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8年全球成衣業的挑戰與展望 

紡拓會 市場開發處 

2017.04 

儘管今(2018)年成衣企業及其供應鏈仍然面臨電子商務快速成長，銷售減緩及成本增加

等諸多挑戰，但亦提供品牌與零售商省思原有商業模式的機會。2018年的成衣採購形勢

會如何轉變? 成衣企業與他們的供應商要採取哪些策略才能保持領先，而成衣企業如欲

在未來維持競爭力，現在該如何作為，以及 2018 年成衣業的注意事項為何? 以下為十

餘位歐美/亞洲服飾業的採購商、生產商、管理顧問公司、學界、公協會專業主管的見解

與主張，提供讀者參考。 

成衣業的挑戰與機會 

一些顛覆性趨勢在 2018 年將變成成衣業及其供應鏈的常態，包括更多小量短交期的訂

單，電子商務與快速時尚帶來的壓力，價值鏈的數位化，銷售減緩及成本增加。面對這

些挑戰也讓品牌、零售商及其供應商省思原有商業模式的機會，並找出貼近市場的新方

式。 

 

Li & Fung（利豐）集團總裁Marc Compagnon： 

2018年企業需要因應一些已成為常態的顛覆性大趨勢：更多小量短交期的訂單，科技的

快速進步，電子商務與快速時尚帶來的壓力，製造商的能力需要升級-包括製程的數位化。

品牌、零售商及其夥伴不能按兵不動，而是要持續快速演進，動作加快，更為創新，否

則不進則退。 

 

這些挑戰同時也為他們帶來機會去省思原有商業模式，以及要如何運作才能回應改變，

在機會來臨時能看得出來。譬如全球供應鏈的數位化就是 Li & Fung正在積極努力的焦

點。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Dr. Achim Berg： 

時尚業正經歷巨幅長期的變動，會形成未來的趨勢。重要的挑戰有四: 

1. 因應全球經濟的波動、不確定與轉變 

2. 來自線上與全方位通路的競爭 

3. 價值鏈的改善與數位化 

4. 減少碳足跡及線下的零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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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也都是前兩年的挑戰。至於 2018年的機會，仍可嗅到一絲樂觀氣息。麥肯錫全球時

尚指標預測 2016至 2018年間產業的銷售會成長幾近三倍, 從 1.5%到 3.5/4.5%之間。 

 

價值鏈的數位化是一個大機會。譬如，使用大數據及細碎的顧客意見分析提供決策參考，

就能從動態定價到產品追加的優化等領域裡找到商機。 

 

Kurt Salmon顧問公司(隸屬 Accenture Strategy公司)總經理 Kurt Salmon： 

2018年業者仍面臨成長與利潤的強大壓力。面對消費者對平價快速時尚的需求及眾多的

產品選擇，零售商必須和高庫存及銷售減緩奮鬥；另一方面，上漲的成衣採購與製造成

本則嚴重衝擊利潤。 

 

業者面對成本壓力需要找到長期的解決之道。產品開發與供應商之間的步調一致可以釋

放出價值，有助改進產品的品質與創新、上市時間、可靠度與履約達交。專注於翻新營

運模式、統合供應商的零售商會收穫豐富。平衡海外採購、鄰近採購與本土採購也很重

要，有助零售商加快對流行的反應，無需一開始就大量下單。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Edwin Keh： 

2018年的挑戰是要給消費者購買的理由。大多數消費者擁有的衣服比需要的多，衣櫥也

沒有空間。其他的消費選項例如電子產品、生活體驗、服務等，正獲得更多的消費者青

睞。成衣業卻已不易提供太多令人興奮刺激的產品或是「必備款」。平價已成為必要，所

以要如何創造需求呢?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Matthijs Crietee： 

主要的挑戰與機會都是讓科技發揮作用來降低供應鏈的成本。有許多因素合起來使得產

業應用現有的所有科技十分困難，包括業內及整個供應鏈上有太多的片段形成眾多的小

單位，以及知識的落差。在機器、人才及軟體方面的投資，單靠商業交易的關係無法理

想地整合。 

 

不過，2018年將可看到愈來愈多運用科技的正面例子，從半自動化的工廠，到縫紉機的

互聯網及數位化，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企業都可能看到。中型企業如果有強大的本地產

業周邊基礎結構，包括產業公會、職訓中心及研究機構，就能產生正面的差異改變，比

較容易運用現有科技。 

 

另外，藉由愈來愈多的線上銷售管道，品牌可以獲得更多全球化銷售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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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總裁 Rick Helfenbein： 

業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現在消費者具備了精確如何選擇、何處及為何購買產品的能力。

蓬勃的美國經濟將千禧世代購物者推向消費主義的前線，他們正快速地重新定義零售環

境。社群媒體成為新的影響力量，智慧型手機成為新的購物工具。知道如何在新的零售

領域裡航行的創新公司才有機會。 

 

美國 Delaware大學時尚與成衣研究系助理教授 Dr. Sheng Lu: 

世界經濟的快速成長可能是成衣業 2018 年的最大機會之一。IMF 預測的全球成長率是

3.7%，比前兩年都高。希望經濟的成長會帶動消費者的需求。 

 

不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供過於求是 2018年一大挑戰。世界銀行及WTO的資料顯示，全

球人口在 2000至 2016年間增加 21.6%，同期成衣出口值(經通膨調節)則上漲 123.5%；同

期的美國人口增加 14.5%，國民所得增加 22.2%，但是成衣零售市場的供應則上漲 67.8%。 

 

供過於求是今日成衣業許多挑戰的根源，從激烈的市場競爭、生產管控與採購成本的壓

力、庫存過高、折扣過大，到拿捏環保責任與企業成長之間的平衡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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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ntoshak: 

最重大的挑戰是產品大宗化。不僅是產品變得更便宜，更需要關注的是今日產品的採購、

銷貨與零售。每樣東西都變得愈來愈雷同。 

 

可以輕易地將成衣產品同質化怪罪於快速時尚，但這只是藉口。快速時尚毀了產業?一點

也不。它只是幫助產業的運作更有效率，它其實是一種證明、創新，或是一種對改變的

市場及消費者胃口的反應。至於經濟呢?讓我們面對現實，已開發國家的市場已經飽和，

人們還會要多買多少衣服?衣櫥都已經爆了。 

 

然後就是年輕消費者的冒出(千禧世代的人口數已超過他們的嬰兒潮父母人口數)，他們

的收入有限，心態不那麼傾向消費主義。整體而言，消費者成衣支出的成長已然趨緩，

沒有足夠的需求來支撐目前全球紡織成衣的供應量。 

 

再來是科技，它已經改變了零售現象。科技讓產品買賣變得更容易，但也讓零售體驗變

得千篇一律。還有什麼是特別的?加上供過於求的供應鏈，也難怪「便宜」會和「單調」

作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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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網購及手機購物外，科技還有另一層面的影響:平板電腦、智慧手機等這些裝置都轉

移了消費者在衣服上的花費。在大家都在爭搶消費者目光的市場上，科技業想出了吸引

消費者一買再買的新方法，成衣業只能透過無趣的管道賣出愈來愈便宜的無趣產品。 

 

不過還有一絲希望。有趣的是所有的科技裝置現在也看起來一個樣:一個長方形的金屬板

夾在兩片玻璃板當中。看來不過如此，所有的產品都經過「新奇-成熟-低廉」的演化過

程，科技裝置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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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年產業面臨的挑戰與機會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改變的步調與強度。

現在面臨更大的產品創新、品質更好、速度更快的壓力，同時還要確保最高的企業責任

標準。品牌、零售商及大多數的大型公司無法負擔名譽受損的風險，因此會要求供應鏈

符合更高的道德、安全、社會及環境標準。 

 

機會則會是在能夠提供附加價值的業者手中。與顧客的對話現在更著重於企業責任與永

續性，而不是價格、特色與產品的好處。一個關鍵區別是企業能夠證明具備更博大的知

識、專長、見解，以及知道如何利用這些優點來增加附加價值。 

 

沒有停下來喘一口氣的時間了。一年內的蓬勃未必能支撐長期的動能，現在需要的是不

斷創新與轉型的循環。這個挑戰才是機會所在。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消費產品服務部門副總裁 Rick Horwitch： 

最大的挑戰-速度、效率、產品貼近市場-也是最大的機會所在。我們正在經歷令人驚異

的「零售復興」時期。購物未死，消費者比以前有更多的選擇，品牌、零售商及製造商

有更多的機會彼此合作並直接與消費者合作。關鍵在於打造一個協同合作價值的方程式，

照顧到整個產品鏈(從概念到消費者)。 

 

要抓住這個世代難逢的機會，長久以來的商業模式、過程及想法都需要改變。繼續施壓

於速度、降低庫存及利潤反而可能對整個過程帶來負面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在一個高

度連結的世界，資訊與分析都是即時的，不符合顧客的期望可能會有立即、災難性的結

果。創造價值不能只是說說而已。 

 

今日的贏家已找到方法發展與統合創新、合作的過程與分析(針對整個價值鏈的手法)，

以改進速度與利潤，無需犧牲品質即能滿足消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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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成衣產業顧問公司 Clothesource執行長Mike Flanagan： 

成衣世界是兩種文化的故事。西方經濟普遍成長緩慢，但消費者群卻快速改變。有錢的

繼續有錢，大多數其他人則更糟糕，當成衣業無法回應消費者品味的發展時，機會就消

失了。因此這個領域仍然生產過剩，而且似乎繼續在用電子商務來燒掉股東的鈔票。與

此同時，即使在電子商務最發達的市場(美國不在內)，有八成的衣服都是在實體商店購

買的，可是這些商店又實在太多了。 

 

在開發中國家，經濟繼續快速成長，但西方零售商大都沒法找到在這些市場賺錢之道。

大體而言，跨越國界的零售商沒有獲利。如果你無法在自己的本土市場賺錢，憑什麼認

為你會在不那麼熟悉的市場賺錢? 

 

1980到2010之間的採購與零售革命實際上將西方的成衣業轉變成一個自有品牌的行業。

除了一些運動裝品牌，很少有真正出身自製造商的品牌。因此西方成衣業的核心挑戰是

了解本土市場，盤點及調整不動產與營運成本，並回歸到做一個零售商。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Julia K Hughes：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最大的挑戰是仍是川普政權。這個政府的貿易政策未定引起許多焦

慮，又對美國的貿易夥伴有許多批評，對進口有偏見，川普從退出 TPP後對貿易也沒有

太多的行動。 

 

2018伊始，川普政權有數個重大貿易決定可能引起全球貿易戰爭。我們正在重新談判自

由貿易協定，這有可能會傷害到供應鏈。NAFTA 的重新談判讓我們擔憂運作良好的西

半球供應鏈會崩解，影響到區域經濟及美國消費者。 

 

另一方面，當然也有機會。全球經濟正在成長，剛過的節慶購物季也很成功，希望品牌

與零售商的結構重整已經結束，消費者的需求保持強勁。我們也看到改變華府貿易對話

的機會。對貿易的攻擊促使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及企業主管反而談起貿易的好處，尤其是

貿易創造的就業機會。 

 

USFIA很高興成為一個新聯盟的創始者之一，那就是美國全球價值鏈聯盟(USGVC，US 

Global Value Chain Coalition)，致力於傳播貿易在美國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觀念。最近一

項成衣全球價值鏈相關調查顯示，即使整件成衣都是在海外製造的，產品仍有超過七成

的價值來自在美國境內的作業。這個說法對那些要減少貿易的人是個強力的反擊。2018

年我們會廣為傳播這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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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採購的下一步 

 

2018 年的成衣採購形勢會如何轉變? 成衣企業與他們的供應商要採取哪些策略才能保

持領先? 「追隨低成本地區」的日子已然結束，對速度的要求正在改變採購與製造產品

的方式。建立一個平衡且分散的供應組合仍然是零售商得以快速反應趨勢、減少初期下

單、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前進的關鍵所在。中國大陸獨占的角色似乎仍然不變。 

 

Li & Fung（利豐）集團總裁Marc Compagnon： 

兩個字-速度。電子商務的繼續成長意味著消費者在品牌與零售商的產品以及他們如何採

購產品的方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少量多單的趨勢持續，但是速度需要更快。 

 

隨著供應鏈中斷的情形增多，2020年前零售風貌可能變得完全不同。市場可能有進一步

的整合，更多從線上到線下的情況，一個真正的全方位銷售管道模式會形成。不斷的變

化與演進無疑是未來的特色，產品上市的速度必須加快以滿足全球消費者多變的需求，

這也促使更多的設計與生產。中國大陸持續是重要的採購來源以及供應鏈新科技的產生

之地。 

 

具備分散全球的生產基地、深厚的產業知識、以及鄰近採購與海外採購作業彈性的供應

商，將能幫助成衣品牌與零售商加快腳步，並在更短的交貨期內提供消費者新產品。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Dr. Achim Berg： 

成衣企業仍需繼續應付快速改變的環境、升高的競爭與愈來愈聰明的消費者。這些都使

得採購鏈環節與環節之間更高的效率與彈性變得更為迫切。 

 

近數十年的成衣買主曾無情地追逐低成本國家生產，今日雖仍舊如此，但是已經加入新

的動能。一些傳統低成本國家正在失去吸引力，新市場例如越南、緬甸及衣索匹亞更引

起採購主管的興趣。 

 

數位化則是另一個追求的目標。數位化能讓成衣公司的表現跨進一步，轉型成以顧客為

中心的營運模式，實現全球供應鏈的透明化。不過成衣業仍在數位化的起步階段，需要

加快腳步並將之納入成為整體轉型的一部分。成功做到的企業將可打破採購與產品開發

各自為政的情況，縮短交貨期，降低成本，增加透明度，達到永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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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t Salmon顧問公司(隸屬 Accenture Strategy公司)總經理 Helen Mountney： 

過去兩年成衣與鞋類的製造成本一直穩定上漲，這不僅影響到中國大陸，一些低成本的

東南亞供應國如孟加拉、巴基斯坦及印尼也是如此，原因是工資上揚及當地貨幣走強。 

 

因應成本壓力，服裝品牌及零售商持續在全球採購組合中尋找替代地區，轉移到諸如中

國大陸西部、緬甸及柬埔寨等較未開發或成本效益較高的地方。 

 

轉移供應源雖然短期內可以緩解成本壓力，卻不是存活之道，最終會影響到營運表現及

產品品質。零售商需要轉而著重翻新營運模式，發揮出供應鏈的價值，這才是機會所在。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Edwin Keh： 

買家與供應商之間正穩定地從交易關係轉變成真正的夥伴關係。靈活反應性已取代低成

本成為焦點，速度與成本仍然重要，了解趨勢、回應機會及降低庫存風險才是關鍵的推

動力量。 

 

電子商務改變了產品採購與生產的方式。小批量及補貨訂單愈來愈普遍。 

 

供應商與製造商規模變大，更為服務導向，也更融入顧客的業務。供應商愈來愈不靠低

工資賺錢，而是愈來愈靠服務及貿易財務賺錢。許多供應商的營運額比客戶還高，因此

供應鏈關係現在比較對等。 

 

成衣企業競爭的是彼此供應鏈的力量。表現特別優越，高品質的夥伴關係及全球的運作

能力是成功的關鍵。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Matthijs Crietee： 

從中國大陸進口成衣下降的趨勢在 2018 年會持續，相對的自動化會興起，還有中國大

陸在海外的生產投資也會增加。幾個東南亞、南亞及非洲國家的出口也會繼續增加，部

分歸功於中國大陸的投資。 

 

對速度的要求帶動許多地域性採購趨勢。從歐洲角度來看，土耳其、北非及東歐國家已

準備好成長或回春；在歐盟內，葡萄牙勢不可擋，加上倫敦有超過 150家的製造商，義

大利的服裝產業規模達 1,140億美元；2018年本土採購會重現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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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供應鏈的產品與國家組合調配得恰到好處，是 2018 最佳的採購之道。這意味著要考

量產品的需求條件、供應國的地理位置、企業管控每項產品製造周期的能力。速度是新

的流行術語，但是如果沒有生產現場的合理化支持，就是空話。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總裁 Rick Helfenbein： 

許多有信譽的製造商與品牌已經建立內部的「戰情室」，以便深入了解貿易與關稅發生突

變的狀況。雖然成衣鞋類產品主要仍來自中國大陸與越南，許多企業因為擔心會把所有

雞蛋放在一個籃內，因此都在尋求分散採購來源，這也成為 2018年的焦點，這個模式也

會一直持續，直到美國政府找出一條一致的國際貿易關係路徑。 

 

Delaware大學時尚與成衣系助理教授 Dr. Sheng Lu：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進行的「2017年美國時尚產業標竿調查」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企業見解: 

1. 大多數受調企業繼續保持分散的採購地區，57.6%目前在超過 10個 

國家/地區採購，較前一年的 51.8%增加。一般而言，大型企業的採購較小型企業分散。

有 54%的企業預期採購來源在未來兩年內會更分散，較 2016 年的 44%升高，其中有六

成的企業目前的採購來源已超過 10 個國家地區。市場及法令的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利用

分散來源來降低可能的市場風險以及保護主義造成的供應鏈中斷。 

 

2. 雖然美國服裝企業積極尋求取代「中國大陸製」的地方，中國大陸的供應地位仍無法

動搖。許多受調者將中國大陸的競爭力歸因於其巨大的產能以及整體的供應鏈效率。值

得注意的是，最普遍的採購模式正從「中國大陸+許多其他國家」轉變為「中國大陸+越

南+許多其他國家」，其中中國大陸在值或量的比重為 30-50%，越南為 11-30%，其他國

家地區則小於 10%。2018年這個模式仍會持續。 

 

3. 社會責任與永續性對採購決策持續變得更重要。有近 90%的受調者在選擇採購地點

時，現在比以往更重視永續性；約有 90%的受調者也說他們會記錄下供應鏈資料，包括

廠商名稱、地點及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一半的受調者不僅只保有第一層供應商(直

接下單的對象)的資料，還包括第二層(供應商的供應商)。不過, 調查結果同時顯示採購

源愈分散，愈難密切監督供應鏈。讓成衣供應鏈更負起社會責任，更永續與更透明將仍

是 2018年的熱門話題。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Julia K Hughes： 

採購大勢維持穩定，中國大陸仍是世界主要供應國，雖然短期內不會改變，「中國大陸加

上其他多國」是許多大小品牌與零售商的採購策略。2018年預期企業會持續著重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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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分散採購仍是保持採購靈活之道。 

 

在一切都如此不確定的時候很難發展出採購策略，企業需要準備好備用策略以防天災或

人禍突然讓供應鏈中斷。我們一直告訴會員要涉入華盛頓政策制定的過程，參與遊說。

政府官員需要聽到品牌及零售商說出他們在美國創造出高品質的工作機會，打造新科技，

提供消費者想要的產品。2017年產業的動員成功因而打消邊境稅的提議就是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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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的採購趨勢是「亞洲買，亞洲穿」。隨著亞洲的消費者愈買愈多，亞洲的零售業擴展，

以往出口到西方市場的產品現在停留在亞洲，這種亞洲生產，亞洲消費的模式正在轉變

這個地區內的採購情況。 

 

另一個久已存在、於今猶烈的趨勢是鄰近採購，在美國及歐洲皆然。這代表諸如中美洲

及墨西哥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正在成長；同樣地，供應歐洲市場的土耳其、中東及非洲也

在成長。非洲的成長不僅是由於鄰近採購，因為亞洲生產的產品留在亞洲，供應商會尋

找替代地區來填補空隙。 

 

還有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是訂單的複雜性。訂單的總量沒有增加，但是因為款式增加，

訂單性質就變得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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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P 

Antoshak: 

供應源已經整合。事實上，整合並非新鮮事，但是在近年的腳步加快。2017年有六個國

家(中國大陸、越南、孟加拉、印尼、印度、宏都拉斯)構成美國成衣進口的主要供應源，

約占進口的四分之三。 

 

本土採購略有起色，但尚未成氣候，只是一小部分，尚未成為永續的採購策略，只是能

讓許多品牌說他們有在美國或歐洲採購，聽起來是個好故事，但是這類產品的高成本，

加上本土供應鏈空洞化的問題，因此未能為品牌帶來升高的業績。許多消費者拒絕為本

土製造的產品付出更高的價格。 

 

不過，成衣產業正面臨消費者、非政府組織等要求供應鏈透明的壓力。透明化成為許多

品牌的基本營運策略，永續性也是，這兩者其實是並進的。當透明化和本土製造綁在一

起時，本土採購就有了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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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品牌被詬病使用遙遠的全球供應鏈生產衣服；非政府組織指出，這類生產的碳足跡

(一件衣服的組合可能經過好幾個國家生產)非常不利環境。還有舊衣的問題，許多產品

價格低廉，本來就是希望消費者穿穿即丟，好回到店裡買新款式。那些舊衣都到哪兒去

了?多半是成了掩埋物，為產業製造更多環保挑戰。 

 

本土採購並非面對環境挑戰的徹底解決之道，但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成為影響許多品牌採

購決策的重要因素。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消費產品服務部門副總裁 Rick Horwitch： 

觀察過去一年發生的事，從全球貿易和地理的角度來看，成衣採購的下一步可以總結為: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對比美國的「我說了算」。 

 

去年我提到 2017 年會是過渡與適應川普新政權的一年，並且要將政策與現實中誇飾的

部分區隔出來。一年之後，美國貿易政策是一片混亂，唯一一致的訊息似乎是「對美國

好就一定會對你好 - 我說了算」。而中國大陸要傳達的訊息則很清楚:他們已經準備好藉

由投資、基礎建設、創新，填補世界領導位置的空缺。 

 

•策略會繼續建立在「供需」這個大題目上 - 亦即速度、效率、區域平衡及透明度。追求

低成本生產的日子已經過去。橫跨整個價值鏈的合作、承諾與信任是關鍵所在。 

•「快速上市」重新定義為「從點子產生到消費者」。贏家會是那些在策略合作中想法演

進的企業(品牌、零售商、製造商)，專注於創造價值給消費者。 

• 越南會繼續垂直化，擴張至新的產品領域，從中國大陸搶走一些生產比重。 

• 中國大陸供應商會繼續投資於中國內陸及海外的越南、衣索匹亞、美洲。在一帶一路

基礎建設計畫下，中國大陸政府會是全球投資的領頭羊。 

• 印度的紡織業在展開改革幣制、稅法及官僚作業後將可重生。 

• 更接近消費市場的地區性採購會持續擴張(亞洲生產，亞洲消費；美洲對美洲；歐洲、

中東、非洲對歐洲、中東、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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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會發生啥事?答案是: 沒甚麼大事。1995到2008年的成衣採購革命讓產業改頭換面，

讓一切變得更快，更平衡。那些常聽到的反革命潮流-本土採購、機器人、人工智慧-尚

未發生，可能永遠也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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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次要的微調，像是生產移出中國大陸，或是衣索匹亞或緬甸突然生產爆量，也並未

真正發生。2017年上半年的整體採購狀況和 2009年時相較，幾乎毫無改變。  

 

西方僅有的重大改變是: 

•日本的成衣不再有九成是來自中國大陸，而是正下降到七成以下。 

•孟加拉與越南現在看來在未來幾年會保持在第二名與第三名。 

 

英國脫歐、川普、保護主義者如馬克宏(法國總統)會帶來大幅變化的預測，現在看來是

錯覺。在整個西方，成年人重掌權威；在開發中世界，習近平、普亭、(南非)祖馬、(印

度)莫迪等領袖的長期工業策略都讓他們的國家對誠實的外國投資人變得較無吸引力。 

2018展望: 成功的成衣採購策略 

 

成衣企業如欲在未來維持競爭力，現在該如何作為? 

分散供應鏈、數據分析、數位化及精明的運用人工智慧是面對產業速度與複雜性挑戰的

關鍵所在，也是面對不確定性的最佳避險之道，再加上不斷的創新、永續性以及聚焦在

了解你的消費者，都是區別贏家與輸家的策略。 

 

Li & Fung（利豐）集團總裁 Marc Compagnon： 

業者應當擁抱新科技並將營運及供應鏈數位化以提升速度與創新。數位化可以強化企業

內部及供應鏈的速度及創新，並藉著收集及分析數據以聚焦消費者需求，有助在對的時

間以公平合理的價格提供貼近消費者的產品。 

 

此外，企業也需要分散供應鏈做為面對不確定的避險之道。近年來企業所採取的緊縮供

應源的做法其實非常脆弱。企業不應只關注成本，也應加強速度與供應鏈的整合策略。

如果也能以正確的過程在正確的時機提供正確的產品，就可以降低供應鏈中斷的影響。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Edwin Keh： 

成衣企業及其供應鏈必須全球化、規模大及反應靈敏才能在動盪的市場上成為贏家。布

局全球，企業才能經得起區域市場的起伏；規模代表信心；反應靈敏能讓企業把握不同

市場裡的機會。 

 

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Dr. Achim Berg： 

低成本採購與鄰近採購的並存，顯示出未來成功的成衣採購策略不會僅依賴單一的採購

模式或僅聚焦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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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與靈活性愈形重要，任何成衣採購轉型的努力都需建立在四個成功因素上: 

• 銜接環節效率。企業必須設計採購行為的骨架，將靈活性提升到最大，而不是加強量

產能力。 

• 供應商合作。必須將交易式的供應商管理轉變成策略性夥伴關係。這需要成衣企業建

立供應商評估與發展的專業過程，並投資於策略性的供應商。 

• 選擇國家。企業需要策略性地選擇國家，在成本、產能、速度、品質、法遵之間取得

平衡，並準備好採取雙重採購策略。 

• 法遵與風險。企業需要發展出清楚的指導方針與程序，主動管理企業社會責任，增加

從原料到銷售端的透明度。 

 

聚焦價格的舊有採購模式，是不斷將採購量移往下一個供應國，這已逐漸失去效力。成

衣採購必須以這四項因素為中心，採取更全面性的改進方式。最重要的是，這能讓企業

反應迅速，做出改變，這個能力在今日重要無比。隨著產業的創新加速，業者必須行動

迅速, 以免落後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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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Antoshak: 

成衣公司應該分散採購。面對未知的未來，企業需要避險。例如萬一朝鮮半島開打，對

日本海上的貨運有何影響?又萬一中國大陸被扯入，直接在中國大陸採購的企業又如何?

亞洲供應鏈會因而中斷許久。 

 

在世界另一頭也可能有意外，萬一美國從 NAFTA撤出?沒有 NAFTA的優惠稅率，亞洲勢

必獨占美國市場。 

 

更不用說如果兩件事同時發生了。因此成衣公司必須分散採購。聰明的避險之道是:向本

土市場的供應商購貨，並分散你的採購來源到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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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化不僅只是商業組合的一部分，它需要成為公司行事的基礎。能在數位時代革新的

公司才是未來的贏家。 

 

必須駕馭科技以解決產業面臨的速度與複雜性挑戰。贏家將具有更周全的方法，使用數

位化將公司營運的每一部分都予以轉型。成衣企業需要一探數據科學、機器學習及人工

智慧的領域，以提高水準，將產業推向更高的效率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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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創新是另一大關鍵競爭優勢。將產品連結到數位媒體的需求只會一再增加，因此

具有創新心態的企業就會設計出應用智能特性來生產的產品，才能脫穎而出。 

 

但是還是要有某種平衡。沒有科技你就出局了，但是沒有適當的能力 

來詮釋關鍵資訊，採取具有遠見的行動，那你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 Matthijs Crietee： 

成衣業由許多環節組成，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理想策略。但對許多人來說，建立真正的

供應鏈夥伴關係才是能同時改善透明度、生產力、提升速度與彈性的必備條件。 

 

有好幾項報告指出，只著重最低的生產價格不再有用。採購贏家會積極與供應商形成長

期關係，他們會仔細檢視採購行為對強化供應商競爭力的影響。製造商贏家不會坐等訂

單，而是把生產視為整體服務的一部分；他們會協助採購正確的原料，改善彈性，提供

更大的上游透明度。採購贏家及製造商贏家會投資或甚至攜手投資於機器、製程及人才。 

 

Kurt Salmon顧問公司(隸屬 Accenture Strategy公司)總經理 Helen Mountney： 

服裝品牌及零售商必須注意要加強與供應商的合作與統合，以回應消費者需求。在整體

的價值鏈上，從規劃到設計與開發、原料管理、成本及物流，都必須好好利用各供應商

不同的能力。強化合作也意味著更通用的標準、定義及 KPI(關鍵業績指標)。 

 

一個整合的雲端資料庫可以提供點對點的透明度與管控，不論是在內部或是與第三方供

應商之間；並且可以橫跨整個價值鏈動態取得大數據，針對改善的商品與製造能力規劃

來強化預測式分析。藉著重塑時尚的價值鏈，科技將會證明是最佳分析工具的關鍵推手。

資料透明化以及精明應用的人工智慧將會賦予品牌與零售商推動新價值的力量。 

 

美國 Delaware大學時尚與成衣研究系助理教授 Dr. Sheng Lu: 

我心目中的問題不是企業要如何改變以保持競爭力, 而是不論外在環境如何，企業都要

堅持繼續做的是什麼? 

 

首先，我認為企業應該一直努力了解消費者並讓他們刮目相看，以及要管控好供應鏈。

盡管電子商務及轉型新科技愈來愈盛行，成衣是一個由買家帶動的行業這個本質仍然沒

變。其次，企業應當善用資源，保持「獨一無二」的特性，提供區別化產品或加值的服

務，維持專屬的銷售管道或是在特殊利基市場保持領導地位。第三，成衣企業應該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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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聰明訂出核心事業功能，而不是想要甚麼都做。此外，贏家

會是那些善於利用產業大趨勢，願意做出長期與有遠見的投資(包括實體與無形例如人才

的投資)的公司。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總裁 Rick Helfenbein： 

輸家就是在溫水裡煮的青蛙，等到感覺熱時已經太遲。贏家則是那些願意花時間注意與

了解今日消費者購買習性的企業。如果企業可以抓住消費者購買方式，就會了解最好的

銷售管道為何。一旦他們知道了方向，就可以建立適合的供應鏈。一直停留在舒適圈一

定會失敗。消費者的購物模式改變迅速，每一家公司都需要了解這種新的購物動態然後

加以適應。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Julia K Hughes： 

環保!環保!環保!價格不再是一切。對最好的企業而言，能找到符合社會責任規定、環保

永續、價格又不錯的產品，要比便宜但不符合法規的產品好得多。 

 

在 USFIA 2017年的標竿調查中，89%的企業表示，符合社會規範與環保永續性對做決策

而言，現在比五年前更為重要；那些表示沒有變化的 11%企業，很可能是一些一直領先

面對這些議題的企業。 

 

企業需要建立自己的永續性網絡，主動接觸他們的供應商、服務提供者、同行品牌與零

售商，特別是具有這些議題專長的第三方組織，諸如全球社會責任生產認證(Worldwide 

Responsible Accredited Production, WRAP)、永續成衣聯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 

SAC)、優質棉花倡議(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BCI)、無衝突採購倡議組織(Conflict-Free 

Sourcing Initiative, CFSI)等。他們提供許多資源，許多企業現在也透過這些組織分享他們

的做法，所以業者只需要伸出觸角。 

 

內部的網絡也是必須的。採購、法遵、通關、政府事務的各個團隊不能再獨自作業，每

個人必須合作分享資訊，確保實踐符合法規、永續的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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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商: 

- 停止浪費股東的錢在不能買賣的房地產以及一些流行的管理顧問玩意上 

- 多花時間在賣場走動，看看你的顧客如何購買，傾聽他們對店員說些什麼 

- 還要聽聽他們為什麼在別的地方買衣服，大多數人的確在別的地方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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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試著分析為什麼買衣服只占你顧客的支出非常小的比例 

 

供應商: 

沒有一家零售商會去做上面這些事，他們忙著向你催貨。在別的行業，成功的供應商都

自己做這些事，分析處理他們的發現，然後把結果用頂級價格的產品賣回給零售商。你

為什麼不也這麼做?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消費產品服務部門副總裁 Rick Horwitch： 

亞馬遜公司的老闆貝佐斯被問到未來規劃時，說道:「十年後有甚麼不同?我想比較有用

的問題是，十年後有甚麼還是相同的?你可以在仍然維持相同的基礎上打造持久的公司，

在預料會變動且無法掌控的事情上打造公司比較困難」。 

 

要在 2018年保持競爭力, 我認為有五件事仍然不變: 

- 消費者會繼續買東西。在哪裡買、如何買、何時買則會改變。速度之外還是速度。採

購主管要準備好回應消費者的需求。 

- 消費者會從社會、環境及整體永續性的觀點關注產品。  

- 消費者體驗科技會加快發展，例如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聊天機器人(Chatbots)

等。 

- 數據分析正在塑造未來。人工智慧及預測分析等科技都提供關鍵的即時見解，以打造

出更協同合作、個人化及體驗化的價值鏈。 

- 品質與法遵都是必備的。消費者會期望產品有用而安全。不要假設品質是自然而來的。 

 

品牌、零售商與他們的供應鏈夥伴如何回應這些挑戰，最終會影響到他們建立與維持消

費者忠誠度的能力，並區分出贏家與輸家。 

 

2018年成衣業的注意事項 

毫無疑問，美國的貿易政策與自由貿易協定是許多成衣企業的首要關心事務；其他還包

括職場健康與安全，道德與法遵，自動化與效率，以及全方位零售管道的影響。 

 

Li & Fung（利豐）集團總裁 Marc Compagnon： 

如同前一年，要注意產業變化的步調。速度是零售業的新價值，我們會著重在簡化流程、

運用科技、找出與顧客及產業夥伴合作的新方式，以變得更靈敏、更快產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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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肯錫顧問公司合夥人 Dr. Achim Berg： 

艱困的 2017 年過去，復甦在 2018 年出現。我們預測時尚產業在 2018 年會成長 3.5% - 

4.5%，但是這個成長不會均勻遍布在每個地區或環節上。 

 

在我們全球時尚業調查結果中，「不確定」及「變化」仍是業界形容今年業況最多的字眼；

「樂觀」則次之，這也反映在多數的企業 2018年會聚焦在成長管理及促進銷售成長上，

只有小部分企業會聚焦在改善成本。 

 

2018年促進銷售成長的三個優先事項是: 

- 加強全方位銷售管道整合 

- 投資電子商務 

- 改進數位行銷能力 

 

成本方面的三大優先事項是: 

- 檢視組織結構並改進員工效率 

- 降低產品組合複雜性 

- 尋求供應鏈環節與環節之間的效率機會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執行長 Edwin Keh： 

還記得各家企業所做的 2020 年無毒、環保的承諾嗎?2020 年就快到了!我們真正進步了

多少?大贏家會是那些在 2020年真正做到的企業。 

 

美國時尚產業協會（USFIA）總裁 Julia K Hughes： 

2018年會是較好的一年，因為協會在貿易方面會有更多行動有機會反轉那些反對貿易的

聲音，也有機會強化產業的永續性並傳達給消費者這樣的訊息。 

 

美國成衣及鞋類協會（AAFA）總裁 Rick Helfenbein： 

2018年美國零售業看好，因為經濟大環境好轉，每個人都得買衣服。重點是要和顧客連

結，多數零售商現在也比較了解要怎麼做。比較令人憂慮的是川普政權對貿易的看法。 

 

美國的貿易總額是 4.9兆美元，進口 2.7兆，出口 2.2兆，貿易赤字 5,050億，但或許這

是經濟繁榮而非經濟不平衡的象徵?如果能提升出口當然很棒，但不是以丟棄 NAFTA 或

KORUS(美韓自由貿易協定)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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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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P 

Antoshak: 

美國及歐洲的零售業績都好轉，產業持續進化，一部分的紡織業在整合(例如最近美國丹

寧廠的關廠潮)，宏觀趨勢顯示中國的產業會持續移向低成本國家如越南、柬埔寨等地；

非洲忽然成為熱門的採購來源。 

 

但是川普的貿易政策仍令人提心吊膽。最糟的情況有二: 川普決定退出WTO，甚至可能

導致WTO崩解；其次，他可能讓美國退出 NAFTA。這些都會對成衣業造成長期的影響。 

 

美國 Delaware大學時尚與成衣研究系助理教授 Dr. Sheng Lu: 

我認為的注意事項如下: 

1. NAFTA的命運。在歷經 23年的協定規範下，NAFTA地區已成為美國紡織成衣產品的單

一最大市場，也是美國時尚品牌及零售商最屬意的成衣採購來源。2016年有半數的美國

紡織及成衣產品出口至 NAFTA地區，約達 110億美元。而美國自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成

衣超過 39 億美元。如果 NAFTA 不再存在，這個地區的紡織成衣貿易模式會大幅改變，

例如，如果 NAFTA的優惠關稅不再，美國進口商會立刻將目前從墨西哥進口的基本款式

轉向他地採購。 

 

2.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成立。RCEP知名度不如 TPP，但不可忽視其對未

來亞太地區紡織成衣供應鏈帶來的影響。我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RCEP會讓會員之

間的紡織品供應鏈更加密合，但是非會員就更難打入；這個結論可以從 WTO 最新數據

獲得支持:2016年亞洲國家的紡織品有 91%來自其他亞洲國家，而 2006年的比重是 86%。

RCEP會形成更有效率的地區性供應鏈，將會進一步強化「亞洲工廠」製的成衣在世界市

場上更具價格競爭力。過去數年間亞洲出口的紡織品已經讓西半球的紡織品供應鏈感覺

到實質的壓力。 

 

3. 成衣生產自動化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去年在美國成衣展MAGIC Show上，有數家供應

商展出成衣製程完全自動化或實質降低人力的科技。自動化對成衣業就業影響的情況很

獨特。全球有超過 1.2 億人口直接受雇於紡織成衣業，很大一部分是住在貧困鄉下的女

性。根據WTO資料，一些低收入及中下收入國家如孟加拉、甘比亞、巴基斯坦、馬達加

斯加、斯里蘭卡及柬埔寨，於 2016 年的出口貨物至少有七成是紡織品。如果開發中國

家的勞力密集成衣業被機器取代，社會及經濟的衝擊會很可觀。應該來想想因應之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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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s 集團（英國縫線與拉鍊製造與銷售公司）執行長 Rajiv Sharma： 

健康與安全是成衣業每個人都應該致力的領域，直到我們能達到零意外的境界。 

 

道德與法遵是讓企業成功或乍落的環節。減輕成本壓力的方式要有一個界線，如果導致

抄近路或做出錯誤的事情來改善利潤，長期就會形成商譽與財務的問題。當領導性品牌

與零售商面對大風險、追求高利潤與好聲譽的時候，追逐最低成本的產品或服務不再是

本能反應。 

 

2018 與 2017 沒有大不同: 但是原料價格持續上漲，供應鏈面對的通膨壓力延續，商業

區店面持續轉進線上，商店繼續關閉，企業繼續重整，專家都很難預測產業走向何方。 

 

即使如此，成衣業比較可能成功者仍是那些面對消費者與市場日增的需求，能夠積極採

取調適與反應策略的企業。 

 

國際成衣聯盟(IAF)秘書長 Matthijs Crietee： 

即使在成長中的經濟裡，真正的威脅會是線上零售，它以更新的力量，將產業拖入低價

的漩渦。類似歐洲黑色星期五大拍賣這樣的招數，給了價格機制一個新的、卻不幸是個

很重要的位置。 

 

產業在一方面正盡其所能利用新機能、新商業模式、讓消費者參與設計產品等方式，來

賦予時尚新的價值；在世界的某些地區，時尚已跨出時尚，對工藝及傳統的欣賞取而代

之成為推升價值者。 

 

但在另一方面，線上平台的全球化、這些平台之間加劇的競爭、以及相關退貨造成的高

成本，有可能點燃零售價格戰，侵蝕消費者對成衣的價值觀念。保衛成衣價值在 2017及

2018 一樣重要。2018 年產業的重大挑戰之一，是詮釋出供應鏈創造的價值傳達給消費

者並引起共鳴。 

 

Bureau Veritas（法國必維檢驗集團）消費產品服務部門副總裁 Rick Horwitch： 

對於業界下一個世代領導者的主要憂慮是溝通愈來愈不足，分析處理的技術與知識也愈

來愈差。 

 

- 清楚有效的溝通技巧十分重要。在一個全年不斷電「上網連結」的世界裡，人際溝通

的缺乏往往是許多問題的根源。社群媒體工具雖然重要，口頭溝通更是無價。我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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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及未來世代的商業領袖不瞭解口頭溝通與人際交流的重要性及價值。 

 

- 在製造、採購、產品規劃及品管等方面的技術訓練已經成了失傳的藝術。隨著產品、

價值鏈、消費者需求愈來愈複雜，就需要高層次的技術熟悉度。 

 

- 對於資訊/數據管理及人才的投資，需要提升到(或超越)與商品規劃、設計及銷售相同

的程度。企業需要數據及相關的深度見解來產生機會。 

 

真正的贏家是那些願意進化與適應快速改變的消費者需求、並抓住新興機會的產業與企

業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