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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衣業的挑戰與機會 

 

消費者的服裝支出被壓縮、購物者要找因應需要量身打造的商品、價格的壓力、生產成

本上漲，這些因素加起來讓 2016年成為成衣業及其供應鏈不確定的一年。下面是一些

業界的看法。 

 

VF Corp（美國公司，品牌包括 Lee、The North Face、Timberland等）亞洲產品供應

鏈總經理Mr. Colin Browne： 

美元的強勢與商品成本的波動會讓我們保持警戒。零售形態也在改變，網購成為主流，

讓我們重新思考產品銷售的路徑與上市的速度。與此同時，為了利用接踵而來的貿易協

定，例如非洲成長暨機會法案(AGOA)、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等的好處，產品採購也

轉向新來源。這些變動會界定接下來五年成衣產業的型態。確保全球開發中國家成衣工

廠勞工的安全也仍將是焦點所在。 

 

在這些產業面的轉變發生時，地緣政治的風險也日益增加，這將使我們的角色更具挑戰

性，所以 2016年會是「有趣的」一年。 

 

Esquel Group (香港棉襯衫製造商，客戶包括 Brooks Brother、Lacoste、Nike、Ralph 

Lauren等)副董事長Mr. KL LEE： 

2016年的經濟展望將綜合各個關鍵市場。可以預期匯率市場的波動，因為美國聯準會開

始採取緊縮政策；加上消費者購物行為的演變轉向電子商務平台。對此全世界的品牌、

零售商及製造商都必須因應，成功的會是那些想出「贏的公式」的業者。 

 

Li & Fung（香港利豐集團）採購總裁Mr. Marc Compagnon： 

從產業角度來看，聽到的都是崩解，但這並不表示整個系統的斷裂，反而提供巨大的機會。 

 

今天的消費者可以獲得真正的價格透明度，因此商品價值的公式也改變了。期初的利潤

已經沒有意義，每個品牌都以半價銷售，搞到現在消費者只等到打折才買。要做這一行

就得想法在這種打折型態下生存。 

 

許多專家提到全方位通路銷售或是 O2O（以線上商務帶動離線實體銷售），但追根究底

還是在於產品。你得銷售消費者要的產品。什麼是消費者要的產品？能不能及時送到消

費者手中？這才是企業成功或失敗的因素。所以在我們這一行你得了解如何打造出可以

滿足市場需要的供應鏈。 

 

而且這些市場需要還常常改變，不論是千禧世代、嬰兒潮世代或活躍的銀髮遊牧族，在

產品區隔與配銷通路上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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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總是忽略一個事實，那就是世界貿易每年仍以 2-3%的速度在成長。即使目前大環

境艱困，隧道終點總是有著光明。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策略發展部門副總裁Mr. Rick Horwitch： 

美國大選可能是 2016年成衣產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此外，挑戰與機會可以綜觀如下： 

 

供需—去年我提到速度是挑戰與機會的關鍵所在，我沒有改變觀點，事實上我認為於今

尤烈。速度仍是產業需面對最大的挑戰與機會。傳統的經營方式是建立在「供應-需求」

模式上，但是我們現在是活在「需求-供應」的世界。顧客需要符合其個人規格的產品，

而且現在就要。依照需要量身訂製的產品不再只由利基型公司提供。這是可長可久的經

營模式，製程需要改變，以協同的方式進行。 

 

轉移到「需求-供應」的模式需要由上而下的承諾，去創新與改變。問題是改變既不簡

單，也不便宜。不過我們看過無數的企業擁抱與提倡改變，並在改進產品上市速度、營

業收入及利潤成長方面達到巨大成果，同時加強了顧客忠誠度與保持度。 

 

智慧型產品—我強烈推薦參觀拉斯維加斯或上海的消費電子展(CES)。這個展不再只是

電視、相機及視聽裝置。2015年超過三分之一的展位是關於智慧型產品（2014年只有

約 5%），2016年比例還會更大。展出內容從汽車到機器人（縫紉機）、3D列印機（從

玩具到衣服）、以及各種形狀、型態、材質的穿戴裝置。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消費產品

長什麼樣，這是個必看的展覽。 

 

機會存在於在纖維、紗、布料材質內結合科技，以發展非常酷與變革性的產品。挑戰將

是： 

採購與製造 – 產品能做得出來嗎? 

品質 – 產品有用嗎? 

有沒有立法與生物測定的安全考量?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Mr. Edwin Keh： 

今年最大的挑戰仍是環境永續性、社會責任、供應鏈的原料及勞工成本，以及複雜的全

方位通路與動盪的全球市場。 

 

消費者與相關團體已經明白表示要求商品來自負責、透明與環保的供應商，但是這些問

題很複雜，門檻也迅速提高。 

 

最後一哩路的解決方案、供應鏈的速度、需求預測等仍將是許多企業最有興趣的著力點。 

 

機會多半落在新的智慧型成衣系統、永續的商業模式、智慧型生產等領域。智慧型成衣

系統係指穿戴解決方案與整合性機能服裝，不但能讓我們保持溫暖、乾燥與舒適，也能

保護我們的安全、監督我們的健康、讓我們保持網路連結與主動適應我們多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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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不過十年前，我們對手錶的要求是報時，電話是用來與外界聯絡，因此未來數年我們

會期望服飾與鞋子提供日常生活的多種穿戴功能。 

 

成衣業會變得更聰明、高科技、從其他產業汲取精華。成衣會成為以設計與科技為基礎

的知識性行業。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主席Mr. Rick Helfenbein： 

開發中國家面臨劉易士轉折點（Lewis Turning Point，意指人力供應由多轉缺，帶動工資

上揚，成長趨緩）的時代，這些國家是負責任的品牌持續採購產品的地方。供應成衣鞋

類產品的國家，工資與成本的漲勢未歇。 

 

美國消費者經過七年前的經濟危機，現在在成衣鞋類的軟支出方面已放緩腳步，但仍追

求高價物品如汽車。同一位消費者對穿戴產品在打折時很有興趣，只是需要吸引他踏入

店內。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是，2008年的大寒流沒變為 2015年的大緊縮，在可見的未

來仍然如此。這樣的環境讓採購專家的任務只剩下規劃讓個別供應鏈最優化的策略。 

 

Olah Inc公司（總部位於紐約，銷售牛仔與休閒服飾並提供行銷諮詢服務）總經理Mr. 

Robert Antoshak： 

人口結構改變、經濟不均和已開發國家的市場需求不振，是 2016年的一些主要挑戰。

許多國家消費者的年齡中數提高，年長消費者每年購買的衣服通常比年輕消費者少，尤

其是在已開發世界。貧富不均在服飾整體需求上更是中心因素，會影響所有消費者的購

物決定。 

 

2008年的經濟蕭條後，貧富不均現象已日趨明顯，財富金字塔頂端的消費者繼續以正常

頻率購買衣服，在底部的消費者則陷入掙扎。這種兩極化導致整體銷售低迷。另外，整

體人口的成長情形在決定整體成衣零售業績方面也是日益重要的因素。 

 

成長的人口通常代表更高的成衣銷售，但是在已開發世界，人口成長出現問題。美國、

歐洲及日本的人口成長減緩，成衣銷售就可能衰退或至少停滯，但是在開發中國家則是

另外一回事。世界很大一部分人口集中在中國大陸與印度，這兩個國家的人口持續增

加，人口成長的重要性因而有了新的意義。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及麥肯錫負責成衣、時尚及奢侈品集團的首領Mr. Dr Achim 

Berg： 

宏觀經濟發展與消費者及通路的趨勢帶動成衣市場的波動，這是 2016年最大的挑戰。

有相當數目的業者仍然受著存貨過多、實體商店業績不佳及匯率變動之苦。競爭之勢趨

烈，需要成衣業者提升速度與消費者體驗，同時力抗提高利潤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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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Salmon成衣顧問公司高級經理Mr. Stephen Taylor： 

2016年對大多數成衣零售商不會是躍升的一年。在宏觀經濟局面不穩、利率可能上升情

況下，消費者的服裝支出仍受擠壓。但是消費者轉往網購成衣的現象在 2016年會加劇，

對零售店的角色有實質衝擊。已建立全方位通路能力、並已開始將店面轉型為品牌與產

品形象展示的品牌勢將獲利。疏於在這方面投資、並仍依賴傳統批發途徑的品牌最可能

吃到苦頭。 

 

建立並維持永續與道德的供應源將是最具優先性的作為。千禧世代購物者與外部股東都

愈來愈會質疑產品來源與製造過程。這一點會及於所有品牌，而不只是折扣與大眾市場

零售商。因此 2016年有些成衣品牌會需要建立自己內部的採購能力，更加靠近他們供

應鏈的上游業者。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Mr. Matthijs Crietee： 

這個產業一個龐大的機會仍是走在「改善生產」、而非「轉移生產」的路徑上。2016年

業者可以證明，投資在工廠及供應鏈上會在永續性、生產力、勞工情況及節省金錢上，

同時創造出持久的進步。 

 

布料及成衣在機能性上有令人興奮的創新，具備改進成衣形象的潛力。更舒適也更環保

的智慧型穿戴裝置與布料可以為消費者創造出新的價值感。創新可以做為長期折扣與血

汗商店的解藥。 

 

產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科技與組織的改善潛力轉化成現實、融入供應鏈。第一線的工

廠或工廠集團正在實踐這樣的轉化；對於第二線的製造商而言，投資於改善，譬如生產

力或環保，則較難實施，因為他們面臨較多財務、時間與知識的限制。 

 

Coats 集團（英國縫線與拉鍊製造與銷售公司）執行長Mr. Paul Forman： 

速度與生產力是關鍵層面。 

 

最大的挑戰在於價格壓力加上生產成本的膨脹，以及如何徹底處理這樣的衝擊。我們的

產業最在乎速度，因此改進供應鏈效率有助於緩和衝擊，但是勞工與原料成本的增加，

加上零售價格下降的壓力則是持續存在的挑戰。 

 

不論長短期的預測都無法忽視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與無止境的消費者需求似

乎不可能維持以往的速度及水準，但它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代表成衣產業龐大的商

機，而還沒進入這個市場的業者大概已經錯過時機了。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歷經 7年的諮商，2015年成了其標竿年。TPP協定的完成雖

然還需經過各國冗長的核准過程，我們應該開始檢視像越南這樣的簽署國所蘊含的成長

動力，一定會受益於自由貿易與競爭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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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Ms. Julia Hughes： 

先說機會。顯然新的貿易協定為成衣業帶來一些龐大的機會。如果你看一下數據，服裝

品牌及零售商通常不是自由貿易協定的重度使用者，不論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皆然。根據

最近的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署數據，美國進口的紡織成衣品僅有 19%是因為符合自由貿

易協定或單邊貿易優惠制度資格而免稅的。儘管有些成衣產品的進口關稅屬美國稅率裡

最高者，美國品牌及零售商在大多數的美國貿易協定的使用率都非常低。參與 USFIA 

2015年時尚產業標竿調查的領導性品牌及零售商的使用率，大多在 30%或更少。 

 

不過我們希望一些與原來就是供應來源國家簽署的新協定，例如 TPP、歐盟越南自由貿

易協定等，會促使一些公司重新看待自由貿易的好處。TPP雖然還是有「從紗開始」的

原產地規定限制，無法反映全球價值鏈的事實，但是從實施第一天就關稅全免的產品，

以及可以依照供應短缺清單向非 TPP 國家採購原料的例外，意味著 TPP 協定裡還是有

著實質的採購機會。例如，洋裝與裙子在 TPP協定一生效就會免除關稅，還有一些名列

供應短缺清單上的布料是用來製造洋裝與裙子的。 

 

成功的關鍵在於企業是否能夠花費時間與資源學習如何利用 TPP的商機。 

 

再來說到挑戰。去年我們提到貿易保護主義，這仍然是一項挑戰，看看 TPP與現實脫節

的原產地規定及降稅時程就知道。道德採購也是首要議題，因為企業承諾確保其供應來

源不但符合法令，而且符合道德。這在萬物皆漲(原料、勞工、貨運及流通成本)的時候

是更大的挑戰。 

 

相關的另一項關切議題是供應鏈與貨運安全。從勞工抗爭與自然災害有可能中止生產作

業，到恐怖主義（與必要的因應措施）的風險會衝擊貨運與流通，企業必須提高警覺。

在今日，供應鏈必須符合規定、合乎道德、安全，當然更是要以合宜的價格提供消費者

合宜的產品！ 

 

英國成衣產業顧問公司 Clothesource執行長Mr. Mike Flanagan： 

產業仍然受到六個關鍵議題主導： 

- 選擇性減值。在歐洲，成衣成本上漲，但零售價格下跌。在美國，零售價格下跌，

但製造商的成衣報價也下跌。 

- 國內產能過剩。零售價格下跌使得情形更糟。未來五年，已開發國家市場一些原本

賺錢的零售店關門的情形可能會很普遍。就成衣數量而言，西方成衣市場仍在成長，

但過去的過度擴張會牽制利潤。 

- 網路無利潤。2015年資誠事務所(PwC)的一項調查顯示，84%的全球零售商在網路經

營上是虧本的，其中又有三分之二的廠商發現虧損繼續擴大。 

- 國際市場營運。除了 Inditex（擁有 Zara等品牌）、H&M、Primark（總部位於愛爾蘭

的歐美平價流行服飾連鎖店）以外，幾乎沒有一家成衣企業能達成海外市場擴張的

目標。Uniqlo在美國表現暗淡（顯然放棄「到 2020年美國展店達 200 間」的目標），

Mango結束與 JC Penney的合作，關閉 450間在 JC Penney的店面。有很大一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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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消費者沒有興趣和世界其他的人穿得一樣。服裝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自我

表達的形式，而不是向全球性教派宣誓效忠的制服。另一個比較不明顯的原因是，

發展中國家的顧客，尤其是中國大陸，正轉而對抗跨國性商品與服務。這個議題對

美國零售商及品牌特別嚴重，美元升值會將海外營運的利潤貶值。 

- 國內生活工資壓力。現在不是英國及美國為遏止通貨膨脹而提高工資的最佳時機，

但是當地的政治壓力卻做了這個選擇。這更加深了問題，因為海外零售市場不像原

先所想的那麼容易提升業績，因此大多數零售商（像 Nike這樣的大品牌則較為不同）

愈來愈依賴國內市場獲取利潤。 

- 消費者的不可測性與數據模糊性。用實實在在的數據來解讀環境中的企業表現變得

困難，因為許多品牌與零售商都看到銷售業績下跌，銷售數量則略升（因為零售價

格崩盤），但是成衣採購的成本也下跌（因為以美元、日圓或孟加拉幣計之，成衣製

造商每供應一件成衣所得現在要比一年前來得少）。主要商品銷售下跌不是必然但往

往就代表利潤下跌。 

 

另一方面，許多消費者都預期零售價格會繼續下跌，然後可以找到特別划算的產品；其

他的消費者則抱怨布料品質、成衣合身度及衣服細節都在退步。 

 

許多消費者現在也被教育得時常期待降價。 

 

大多數消費者認為他們可以期待一些供應商視同不能相互兼容的情況：售價降低、出貨

加速、品質更好。當一些消費者抱怨勞工工資太低，另一些又希望售價下降，他們並不

是偽善。什麼都想兼得是人類共同本性，企業與反動分子應該要認知此點，而不是不予

理會。 

 

在有關全球化的紛擾中，許多評論員和貿易人士忘記全球是由 73 億不同的人們組成的

市場，有著 73 億種不同的優先組合，而不是像軍隊一般統一的成員，簡單歸類成「千

禧世代」或「退休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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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衣採購策略 

成衣企業如果想要在未來保持競爭力，那現在該怎麼做呢？「一套走天下」的採購方式

不再行得通。2016年有助於區隔贏家與輸家的策略會是建立整合、合作、快速與應變彈

性的供應鏈。 

 

一些成衣業主管表示他們的看法。 

 

VF Corp（美國公司，品牌包括 Lee、The North Face、Timberland等）亞洲產品供應

副總裁兼總經理 Colin Browne： 

傳統的採購方式已經陣亡。那種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追逐最低價的日子大部分已經

消失了。機會還是存在，但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採購為基礎的世界，採購技巧甚至比

傳統貿易技巧還重要。了解產品全部的成本，而不是只知道最低的出廠價，將會主導採

購關係。在這個新世界裡，知識就是力量。了解關稅的衝擊和間接成本當然是公式的一

部分，但是了解我們的夥伴因為我們本身的缺乏效率所耗費的成本也很重要，掌握這些

動態因素將是王道。 

 

能和供應商建立共生關係的買主將可帶動效率、減輕風險。了解在何處與如何為共同的

未來投資會變得愈來愈重要，尤其當我們在考慮新的供應國家時，但在考慮自動化與創

新時也是如此。過去當產業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時，是為了追求低勞工成本；我們視同勞

工為取之不盡的資源，忽略勞工效率。勞工不再廉價，因此了解如何將低技術工作自動

化，並將勞工進化成為資產，將是關鍵所在。 

 

Li & Fung（香港利豐集團）執行董事Marc Compagnon： 

成衣企業需要在最大範圍內檢視成本，特別是在時間因素上。從設計到生產的過程裡充

斥缺乏效率之處，這是需要解決的地方。 

 

與供應商形成緊密關係非常重要。我們強調協助供應商在建置產能時保持領先。建立有

助於中小型製造商變得更有效率的製程、訓練及生產工程。生產力與永續性是一體的，

如果我們加強供應商的生產力與能力，就可以打造出一個更永續、健康的供應鏈，大家

都蒙其利。這不但可協助客戶，也可以讓自己永續生存並保持競爭力。 

 

Kurt Salmon成衣顧問公司總監 Sue Butler： 

在現今一直變動的環境裡，決定要在哪下單生產的複雜度愈來愈大，採購經理人需同時

考量多個因素（成本、速度、企業社會責任、彈性）。他們往往必須在顧客與內部組織

的需求與變化的採購版圖之間取得平衡。根據我的經驗，下面兩種能力可以提供真正的

競爭優勢，但往往是成衣品牌所欠缺的： 

1. 差異化的供應鏈與共同規劃。有太多的成衣品牌讓企業內各個團隊各自作業，卻仍

然逼迫大家的需求能一體適用。新的作法應該是發展差異策略，深度了解不同產品

類別個別真正的採購需求，才能實現合乎成本/速度/創新的競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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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且價格敏銳的基本型產品，銷售期較長，比較不需要太多行銷資源，但是容易

受到競爭對手價格的影響，需要密切的利潤管控；其他的產品對強化競爭地位與品

牌獨特性非常重要，必須提供顧客流行性的產品，並充分利用最新的市場知識與創

新。 

要處理這些不同的需求，原料購買、企劃、採購、產品開發的團隊需要攜手合作，

設計一個界定明確的商品系列架構，清楚列出系列內不同部分的需求，並提供一個

清晰的基礎以建立可以在速度與成本之間取得平衡的最佳採購計畫。 

 

2. 在規劃於何處生產產品時，徹頭徹尾了解真正的成本可以讓成衣企業做出明智的採

購決定。流行品牌知道，如果能依據最新的市場知識做決定，比較不易預測的商品

類別通常會有較佳的整體利潤；就近在本土鄰近較富彈性的地區採購這類產品則會

增加整體獲利率，雖然初始的成本一定比較高。不過，採購決定往往都是基於直覺，

而不是經由真正徹底地了解成本，包括產品、運輸、打折等的成本。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Dr Achim Berg： 

連結性與透明度、速度與彈性、永續性等都是未來在成衣市場致勝的關鍵，不論是在商

品企劃、產品開發、採購、供應鏈管理、零售或顧客服務等皆然。贏家能夠管理變化，

讓組織調適，發掘吸引適合的人才，設置加值工具。 

 

Coats集團（英國縫線與拉鍊製造與銷售公司）執行長 Paul Forman： 

要隨時想到產業的五大關鍵元素，最優先的是速度與生產力，這是時代思潮。 

1. 速度不僅是指第一個將產品推出，或具備快速反應季節中需求改變的彈性，企業應

該確保供應鏈全程的步調夠快。 

2. 生產力需要保持在最佳水準，不論是透過降低勞工風險、改善工業工程技術或是在

設計時就考量成本因素。 

3. 創新這個領域對加快速度也有幫助。數位科技的創新，譬如透過 3D印製提供樣本，

或是加強訂單進度與產品出貨即時資訊的取得，都有助於加快供應鏈全程的速度。

產品本身也有創新的可能性。 

4. 企業責任也是重要焦點。負責任的採購是時常受到嚴格檢視的領域。 

5. 品質。思考如何提供差異化與有價值的產品給消費者，好讓他們覺得需要。 

 

那些能夠時常發掘出新的創意方式來有效回應這五個領域的企業就是贏家。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策略發展部門副總裁 Rick Horwitch： 

用不同的角度思考。擁抱與鼓勵改變與創新，不要害怕失敗：沒有失敗代表沒有嘗試。

最重要的是顧客第一。顧客的投入、體驗、認知，顧客現在就要。消費者的產品資訊來

源無窮，評論、價格、產品成分、對社會及環境的衝擊等都可取得。社群媒體的反應更

是倍數成長。消費者要求產品的透明度，零售商及品牌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最終會影響

到他們建立與維繫品牌與商店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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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挑戰也產生很好的機會。企業有很好的機會與消費者及供應鏈發展更密切、真誠的

關係。隨著科技、資訊與產品運送系統的演進，這股潮流會持續成長。 

 

類似 3D協同設計、虛擬試穿形象、數位印刷、3D印製等科技讓量身訂做及顧客直接指

定產品有了可能性。與「即時」及「現在」相關的討論正在改變。這意味著所有的商業

模式都需要重新處理。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Matthijs Crietee： 

贏家是那些起而行的企業。以環保為例，他們不會等到消費者開口要求永續性產品，他

們已經採取行動製造。他們也會把已經做的事好好宣傳。他們投資自己的供應鏈，他們

已經投資上游關係，也已經投資於提供整個供應鏈可視性的適合軟體。 

 

減少廢棄物會是從「加分」進而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贏家會以全方位的角度來看

待這個議題。減少廢棄物包括在設計與工程階段就防止產生，一直到「納入回收的設計」

以及縮減款式數目和投資 3D數位視覺化。在價值鏈消費者的這一端，贏家會施壓與聯手

合作出更有效的廢棄成衣回收制度，以便建立一個在經濟上可以存活的二手資源市場。 

 

減少廢棄物可以讓更多資源轉向製造鏈上必要的投資。對贏家來說，更加滿足消費者需

求，降低環境衝擊，創新，生產力的改善以及勞動條件的改進等元素，彼此之間都有深

刻關聯。 

 

英國成衣產業顧問公司 Clothesource執行長Mike Flanagan： 

至少要以比現在快兩倍的速度來管理國內產能過剩、網路營運虧損與國際銷售作業這三

大利潤殺手為生意帶來的損害。 

 

要無情地要求你們本身的營運拿出真正的生產力來（就從 IT 資訊科技與社群媒體部門

開始），對你的供應商也是如此，他們通常是最先被要求者。 

 

「無情」並不是說要很狠心或剝削，而是要聰明，而且是非常聰明。現今區別贏家（如

Primark）與輸家（如 Gap）的就在於誠實和積極主動地面對成本。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主席 Rick Helfenbein： 

成功的成衣企業必須有一份策略性的五年採購計畫。他們需要準備走向一個免稅、或是

享有 TPP優惠待遇下的環境，以平衡他們現行的採購地區。沒有詳盡的計畫，企業可能

落得像溫水煮青蛙的結果，等到他們發現太熱時已經太遲了。 

 

Esquel Group (香港棉襯衫製造商，客戶包括 Brooks Brother、Lacoste、Nike、Ralph 

Lauren等)副董事長 KL Lee： 

Esquel相信財務健全的重要性，這樣才能夠度過難關，繼續投資，讓企業變得更好。企

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也要牢記在心。我們的目的一直是要讓客戶在晚上睡得更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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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但即時生產優質產品，而且是合乎道德與負責任地生產。我們想要證明紡織製造業

如何可以對環境產生極少的衝擊，而仍然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 

 

關照員工是我們另一個關鍵管理哲學。沒有好的員工，企業就不會成功。我們努力打造一

個讓員工敢於犯錯並繼續改進的環境，他們藉此可以了解自己的潛力，找到工作的意義。 

 

香港 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Edwin Keh： 

贏家具備差異化能力，擁有不易被擊敗的專門技術，最好是有一定規模可以發揮影響

力。新鮮品牌如果具備既酷又易於了解的美學、付得起的價格、加上善意的使命，將是

未來的贏家。 

 

Olah Inc公司（總部位於紐約，銷售牛仔與休閒服飾並提供行銷諮詢服務）總經理 Robert 

Antoshak： 

成衣企業現在更需要分散採購來源。混合的供應源向來能提供最佳的避險作用。不過在

今日的市場，分散供應來源會需要一些非傳統的手法。例如，區域性採購可能比過去更

有道理。當中國大陸變貴了，其他的亞洲供應國如越南、孟加拉則因製造而獲益豐厚，

但是區域性採購仍有其吸引力，因為它滿足消費大眾裡一個次群體的慾望，因此「美國

製造」、「歐洲製造」現在比以往都更有意義。 

 

「快速時尚」的依據原則是快速變化的款式會讓消費者有興趣購買新商品。的確，低價、

快速改變的流行吸引許多消費者。但是重回本土生產(例如「美國製造」）的成衣也是，其

訴求引起注意，並以高檔為原則，有助吸引消費者步入店內。這類成衣可能永遠不會成為

零售商的主力，但做為吸引消費者上門的手段可能很有效。即使如此，「美國製造」絕無可

能抵銷其他供應地區提供的驚人商機。對大規模、系統式的生產水平，重回本土生產的方

式不符合成本效益。成本是今日壓倒性的考量，不論是棉花、紗或布的成本，成衣製造商

努力尋找可以提供利潤並讓他們的客戶（也就是零售商）開心的公式。對零售商而言，面

對善變的消費市場，成本低在滿足市場需求上有助於提供某種程度的生產彈性。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Julia Hughes： 

建立一個網絡是很重要的事。企業來往的有律師、代理商、稅務專家、工廠及協會。要

確保你有可以信任的夥伴，要讓他們彼此對話。即使我們協會都建立一個網絡！我們和

一些公司及非營利組織都有夥伴關係，他們在範圍廣泛的議題上都具備專長，從全球貿

易管理與物流，到永續的棉花生產方式。藉助他們我們得以將重要的資訊提供會員。 

 

一個內部的網絡也很必要。處理採購、企業責任、海關及政府事務等團隊小組不能再單

打獨鬥；每個人都必須與他人合作，共享資訊。有許多很棒的工具可以協助企業管理全

球貿易作業與連結這些一直在運轉的個別作業單位。 

 

最重要的是，企業應該彼此分享資訊。成衣產業素以神祕著稱，但是我們發現，願意來

參加會議討論經驗與挑戰的會員，可以彼此學習，更能掌握風險，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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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衣業採購何處去? 

2016年的成衣採購版圖會如何轉變？運用何種策略可以讓成衣企業與其供應商保持領

先？劇烈的轉變不太可能發生，中國大陸也還是供應主力，諸如 AGOA（非洲成長暨機

會法案）、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等的貿易待遇則帶來樂觀的商機潛力。改進生產力

與跨越整個需求鏈的合作也是企業成功的關鍵所在。 

 

英國網路媒體體最近徵詢一些成衣業主管，他們的看法列述如下。 

 

VF Corp（美國公司，品牌包括 Lee、The North Face、Timberland等）亞洲產品供應

鏈總經理： 

雖然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成衣數量大致持平，但可以觀察到一股緩慢而穩定的轉變，

業界在逐漸轉移中國大陸供應鏈到可以利用新的貿易協定的國家。許多供應商看好越南

可以從 TPP獲得的潛在好處。 

 

不過別急著擺脫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採購可能昂貴，但它擁有唯一完全整合的成衣供

應模式，並且在產品開發方面仍然領先世界，也投資於自動化，更不用說中國大陸還有

一個龐大在成長中的當地市場。 

 

從地域角度來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終於供應成真，特別是在 AGOA延展效期之

後。愈來愈多的供應商造訪這個地區，也達成一些交易。這個地區要成為亞洲的競爭對

手還早，但其規模及資源取得性可讓它在未來 25年內成為主要供應地區。品牌在進入

這樣的新市場時，如果能和熟悉與信任的工廠或夥伴合作，可以較不費力，並降低雙方

的風險。這種深厚共生的關係是長期成功的關鍵。 

 

最近孟加拉法律與次序的崩壞令人憂心。雖然自 Rana Plaza成衣工廠倒塌事件後該國的

環境已有進步，但市政的混亂不安增加新的挑戰，需要密切觀察。 

 

Marc Compagnon, Li & Fung（香港利豐集團）採購總裁： 

壓力仍會存在，被擠壓的利潤影響到供應鏈上的每一個人。零售商可以藉機檢視供應鏈

的所有層面，發揮每一個階段的效率。不能僅靠著擠壓價格。 

 

中國大陸還是一個重要角色。他們在許多層面都有競爭力仍持續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個

國家太廣大，不能被視為單一國家。其他國家通常只專長於一個環節，這個國家不論上

游下游都很強大。沒有另一個中國大陸，也不會再有。但是你不再在中國大陸生產低成

本的基本產品，其他國家則可以利用此點取代之。 

 

至於談到鄰近生產，這個趨勢會繼續擴大。最近的匯率變動衝擊甚大，像土耳其、葡萄

牙這樣的供應國對歐洲更形重要，因為價格看起來划算。他們不像亞洲一般低價，但差

別度較少，也比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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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追逐低成本採購已不再有用，重點是要讓供應商覺得你對他們很重要，並和

他們保持開放的關係。每個人都希望對某些人很重要，每個人也都必須在價格公式上產

生利潤，公平對待對方，生意才能永續。與供應商的關係必須是各方皆有利的關係。 

 

Mr. KL Lee, Esquel Group (香港棉襯衫製造商，客戶包括 Brooks Brother、Lacoste、

Nike、Ralph Lauren等)副董事長： 

去(2015)年 10月 TPP達成協議後，對中國大陸的紡織品供應領導地位是否不再，有了

更多疑問。 

 

對那些持續用老式方法生產、不思轉型的企業，除了將生產管控轉移到低勞工成本國家

外別無選擇。Esquel追求不同的方法：創新與利用科技，表現在自動化與改進製程上面，

可以增加生產力並因此降低單位勞工成本，同時改善品質穩定性。所以我們的勞工會因

分享經濟成功而賺得更多，我們卻仍能保持競爭力。 

 

Esquel當然不只在中國大陸生產，在越南及馬來西亞也有生產基地，將會受益於 TPP。 

 

Edwin Keh,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生產基地會持續從中國大陸轉移到 TPP國家如越南以及非洲的新疆域，還有回到市場本

土或接近本土的地區。不會有劇烈的變化，但會持續現有的發展趨勢。 

 

眼光較遠的成衣公司會和愈來愈少的製造商合作，可靠性、靈活度與好的價值鏈會推動

採購布局。 

 

Rick Helfenein,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主席： 

採購版圖在 2016年不太可能會有太大的變動。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可能下降一個刻度，

越南上升一個刻度，但兩者相加在美國成衣市場的比重仍有 49%。事實上，美國成衣的

五大供應國中國、越南、印度、孟加拉、印尼仍將占有 65%的市場。最佳的策略仍然是

充分發揮供應鏈的能力，專注價格、品質、上市的速度。 

 

Rick Horwitch,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策略發展部門副總裁： 

必須以「需求與供應」為中心來建立策略 – 考量速度/時間、成本/效率、區域平衡與透

明度。追逐最低廉成本的日子已成過去。跨越整個需求鏈的合作、承諾與信任才是關鍵。 

 

中國大陸是更大的議題。他們的中產階級持續增加，相對於出口，生產比較是為本地的

消費。這意味買主必須找到新的供應源。TPP對此有所幫助，但它並非唯一答案。離消

費者更近在地採購或就近採購現象將會擴張。 

 

這樣的合作要有效，需求鏈上所有參與者之間的投資與信任是必要的。一個完美的例子

是薩爾瓦多。當地一個製造商群聚（纖維、紗、針織、染整、印花、裁剪縫合）彼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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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在幾哩之內，成功地合作以求符合零售商與品牌客戶（提供遠期貸款）的需求並因而

獲利。這樣的承諾與信任帶動在新科技與設備方面大量的投資。先進的科技、靠近市場、

免稅待遇、生產彈性等因素讓中美洲可能成為美國供需經濟的最佳夥伴。 

 

Robert Antoshak, Olah Inc公司（總部位於紐約，銷售牛仔與休閒服飾並提供行銷諮詢

服務）總經理： 

當整個市場持平或衰退之際，成衣企業如何突破銷售、創造利潤呢？有一個答案是「快

速時尚」，意思是以微薄的利潤支撐高單位營業額。現今產業不可能享受到一個一直在

擴張的消費市場，在已開發世界尤然。必須用更有創意的方法吸引口袋有限的消費者，

以創造銷售。因此，採購將持續去追逐低成本供應商以維持利潤，同時還得快速在店內

供應一大堆商品。 

 

的確，當採購的地理範圍擴充時，供應鏈將變得比以往都要複雜。例如，今天的供應源

選擇是亞洲，明天將是非洲。當製造的地理中心移到世界不同角落時，支援某些供應鏈

的距離會變得更遠。也因此，原料包括纖維、紗、布等可能來自世界各地，最終匯聚在

一個低成本國家生產成衣，染整也可能如此。在此情況下，低廉的代價伴隨而來的是因

複雜性而引發的成本。 

 

Dr, Achim Berg,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展視未來，符合社會責任與永續標準、整個採購過程的效率、以及供應商的發展與合作

會是採購最大的挑戰。我們看到一些業者在這些領域有些初步的進展，不過整體產業的

改變需要價值鏈所有環節更多的合作、現行科技與工具更寬廣的運用基礎、以及更專注

於消費者真正看重的東西。成衣業在這一方面仍有待趕上其他行業。 

 

Matthijs Crietee,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 

採購版圖永遠都在改變，2016年也不例外。2015年的走向，包括自中國大陸進口成衣

量的衰退，自越南、緬甸、柬埔寨或甚至衣索比亞進口成衣的增加等都會延續。孟加拉

與土耳其會保持重要地位，自印尼、巴基斯坦及印度的進口會成長。最有可能的是，在

靠近本國市場的地區生產的趨勢會增強，雖然量不會很大。 

 

但 2016年更有趣的趨勢卻未必在版圖上顯示出來。我們會看到中國大陸、香港、台灣、

南韓及土耳其的大型生產集團愈來愈成為推動採購版圖改變的力量。一些第一線的製造

商會逐漸成為供應鏈的調度者。另一個「非轉移」的變動是企業藉著改進生產力而不是

移動到低成本地區來降低成本。 

 

面對如此多的選擇，最佳的採購主管是那些具備開放心靈與冷靜頭腦的人。非常重要的

是不要被根深柢固的例行做法所拘束。有些情況下對生產夥伴投資是必要的，這需要長

久的關係來支持；在其他情況下更換供應源仍是最好的選項。所做的決定必須合乎企

業、產品及未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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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Forman, Coats集團（英國縫線與拉鍊製造與銷售公司）執行長： 

如果將採購版圖視為世界的熱區圖，北非及東非、土耳其現在已從「中等」地區加入南

亞、東南亞成為「熱區」。成長快速的地區指向孟加拉、柬埔寨、中美洲、墨西哥、巴

基斯坦、土耳其及越南，衣索比亞與緬甸也逐漸成形。 

 

放眼未來，可能有些轉移是針對小型訂單的需求造成的。快速反應的品牌與製造商尋找

的是較小但更頻繁的訂單生產者，會利用就近採購的優點，這個現象已經讓土耳其、中

美洲、歐洲邊緣、非洲等地區得到好處。 

 

在策略方面，了解你的供應鏈非常重要，不論它地處世界何處。道德採購與企業責任正

逐漸成為業者的競爭優勢。消費者會很快處罰不道德的採購行為，並愈來愈獎勵表現傑

出者，因此全球的相關標準一定會繼續加強。在採購版圖上，「向誰採購」與「如何採

購」已變得和「在哪裡採購」一般重要。 

 

Sue Butler, Kurt Salmon成衣顧問公司高級經理： 

在我們最新的全球採購調查中，採購主管表示他們的主要關注在於：勞工成本增加、不

利的匯率發展、價格壓力持續擠壓利潤；還要加上在流行迅速改變、預測性低的快速步

調環境下，為了保持競爭力，必須開發更接近市場需求的系列。問題在於，在滿足這些

要求之時，還不能純粹為了速度與利潤而犧牲產品的創新、品質與社會責任，否則會陷

品牌的獨特性與特色於風險之中。 

 

這就迫使成衣企業將行之已久的採購策略做出重大改變，採取全方位的角度檢視整體作

業模式，而不僅是考量在哪個國家與成本如何。打造差異化的供應鏈，有能力依速度、

成本及創新度的優先性彈性配合供應，發展出真正能反映消費者實際需求的系列，是成

功的產品開發與採購作業的關鍵工具。 

 

因此我們會看到企業進入具有高潛力的新興採購地區，縮短運輸路程，與降低對第一生

產大國中國大陸的依賴。 

 

中國大陸顯然不再是一個低成本的生產國家。過去十年來當地工資已翻了三倍，生產力

的改善也愈來愈無法抵銷工資上漲對整體生產成本的影響。 

 

雖然有些採購從中國大陸轉移至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國家是純粹基於成本考量，仍有相

當的轉移是到生產成本較高但反應較快、能力較佳的市場，這類地區也較易監督製造商

道德及環保的表現。例如，土耳其、突尼西亞及波蘭在丹寧服飾的供應比重上都有增長，

即使他們的成本結構較高；品牌已經知道他們可以提供優良的技術能力，有助於產品創

新，交貨期也較短，因此可以供應更好的產品並往往會改善最終利潤。 

 

中國大陸已經變成採購的中階地帶，卡在快與便宜兩端之間。中國大陸高水準的能力意

味它在成衣供應上仍會引領風騷多年，但是一個平衡的版圖將會包括中國大陸，並參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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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低成本與高速度的國家。 

 

非洲及柬埔寨等新興市場在供應能力成熟後，重要性將會增加。 

 

Julia Hughes,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採購走向保持穩定。中國大陸仍是主力；越南正在升起；經由在孟加拉採購的品牌與零

售商採取的行動以及該國產業與政府的措施，孟加拉在沉潛一年後回彈，該國產業承諾

改善勞工環境，並採取矯正計畫以保證建築安全，以便支撐在孟加拉的採購。 

 

採購方面的主要轉變聚焦在持續的分散性。我們協會的中小型會員從大約 6-10 個國家

採購，大型品牌及零售商則約 20 個以上國家。這股分散趨勢尚未消退，企業繼續分散

供應源以便找到價格最佳的最好產品，同時也為了供應鏈潛在風險預做準備。TPP達成

協議，企業將持續在 TPP 國家（特別是越南與馬來西亞）挖掘新的採購機會。AGOA

的免稅待遇已展延到 2025年，企業也會再回顧這個地區。 

 

「美國製造」是分散化故事的一部分。在我們 2015 年的標竿調查中，有 53%的會員表

示他們有在美國採購；39%的會員表示未來兩年預期會增加在美國的採購，已經在美國

採購的會員中有八成表示將會買的更多。深入研究這些數據，發現採行比較分散的採購

策略的大型公司較為可能在美採購。那些已經在美國採購的企業也從其他 22 個國家採

購，而且他們都從中國大陸及越南採購。美國製造有一個特色，多屬智慧型成衣、配件

與科技紡織品，以及需要立即在市場推出的樣品或產品。但是美國製造的觀念應該轉變

成為屬於利基產品整體複合式全球策略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來取代目前在海外製造的產

品。 

 

Mike Flanagan, 英國成衣產業顧問公司 Clothesource： 

國內產能過剩、網路營運的虧損加上國際銷售作業，都為零售商帶來成本壓力，因此一

些企業必須降低成本。零售商與大多數品牌無法預期將銷售轉移到國外的作法是否會獲

得很大的利潤，因此他們就得對（幾乎全是國外的）供應商要求更多。 

 

關鍵重點： 

- 現今零售商與品牌營運貨幣（美元、英鎊、歐元、日圓或瑞典克朗）的狀況要比供

應國的基本條件更能決定他們的採購版圖。 

- 整體而言，對供應國工資上漲的關注放錯了地方。中國大陸的工資是 2000年時的五

倍，但中國大陸的成衣出口到美國時的價格比 2000年時便宜 15%。一部分是因為市

場競爭阻止供應商牟利，一部分因為過去五年裡能源、運輸及原料價格的劇降（這

個情形當然不能保證持續到未來）。  

- 但是，買主無法擺脫過去十年擴張及服務的慣性做法，仍會受到推降成本的壓力，

因此會一直不斷尋找理想的供應源。 

- 「飛離中國」是非中國大陸企業的現象。香港、台灣及南韓的製造商正在轉移生產

到亞洲其他地方；中國的企業則不然，雖然有少數在開發海外投資，也是説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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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少。 

- 沒有取代東亞/孟加拉的短期方案明顯成形： 

衣索比亞去(2015)年 1至 9月的少量出口成衣較前一年同期衰退 13%。 

同期緬甸的成衣出口成長 27%，但仍然僅占已開發國家成衣進口量的 0.4%，且僅有

極少數新增產能的計畫。 

在地生產沒有進展。美國與歐洲的成衣勞動力於 2015年持續退縮。 

即使根據歐盟執委會與美國貿易代表署最樂觀的預測，越南成衣免稅進口到歐盟與

美國至少還要兩年的時間。直到 2016 年 11 月美國總統大選後，美國國會更是不知

何時、不知是否會通過 TPP。 

印度的紡織方案提出已 18個月，看來只是人民黨政府承諾的幻想。 

- 與此同時，法律上的隱憂帶來增加採購成本的威脅： 

活躍分子仍在嘗試於幾項司法訴訟中以刑事或民事訴訟對抗他們認為涉嫌違反法令

的買主，或要求渠等負起法律賠償責任，雖然迄今尚未成功過。活躍分子一直嘗試

延伸英國現代奴役法案中「現代奴役制度」的定義，以超越聯合國的官方指標。德

國政府 頗為成功地讓更多的歐洲買主與亞洲製造商簽署其嚴格的「永續紡織品夥伴

關係」準則。善待動物組織(PETA)試圖比以往更難去確認世界畜牧羊總數的死亡狀

況。 

 

這些都使得真正改善生產力變得比以往更形重要。當工廠生產力提升時，成衣勞工、工

廠老闆、買主三方均蒙其利，同時還可建立一個稅務機制讓政府建構足夠的運輸、教育

及社會安全基本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