這將成為一個巨大的優勢。 

˙儘管如此，貿易模式的改變將不會很快地實現。原物料的新來源可能在利用它們以受

惠於 TPP 關稅優惠之前還需要加以試別、採購和測試。 

˙如果工廠確實符合環保法規，其合規性將需要重新加以審視。越南目前已有一套非常

嚴格的廢水處理要求。 

越南 15 項標準之評分 

圖形中心從 0 開始以每增加 0.5 之評分畫圈，直到以 5 作為最外圈之評分。越接近評分

5 表示越南在該特定準則項目具有越高的競爭力。 

圖表 9：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以越南作為採購之目標市場 

 

資料來源：just-style 

產業簡介 

本節提供越南之簡要概述，包括宏觀指標及成衣產業之重點資訊。 

圖表 10：2014 年越南及其成衣產業主要統計數據 

國內生產總值（GDP）（2014 年）9  1,860 億美元 

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2014 年） 6.6% 

人口 10  9,070 萬人 

語言 官方語言：越南語 

宗教 主要為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

高台教以及和好佛教。 

世界銀行之報告--在 189 個國家中經商容 90 

生產品質 
價格 

合規性 

樣品開發 

交貨期 

歐盟關稅優勢 

美國關稅優勢 

 

靈活的訂購數量 

能力-基礎產品 

能力-附加價值產品 

效率 

提供 FOB 之能力 

可靠性 

政治穩定性 

重直整合/採購技能 

未來五年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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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度之排名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經濟

論壇）--在 140 個國家中之排名 

56 

依據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之發展

階段 

位於第 1~2 之過渡階段，它是三個發展階

段 11中介於第 1 和第 2 階段之間的狀態。 

匯率穩定性 2015 年越南盾貶值三次。預計到 2019 年

將繼續緩慢貶值，但將以可控制之方式來

支持和維護出口競爭力。 

資金取得（出口融資） 這是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被表述為在越南

做生意最有問題的因素之一。政府正在進

行銀行產業之重整。它還積極允許並推動

陷入困境之較小型銀行與更穩定和更強健

之較大型銀行之間的合併。除此外，它也

設立了越南資產管理公司（Vietnam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VAMC）來購買不

良貸款（non-performing loans, NPLs）。目

前借款利息之利率為 7％。 

成衣出口佔總出口之比例 16% 

主要的產業協會 越南紡織與成衣協會（VITAS） 

成衣廠家數 5,000~6,000 家 

企業所有權  30％為當地擁有，約 10％為合資企業，其

餘 60％為外商獨資。 

產業所在地與通路 位於胡志明市、河內，有些在越南中部，

最近在北部靠近海岸地區為紡織品和成衣

產業建設了新的工業園區。從這些地區到

港口和機場之交通運輸都將收費低廉而快

速。這些都是非常大規模的計畫，並且將

有可能包括廢水集中管理系統和設施。這

些地區人口密度低，受關注的問題之一是

找到可在工業園區工作的技術人員。 

成衣產業就業人口 大約有 250 萬人直接受僱於該產業以及其

他 200 萬人在相關支援產業。 

2014 年成衣出口 246.9 億美元 12 

目前自越南採購之知名零售商和品牌商 美國品牌和零售商：JC Penney、Nike、Gap 

brands、PVH Corp、Liz Claiborne、Target 

Corp。 

歐盟品牌和零售商：Marks & Spencer、

C&A、Otto Group、Camel、Seidensticker、

Pierre Cardin、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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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協定 越南目前的情況： 

出口到美國之平均關稅約 16~18％，出口

到與歐亞經濟同盟（Eurasia  Economic 

Union）13 簽訂 FTA 之歐盟的平均關稅約

12％。 

此外，期待已久的 TPP 已經在 2015 年 10

月定案，一旦正式生效，越南之產品可免

稅進口到所有的 TPP 成員國。 

歐盟與越南之間的談判則已經於 2015 年

12月 2日簽署了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

（EVFTA）。在未來七年將看到一系列來

自越南的產品將獲得免稅進口到歐盟市場

（自該協定生效之後）。 

越南受惠自與日本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

（越南-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協-日本），它上

溯自布料階段。 

還有與南韓簽訂之自由貿易協定（原產地

規則上溯從布料開始）。 

工資水準 區域 1 每月最低工資為 138 美元。工資水

準因"區域"不同而異。共分成 4 個區域，

區域 1 最昂貴，而區域 4 最低廉。許多工

廠在區域 1 提供了 150 美元之基本工資，

稅後所得則約達 200 美元~250 美元。預計

2016 年工資將提高約 13％，工資水準並依

區域不同而介於 107 美元~156 美元之間。 

成衣貿易環境 越南成衣和紡織產業備受討論的關鍵議題

是啟動了許多貿易協定。越南已在此進程

中，已與全球各地簽訂了數個優惠貿易協

定。這些將對越南成衣出口造成很大的影

響。 

2020 年至 2030 年之產業策略論及在該國

作垂直整合之重要性，以滿足幾個協定對"

原產地規則"之要求，並獲得關稅優勢。它

也著眼於產業的"本土化"並推動上游投

資。此外，政府已進行國有企業之"股權化

處理（equitisation）"。這自 2008 年起即已

開始實施，凡 100％股權自有之大型工廠

將出售給私人企業。目前有些大規模的國

有工廠已擁有多個私人股東。Vinatex 是規

模最大的國有企業。它已開始進行股權化

處理，而其大部分已變成私有了。該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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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超過 150 個。 

成衣企業主要類型 CM、FOB、DDP（Delivered Duty Paid--

完稅後交貨）以及 ODM/OEM。 

原物料之獲取 目前國內多數原物料主要仰賴中國大陸、

台灣和南韓之進口。不過這正在迅速改變

當中，已有幾個上游投資企業開始生產

紗、布並在多個成衣工廠垂直生產。 

主要出口市場 美國（約 49％）、歐盟（約 17％）、日本（13

％）、南韓（8~9％）。 

主要產品類別 襯衫、褲子、夾克、T 恤、polo 衫、運動

服和戶外服、童裝、內衣、泳裝、工作服

和牛仔褲。 

訂單類型 以批量訂單為主。數量靈活之訂單的接單

能力有限。如果訂單數量越小，則價格越

高。 

效率水準（依據實例：150 克之圓領 T 恤） 75~80% 

勞資關係 工會主要是中央集權的而且往往與執政黨

連結。其勞動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而

訂，雖然目前並未起很大作用，但獨立工

廠都設有工會。 

圓領 T 恤之 FOB 價格 小批量（1 萬件以內）訂單的價格在越南

較為昂貴。大部分出口工廠一向都接美國

的大訂單。價格範圍依幾個因素而介於

2.20 美元~4.00 美元之間。對於數量較大的

訂單，價格可依據合約與協定之類型而可

能低到 1.70 美元。 

平均交貨期 45~60 天 

9 www.eiu.com 2015 年 10 月之"國別報告（Country Report）" 。  

10 2015~2016 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1 三個發展階段為：第 1 階段（生產要素驅動），接下來是第 1~2 階段（過渡）、第 2 階段（效率驅動）、

第 2~3 階段（過渡）及第 3 階段（創新驅動）。 

12 VITAS 官方統計。 

13 歐亞關稅同盟（Eurasian Customs Union），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以及最近加入的亞美尼亞和

吉爾吉斯。 

資料來源：just-style 

前瞻未來五年關鍵點 

˙隨著貿易協定之簽訂已成為越南的重要訴求，成衣產業確實可以從某些國家之優惠市

場准入中受惠，但必須在協定生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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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最大的成衣生產商之一，而美國則是最大的進口國之一。身為 12 國集團的一份

子，越南和美國簽署了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14，這將讓某些產品可依據關稅減讓時間表而免稅進口。 

14 https://ustr.gov/tpp/#facts 

˙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協定，越南的紡織品和成衣貿易在未來 5 到 10 年將有可能發揮關

鍵之作用。 

˙原產地規則是基於"從布料開始（yarn forward）"的準則，這需要產品完全在 TPP 國家

製造以及製成產品之原物料也來自該區域境內。而在貿易區域之國家中不易取得的原

物料則含括在"原物料短缺名單"上，可機動性調整。然而，這仍將取決於滿足"原產地

規則"之要求的能力。 

˙該優勢還取決於社會、環境以及建築和安全法規之合規性的水準，而越南政府在未來

10 至 20 年已有了明確的重點政策。 

˙銀行業務和融資管道將是政府與私營企業之核心焦點，以利更輕鬆地開拓業務。 

˙雖然貿易模式之改變將不會立即地奏效，但該協定在未來幾年將對紡織品及成衣貿易

成長和流通之方式造成很大的影響。 

˙越南也於 2015 年 12 月 2 日剛剛與歐盟達成了越南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之商務談判。它也聚焦於越南成衣免稅進口到歐盟。這

是越南的另一大商機。 

˙一個關鍵性之挑戰將是所有談判的自由貿易協定以永續之方式來實行，以從這些協定

中獲得最大利益。 

˙"2020 年越南紡織產業總體計畫--展望 2030 年"是一個全方位考量之政府計畫，該計畫

聚焦於五個關鍵點：提高產品品質、出口產品類別之多元化、發展出口產業以及滿足

國內之需求。 

˙政府正表明其聚焦於周邊配套產業、製造產業所需原物料以及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之

發展。 

˙該總體計畫同時也為了促進產業競爭力而著眼於人力資源之開發與訓練，投資運用則

集中在紡織產業、環保與勞工流動性以及工業區與聚落之發展，以提高效率和生產力。 

˙發展產業所需之纖維和織物是能夠實現該計畫所設定之目標的核心。這將成為投資者

之領域，因為在未來幾年將會提供一些獎勵和商務優勢。 

˙廢水管理系統將成為投資的重要領域。 

˙擁有技能熟練之勞工可能成為工廠成長與產量增加之挑戰。 

第 2 部分：緬甸概要 

背景 

緬甸成衣製造商協會（MGMA）主席 U Myint Soe 先生表示：｢我們接下來對緬甸成衣

產業首先要做的是改變 CMP(剪裁、縫製、包裝)生產並轉變為 FOB。我們的重點是在全

國和產業內建立足以處理 FOB 交易之能力。其次，我們正與政府合作以改變國家之政

策，這將有助於支持 FOB 商務。目前的情況是，我們對於 CMP 業務可以進行 CMP 之

https://ustr.gov/tpp/#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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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出口，然而進口原物料來進行 FOB 商務則是減免稅款。我們正在與政府洽商以改

變這種狀況，使其更有利於進行 FOB 商務之企業並支持該產業。｣ 

圖表 11：2013~2014 年緬甸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TO 

˙緬甸是近年來最新加入亞洲成衣出口商集團的國家。 

˙緬甸自 1989 年經濟自由化之後，該國成衣產業成長了並發展了國際性的關係。然而在

2003 年實施貿易禁運之後，成衣出口僅以分包商之方式或是以"CMP"之方式在可供應

所有製版、布料、服飾副料及資料之日本、香港和南韓等地區有所成長。緬甸工廠之

出口只需要製造/縫紉組件。 

˙自 2012 年中期國際關係開通之後，緬甸即以驚人的速度在成長。該國每天都有新的變

化。從越來越多道路上行駛的汽車、提供外國人手機卡之數量，到正在興建之旅館以

及許多正在建設的新道路，緬甸最大且最商業化的城市--仰光，每天都在變化中。 

˙當 2013 年 7 月與歐盟恢復貿易關係後，緬甸開始受惠於 GSP 之 EBA（Everything But 

Arms--除武器以外之所有產品）方案，它提供了緬甸產品免關稅進口到歐盟。 

˙新的港口正在興建而舊的港口則正在整修和私有化。 

緬甸 15 項準則之評分 

圖形中心從 0 開始以每增加 0.5 之評分畫圈，直到以 5 作為最外圈之評分。越接近評分

5 表示該國在該特定準則項目具有越高的競爭力。 

 

 

 

 

 

 

 

 

紡織品 成衣 

2013 年緬甸出口 2014 年緬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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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以緬甸作為採購之目標市場 

 

資料來源：just-style 

產業簡介 

本節提供緬甸之簡要概述，包括宏觀指標及成衣產業之重點資訊。 

圖表 13：2014 年緬甸及其成衣產業主要統計數據 

國內生產總值（GDP）（2014 年）15  628 億美元 

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2014 年） 8.5% 

人口 16  5,340 萬人 

世界銀行之報告--在 189 個國家中經商容

易度之排名 

167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經濟

論壇）--在 140 個國家中之排名 

131 

依據 2015~201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之發展

階段 

屬於"生產要素驅動"階段，是三個發展階

段 17之第一個階段。 

匯率穩定性 2015 年緬元已對美元貶值。從 1 月份 1 美

元=1,100 緬元左右，到了 2015 年 12 月，1

美元=1,300 緬元左右。EIU（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指出，這一波下跌壓力

和貶值有可能持續到 2019 年。 

資金取得（出口融資） 取得融資是在該國開展 FOB 業務的最大

制約因素之一。國家銀行並不提供融資給

當地的成衣企業以進行 FOB 業務。銀行對

當地企業收取之利率約 13％，而國際銀行

（只有六家已開始建立根據地）對合資企

生產品質 
價格 

合規性 

樣品開發 

交貨期 

歐盟關稅優勢 

靈活的訂購數量 

能力-基礎產品 

能力-附加價值產品 

效率 

提供 FOB 之能力 

可靠性 

政治穩定性 

重直整合/採購技能 

未來五年前景 

美國關稅優勢 

 



22 

 

業或外商獨資之企業則可提供更具競爭力

的利率，例如 6％。 

成衣出口佔總出口之比例 10~12% 

主要的產業協會 緬甸成衣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MGMA） 

成衣廠家數 約 300 家 

企業所有權  大多數為外商獨資或合資企業。約 50~60

家（佔 20％）是本土自有的工廠。 

產業所在地與通路 在仰光、勃生（Pathein）和勃固（Bago），

以及目前正在開設工廠之新工業區。有一

個工業區靠近泰國邊境，目前正在吸引外

國投資者之興趣。另一個工業區設在迪拉

瓦（Thilawa），靠近由長江和記實業（CK 

Hutchison Holdings）18經營管理之新深海

港口。Thilawa 的新經濟特區將非常鄰近港

口，並已有幾個新的外國投資者。部分紡

織品和手工編織業則開設在曼德勒

（Mandalay）及其周邊。 

目前緬甸只開設了一家紡織廠，並生產供

當地市場消費之棉織物。目前來自緬甸的

棉纖維是短纖維，而且相對的較為粗糙。

改善緬甸棉花種類和產量之議題持續在討

論當中。 

成衣產業就業人口 超過 25 萬人 

2014 年成衣出口 15.6億美元（預計 2015年將達 20億美元）。 

目前自緬甸採購之知名零售商和品牌商 H&M、GAP Inc、Taco、M&S、The Otto 

Group。 

貿易協定 最近的 GSP 狀況--自 2013 年起享 EBA 免

關稅進口到歐盟。 

工資水準 每月基本工資 75 美元。專業的或高技能的

工人將更高。許多工人靠加班（在法律範

圍內）來獲取更高的每月工資。 

成衣貿易環境 金融、進口/出口貿易政策和法規之改變、

基礎設施、技能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外

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以及合資企業的崛起構

成了大部分緬甸商業環境相關之關鍵點。

MGMA 與企業正在採取一個關注於將合

規性視為關鍵要素的重要步驟。 

成衣企業主要類型 本土企業為 CM、CMP，目前只有合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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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外商獨資企業可提供 FOB。 

原物料之獲取 目前所有用於出口之原物料均來自中國大

陸、南韓、日本、香港以及最近所洽談之

來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供應商。 

主要出口市場 日本、南韓、歐盟 

主要產品類別 羽絨外套、褲子、針織襯衫、梭織襯衫、

工作服、連帽衫和運動衫、內衣。 

效率水準（依據實例：150 克之圓領 T 恤） 大多數當地工廠之效率水準普遍較低。在

許多情況下其範圍可能介於 35~40％之

間。外資工廠的效率較高，可能高達 70~80

％。 

勞資關係 最近的罷工和勞工暴動是該產業中備受關

注之問題。 

圓領 T 恤之 FOB 價格 FOB 價格介於 2.1 美元~2.80 美元之間。 

平均交貨期 要提供實際上的 FOB 交貨期很難。外商企

業可以做 FOB。他們在國外處理業務，而

且也在緬甸之境外洽談 FOB 訂單。本土自

有企業仍難以處理 FOB 報價。他們沒有直

接與買家交易產品之經驗和採購原物料之

財力。 

15 www.eiu.com 2015 年 10 月之"國別報告（Country Report）" 。  

16 2015~2016 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17三個發展階段為：第 1 階段（生產要素驅動），接下來是第 1~2 階段（過渡）、第 2 階段（效率驅動）、

第 2~3 階段（過渡）及第 3 階段（創新驅動）。 

18 https://www.mitt.com.mm 

資料來源：just-style 

前瞻未來五年關鍵點 

緬甸成衣製造商協會（MGMA）主席 U Myint Soe 先生表示：｢我們需要更多的機會；

成衣產業的緬甸人民十分期待與國際買家合作。但是我們仍然需要與國際品牌交流，並

希望得到更多它們的生產經驗。請來和我們一起工作，支援我們學習如何處理 FOB 並

知道你們的期望是什麼。我們也想了解合規性之要求。MGMA 是開放給國際品牌和國

際社會團體的，並歡迎共同合作以幫助我們的產業達到國際標準。｣ 

˙2015 年緬甸大約有 300 家成衣廠，而每星期都開設了幾家新廠。大多數新工廠主要是

來自中國大陸、南韓、日本及新加坡之外商投資的。廠家數將持續增加。 

˙其他如越南等周邊國家也站在供應商--供應商關係之角度，開始研究緬甸的投資機會。

中國大陸也在緬甸投資，並先以供應商--供應商之關係為契機，開始啟動中國大陸--緬

甸關係的多種商機。一旦在緬甸之工廠配備了更高的標準和效率，可能有更多現在成

本已變得更高之中國大陸工廠會將業務轉移到緬甸。 

˙有些採購機構和代理商已經開始經營仲介業務。自 2013 年廢除制裁措施之後，幾乎立

https://www.mitt.co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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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地湧入了國際組織、外國大使館和使領館、商會以及國際企業。 

˙許多歐盟國際品牌派遣它們的採購團隊到緬甸作初步之商機探訪。美國則尚未完全正

式通商，這可能將於 2016~17 年敲定。 

˙已經制定一個 10 年期的成衣產業策略，並由 MGMA 執行中。 

˙MGMA 一向非常積極主動為其會員企業提供"行為準則"。這將是採購商和國際品牌商

樂於深入了解並與 MGMA 洽談的。 

˙最低工資已經制定，並同意於 2015 年 9 月起每日工資 3,600 緬元（約 2.80 美元/日。結

果每月工資約達 75 美元）。 

˙緬甸法律規定，最低工作年齡為 13 歲，13~17 歲的青少年工人享有津貼。這可能是目

前在該產業中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因為它不符合國際公認的最低工作年齡之要求（如

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是 15 歲）。這是一個開放討論的議題，而目前正在與多方利益相

關參與者探討各種解決方案。國際勞工組織目前正在該國與 MGMA 密切合作以解決這

個問題。 

˙在該國有非常多的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和各種政府機構聚焦於成衣產業之經營。這

將支持 MGMA 實施其推動的 10 年策略計畫。某些買家和品牌可能認為這是一個與該

國逐步建立關係之商機。 

˙許多工廠目前缺乏社會和環保之合規性。這是目前在緬甸頗受捐助者資助計畫所關注

的重點。緬甸工廠的合規性是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之一，而有一些零售商正在關注這件

事。MGMA 也指出，當地的法律目前並不符合國際要求。零售商中的 H＆M 率先開始

支持某些資助計畫以鼓勵工廠發展負責任之商業營運。這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但是

零售商在支持過程中之參與是令人鼓舞的。 

˙相較 FOB，現行稅制更有利於 CMP 生產。本土自有企業必須匯出進口原物料之費用而

原物料繳納的進口稅則不予退還。這使得本土企業直接進行 FOB 業務將有困難和成本

高昂。有些本土企業已經開始尋找合資夥伴來克服這個困難。在該國的利益相關者之

討論中表明，這種情況將在不久的將來得到改善。 

˙MGMA 在緬甸提供了縫製人員之培訓計畫。目前有些工廠利用這個計畫來培訓新的和

非技術性的工人。然而，針對更高層次之經營者、高級主管、中層管理者以及廣泛的

專業技能之培訓仍有所需求。這項計畫可能將擴及提供更多類型之工廠所需要的培

訓。在諸如泰國和新加坡等國的一些專業培訓機構將開放與 MGMA 合作之可能性。 

第 3 部分：柬埔寨、越南和緬甸之比較 

從買家角度看：作為採購之目標市場 

大多數品牌商和零售商依據來自商業刊物之資訊、與相關國家之大使館和產業協會洽

談、透過派遣商機考察探訪以評估該國前景，以及當然也從口碑來評估並從產業中其他

同行之資訊來規劃他們的採購策略。 

全球品牌、零售商或獨立設計師都在尋找一個理想的採購目標市場，它沒有物流或勞動

問題、價格具有競爭力、其工廠從產品開發與設計的角度來看非常具有競爭力，它還可

提供高水準之效率、合規性和安全性。以這些為考量，對這三個國家在宏觀層面上之採

購目標進行比較，以確定哪一國最接近理想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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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 14 利用了 15 項採購準則之簡明對照以提供該三個國家之視覺化比較。隨後我

們將對該 15 項準則逐一進行三個國家之比較。 

圖表 14：柬埔寨、越南和緬甸之 15 項採購準則比較 

 

資料來源：just-style 

1.提供 FOB 之能力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有（雖然訂單主要為來自國

外總公司之 CM 或 CMP）。 

有（雖然訂單主要為來自國

外總公司之 CM 或 CMP）。 

通常並沒有，可能僅適用於

外資企業。 

2.價格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具有低成本之競爭力基

礎。 

具有較高效率水準之競爭

力。將擁有與歐盟和美國簽

訂新免稅協定之更具競爭

力的潛力。 

目前由於效率低而價格過

高。工廠和技能之改善將降

低價格。 

3.關稅優勢（優惠協定）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歐盟--無。 

˙東南亞國協成員國。 

˙目前對歐盟和美國沒有優

勢，但可能分別與美國和歐

盟簽訂 TPP 和 FTA 而有所

改變。 

˙東南亞國協成員國。 

˙歐盟--無。 

˙東南亞國協成員國。 

生產品質 

價格 

合規性 

能力-基礎產品 
能力-附加價值產品 

效率 

提供 FOB 之能力 

越南 

政治穩定性 

重直整合/採購技能 

未來五年前景 

緬甸 柬埔寨 

可靠性 

樣品開發 

交貨期 

歐盟關稅優勢 

美國關稅優勢 

靈活的訂購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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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本簽訂協定。 

˙與南韓簽訂協定。 

˙與印度簽訂協定。 

˙與澳洲和紐西蘭簽訂協

定。 

4.合規性/永續性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社會責任合規性：勞資關

係是複雜的。 

環保合規性：由於大部分

工廠都經特定用途修建而

達高水準。印染和水洗廠

之廢水管理已經落實。 

建築安全：為經特定用途

修建之一級工廠。 

社會責任合規性：工會水準

非常低，勞資衝突並不太

多。預定進一步調漲最低工

資。 

環保合規性：仍然必須致力

於達到產業層級之水準。但

廢水處理方面制定了一些

高水準而嚴格的法規。 

建築安全：舊的工廠需要整

修。許多現代化的工廠取而

代之，還有一些新的投資正

被吸引到該產業。 

社會責任合規性：工人的最

低工作年齡將採用國際勞

工組織之標準。勞動法迫切

需要改革。2015 年已訂定最

低工資。 

環保合規性：有些地方工廠

已老舊，並正在更新成現代

化之節能環保設施。廢水管

理系統必須落實到產業層

級之水準。 

建築安全：大多數工廠都在

一級水準。但是用電和防火

安全需要定期檢查。 

5.生產品質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品質良好並可能具有附加

價值。工廠慣常於生產具

附加價值之訂單，例如對

歐盟市場之男用套裝以及

針織的女裝產品。 

品質良好並可能具有附加

價值。大多數工廠都聚焦於

大批量之生產。工廠在運動

服產品方面有豐富的經驗。 

生產品質中級到高級。擁有

一些經驗豐富的技術工人

可生產較高級而複雜的產

品，例如品質優良之羽絨外

套。許多工廠慣於為嚴格的

日本買家生產高品質產品。 

6.效率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效率水準中級到高級。目

前正在幾家工廠進行生產

力和效率改進之方案。 

效率水準較為高級。慣常於

接大批量之訂單。 

效率水準不高。最近已開始

在幾家工廠進行提高生產

力之方案。 

7.交貨期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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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貨期中期到長期。大部

分布料和原物料是進口

的。決策來自柬埔寨境外

之企業總部。 

交貨期短期到中期。工廠技

術純熟可提供快速反應產

品。但是更小的訂單數量或

其靈活度則是一個挑戰。目

前原物料為進口及自本土

採購。在未來幾年內將可能

實現更多的本土採購。 

交貨期很長。所有原物料都

必須從國外採購並進口。 

8.可靠性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由於勞工相關問題之不確

定性，以致可靠性位於低

水準。 

可靠性為高水準，並有強大

的產業基地。 

由於產業缺乏經驗而可靠

性為低到中等水準。 

9.創造基礎產品之能力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有 有 有 

10.金融穩定性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國家整體具穩定性。大多

數成衣產業的資金來自國

外之外商獨資。 

穩定性低等到中等。該國有

一些不良貸款。政府已經將

它們優先購買並重新組

織。國有銀行仍然在進行私

有化過程中。 

穩定性低。貸款利率非常

高。銀行不提供 FOB 訂單

之融資。有一些外國銀行已

經開始進駐該國。金融財務

法規需要修改。 

11.垂直整合/採購原物料之能力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幾乎沒有任何垂直整合，

因為所有成衣生產之原物

料都從國外進口。擁有印

染和水洗設施。 

目前雖然很少垂直整合工

廠，但擁有紡織品之紡紗、

織布以及針織產業，不過並

不足以滿足成衣產業之需

求。2020~2030 年產業總體

計畫有一個針對發展和吸

引上游之投資核心焦點。 

沒有垂直整合。該國只有一

個提供國內市場的紡織

廠。所需要的投資在於布料

和紡紗階段之上游投資。 

12.政治穩定性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政治環境穩定。 政治環境穩定。 最近舉行了大選。期待新當選

的政府有穩定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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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訂單數量之靈活度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有，可提供數量靈活之訂

單。其產業習於供應較小

的訂單數量。 

沒有，該國主要習於供應大

批量之生產。如要因應歐盟

市場需求和更高價值之產

品，將需要有所改變。 

有，可提供數量靈活之訂

單。習於接受來自日本和南

韓之任何類型的訂單，並有

能力因應。然而大多數時間

之生產率下降的原因為經

營者效率不高所致。由於大

部分訂單來自日本和南韓

採購商，標準很高，因此大

部分生產之維修或廢品率

也非常高。需要作優化工廠

和生產線規畫之培訓，以提

高工作效率，同時提供訂單

數量之靈活度。 

14.創新以及與買家共同開發產品之能力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有。有些工廠與採購商及

他們的設計團隊合作開發

產品。 

有。許多工廠已經在其樣品

和產品開發單位建立了自

己的採購和設計團隊。 

沒有。目前大多數工廠無法

提供樣品和版型製作。作為

一個以 CMP 為主之目標市

場，尚未發展這項技能。有

少數工廠已開始嘗試創設

樣版間並投資於打版師和

打版軟體。該國之非政府組

織和發展方案與 MGMA 共

同合作，以進一步發展此種

能力和技術。 

15.創造附加價值產品之能力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有。有洗滌和印染服務以

及後加工整理之工廠。成

衣製造商也擅長於製造高

價值之產品，例如男用套

裝、女用洋裝等。 

有。有洗滌、染色、印花、

繡花之設施。大多數在越南

製造的產品並未作高層次

之裝飾細節，但在許多情況

下可為國內市場提供洗滌

和印染。 

沒有。目前大多數工廠無法

提供附加價值之服務。預計

這將很快改變。工廠裡已出

現一些繡花機，但印花、染

整等附加價值之設施都很

難在該國被發現。 

從供應商角度看：作為製造業之目標市場 

成衣製造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它仍然明顯地依賴製造成本、價格優惠之公用設施

(如水、電)以及技能熟練之勞工等因素。成本將隨時依油價、原物料成本、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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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匯率而改變，在某些情況下，還依年中之某個時期而改變。我們在每個國家與其工

廠及產業代表交談以了解更多目前的情況，進而作出一個時間點（2015 年）為基礎來作

比較，並藉以從供應商或投資者之角度對這三個國家進行比較。 

以下圖表 15 提供了三個國家的關鍵定位和投資優勢之視覺化比較。注意事項： 

˙生產率水準高時它們代表優勢。因此，根據該圖表，越南擁有最高的生產力水準。 

˙關稅率高時代表劣勢。在越南之情況，目前它對歐盟是以最高關稅進口，而緬甸和柬

埔寨則享有 GSP 優惠關稅制下之 EBA 規則可免稅進口。 

˙除了生產力水準外，在圖表上的所有其他百分點以接近 100％表示劣勢之情況，而接近

0％則表示優勢之情況。 

圖表 15：柬埔寨、越南和緬甸之關鍵投資準則比較 

 

資料來源：just-style 

下表提供了一些關鍵要素概述，並從供應商或投資者角度比較這三個國家之成本和價值

以供參考。除非另有說明，該資訊為 2015 年之數據。 

圖表 16：2015 年緬甸、越南和柬埔寨競爭力因素之成本比較 

 競爭力因素 緬甸 越南 柬埔寨 

1 電費（美元/每千

瓦） 

0.01~0.08 0.10 0.16 

2 水費（美元/每立方

米）  

無規定。工廠建立

自己的人工管井。

仰光地區供家庭使

用之水費每月為 1

美元。 

0.35~0.38 0.36 

3 最低工資（美元/每

月）**  

75*** 138 * 128 

緬甸 柬埔寨 越南 

圓領 T 恤 FOB 成本（美元） 

生產力水準% 

港口通關時間（天數） 

企業稅率% 

貸款利率% 

對美國運貨成本（美元） 

關稅率%--最佳實例（歐盟） 

對歐盟運貨成本（美元） 

勞工（美元/每月稅後工資） 

勞工（美元/每月最低工資） 

水費（每立方米） 

電費（每千瓦） 



30 

 

4 平均稅後工資（美

元/每月） 

145 200 163 

5 美國運貨成本（40

英尺）  

5,000 美元 5,600 美元 6,400 美元 

6 歐盟運貨成本（40

英尺） 

3,000 歐元 3,000 歐元 2,600 歐元 

7 基本圓領 T 恤 CM

成本（美元） 

0.45 0.4~ 0.45 0.41 

8 基本圓領 T恤 FOB

成本（美元） 

2.80~4.00 2.2~4.0 2.1~3.5 

9 生產力/效率水準
**** 

40~50％ 85％ 70％ 

10 商業貸款利率 13％ 7％ 10％ 

11 企業所得稅率 25％ 22％ 20％ 

12 出口工廠數 300 家 5,000~6,000 家 600 家 

13 垂直整合工廠比例 0 2％ 0 

14 港口通關時間（天

數） 

3 2 2~3 

15 關稅率（例如 T

恤，HS 編碼：6109） 

美國 

 

 

16.5％ 

 

 

16.5％ 

 

 

16.5％ 

 歐盟 0％~12％ 12％ 0％~12％ 

 日本 0％~10.9％ 7％~10％ 0％~10.9 

 南韓 0％ 0％ 0％ 

 加拿大 18％ 18％ 0％~18％ 

16 與出口到歐盟和美

國相關之主要挑戰 

融資、合規性、採

購原物料。 

自由貿易協定之實

施、垂直整合。 

成本和政府政策之

透明度。 

17 企業所有權 約 80％屬外商 約 60％屬外商 約 99％屬外商 

18 影響國家層面競爭

力之關鍵因素（關

鍵問題） 

1.銀行體系無法支

持本土產業。 

2.稅收法規並不支

持產業由 CMP 提

升到 FOB。 

3.缺乏獲取原物料

之管道。 

1.需要更多的技術

知識。 

2.缺乏中層管理技

能。 

3.需要更多技能熟

練之勞工。 

4.符合貿易協定之

1.勞資關係之可靠

性低。 

2.缺乏政策變化之

透明度。 

3.經商成本高。 

4.工資上漲。 

5.所有權自有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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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缺乏製作樣品和

採購之技能。 

5. 缺乏合規性必

備條件。 

原產地規則要求的

挑戰。 

5.生產訂單數量靈

活或數量更小之訂

單的困難度。 

土產業非常少。 

19 增加國家競爭力附

加價值之主要優勢  

1.大選成功之國際

輿論。 

2.對緬甸感興趣的

幾個國際組織和發

展機構提供產業培

訓與技能發展 

3.溫暖而友善的人

民願意學習和工

作。 

4.MGMA通過了成

衣業之多方利益相

關者 10 年成長與

策略計畫。 

5.對歐盟和東南亞

國協成員國之關稅

優勢。 

1.擁有數年經驗之

紡織品及成衣產業

歷史。 

2.政府對 2020 至

2030年專業級紡織

品及成衣產業總體

計畫之堅強後盾已

就緒，上游投資得

到高度的支持。 

3.良好的生產品

質。 

4.具產品開發能

力。 

5.除了與日本、南

韓、印度、紐西蘭

和澳洲以及東南亞

國協成員國簽訂貿

易協定外，還與提

供優惠市場准入之

歐盟和美國簽訂新

的貿易協定。 

1.製造成本低。 

2.經驗豐富的勞

工。 

3.政治和經濟穩

定。 

4.非政府組織和發

展機構在場監督永

續性發展之問題。 

5.對歐盟和加拿大

以及東南亞國協成

員國之關稅優勢。 

20 代表產業對利益相

關者之利益的專業

產業協會 

緬甸成衣製造商協

會（MGMA） 

越南紡織與成衣協

會（VITAS） 

柬埔寨成衣製造商

協會（GMAC） 

資料來源：just-style 

附註： 

*越南每月工資以區域別區分。區域 1：310 萬盾、區域 2：275 萬盾、區域 3：240 萬盾
以及區域 4：215 萬盾。根據最近匯率換算大約是 95 美元~138 美元。 

**柬埔寨最低工資預定在 2016 年調漲到 140 美元，而越南則將於 2016 年調漲 13％，依
區域別約達 107 美元~156 美元。 

***雖然緬甸最低工資為 75 美元，但有幾家工廠表示，他們需要保證每月工資包括加班
費在內約 130 美元，否則是很難招收到好的工人。 

****依各工廠設施之不同，效率水準也不同。所有三個國家中都有生產效率很高的工廠以
及生產效率較低的工廠。該數據是統計所得之平均值，提供對該國廣泛營運之產業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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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未來五年在這些國家之採購 

貿易協定及其影響 

在未來五年，我們將極有可能看到成衣採購之顯著變化。在過去十年（自從 2005 年以

來）已經看到了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貿易協定之動向、變化以及改進。有一些新的雙邊協

定已經透過關稅同盟以及在地區之間正式生效。歐盟和美國已經與其全球貿易夥伴簽署

並啟動了許多協定，而且還有許多正在進行當中。隨著優惠貿易協定之實施，成衣之到

岸價格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降低 15~20％，甚至依進口國之不同而降價更多。物流、運

貨時間和航運路線是可成功利用貿易協定之關鍵。此外，原產地規則則在利用自由貿易

協定之貿易的成功或失敗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產業之建立經常是由於原產地規則

對免稅進口的某些要求而產生出來的。 

歐盟與美國最近剛剛分別達成與越南進行之 EVFTA 和 TPP 談判。此外，越南已與許多

亞洲國家談判多項以雙邊為基礎之協定。作為 TPP 協定的一份子意味著擁有進口到 11

個國家和其市場之潛能。緬甸仍處於起步階段，並正慢慢開始發展其國際貿易關係。歐

盟已經透過其 EBA 機制提供緬甸 GSP 優惠關稅制，而歐盟買家現在也開始注意到該國

已開放了國際業務。 

美國買家尚未介入緬甸業務，除了 GAP Inc 公司已透過其亞洲辦事處在營運。越南、柬

埔寨和緬甸都是東南亞國協的成員國。柬埔寨也從歐盟優惠關稅制之 EBA 獲益。柬埔

寨未享有任何對美國之商業優惠。柬埔寨對美國之出口一直在衰退，一旦 TPP 協定實

施，則可能更進一步衰退。越南很可能會獲得更多的美國市場佔有率，並從柬埔寨奪得

更多的市場佔有率。 

貿易協定在決策性因素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 FOB 價格是在工廠層級作談判，

一個品牌或零售商實際上關心的是產品在進口國之最終到岸價格。 

技術、網路和新渠道 

技術改進、網路零售、行動支付、行動應用程式和各種各樣的消費新體驗將對買家之採

購方法和需求產生影響。 

品牌商和零售商必須同時管理網路和他們實體商店之業務。這將在零售鏈終端產生額外

的責任與費用。為了繼續維持競爭力，大眾品牌都與高端品牌或精品品牌一起出現在網

路商店中，而其中有許多只能透過網路訂購。這也意味著在新技術、新技能人才和更多

培訓與技能發展上作更多的投資。越來越多品牌有興趣與可以在整個價值鏈上承擔這些

現代責任、有迎合他們理念的能力並以靈活的方式工作之供應商合作。 

對越南而言，這意味著為了贏得更多的業務，他們的訂單數量將更靈活，與買家密切合

作以更了解業務並利於在供應端提供解決方案，以及支持零售商和採購商之整體策略。

這也意味著，提供更短的交貨期和開發更多具附加價值之產品。在該國增設上游工廠將

有助於在未來增加訂單數量之靈活度。 

對柬埔寨而言，這意味著將致力於可靠度和責任性。它也意味著解決目前的勞資糾紛、

調整工資到可接受之水準、致力於溝通程序及提供國際社群知名度--擁有正面報導將對

柬埔寨非常有幫助。在該國有幾個非常傑出和營運良好的工廠，但人們所唯一聽到的柬

埔寨新聞是那些勞資糾紛、罷工、大規模暈厥及非法槍擊事件。柬埔寨可真正受益於營

運最佳的高端工廠，並以其作為其他工廠之典範，它可聚焦於將媒體報導轉向正面。由

產業協會和其網站發佈強而有力之報導以提供最新訊息，並幫助國際買家了解該最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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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來自一個入口網站而不是來自幾個非政府組織之網站，這也都是有助益的。 

對緬甸而言，這意味著向其他國家和全球營運最佳產業之學習中得到了正確的方法。工

廠層面則致力於開發從一開始即聚焦於數量和靈活生產之策略，這有助於那些想受益於

GSP 而進入大部分訂單數量基本上都很靈活之歐盟市場的廠家。上文所提到的新渠道和

零售方法為他們帶來新的倉儲、庫存控制和生產之需求。由於緬甸已經開始打開它自己

的國際品牌和零售商，跳脫過去所用方法並直接參與和了解買家他們自己需要什麼來評

估新的系統和必備條件，這將會很有幫助。 

合規性和標準 

現今是有史以來合規性和永續性被討論最多的時代。每個品牌商和零售商必須審查合規

性和行為規範之必備條件。各種標籤、標準和驗證的出現都對製造商在評估以多長時間

進行何種投資中非常具有挑戰性。關鍵是要了解標準和驗證之原因，並在工廠裡建立系

統以滿足這些期望。 

成衣產業是在國內由農業轉型到製造業所建立的首要製造業之一。這是由於相較其他產

業所需要的投資水準較低。然而，多年來該產業已變得越來越專業，而且對例如安全性、

法規、衛生、消防、照明、工人座位安排、廁所數與工人數之比例、休息時間與工時之

控管、節能技術以及環保處理原物料與廢棄物等問題，有較高程度的理解和敏感度。因

此，所有這些問題之認可標準都已經就緒了。 

大多數產業標準和驗證審核四個關鍵領域相關之核心問題：社會合規性、環保合規性、

健康與安全，以及最近的建築安全。各種驗證，如 WRAP、BSCI、SA 8000、ETI和 SEDEX

都提供了結構化機制，以協助工廠達到可接受之標準。雖然不同的品牌商和零售商偏好

之驗證不同，但大多願意理解或接受另一種標準，如果它已被實施，而且順利通過買家

之審核。有一些被廣泛接受的主要偏好：美國偏好 WRAP，歐洲大陸偏好 BSCI，英國

偏好 ETI 和 SEDEX，而 SA 8000 則由於驗證之性質已被廣泛接受。大多數這些驗證只

專注於社會方面。附加條件將被要求改進建築、環保以及工人之健康與安全和管理。 

在越南，大多數出口工廠至少已經通過一項審核，但關鍵在於維持審核之更新，很多工

廠都沒有這樣做。 

在柬埔寨，與越南類似，有幾個被驗證之工廠。這些驗證之再度更新與取得它們時同樣

的重要。 

在緬甸，大多數工廠目前沒有這些驗證。由於產業只在兩年前真正地開放，將需要一段

時間才能讓大多數工廠就緒。話雖如此，許多外資在新建工廠時都謹守著主要的法規和

標準以期符合驗證之要求。 

現今之成衣生產已成為服務產業 

製造商們不再被視為簡單的生產基地。越來越多廠商正在推出所謂的"策略性夥伴關係

架構"。現今的零售商和品牌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想尋求可提供服務之供應商。通常零

售商或品牌可能不知道他們需要某種特定類型之服務或不知道他們可外包。舉例如下： 

一個策略前瞻性的牛仔褲製造商已在他們工廠提供買家一間設計工作室，以利買家團隊

有機會合作開發並優化調整下一季之商品系列。這裡的設計團隊靠近生產基地，並擁有

打樣完成後幾乎可立即進行商品系列定案之優勢。工廠所提供的進料以及擁有所有技術

知識之生產團隊，都可支援該設計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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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在印度南部的工廠提供布料樣品之開發，並在提供這些給買家之同時附上他們開

發的成衣樣品。目前他們已為新一季商品一起合作開發最佳的布料。 

還有另一家工廠提供其買家補貨計畫，將庫存布料直接發送到由市場需求決定地點之買

家倉庫，進行快速補貨來支援成衣之生產，這些全部以連結起來的 ERP 系統完成。 

另一家高度先進的供應商在工廠裡擁有完整的產品開發部門，它可滿足採購團隊並 100

％與特定之運動成衣品牌合作。樣品不間斷地開發，然後將設計之輸入資訊轉移到整個

工廠的生產團隊，從而產生非常快速之決策和處理。 

柬埔寨、越南和緬甸之供應商類型 

透過制定一個適用於成衣產業之供應商類型標準模組，我們已為我們選定的三個國家以

策略性、績效、事務性和瓶頸四大分類進行評價。越符合成本效益、以服務為導向以及

技能基礎的供應商，該國將越有可能被視為具策略性優勢。 

依據該模組，從左至右移動表示進步。左上方之"瓶頸"是最不可取的地區，而右上方之

"策略性"則是最優選的。 

圖表 17：適用於成衣供應國之供應商類型模組 

  

資料來源：just-style 

目前情勢 

在圖表 18 中的三個國家--柬埔寨、越南和緬甸--是根據我們依 15 項採購準則之相關基

本研究所得他們目前之狀況而標示出來的。 

 

 

 

 

 

瓶頸 

來料加工（Cutting、Making、

Trimming, CMT）與 CMP 供應

商、其他中小型企業（SME）

供應商、缺乏透明度之分包合

約供應商 

績效 

中小企業與可依承諾交貨及理

解買家需求之大型 FOB 供應

商 

策略性 

大型 ODM/FOB 供應商、服務

導向之較小型供應商 

事務性 

剛起步國家之起始點、中小型

企業/FOB 供應商、潛在的測試

訂單以及 CMT 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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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所作之目前國家類型 

 

資料來源：just-style 

緬甸目前被評定在"瓶頸"和"事務性"這兩個類型中，主要是由於缺乏 FOB 出口之可能

性、效率水準低、缺乏資金、合規性問題以及其他商業環境相關之因素。有一些買家已

將緬甸視為目標市場，但尚未視其為策略合作夥伴。而與那些能夠出口 FOB 之工廠正

在進行的"事務性"交易則主要是在測試該國。那些都是外商獨資或合資之工廠。 

越南和柬埔寨目前在"績效"類型中，因為雙方都有工廠，可提供買家之所需，並在大多

數情況下可信守出貨的承諾。然而，這仍然是供應商--買家模式，而不是策略合作夥伴

之關係。可能有些工廠確實以個別層面歸屬在"策略性"類型中，但目前大多數產業仍然

歸屬在"績效"類型中。產業正在觀察 TPP（包括越南與美國的 12 個國家）和 EVFTA（歐

盟與越南）之談判，以評估越南將會受到什麼影響，以及政府和私營部門將採取哪些步

驟以充分利用這些協定。 

未來五年前景 

從現在開始之未來五年，採購模式很可能將大有不同。依據我們所使用之 15 項準則中

的元素，有幾個因素可能會有所改變： 

˙越南可能已開始投資上游產業以受惠並符合於 TPP 協定原產地要求之規定。它也可能

將開始實施其 2020~2030 年總體計畫下之項目。 

˙緬甸可能已部份完成其 10 年成衣產業策略之行動方案，並希望已解決其合規性之挑戰。 

˙柬埔寨可能因越南之崛起和緬甸之成長而被淘汰出局。 

圖表 19 顯示出兩種可能情勢中之第一種的移動。 

 

 

 

 

瓶頸 

 
緬甸 

策略性 

事務性 

 
緬甸 

績效 

 
柬埔寨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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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9：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所作之 2020 年國家類型--情勢 1 

 

資料來源：just-style 

˙在這種情勢中，緬甸由於 FOB 出口之可能性提高、金融業務改善而可獲得融資、更多

的合規性、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多的高階管理技能而移動到了"事務性"和"績效"之類型

中。買家有可能在緬甸一達到基本門檻時便會立即轉而與其合作。 

˙另一方面，柬埔寨則可能由於持續的勞資糾紛、缺乏透明度以及不可靠性而慢慢被淘

汰出局。它的一些高績效企業可能有助於該國停留在"績效"類型，但所佔空間之比例

較低。緬甸將開始從柬埔寨奪取其佔有率，越南也將一樣。 

˙越之產業發展如果按照其"2020~2030 年總體計畫"實現的話，可能會移動到"策略性"之

類型中。如果上游的預期投資達成了，而政府也依要求聚焦於實施社會和環境之合規

性，則越南很可能在該地區從其他國家奪走大部分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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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0：依據 15 項採購準則所作之 2020 年國家類型--情勢 2 

 

資料來源：just-style 

˙情勢 2 中的緬甸非常樂觀。如同在情勢 1 中，它從"瓶頸"狀態移動到"事務性"以及"績

效"。而在這種情勢下，有些更大和更具競爭力的企業則進入了"策略性"類型中。 

˙柬埔寨不歸入"瓶頸"類型，因為其產業關係有良好的管理以及更高的透明度，並為國際

買家展現更高水準之可靠性。因此，柬埔寨保留了它在"績效"類型中之位置。 

˙越南，如同在情勢 1 中，移動到"策略性"類型中，但這次與緬甸共享該位置。 

結論 

隨著產業之成長，在維持其永續性發展之同時又可符合成本效益是至關重要的。成衣產

業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是不斷會出現對價格更低廉產品之需求。然而，隨著對全球成衣產

業了解更深入後，越來越多的年輕消費者都意識到支付公平之產品價格是必須的，但這

還沒有成為整個消費者之購買常態。雖然人們意識到了，但這並不總是意味著他們會在

店裡作出購買之決定。購買更便宜之產品的欲望依然存在。在消費者開始認知並接受製

造產品成本之前，只從供應方試圖帶來改變是行不通的。 

只要時尚市場之消費者要求低價位並樂於購買低價商品，儘管有其他一切重要因素，買

家將永遠為價格所困。 

讓消費者認知製造過程使消費者更容易理解並指望他們多付一點錢。如果產業中的所有

零售商和品牌商使用一個意識到除了純粹價格以外之更多因素的模式，成衣生產將變得

更具永續性。 

越南、柬埔寨和緬甸各有其自己之特性，提供了他們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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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1：比較東南亞採購國家之規模、成本和技能 

 

資料來源：just-style 

柬埔寨相對以成本為導向，其重點是改善勞資關係。改善新聞與媒體和自發性新聞稿之

管理以及對國際社會公開討論之透明化，對有些買家而言，將會使柬埔寨更具競爭力。

隨著靈活度和現代化的建立，該國可能會極具競爭力。目前缺乏本地所有權使得風險略

高。因此它介於緬甸和更有競爭力之越南的中間。 

越南正在被幾乎所有的全球品牌商和零售商賦予很大的期望。伴隨這一切期望，越南將

任重道遠並在未來幾年內作好整合。隨著政府對產業之支持以及通過其"總體計畫"，大

量的升級汰換和投資將是可被預期的。在預期之貿易協定和優惠已就緒之下，越南必須

聚焦於內部問題以成為全球所期望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國家以及採購之目標市場。 

每個品牌商和零售商將依其重點、優先順序和企業之焦點作出自己的決策。最關鍵的是

希望這些決策著眼於長期的永續發展之商務關係，和及時透過對該國歷史以及如何與其

人民文化合作之背景的了解。理論上，企業應該隨即回歸自然。 

緬甸是一個剛開始啟動國際業務之嶄新而令人振奮的區域。透過研討會來接受國際培

訓，從生產力改進計畫、營銷和採購技能發展之研討會中受惠，其產業可善加利用這些

不同方案所提供之資源而大大獲益。在宏觀層面上，2016 年年初新當選政府上任後將會

發生之變化受到相當的關注。稅務法規和金融法規在宏觀層面上需要作改變，否則產業

將無法往前發展。緬甸有一個選擇正確做法的好機會，因為它才剛要起步。 

柬埔寨 

越南 

緬甸 

成本 

工廠家數 

技能 

工廠家數 

工廠家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