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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 2020 運動及健身服裝全球市場展望
前言
本報告由總部位於倫敦之 Technavio 公司於 2016 年 8 月出版。Technavio 是一家全球市場研
究公司，著重在調查分析市場新趨勢並協助企業找到市場新商機。
此份報告是將來自產業專家的看法加以深度分析而成。市場規模的計算則是以運動及健身
服裝的零售營收為基礎。
運動及健身服裝係於健身、運動或任何體能鍛鍊時穿著，提供穿者舒適感與流行感。T 恤、
連帽上衣、短褲及運動套裝是標準的運動用成衣，在進行運動與從事其他體能活動例如鍛
鍊身體時穿著。這類服裝通常具有輕量與恆溫的特性，讓穿者冷天時感覺溫暖，反之亦然。
現今運動與時尚的跨界結合，帶動女性對運動及健身服裝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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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摘要

要點
 全球對包括健身(fitness)及運動(sports)在內的體能活動服裝(active wear)需求一直在
成長。北美運動服裝的銷售額比重超過全球的 37%，是第一大市場。2015 年 Nike
在北美的銷售業績較 2014 年成長 12%，Under Armour 則成長 23%，其他如 Lululemon
Athletica 和 Foot Locker 等領導性企業也有類似的成長。
 Nike 與 Under Armour 這類市場領袖主要著眼於 2016 巴西里約奧運會，策略性加強
聚焦在運動休閒(Athleisure)亦即正式運動服裝以及健身服裝上。強調運動休閒與健
身服裝是因為這類服裝在各類社交場合上的接受度愈來愈大。
 一些大咖業者採取的新手法，是透過不同的服裝合約、職業與大學的運動贊助、個
人運動員合約等方式，將運動服裝推銷給表現優異的高中、大學及職業等級的運動
員與運動隊伍。同時，這些企業也直接和運動隊伍的器材經理及個人運動員打交道，
以建立一種臨場真實感，並透過網路、雜誌、電視、與各種賽事的直播來推廣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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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報告範圍
市場概要
本報告涵括 2016-2020 年間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現況與展望。在計算市場規模
時，已將運動及健身成衣的零售銷售額納入考量。市場預測則是以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
的預計需求以及預測期間的預估平均單價為基礎。
以產品區塊劃分
歸屬於下列產品區塊的新品零售額被納入用來預估產品區塊的規模。
圖 01: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產品區塊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市場規模的計算不包含任何運動或健身鞋類及配件，也不含任何極限運動服裝。
以零售型態劃分
運動及健身服裝新品在各種型態商店的零售額和它們在這些商店銷售的平均價格被納
入用來預估產品區塊的規模。
 服飾專門店





百貨公司
大賣場、超級市場、折扣店
折扣商店、單一價格店、量販店
其他零售型態包括直接販售(D2C)、工廠暢貨中心、純網路商店、運動用品店。

以地域劃分
亞太地區、歐洲、北美及世界其餘地區是重要的區域市場。市場規模是以運動及健身服
裝新品在這些區域的零售額和成衣的平均價格為基礎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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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2: 區域國家清單

資料來源: Technavio

本報告亦呈現市場競爭形勢及主要零售商的品牌商品，並提供市場重要競爭者的詳細分
析。另外亦包括五力分析與主要領導性國家的概要。報告亦論及市場成長的主要推動
力，業者及市場面臨的整體挑戰，與市場的重要新趨勢。

主要業者的商品
下面列出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主要銷售業者的部分商品。

圖 03: 商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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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市場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本報告係自專門來源收集有關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資訊加以綜合、分析與詮釋做
為基礎。Technavio 公司(本報告出版者)的分析師使用初級與次級研究混合的方法作出深
刻見解，意在提供全方位的市場面向。

經濟指標狀況
Technavio 對全球經濟狀況與其他經濟指標進行詳細研究，評估其對目前全球市場狀況
的影響，並對未來市場狀況提出深度預測。

微觀經濟指標

中觀經濟指標

宏觀經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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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與分析

第四節：簡介
市場關鍵重點

運動及健身服裝係於健身、運動或任何體能鍛鍊時穿著，提供穿者舒適感與流行感。T
恤、連帽上衣、短褲及運動套裝是標準的運動用成衣，在進行運動與從事其他體能活動
例如鍛鍊身體時穿著。這類服裝通常具有輕量與恆溫的特性，讓穿者冷天時感覺溫暖，
反之亦然。現今運動服裝採用先進布料，會將穿者汗水移轉到衣服表面蒸發。運動及健
身服裝也有各種時尚的設計，這種運動與時尚的跨界結合，帶動女性對運動及健身服裝
的需求。
亞太地區每人可支配所得的增加可望帶動預測期間的需求，預期這個市場對女性運動及
健身服裝的需求會增加，因此所有的業者都集中推出針對女性的運動服裝，主要品牌如
Nike、adidas、Under Armour 也加強在這個市場推出先進的運動服裝。
有幾項因素會推動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成長。因素之一是全球可支配所得與生活
水準的提升。這個全球性的提升，特別是在如巴西、中國大陸與印度的開發中經濟體，
會增加對運動服裝需求。消費者對健康生活型態意識的增加也有助市場成長。
雖然有一些推動的力量，但也不容忽視一些嚴重的挑戰。其中之一是仿冒品的存在。這
對知名品牌是嚴重威脅，因為會影響到品牌形象與獲利。本土業者的競爭則是另一阻礙
成長的因素。
儘管挑戰嚴峻，市場還是預期會有相當的成長，這是因為一些新趨勢的出現，會在預測
期間對市場有正面影響。其中之一是高科技布料的導入。全球對先進與舒適的運動及健
身服裝的需求增加，驅使業者推出採用先進高品質布料製成的運動服裝新產品系列。對
體能活動服裝需求的增加是另一個新興趨勢。上述推動因素與趨勢的結合預期會帶動這
個市場在預測期間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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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市場形勢
市場概要
2015 年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整體成長迅速，這要歸因於全球消費者生活型態的改變，對
運動及健身活動的興趣增高。這個市場高度分散，由幾家領導性業者如 adidas、Nike、
Puma 為代表，他們不斷創新，並應時推出產品系列，聚焦特定類別及地區以增加與維
持市場比重。
圖 04: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概要

年複合成長率:

4.34%
1,590 億美元

1,966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市場規模及預測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正以穩定的速度成長，預期在預測期間會以 4.34%的速度成
長。運動服裝的市場需求在已開發與開發中經濟體都是成長的，但是在已開發經濟體的
市場正值成熟期，並到達飽和點。2014 年因為重大賽事譬如巴西足球世界盃、俄羅斯索
契的冬季奧運、ICC World Twenty20 板球世界盃等之故，造成相當大的運動服裝需求。
巴西、中國大陸、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是業者的關鍵市場熱點。這些經濟體的需求帶動市
場的營收，主要原因包括：
 人口增加






愈來愈注重健康
工作壓力增大導致患病
可支配所得增加
對體育活動的意識增加
有不同品牌可供選擇

預期這些因素在預測期間會為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帶來相當大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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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5: 2015-2020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五力分析
圖 06: 五力分析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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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依產品劃分的市場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可依產品種類劃分成下列部分:
圖 07: 依產品種類劃分的市場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5 年運動成衣占據運動及健身服裝整體市場的絕大部分比重，這股趨勢在預測期間很
可能會持續。健身成衣的部分在未來五年的成長則較為和緩，主要因為流行趨勢的演變
會影響到對這類成衣的喜好。不過健身成衣的市場仍預期會有所成長，這是因為消費者
益發重視健身活動的重要。
圖 08: 2015 年及 2020 年依產品種類劃分的市場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全球運動成衣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2015 年的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以運動成衣為主。男性對運動成衣的需求增加，因為
他們對體育活動與冒險性活動的涉入益增。這種對體育活動興趣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下:





工作壓力增大
愈來愈注重健康
可支配所得增加
對冒險性活動的興趣增加，譬如健行、長途越野、滑雪、登山



休閒時間減少

這些因素預期在預測期間都有利於市場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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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9: 2015-2020 全球運動成衣市場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5 年女性對運動成衣的需求有相當大的成長。全球在這方面的需求增加是因為女性專
屬運動賽事的增加，譬如女子板球，女子曲棍球等。此外，業者也加強推出為女性打造
的時尚運動成衣，領導性品牌為女性推出新產品系列。時尚與運動的跨界結合預期在預
測期間會推動女性運動成衣的需求及提升市場成長。整體而言，運動成衣市場預期將以
4.42%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全球健身成衣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大眾對健身活動譬如跑步的參與擴大，使得諸如跑者、上健身房人士及運動員對適當服
裝的需求成長。2014 年男性跑步服裝占健身成衣部分最大的比例，這是因為男性跑步人
口大增之故。
業者熱衷於提供創新產品以迎合跑步及健身成衣需求的激增，並維持在市場的競爭優
勢。例如，Nike 現在就提供加強伸展性及防風的服裝。除了衣服，襪子、袖套及腿套等
配件也占 2014 健身成衣市場超過 37%的比重，這可歸因於這類健身時穿著的產品容易
耗損，造成替換需求。
女性在健身活動的參與也大幅增加。全球性女子跑步賽事日增，有助女子跑步人口增
加。女子十公里跑步系列賽(Women’s Running 10K Race Series)和 Nike 的女子馬拉松與
半馬比賽就是例子。這類活動會帶動運動成衣的銷售量。為從這股女性跑者成長趨勢中
獲利，業者也增加女性服裝與跑鞋的生產以因應需求。多數領導性品牌也推出專為女性
打造的時尚運動成衣，並為她們闢出專屬的運動服飾部門。預期時尚與運動之間的跨界
會增加未來對跑步與健身成衣的需求。整體健身成衣市場預期將以 3.33%的年複合成長
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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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5-2020 全球健身成衣市場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第七節：依零售型態劃分的市場
依零售型態劃分的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範圍廣大的運動及健身服裝產品透過不同型態的零售商店在全球銷售。不過本報告僅包
含五種大範圍的零售配銷管道，其分類是基於零售空間的規模與零售商不同的商業模
式。
服飾專門店是典型的成衣零售店，僅銷售成衣及配件產品。其他零售店包括直接販售
(D2C)、工廠暢貨中心、純網路商店、運動用品店。
圖 11: 2015 依零售型態劃分的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服飾專門店
百貨公司
大賣場、超級市場、折扣店
折扣商店、單一價格店、量販店
其他零售商的零售型態包括直
接販售、工廠暢貨中心、純網
路商店、運動用品店
2015 年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1,59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服飾專門店
服飾專門店專賣衣服與相關的配件，與其他零售商相較，這類商店的服裝價格較貴。一
些提供運動及健身服裝種類的全球性服飾專門店包括:



Gap
ad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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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這類零售型態也包含快速時尚零售商，他們著重在盡快與盡量便宜提供消費者最新的流
行。服飾專門店透過策略性行銷活動與商品組合(例如提供最新的快速時尚款式)來吸引
顧客。在快速時尚領域與年輕消費群中，品牌辨識度相當重要。
儘管個人可支配所得提升，競爭激烈的零售環境加上消費者已習於頻繁的降價活動，迫
使專門店大幅依賴廣告及產品促銷才能維持業績。

百貨公司
運動及健身服裝與相關的配件通常占據百貨公司年營業額很大的比重。百貨公司裡分成
各個部門，有各自的收銀台，有時為各類產品還另行配置銷售員，往往再進一步區分為
各品牌的銷售員。主要的百貨公司有:
 Macy’s
 Nordstrom
百貨公司通常在店內也有集中式的顧客結帳區。不過不論是集中或分散式結帳，百貨公
司現在都採用移動式電子裝置，開始脫離傳統的收銀台設置方式，鼓勵銷售人員增加與
來店顧客的互動。
百貨公司面臨激烈的競爭。接受調查的百貨零售商以下列要素區隔彼此:
 店面設計



商品選擇
顧客服務

儘管消費者的支出普遍復甦，但消費者不願以原價購買成衣的結果，使得業績成長緩
慢。少數的連鎖百貨公司以整合地點的方式來維持利潤。例如，2015 年 9 月，Macy’s
宣布計劃在 2016 年底前裁撤 770 個據點中的 35-40 個。

大賣場、超級市場、折扣店
這類銷售管道的行銷人員絕大多數都變得深具流行意識。譬如 Target 已經開始投資更有
時尚感的系列。Target 透過獨家品牌銷售運動及健身服裝，例如 C9 BY CHAMPION
( Hanesbrands 公司旗下品牌)。大眾市場商家得利於花錢謹慎的消費者，但是經濟改善
時他們會稍稍失去一些市占率，因為一些消費者會轉向較高端的市場與較高價的服裝商
品。全球的大眾市場零售商仍將持續獲益於分散的布點與大型賣場的網絡。

折扣商店、單一價格店、量販店
折扣商店以相對低的價格銷售各類成衣商品與相關配件，包括設計師與奢華品牌。這是
靠著採用彈性的商品採購策略來達成，譬如採購拋售的商品(訂單被取消或生產過多的
商品)，或是銷售過季或二手商品，因此這類商店的庫存會有大幅波動。這對折扣商店
可能是一項資產，他們多會利用女性消費者的缺貨心態，鼓勵她們固定來店與衝動購
買。美國一些主要的折扣商店包括：
12



Marshalls 與 TJ Maxx(屬於 TJX 公司)





Nordstrom Rack(屬於 Nordstrom 百貨集團)
Ross Dress for Less(屬於 Ross Stores)
Saks Off 5th(屬於 Hudson’s Bay 公司)

折扣商店仍會受到具價格意識的消費者的喜愛，傳統零售商為了利用折扣商店商業模式
的吸引力，持續建立自己的衍生折扣商店。2015 年 Macy’s 就開設 Macy’s Backstage，
JCrew 集團則設立 JCrew Mercantile，都是受到諸如 Ross Dress for Less 及 TJ Maxx 折扣
商店成功的啟示。此外，Hudson’s Bay 與 Nordstrom 等主要零售集團也持續投資旗下的
減價事業。

其他零售商
直接販售的營運涉及消費者與特定產品製造商之間直接的交易，大多經由線上，另外也
包含特別為直接販售生產的商品銷售。製造商經營的工廠暢貨中心則將生產過剩的商品
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純網路商店的著名商家有 Amazon.com 及阿里巴巴。科技也促成零
售商與提供直接販售服務的製造商之間的競爭。
網購的增加使得成衣製造商無需實體店面即可擴大觸角，讓顧客得以直接向製造商購買
商品。一些業者，例如擁有 VANS 及 Nautica 等品牌的 VF Corporation，卻在最近嘗到
實體商店成功的滋味。這樣的營運得利於一個高度整合的垂直供應鏈，讓製造商得以用
比傳統零售商較低的加成標價銷售商品。

第八節：依地域劃分的市場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分散在北美、歐洲、亞太地區及世界其餘地區。2015 年的市場
以北美最大，比重達 37.42%，歐洲以 28.75%居次，亞太地區 23.56%，其餘地區合占
10.27%。
2020 年預期北美仍是最大市場，比重 35.26%，亞太地區躍居第二，占 27.46%。北美及
歐洲在預測期間將讓出一些市場比重予亞太地區及其餘地區。亞太地區因為中國大陸及
印度的每人可支配所得增加，料將增加對此類服裝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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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5 年及 2020 年依地域劃分的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北美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北美的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預期將以穩定的速度成長。2015 年這個地區的市場由男性運
動服裝主導；兒童運動服裝因為需求增加，尤其是美國，市場因而快速成長。不過女性
運動服裝將是美國市場成長的主要動力，許多業者瞄準這一個區塊，推出女性商品的新
系列。時尚與運動的跨界結合也是市場的動力之一。
圖 13: 2015-2020 北美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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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健身服裝市場的高滲透率來自參與健身活動的人口增加，跑步是一例。一些戶外活
動協會所做的調查顯示，2014 年北美地區有 6,000 至 6,500 萬人參與跑步或其他健身活
動。走路也是這個地區很普遍的健身活動。一些歷史悠久或極受歡迎的馬拉松比賽，譬
如波士頓馬拉松與紐約市馬拉松都是由美國舉辦的，每年舉辦近三萬場跑步賽事，包括
全馬及半馬。這類賽事參加人口以 25-45 歲的年齡層最多，女性參加者也大幅增加，許
多主題賽事及障礙賽在美國也愈來愈普及。預期這些因素會驅動北美對跑步配備的需
求，刺激這個地區整體市場的成長。
非傳統的跑步運動通常與慈善有關，促進社會互動，有利建立團隊意識。諸如彩色路跑、
泥巴路跑及越野鐵人賽這類活動能吸引男女參加，也吸引追求冒險並注重健康生活的新
加入跑者參加。在大自然土地上跑步與健行的越野賽跑在北美也漸受歡迎。這些活動與
賽事的普及有助創造更多對跑步配備的需求。2014 年美國銷售出將近 4,800 萬雙的跑步
鞋。北美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預期將以 3.1%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歐洲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這個地區的市場由已開發國家如德國、法國及英國主導。不過運動有益健康的意識在此
區日益普及，特別是東歐，驅使人們去參加體育活動，特別是兒童。自 2012 年起，荷
蘭、法國、比利時及西班牙可以看見女性高度參與跑步賽事(每年有超過三成的新手) 。
捷克、俄羅斯與土耳其被業者視為是歐洲運動服裝的熱點。這些國家對運動服裝的需求
增加，預期將在預測期間對市場的成長有所貢獻。
圖 14: 2015-2020 歐洲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10 億美元)

資料來源: Technavio

目前歐洲占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第二高的比重。對諸如跑步的健身活動參與率的升
高會帶動此區市場的成長。2014 年約有 4,500-5,000 萬人參與跑步賽事，參加率是在 2012
年增加的，因為當時此區的城市馬拉松賽事增加。大多數俱樂部與非俱樂部的跑者參加
倫敦與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大型城市馬拉松賽。英國、德國及法國因為消費者擁有較高的
可支配所得與購買力，占歐洲市場最大的比重。俄羅斯、波蘭及捷克是東歐地區成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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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市場。歐洲地區深厚的運動傳統與上升的參與率有利於市場未來五年的成長。2013
年歐洲主辦約 3,900 場馬拉松賽事，有超過 150 萬人跑到終點。2014 年 adidas 在歐洲地
區擁有最大市占率，其他大咖包括 Nike、Puma、ASICS、K-Swiss 及李寧。此區市場預
期將以 2.51%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亞太地區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2015 年亞太地區的運動服裝市場穩定成長。2014 年中國大陸是這個地區最大的營收貢
獻者，接著是日本、印度及澳洲。這個地區人們的健康意識增加，並希望過著健康活躍
的生活，帶動對運動服裝的需求，預期在預測期間可為市場的成長有所貢獻。中國大陸、
印度及南韓的運動服裝市場需求預期將會大增，因為這些國家人民的運動意識增加，也
逐漸著重體能訓練與健身。
圖 15: 2015-2020 亞太地區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10 億美元)

營收

成長率

資料來源: Technavio

日本、中國大陸、印度及澳洲健身活動的增加與參與率的提升有利預測期間市場的成
長。2013 年亞太地區的馬拉松賽事占全球總賽事幾近兩成。日本追隨美國與歐洲的腳
步，也開始主辦重要馬拉松活動，東京馬拉松已經是世界規模第六的賽事，有一些自娛
型的跑者參加；大阪與橫濱主辦的賽事也很成功。這些馬拉松活動的跑者數目已有增
加，代表這個國家的跑步服與鞋類市場的營收增加。印度與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發展，
這兩個國家的重要跑步活動都是為支持社會公益而辦，也不限專業跑者參加，不論年
齡、性別、貧富，人人皆可參與。這類運動還會在活動中納入地標景點，有助主辦城市
推廣觀光。深圳在 2013 年 12 月籌組第一次馬拉松賽事，吸引來自世界 30 個國家的一
萬名跑者參加。
印度市場也在成長，帶動的因素包括該國上升的人口、增加的可支配所得、與對休閒舒
適的運動服裝的高度需求。印度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從 2005 年的 740.1 美元提升到 2013
年的 1,498.9 美元，以年複合成長率 9.22%的速度成長，顯示可支配所得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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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中國大陸與印度因為仿冒品增加並易於購得，都面臨成長的限制。因為名牌商品
昂貴，中低收入階級傾向購買低價成衣與鞋類。因為很大比率的潛在顧客屬於中下收入
階層，易於購買的仿冒品會阻礙這個市場在預測期間的成長。此區市場預期將以 7.58%
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世界其餘地區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市場規模及預測
世界其餘地區涵蓋中東及非洲與拉丁美洲。中東及非洲女性運動參與人口的增加是跑步
配備市場成長的主要動力。推升這個地區市場成長的兩大因素來自對一些運動賽事的興
趣增加，以及健康與健身的意識升高。不過此區市場的滲透率較其他地區為低。根據杜
拜運動協會的資料，2013-2014 年, 杜拜的人口約有 42%參與體能運動(2011-2012 年則
是 36%)。中東及非洲地區的其他國家對運動服裝的需求也在增加。
田徑運動在非洲有高度需求，這是因為非洲運動員在一些長跑賽事裡一直很成功，尤其
是肯亞。像 Geoffrey Mutai 這樣的跑者成功帶動跑步在這個地區的普及性.雖然西方國家
在大多數的奧運項目裡很強勢，田徑卻一直是由非洲主導，因此激起這個地區民眾對跑
步及馬拉松賽事的興趣。不過由於大多數家庭的購買力偏低，業者需要適度地行銷與販
售產品，以確保業績的持續。
拉丁美洲是墨西哥及巴西等成長極快的經濟體所在地，這兩個國家是這個地區市場營收
的最大貢獻者，受益於高度的經濟成長，有利的氣候，及跑步賽事在媒體上的廣大曝光
率。此外，巴西於 2014 年主辦世界盃足球賽，提升該國對運動服裝的需求；2016 年的
奧運也激起該國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成長。這些都預期將在預測期間提升拉丁美洲運
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營收。
圖 16: 2015-2020 世界其餘地區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 (10 億美元)

營收

成長率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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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市場推動力
健身房與健康俱樂部會員增加
過去十年來健身房與健康俱樂部的數目快速增加，會員數也一直穩定增加。為了促進業
績，這些俱樂部提供套裝折扣優惠。據統計，2015 年美國約有 36,180 間健康俱樂部，
會員人數則從 2012 年的 5,020 萬增加到 2015 年的 5,500 萬。2014 年美國健身產業的營
運額是 242 億美元。即使在自己家中健身的人數也從 2010 年的 2,458 萬增加到 2013 年
的 2,551 萬。這些成長造成全球對運動及健身成衣需求的上升，其中健身服裝目前占全
球整體市場比重超過 7.99%，並預期在預測期間仍將上升，驅動對舒適的健身服裝的需
求。消費者偏好去健身中心，因為有教練輔導；預期 2020 年時美國健身教練的數目會
上升 31.7%。英國平價健身房的市場正在興起，健身房會費支出與 2014 年相較增加將
近 45%；2013 年英國健身俱樂部的會員有 870 萬，占成人人口數的 17%。對一般走路
跑步服裝與舒適的健身服裝的需求也在增加。譬如，adidas 推出的機能性無領無袖上衣，
有著高頸圍及垂墜的袖孔，讓穿者在健身時穿著舒適方便，動作自如。這款上衣是採用
輕量透氣科技布料，有助排除濕氣，給予穿者乾爽感覺。
圖 17: 2015-2020 美國健身房與健康俱樂部會員總數(百萬人)

會員數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圖 18: 2015-2020 美國健身房與健康俱樂部總數

健身房與健康俱樂部數目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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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服飾名人代言增加
利用著名運動員及運動人物打廣告是知名運動服飾製造商與品牌行之已久的成功行銷
方式。多數消費者會購買喜愛的運動人物推薦的產品，因此業者會簽下熱門的運動員為
產品背書，從粉絲處獲利。全球性業者會為著名運動員推出新系列，許多業者也會使用
熱門跑者的名字做為運動服裝系列以促進銷路。例如牙買加短跑健將 Usain Bolt 目前就
是德國運動服飾公司 Puma 的全球品牌大使，Puma 在 2010 年再度與 Bolt 簽約的報酬是
每年九百萬美元，與其他運動名人的報酬幾乎相當。這類的名人背書預期在未來數年大
有助於市場的成長。名人效應會吸引粉絲對品牌的興趣，強化品牌形象；莎拉波娃及短
跑女將 Allyson Felix 就是 Nike 的女性代言人。
業者也會贊助一些跑步或運動賽事。其他一些普遍的促銷策略包括打折，季節優惠及幸
運抽獎。網路的普及也擴大業者的觸角，並透過線上模式獲得顧客忠誠度。

注重體能運動的生活型態
對健身與健康生活型態的日益重視帶動了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緊張的工作步調與
愈來愈多的健康問題促使人們選擇不同的體能活動當作運動，直接結果就是對跑步、慢
跑及參與其他運動的服裝需求增加，促成市場的成長。

美國每年預防及
美國日益嚴重的肥胖問題也帶動市場的成長。世界衛生組織曾宣稱
治療肥胖症的費用 肥胖症已是全球流行病。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成人有過胖問題，大
達 1,470 億至 1,200 約六分之一的美國兒童與青少年也苦於肥胖。
億美元不等。
超過六成的美國成人有缺乏運動問題，進而導致肥胖。全球的肥胖
率上升，消費者因而提高意識，採取跑步等運動預防措施。約有
45.3%的美國民眾會購買運動/休閒鞋類。2015 年有超過八成的 Z 世代人口時常運動，其
中有 25.5%過著熱衷運動非常健康的生活；千禧世代則有近一半人口參與高熱量消耗運動。

19

第十節：市場推動力的影響
圖 19: 推動力的影響
推動力

對關鍵顧客的影響

健身房與健康
俱樂部會員
增加

個人消費者

個人消費者
運動服飾名人
代言增加

注重體能運動
的生活型態

個人消費者

資料來源: Technavio

第十一節：市場挑戰
原料價格不穩定與競爭加劇
運動及健身服裝製造商在當今市場環境下正經歷利潤的動盪，肇因於原料價格震盪與競
爭加劇。
由於基礎成本不高，近年來在地的業者群起加入，導致市場價格戰，業者被迫降低商品
價格，利潤亦隨之降低。
原料價格的上漲是對利潤不利的主要因素。譬如，2012 年因為原料價格波動，Puma 的
毛利衰退。彈性纖維價格從 2016 年 2 月初的每噸 900 美元變為 2 月末的 930 美元。從
歷史上看來，成本的變動與業者調高價格的能力之間會有差距，造成對利潤的不利影
響。製造商發現原料價格的波動令人很難預期支出及管控成本；此外，價格意識高的消
費者偏好低價的運動裝備，不願投資全球性品牌，進而降低全球性業者的商機與營收。
因此，業者利潤的持續變動成為全球市場成長的主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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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運動服裝價昂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面對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品牌運動成衣高昂的成本。全球性業者
的產品成本較在地業者高出許多，開發中地區的消費者因為價格高多不願購買品牌服
裝，進而影響整體市場營收。高價格是阻礙諸如印度與中國大陸等許多國家市場成長的
最大挑戰。未來五年這些地區市場的成長可能就受限於全球性品牌商品價格昂貴。高價
的品牌商品只有收入較高的族群消費得起，留下一大部分的主要消費族群無法開發。
2015 年一件 H&M 的高級連帽跑步夾克價格為 24.99 美元，這樣的高價阻礙了市場的成
長。

無法預測的物流與庫存管理問題
商品供應有許多未能預見的標準與規定。中國大陸有九名部長與委員會來監督物流，因
此零售商在當地運貨須面對各種複雜不一致的法令規則。中國大陸大多數的倉儲、配銷中
心、運貨碼頭及貨物中心都設備老舊，缺乏自動化。例如，大型卡車在中國大陸某些都會
地區行駛受到限制，迫使商品轉由較小的交通工具運送。
庫存管理對全球成衣產業通常都是關鍵的戰略重點。有鑑於今日消費者購物的方式，庫
存的遊戲規則與觀點已然演變。消費者的喜好變化快速，加速庫存的周轉需求，運動服
裝供應商與製造商必須適應批發商與零售商的小訂單，改進庫存周轉時間。如此會將絕
大壓力施加在製造商的原料、品管、運輸及勞工成本上。由於全球能源價格上升，加上
中國大陸製造成本上漲，成衣產業已開始尋找更有效益與效率的生產地點。堅固的供應
鏈關係對庫存管理絕頂重要。為了處理供應鏈問題，大多數成衣行銷商都加強發展內部
或第三方的 IT 工具，以改進製造與配銷流程。
譬如，西班牙 Inditex 集團就發展出庫存管理系統(IMS)、配銷中心出貨系統、銷售點終
端機、與店面溝通系統、店內成衣標籤系統等 IT 工具。
另一方面，採購在全球成衣產業是兩方面的問題。諸如孟加拉等國家，是否有能力及產
能處理從高成本國家(如中國大陸)轉移來的成衣生產需求，會影響到交貨期。而在地與
地域性採購已被採納，尤其是銷售自有品牌服裝的美國零售商，他們想要降低法令與匯
率變化和運輸效率的風險。根據美國國務院 2012 年贊助的 Free2Work 成衣產業趨勢報
告，產業其他的採購問題涉及特定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整個供應鏈日益高漲的勞動條
件意識，從原料的收成，經過生產與出貨，幾乎全將壓力置於成衣採購策略，以強化品
牌形象。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阻礙市場未來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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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推動力與挑戰的影響
圖 20: 推動力與挑戰的影響
推動力

挑戰

健身房與健康
俱樂部會員增加

原料價格不穩定
與競爭加劇

運動服飾名人
代言增加

品牌運動服裝價昂

注重體能運動的
生活型態

無法預測的物流與
庫存管理問題

資料來源: Technavio

第十三節：市場趨勢
隨著環保意識日益升高，大多數消費者開始要求永續產品。因應此一需求，業者愈來愈
著重生產可以降低環境負面衝擊的產品，因此，有機棉、再生橡膠、再生合成纖維及水
溶性黏著劑取代了傳統皮革、合成橡膠、尼龍、PU 及其他合成原料，用來製造運動服
裝。
adidas 以環保為出發點，發展出以降低產品對環境衝擊 15%為目標的策略，時限為 2015
年底。該公司規劃將整個價值鏈，從產品開發到銷售，都涵蓋在這個策略下。adidas 並
另訂下減少排碳 30%的目標。Under Armour 則發展出一個環保服飾系列，每年使用兩百
萬個塑膠瓶來製造衣服、鞋子與帽子。Nike 於 2014 年也開發出應用程式 Making app，
協助製造商監督產品的環境影響。New Balance 則在實驗開發零廢棄物的生產系統，減
少成衣或鞋類製造時裁剪原料的次數，以控制廢棄物數量。

產品創新
由於全球市場競爭加劇，業者必得開發創新的運動及健身服裝，特別著重在改進使用者
經驗上。購買運動服裝的個人消費者要找的是具成本效益的高品質產品，可以改進他們
的運動表現，最終有助他們的比賽成績。因此領導性品牌都推出採用先進科技的產品，
有助改進消費者運動與健身的經驗。Ralph Lauren 最近推出的 Polo Tech Shirt，採用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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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感測作用的銀纖維織成，不但有助穿者掌握運動狀況，排濕壓縮的布料還有助血液循
環與肌肉復原。這件馬球衫還讓穿者利用應用程式透過手機或平板取得自己所有的生物
辨識數據。AiQ 與 Fraunhofer 等公司都推出運動員服裝，可以監測心跳、呼吸活動，甚
至姿勢。生產商也在防護性材質上有大幅的進步。這類材質稱為反應性材質，是有彈性
的原料，但在遭受衝擊時會變硬。這類的創新讓運動員可以大幅度舒適地動作,無需擔心
意外受傷。Celliant 是一種礦物性的紡織科技纖維，可以循環利用人體自然的能源，產
生對健康與體能的益處。類似的產品 Energear 則是德國紡織公司 Schoeller Textiles 的成
果，可以回收再生身體釋出的能源，促進穿者的表現並改善整體健康。由此觀之，業者
必須努力符合消費者的期望；同時，變化快速的科技與消費者喜好的改變都迫使業者提
供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案，以便在大量商品化的環境下存活。

運動服需求增加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自 2010 年以來就見證到消費者對體能活動服裝的需求增加，
尤以美國為然。有些全球最大的快速時尚企業也踏入這一塊市場，例如 Forever 21 於 2010
年在美國推出一個體能活動服裝系列；2011 年 Gap 為網路商品系列 Athleta 開了實體店
面，也推出自有健身運動服系列 GapFit；2013 年英國公司 Sweaty Betty 跨入美國市場，
在紐約州與康乃狄克州各開了一間店；2013 年紐約時尚公關達人 Robyn Berkley 推出一
個高級、高性能的體能活動服裝系列 Live the Process；、2014 年 1 月 H&M 推出 H&M Sport
系列；Uniqlo 從 2012 年起也增加體能活動服裝商品，聘請網球好手喬科維奇為其機能
性服裝系列代言人。這些現象對這個區塊市場的領導品牌 Lululemon 形成很大的威脅。
造成需求上升的原因是這類服裝的舒適、百搭以及時尚。例如，Nike 在北美市場的銷售
於 2014-2015 年間成長 14%，主要是在運動成衣的部分；Under Armour 2014 年在北美
的銷售也成長 29%。其他主要品牌如 Lululemon Athletica 的銷售增加 0.47%，Foot Locker
的銷售也成長。Lululemon 的營業額未來將成長到 10 億美元。Nike、Under Armour 及
Foot Locker 的市場比重在 2014 年都增加逾兩成。2014 年 Finish Line 的銷售額上升
8.6%，Lululemon 則上升 10%，adidas 的全球營收增加 9%。量販零售店都密切注意，很
可能在 2016 年增加更多體能活動服裝商品。

第十四節：業者態勢
競爭現況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的特點是有各類國際與地區的業者並存。隨著國際性業者深耕
市場，在地的業者就很難競爭，尤其是在品質、技術與價格方面。隨著產品/服務的擴充，
科技的創新以及併購情形增加，這個市場的競爭環境會更加白熱化。國際業者可望藉著
併購地區或在地業者而變得更強大。
財務與科技資源較佳的企業可以開發創新產品，讓對手的產品還來不及回本或甚至上市
就顯得過時且缺乏競爭力。因此，要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業者不但得開發新技術，還
得了解會影響他們產品的新興技術。
23

全球市場被領導性國際大咖所主導，然而，還是有數家區域性及外國的業者占有微薄的
市場比重。在預測期間許多國際性業者可望在全球擴充，特別是在亞太地區的快速發展
國家。此外，全球經濟情況的改善也刺激這個市場的成長，是推出新產品的好時機。
隨著全世界對運動及健身服裝需求的增加，已經可以見到有一些提供較低價格產品的業
者進入這個市場。adidas 與 Nike 是市場兩大巨擘，二者的競爭激烈，引發出許多創新與
先進的技術產品問世。Puma、Under Armour 及 VF Corporation 是其他提供創新產品的
主要業者。激烈的競爭、科技快速的進步及消費者喜好頻繁改變對業者構成大幅的市場
風險。競爭的加重會導致市場出現企業的整合，此外，市場的自有品牌也愈來愈多。因
此，要在這個競爭白熱化的環境生存乃至成功，業者必須透過清楚與獨特的價值定位來
區隔他們的產品與服務內容。
圖 21: 全球運動及健身服裝市場主要業者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圖 22: 關鍵競爭對手: 標竿調查
業者

說明:

運動及健身服裝營收

優異

很好

產品內容

滿意

市場的地域分布

低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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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

adidas
簡介
adidas 與其子公司於世界各地設計、製造與行銷體能及運動生活風格產品。
產品劃分
圖 23: adidas: 2015 年各產品區塊所占營收比重
裝備

鞋類

成衣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4 及 2015 年依產品區塊劃分之營收
圖 24: adidas: 2014 及 2015 年營收 - 依產品區塊劃分 (十億美元)

鞋類

成衣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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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

2015 年依地域市場劃分之營收
圖 25: adidas: 2015 年營收 - 依地域市場劃分
獨立國協

日本

西歐
拉丁美洲

大中華地區

中東及非洲

北美

資料來源: Technavio

adidas 每年於全球 160 個國家銷售逾 6.6 億件產品。
adidas 的運動及健身服裝
adidas 在運動及健身服飾市場提供多樣的成衣、鞋類及配件，以 adidas、adidas
STELLASPORT 及 Reebok 等品牌名稱行銷。部分產品包含:
圖 26: adidas: 產品內容
公司

商品


短袖上衣



圖案 T 恤



短褲



保暖服



針織衫



長袖上衣



夾克



胸罩



長褲



洋裝與裙子



無袖上衣



泳裝



連帽上衣



內衣



緊身褲襪



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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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商品


襪子



連帽套頭衫



毛帽



襯墊運動襪



比基尼褲



長褲



比基尼上衣



馬球衫



帽子



套頭上衣



手提帆布包



短褲



手套



無袖運動衫



圖案刷毛衫



刷毛衫



圖案 T 恤



泳褲



無領無袖上衣



泳裝



緊身褲襪



運動上衣



T恤



運動套裝



健身胸罩



背心



護腕



跑步鞋



訓練鞋



戶外鞋

資料來源: Technavio

近期發展
說明
2016 年 6 月:延長與德國足球協會(DFB)的夥伴
關係，供應該協會裝備直至 2022 年
2016 年 5 月 : 將 旗 下 復 古 運 動 衣 公 司
Mitchell&Ness 售予 Juggernaut Capital Partners，

關鍵紀事

以專注強化機能性運動服裝及品牌經營
2016 年 5 月:擴張德國產能，採用頂尖德國科技
SPEEDFACTORY
2015 年9 月:宣布延長數年與Bucknell Athletics(美
國 Bucknell 大學體育部門)的贊助合約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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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Adidas 專注於改善產品品質與新產品開發。該公司於 2014 年度啟動名為數位創作
(Digital Creation)的策略專案，強調使用數位科技而非實體樣本來加強設計製作過程的效
率與速度。
優勢
優勢

聚焦研發

該公司專注發展創新產品以滿足專業與業餘運動員及一般消費者的需求。adidas 於 2015
年度的研發支出為 1.54 億美元。該公司在將創新商業化方面也很成功，對經營加分。2015
年度 adidas 新產品的銷售占品牌總銷售的 81%。
2015 年 12 月，adidas 開始德國實驗工廠 SPEEDFACTORY 的運轉。這是一個全自動化
的工廠，生產步調較快，並包含智慧機器人科技，提供高品質與獨特設計的鞋類產品。

Nike
簡介
Nike 於全球設計、開發、行銷與販售男、女及兒童運動鞋、成衣、裝備及配件。
2015 年依部門劃分之營收
品牌 Nike 的經營分成六個部門: 北美、西歐、中東歐、大中華地區、日本及新興市場；
品牌 Converse 也是部門之一；「全球品牌部門」的收入則代表 Nike 品牌授權事業。
圖 27: Nike: 2015 年營收 - 依營運部門劃分
日本

全球品牌部門

中東歐
品牌 Converse
北美
大中華地區

新興市場

西歐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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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 2015 會計年度營收如下:









北美：
西歐：
中東歐：
大中華地區：
日本：
新興市場：
全球品牌部門：
品牌 Converse：

137.4 億美元
57.1 億美元
14.2 億美元
31 億美元
7.55 億美元
39 億美元
1.15 億美元
19.8 億美元

Nike 品牌的產品分成八大類： 跑步、棒球、足球、極限運動、男用訓練裝、女用訓練
裝、休閒服裝(運動導向的生活風格產品)及高爾夫。
圖 28: Nike: 2015 年各產品區塊所占營收比重
其他
裝備

成衣
鞋類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4 及 2015 年依產品區塊劃分之營收
圖 29: Nike: 2014 及 2015 年營收 - 依產品區塊劃分 (十億美元)

鞋類

成衣

裝備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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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Nike 的運動及健身服裝
Nike 製造非正式(casual)與休閒(leisure)目的的成衣與鞋類銷售至全世界。該公司也透過
子公司品牌 Hurley 與 Jordan 銷售成衣。Nike 在 41 個國家經營約 430 間成衣工廠。產品
包含：
圖 30: Nike: 產品內容
分類

男裝

產品


鞋子



夾克與背心



上衣與 T 恤



長褲與緊身褲襪



連帽上衣與



短褲

套頭上衣



襪子



衝浪與泳裝



釘鞋



女裝

童裝



鞋子



長褲與緊身褲襪



運動胸罩



上衣與 T 恤



夾克與背心



上衣與 T 恤



短褲



連帽上衣與刷毛衫



鞋子



釘鞋

資料來源: Technavio

近期發展
說明
2015 年 7 月：推出 Free Trainer 3.0 V4，提供定向的彈性與
強力

關鍵紀事

2015 年 4 月：推出 3.0、4.0、5.0 新版的跑鞋款，讓跑者動
作更自然
2014 年 6 月：推出達到終極速度所需輕量阻力的棒球鞋 Nike
Huarache 2K Filth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優勢
優 勢

強大的製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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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擁有強大的全球製造基地，有效率地迎合顧客需求。生產地多在美國之外，以降低
運轉費用。鞋類多在低成本國家生產，包括越南、中國大陸與印尼。該公司亦與位於印
度、巴西、阿根廷及墨西哥的獨立工廠訂有製造合同；成衣則由位於中國大陸、泰國、
斯里蘭卡、越南、巴基斯坦、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獨立代工廠在 41 個國家生產。生產基
地的分散減少該公司對單一地區的依賴性，降低與地域關聯的風險，並提高與供應商的
議價力量。
策略
Nike 專注於持續投資新的商業行動以改進其頂尖表現。2014 年 5 月 Nike 成為軟體公司
Reflektion 的少數持股股東，以加強電子商務的表現，有助擴大線上服務。2014 年 1 月，
Nike 發表 MAKING 應用程式的更新版，為鞋類成衣提供新增特色與新增材質。這些商
業行動著眼於未來營收的大幅成長。

Puma
簡介
Puma 是提供運動員鞋類、成衣與配件的品牌公司，運動種類涵蓋足球、跑步、訓練與
健身、高爾夫球、賽車等。旗下品牌有 Puma、Dobotex、Brandon 及 Cobra Golf，產品
銷售逾 120 個國家，在全球雇用逾一萬人。
產品劃分
圖 31: Puma: 2015 年各產品區塊所占營收比重
配件
鞋類

成衣
資料來源: Technavio

該公司的商業活動分成下列區塊：
鞋類
包括球鞋、安全靴、涼鞋，與為不同運動訂製的鞋子，例如賽車、足球、跑步、訓練、
高爾夫球、英式橄欖球、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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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
包括運動夾克、刷毛衫及連帽上衣、T 恤、馬球衫、針織衫、外套、長褲、短褲、運動
套裝、內衣、襪子、浴袍、泳裝。
配件
包括背包、提袋、皮夾、棒球帽與帽子、腰帶、手錶、耳機科技、運動裝備、球、毛巾。
2014 及 2015 年依產品區塊劃分之營收
圖 32: Puma: 2014 及 2015 年營收 - 依產品區塊劃分 (十億美元)

鞋類

成衣

配件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5 年依地域市場劃分之營收
圖 33: Puma: 2015 年營收 - 依地域市場劃分
亞太地區

美洲

歐洲、中東
及非洲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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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ma 的運動及健身服裝
Puma 提供一系列男女運動及健身服飾，包含鞋類、T 恤、無領無袖上衣、上衣、刷毛
衫、外套、長褲、短褲、帽子、胸罩等。
優勢
優勢

強大的品牌形象

Puma 是設計與開發運動生活風格產品的領導性公司之一，擁有品牌 Puma、Cobra Golf
及 Tretorn。強大的品牌通常較具長久的競爭優勢。
策略
Puma 著重開發新產品以增加市占率。該公司近期推出各種新產品以擴大產品內容與引
進非稀釋型資金。2015 年 4 月該公司推出 PWRCOOL 系列，利用 PWRCOOL 涼爽科技
來維持體溫最佳狀態以保存體力。
近期發展
說明
2016 年 1 月：推出 evoTRG Vent Jacket，是一

種新的足球夾克，讓運動員保持溫暖與涼爽
2015 年 8 月：推出 2015/16 英格蘭兵工廠球隊

賽事服飾，供球隊客場比賽穿著，包括歐洲
盃賽程
關鍵紀事
2015 年 7 月：推出德國 Borussia Dortmund 足

球俱樂部 2015/16 球季新服飾
2015 年 3 月：推出 Ferrari Premium 特殊版本

產品系列，以慶祝 Puma 與法拉利汽車合作
十周年

關鍵夥伴

2015 年 4 月：與 INFINITI RED BULL 賽車
隊合作，成為賽車服、賽車鞋及車隊制服的
官方供應商
2015 年 3 月：與義大利足球聯盟(FIGC)合
作，經營管理 FIGC 資產全球授權內容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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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Armour
簡介
Under Armour 製造及行銷運動員、專業人士等穿著的成衣、鞋類及配件。
產品劃分
圖 34: Under Armour: 2015 年各產品區塊所占營收比重
其他
配件

鞋類

成衣

資料來源: Technavio

該公司的產品區塊如下:


成衣:包括可以調節運動員體溫的刷毛衫、長袖上衣、襯衫、長褲、短褲。行銷的品
牌包括 Heatgear、Coldgear、Allseasongear。



鞋類:包括橄欖球、棒球、長曲棍球、壘球、及足球用釘鞋；拖鞋；比賽訓練、籃球
及戶外鞋類。



配件:包括帽子、提袋、手套。



授權與其他業務:提供數位化健身平台的授權與訂購，以及透過其 MapMyFitness(數
位化健身平台)的數位廣告業務。亦收費授權其商標使用在隊服、襪子、眼鏡、嬰童
裝、充氣足球、籃球等各種產品上。

34

2014 及 2015 年依產品區塊劃分之營收
圖 35: Under Armour: 2014 及 2015 年營收 - 依產品區塊劃分 (十億美元)

成衣

鞋類

配件

其他

資料來源: Technavio

2015 年依地域市場劃分之營收
圖 36: Under Armour: 2015 年營收 - 依地域市場劃分
世界其餘地區

北美

資料來源: Technavio

Under Armour 的運動及健身服裝
該公司提供範圍廣泛的運動及健身穿著產品，包括棒球、籃球、拳擊、釣魚、橄欖球、
高爾夫球、曲棍球、打獵、長曲棍球、軍事戰略活動、跑步、滑雪、滑板滑雪、足球、
越野及水上運動、網球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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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Under Armour: 產品內容
分類

上衣

下著

鞋類

男裝

女裝

無袖與無領無袖上
衣、圖案 T 恤、連帽
上衣與刷毛衫、馬球
衫、短袖與長袖上
衣、外套，汗衫

運動胸罩與一般胸
罩、無袖與無領無袖
上衣、短袖上衣、馬
球衫、圖案 T 恤、圖
案背心、長袖上衣、
連帽上衣與刷毛
衫、外套

短褲、海灘褲、內
搭褲與緊身褲
襪、長褲、內衣

短褲、七分褲與九分
褲、內搭褲與緊身褲
襪、長褲、內衣

跑步、訓練、籃球、
健行與越野、釘
鞋、靴子及拖鞋、
涼鞋

跑步、訓練、健行與
越野、釘鞋、靴子及
拖鞋、涼鞋

資料來源: Technavio

近期發展
說明
2016 年 1 月：宣布與好萊塢明星巨石強森全球
性的合作關係

關鍵紀事

2015 年 12 月：在田納西州納許維爾市設立 100
萬平方呎的配銷與倉儲中心
2015 年 2 月：購入 Endomondo (社群健身網絡)
及 MyFitnessPal(免費手機應用程式與網址，可
以追蹤使用者的運動與飲食來決定最佳的營
養與卡路里吸收量)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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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 Corporation
簡介
VF Corporation 成立於 1899 年，總部位於美國北卡州，提供生活風格品牌成衣、鞋類及
相關產品。至 2015 年底為止，該公司在超過 60 個國家擁有 28 個生產基地與大約 1,900
座代工廠，另經營 32 個配銷中心與 1,520 間零售店，並透過百貨公司、服飾專門店、全
國連鎖店及量販店銷售產品。
2015 年依營運部門劃分之營收
圖 38: VF Corporation: 2015 年各營運部門所占營收比重
中高檔品牌
休閒服飾

其他

形象服飾

牛仔服飾

戶外與極限運動

資料來源: Technavio

VF Corporation 的經營依產品與品牌類別分成五個營運部門:
戶外與極限運動
這個部門包含一群戶外與運動生活風格服飾的品牌，提供一系列外套、雪地運動裝備、
運動服飾、機能性服飾、配備、鞋類、旅行箱袋、背包及配件。品牌包括 The North Face、
Vans、Timberland、SmartWool、JanSport、Kipling、Eastpak、Napapijri、Reef、Eagle Creek、
lucy。
牛仔服飾
提供的牛仔服飾及相關產品包含休閒褲、短褲、針織與平織上衣、外套。品牌包括 Lee、
Wrangler、Lee Casuals、Timber Creek by Wrangler、Rustler、Riders by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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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服飾
此部門包括企業形象服飾與授權運動服飾。企業形象服飾提供行業成衣及制服，包含工
作褲、長褲、連身褲、工作衣、夾克、圍裙，品牌包括 Red Kap、Bulwark、Horace Small、
Chef Design’s。
休閒服飾
此部門提供流行休閒服飾、丹寧褲、睡衣、內衣、手提袋、背包、旅行箱袋、配件，品
牌包括 Nautica、Kipling。Nautica 品牌產品包括男裝休閒服飾、男外套、內衣、泳裝、
男女睡衣，透過百貨公司、VF 自營暢貨中心、暢貨店、nautica.com 網站銷售。Kipling
品牌產品包括手提袋、背包、旅行箱袋、托特包、配件，在美國透過百貨公司、VF 自
營暢貨中心、服飾專門店及行李店、kipling.com 網站銷售；在加拿大則透過服飾專門店
及百貨公司銷售。
中高檔品牌
此部門提供高檔生活風格品牌產品。品牌包括 7 For All Mankind、Splendid、Ella Moss。
7 For All Mankind 銷售男女丹寧服飾，以及毛衣、針織與平織上衣、外套、配件等休閒
服飾。
2014 及 2015 年依營運部門劃分之營收
圖 39: VF Corporation : 2014 及 2015 年營收 - 依營運部門劃分 (十億美元)

戶外與極限運動

牛仔服飾

休閒服飾

中高檔品牌

資料來源: Technav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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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服飾
其他

2015 年依地域市場劃分之營收
圖 40: VF Corporation : 2015 年營收 - 依地域市場劃分

以歐洲為主的海外市場
美國

資料來源: Technavio

VF Corporation 的運動及健身服裝
該公司擁有許多品牌，提供運動及健身服飾。
圖 41: VF Corporation: 品牌產品內容
品牌

男裝

女裝

馬球衫、短袖襯衫、長褲、

上衣與襯衫、洋裝與裙子、

短褲、長袖襯衫、T 恤、毛

毛衣、長褲與丹寧褲、短

衣、丹寧褲、運動服、泳

褲、外衣與外套、泳裝

裝、睡衣、休閒外套、外
套
夾克、上衣與 T 恤、長袖

夾克、刷毛衫、毛衣、上

套頭衫、毛衣、襯衫、長

衣與 T 恤、襯衫、長褲、

褲、牛仔褲、泳裝

牛仔褲、泳裝

夾克、上衣、下著、配件

夾克、上衣、下著、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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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男裝

女裝

T 恤與無領無袖上衣、襯
衫、海灘褲、刷毛衫與夾
克、短褲與長褲、防曬服、
鞋子

鞋子與涼鞋

運動內衣、中層衣、PhD 跑

運動胸罩、運動內衣、內層

步襪、內層衣、科技布料襯

衣、中層衣、PhD 跑步襪、運

衫、毛衣、下著、襯衫、夾

動衫、下著、襯衫、毛衣、洋

克、襪子

裝與裙子、夾克、襪子

鞋子、靴子、涼鞋、夾克與
外套、襯衫、馬球衫、T 恤、
長褲、短褲、毛衣、刷毛衫、
Timberland PRO 工作服

夾克與外套、鞋子、靴子、
涼鞋

T 恤、無領無袖上衣、襯

T 恤與無領無袖上衣、洋裝

衫、短褲、海灘褲、刷毛衫

與裙子、襯衫與上衣、短褲、

與連帽上衣、夾克、長褲與

刷毛衫與連帽上衣、長褲與

束口褲、牛仔褲、鞋子

內搭褲、牛仔褲、鞋子

上衣與下著

-制服、長褲與短褲、夾克與
刷毛衣、上衣、訓練配備、
裁判與教練服
資料來源: Technavio

優勢

優勢

運動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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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公司經營授權運動團體部門、與現役球隊合作、為美國職棒大聯盟、美式足球聯盟、
NBA、曲棍球聯盟及主要大學設計新的球迷服裝；並是 Harley-Davidson(哈雷機車）服
裝的最大授權供應者。
策略
該公司透過新的成長方案以獲得成長機會、強化經營。2014 年 4 月、該公司於中國大陸
昆山設立新的中央配銷中心、預期每年處理三千萬件產品；為支撐未來成長、亦取得未
來擴張時的當地土地選擇權。

其他知名業者
公司

簡介
公司營運主要分為三個部門:冬季與戶外、球類運動、健身。Amer

Amer Sports

Sports 製造與供應運動裝備、鞋類、成衣及運動器材至世界各地。旗
下品牌有 Salomon、Wilson、Atomic、Arc’teryx、Mavic、Suunto、Precor。
日本跨國公司、生產鞋類、成衣及其他運動配備、包含足球、板球、
網球、羽毛球、交叉訓練等。1949 年成立時本為 Panmure 公司、後於
1977 年合併 Onitsuka、GTO、JELENK 三公司成為 ASICS。於 2011

ASICS

年取代 adidas 成為澳洲板球隊的正式鞋子與服裝贊助商。專注於跑
鞋、享有良好知名度與穩定的成長、以美國為目標市場、計劃在美推
出新產品並展店、並正擴展巴西、德國、法國及新興國家的市場。
Billabong 是行銷、批發、配銷及零售運動成衣、配件、眼鏡、潛水裝、
耐用消費品的公司、提供衝浪、雪地、滑冰及運動成衣、配件及裝備、
品牌包括 Billabong、RVCA、Element、Kustom、Honolua、Palmers、

Billabong
International

Xcel、Sector 9、Tigerlily、Von Zipper。經由自有的品牌零售店與滑板
運動專門店銷售產品。業務橫跨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加拿
大、智利、捷克、法國、德國、印尼、義大利、日本、盧森堡、紐西
蘭、祕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
Columbia Sportswear 設計、行銷、配銷運動戶外成衣、配件、鞋類及
裝備至全世界。產品包含男、女、童裝的服飾與運動裝備、符合各種
戶外活動包括滑雪、健行、滑板滑雪、登山、露營、打獵、越野跑步、

Columbia
Sportswear

釣魚、水上運動、探險旅遊等的需求、品牌為 Columbia 及 Mountain
Hardwear。也提供鞋類例如輕量健行靴、惡劣天候靴、越野跑鞋、涼
鞋、休閒鞋、品牌為 Columbia、Sorel、Montrail。透過批發配銷管道、
獨立配銷商、零售店、網路、直銷管道及授權商銷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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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ddie Bauer

簡介
Eddie Bauer 是服裝、配備及配件的零售商。提供上衣、T 恤、襯衫、
馬球衫、針織單品、刷毛衫與連帽上衣、毛衣、刷毛上衣、長褲、外套、
牛仔褲、七分褲與短褲、運動服與休閒服、洋裝與裙子、襪子與緊身褲
襪、及其他配件、也提供夾克、連帽外套及外套。此外、也銷售影片系
列、以及滑雪與滑板滑雪、攀岩、打獵與射擊的服飾。是 Everest 控股
公司的子公司。
ESCADA 是生產與銷售女裝服飾到德國與全世界的公司。提供摩登與
女性化的休閒女裝包括針織服、外套、針織衫、丹寧褲、及太陽眼鏡、

ESCADA

手錶、珠寶、成衣、鞋包、家用紡織品等配件。透過專櫃及店面銷售商
品。是 ESCADA Luxembourg 的子公司。
Everlast 設計、製造、行銷成衣、拳擊、綜合格鬥技及健身相關的運動
用品、裝備、鞋類及配件、提供拳擊用手綁帶、保護性配備及手套、教
練裝備、體能訓練裝備、沙包、粉絲裝備、比賽服、拳擊擂台配件等；

Everlast

也提供搏擊運動體能訓練用繩、健身球、背心、跳繩、三溫暖服、有氧
踏板、間隔訓練計時器、軟壺鈴、手套袋、拉力器、多功能單槓、運動
輪、伏地挺身支架、握力器、撐體平板、拳擊空拳拉力帶、腳踝伸縮帶、
瑜珈滾輪、折疊運動墊、韻律球、頭帶、束腰帶。此外還提供刷毛衫、帽
子、T 恤、拳擊褲、長袍、夾克。是 Sports Direct International 的子公司。

Gap

Gap 是全球服飾零售商領導者之一、提供男用、女用與兒童成衣、個人
保養產品及配件、擁有 Gap、Old Navy、Banana Republic、Piperlime、
Athleta、Intermix 等品牌。

Geox

Geox 是鞋類及成衣的製造商、生產商、推廣商與配銷商、提供給零售
商及其他終端使用者。品牌 Geox 的產品有男用、女用及兒童鞋子、成
衣及配件。透過複合品牌商店與 Geox 店面在歐洲、北美及其他國家銷
售商品。至 2013 年 12 月底、共計有 849 間 Geox 加盟店及 450 間直營
店。是 LIR 的子公司。

Hanesbrands

Hanesbrands 是領導性消費品公司、在美國是知名的基本款成衣設計
商、製造商及販售商。包括四個業務部門:內衣、運動服、零售部門及
國際部門。提供基本季節產品、例如 T 恤、運動衫、刷毛衣、機能性 T
恤、短褲、運動胸罩、保暖衣、以及大學書店等管道的授權商標運動服。
擁有品牌包括 Hanes、C9 by Champion、Champion、Bali、Maidenform、
Playtex、JMS/Just My Size、Flexees、L’eggs、barely there、Gear for Sports、
Wonderbra、Lilyette、Rinbros、Zorba、Sol y Oro、Kendall、Track n Field、
Polo Ralph Lauren、Ritmo、Donna Karan、DKNY。透過批發商、零售
商、第三方加工商及直接零售銷售產品。至 2013 年 12 月、計有 268
間直接銷售店面。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