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全球奢侈品力量調查報告
奢侈品業邁入規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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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Deloitte 發佈第三屆「2016 年全球奢侈品力量調查及分析報告（Global Powers of Luxury
Goods 2016）」，根據 2015 年公司年銷售額表現，選出全球百大奢侈品公司，同時也揭露
了未來奢侈品產業趨勢分析、世界主要區域重點與產品類別銷售，以及併購活動等產業動態。
2016 年，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嚴峻挑戰下，儘管銷售成長率相較去年略為減緩，全球前百大奢
侈品企業銷售額依然持續增長，不過企業績效兩極化現象逐漸加深，表現亮麗之企業呈現二位
數的成長，而其餘企業則呈現較顯著的銷售衰退。2016 年報告指出，全球前 100 大奢侈品企
業總計收入 2,220 億美元，平均每家奢侈品企業的平均零售規模達 22 億美元，平均年成長率
為 3.6%。從進榜國家數量發現，全球前 100 大奢侈品企業中，義大利有 29 家企業上榜蟬聯
世界第一，中國企業僅占 8%。全球前 10 大入榜企業與去年相同，而周大福珠寶名列第七，與
去年相比退步三名；而奢侈品行業前 20 大高成長業者平均銷售年複合成長率達 24.1%，是全
球前 100 大的 4 倍。
預期 2016 年全球奢侈品產業表現將受多數國家經濟表現不佳所拖累，為了吸引更多的消費族
群與因應消費者需求的改變，各家企業紛紛選擇透過數位化體驗與電子商務等新興科技的應用
提升企業成長。同時數位化也改變了消費者的購物歷程（path-to-purchase）以及對於奢侈品
品牌的要求，強調更偏向個人化的消費體驗與注重消費者和奢侈品品牌之間的互動。
奢侈品產業將邁入規範創新時代（disciplined innovation），除了把握新興趨勢追求創新之
外，也應注意趨勢所帶來的風險，才能保有品牌競爭力。隨著千禧世代的崛起、旅遊風氣的盛
行與數位化的影響，奢侈品品牌需極力因應新興趨勢的到來，才能夠精準掌握潮流變化並落實
品牌管理。我們誠摯希望這篇調查報告中的數據與分析，能夠幫助您發展出良好的經營策略並
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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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奢侈品產業趨勢觀察
以規範創新引領設計並維繫品牌
從 2010 到 2020 年這「變革的十年」來看奢侈品行業的演進， 2016 年奢侈品產業將邁入變革十年
的下半場，正式進入規範創新（disciplined innovation）時代。過去五年，奢侈品產業除了仰賴中國
等新興國家消費者對於奢侈品的強烈需求之外，更依賴使用數位科技作為刺激企業成長的手段，使企業
在產品、通路與市場上，持續導入創新思維並驚豔消費者。而 2016 年開始，我們觀察奢侈品產業除
了持續在創新努力外，也會受到消費者行為的演變、通路資源融合的普及、商業模式的複雜化、國際旅
遊的成長以及千禧世代的消費思考等新興趨勢的影響，這些行業趨勢都將帶動奢侈品產業發展更多的商
業機會。
在新興趨勢下，奢侈品品牌若要維持業績成長，需要長期關注千禧世代的崛起、旅遊商機、富裕的消費
族群與數位化的影響等關鍵品牌成長因素（圖 1），同樣的，奢侈品行業在試圖掌握潮流的同時，也應
要注意機會帶來的風險以保有品牌競爭力，包括留意品牌在形象建立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聲譽風險、避免
陷入因循守舊、且應注意如何有效落實法令遵循並維持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以及企業需隨時準備可能突
發的外部風險。企業唯有能正確透過有規範的創新來精準掌握潮流並落實品牌管理時，方能打造出獲得
消費者青睞的品牌。
圖 1 影響奢侈品產業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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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品牌成長因素分析：旅遊商機與千禧世代
世界上頂尖的設計師擅長將消費者需求與產品的開發做結合。對於這一群更注重社群網路與電子商務的
千禧世代來說，其對於產品的要求與傳統消費者相比大相逕庭。他們更熱衷穿戴奢侈品所帶來的個性化
享受，更在乎人生價值並追求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因此奢侈品業面對千禧世代所彰顯出對品牌的獨特要
求、仰賴數位科技的消費特徵與低品牌忠誠度等特質，提供了更多知名度不高的小眾奢侈品牌一個能被
千禧世代認識的機會。因此，若要有效吸引千禧世代的目光，奢侈品業需要投入更多資源提升其品牌價
值，並將體驗式的元素融入購物場合，同時更需要增加品牌在媒體上的曝光以提升品牌效應。
旅遊商機更是奢侈品業績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預期在未來的 15 年全球飛航所創造的旅客人數將
達到現今的兩倍，此快速成長由來自新興國家旅客因收入增加與普遍旅遊風氣的提升所帶動，特別是中
國擁有近四億的千禧世代人口紅利，將持續扮演推動奢侈品產業成長的角色。
根據調查，40%的奢侈品銷售額產生於旅行途中，因此旅遊商機與千禧年世代的崛起，提供奢侈品產
業更多提昇品牌能見度的機會，並藉由產品創新、通路創新與數位行銷來發展更多吸引消費者目光的機
會。許多國家的奢侈品銷售主要仰賴國外觀光旅客，而這種旅行中的零售不僅貢獻每年近 40%的奢侈
品銷售，還持續地以每年 8%的幅度持續成長。
因此面對旅遊風氣的盛行與千禧世代的崛起，奢侈品行業在制定市場策略時，需要考量兩項關鍵要素：
第一，針對國內市場的潛在客戶，企業應該加強品牌宣傳，並透過社群網路來強化品牌與顧客之間的聯
繫程度，同時評估如何有效的使用行銷大數據分析與顧客管理系統 （CRM）來掌握消費者需求。第
二，針對旅遊中的潛在消費者族群，奢侈品品牌需要創新的客戶溝通模式，使消費者在旅途中能擁有令
人難以忘懷的購物體驗。
關鍵品牌成長因素分析：數位化與創新動能
數位化潮流影響下，企業可以從媒體與社群獲取許多消費者對於奢侈品數位化相關討論的資料，包括奢
侈品如何透過數位化展現品牌價值、如何透過電子商務接觸消費者、以及全通路對奢侈品產業的影響
等，這些充斥的奢侈品數位化議題提供了奢侈品產業經理人在進行決策時的參考，但也暗示奢侈品產業
普遍缺乏對於數位化議題的掌握。因此奢侈品產業若希望在變革的十年持續的創造產業變革，高階經理
人應關注兩項數位化趨勢來幫助品牌成長：
第一，連網裝置（connected devices）數量的快速成長：不僅僅是手機與平板，各式各樣穿戴裝置
在連網的比例越來越高，尤其是與體適能相關的穿戴裝置已經深入一般消費者的日常生活，但與奢侈品
相關的穿戴裝置在數量上與一般大眾消費品相比就顯得稀少。近年來奢侈品企業逐漸地與科技大廠合
作，共同開發具有電子功能的產品，如 Swarovski Jewellery（施華洛斯奇水晶）與穿戴大廠 Misfit
Wearable 共同開發一系列具有動態追蹤功能的珠寶配件；Hermes （愛馬仕）與 Apple （蘋果）則
共同開發高階的 Apple watch 與相關配件；Fitbit 與 Tory Burch（湯麗柏琪）共同開發具有時尚特
色的體適能產品。除了配件外，手持包與其它隨身時尚用品也正逐漸地走入消費市場，不僅能維持時尚
感之外，更藉由數位裝置防止商品仿冒等侵權行為的發生。當零售走入全通路時，實體通路的主要價值
才更加備受重視。結合各種連網裝置讓消費者於店中獲得更豐富的消費體驗，就如同音響商 Bang &
Olfusen （鉑傲）紐約概念店中的音響設備能連結消費者手機，可以即時透過店內喇叭播放消費者正
在聆聽的音樂。第二，數位化趨勢為網路頻寬的提升與連網裝置的普及使萬物皆連網時，消費者可以期
待欣賞品牌精心設計的高畫質產品影音與更生動的數位內容，屆時透過連網裝置，將行銷訴求直接有效
地傳達給消費者。受到連網裝置數量的提高、網路連通能力與速度的增加，將使消費者更習慣網路訊息
的接收與傳達，進而徹底改變消費者購買奢侈品的購物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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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快速變化的購物歷程
消費者受到數位化浪潮的影響，購物歷程變得更加的複雜， Deloitte 研究發現在科技與社群的影響下，
奢侈品消費者更注重何時、何地與何種方式與奢侈品牌接觸，消費者對於奢侈品變得更加挑剔，也愈加
極地想要參與產品設計和開發，希望產品本身能提供消費者個性化的產品體驗。因此奢侈品企業在設計
產品與規畫零售通路時，一定要先理解消費者的購物歷程（圖 2），依序為商品認知階段，評估與選擇
階段與最終的購物體驗階段。
圖 2 奢侈品購物歷程 (path-to-purchase)

認知階段
受到連網裝置與各類即時資訊的影響，現在的消費者更願意相信數位行銷資訊，因此在數位行銷趨勢的
影響下，奢侈品企業急需一個有效和消費者互動的方法，作為推動品牌成功的關鍵。Deloitte 調查顯
示 60%的消費者信賴朋友與家人推薦的產品與服務；同樣的，60%的消費者相信網路匿名的顧客意
見，其次才為產品顧問（43%）、品牌商（12%）與零售商（16%）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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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選擇階段
在電子商務時代消費者更傾向透過線上社群的討論來取得產品資訊，因此傳統的銷售顧問角色將被網路
社群與部落格等線上媒體逐步取代。現今，越來越多專職線上評論的數位媒體機構如 Stylit 、Trunk
等化身成數位助理提供消費者更多購買建議，並幫助商品的評估與選擇；另外更多如擴增實境、虛擬實
境等數位科技的應用也逐漸地普及，可以及時的透過數位互動協助消費者的店中購物。總而言之，消費
者評論參與了消費者購物歷程中每一個關鍵性階段，尤其在認知及評估與選擇階段，更成為奢侈品品牌
能否在電子商務平台上增進消費者體驗的關鍵因素。
電子商務購物體驗階段
奢侈品產業已無法置身於電子商務潮流之外，如何將過去實體時尚體驗複製到電子商務將是一件嚴峻的
挑戰。所幸受惠於數位潮流的興起，奢侈品品牌也紛紛尋求跨界合作，設法將數位科技有效地從實體零
售店中移植至電子商務通路，甚至在全通路下創造嶄新的全通路消費體驗。LV（路易威登）與
Burberry（博柏利） 近年來即專注於提升線上內容，提供專屬的線上直播時尚秀與實境節目。在發展
電子商務後，物流品質也將左右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滿意程度，對於奢侈品品牌，唯一的挑戰在於整合多
平台銷貨系統，並讓消費者在不同平台上，從產品選擇、線上付款到物流運送的品質均能維持一致性，
才能提高客戶的整體購物滿意程度。

規範創新下的機會與挑戰
針對未來奢侈品產業演變下的潮流和趨勢（表 1），奢侈品產業需要在變革的十年下半場持續創造品牌
價值。對於奢侈品產業高階經理人而言，更需要具備三大領導力才能持續推動品牌前進。
首先，領導者需要打破舊有的思維，不能再堅持過去高不可攀的孤芳自賞，而必須認清奢侈品雖然具有
其獨特性，但其依然屬於零售業的一環，無可避免地將會持續地受到電子商務興起與數位化浪潮的影
響，產生實體店營收衰退的威脅，因此，一昧仰賴傳統實體通路及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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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奢侈品業高階經理人面臨之挑戰與機會

管理階層

執行長

2020 年之挑戰

主要機會

展望未來之籌備



找尋經濟放緩環境下之出路



成功實踐創新策略



打造迎合千禧世代之產品及品



拉近客戶與品牌間的距離

牌



重新檢視奢侈品市場的



設立創新委員會

「value pool」，如購物體驗等



重新構思績效評核與獎勵制度

建構品牌未來五年的營運策略



重視科技變革之浪潮

機警控管投資相關法規議題幫



採用全新投資模型與策略

包含:策略、



掌握破壞性創新下的商業模式

業務發展



強調卓越人才與增強企業文化





勾勒出投資者感到有信心的長
遠願景

模型

財務長
包含:稅務、



面對低毛利率時代下之策略



應對匯率、政治、資安、突發



法律

營運長
包含:電子商



助企業未來成長



構思稅務治理對策

事件等風險



積極與消極的併購機會



著手思考毛利導向之策略

掌控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挑戰零售業的變革與以提升知

（BEPS）之發生

名度



選擇優良之投資標的



運用分析優化財務



規劃與執行全通路零售之策略



零售價值鏈數據的應用



規劃分析能力發展策略



優化「最後一哩路」



隨通路結構轉型下的最佳配置



選擇市場進行市場測試



制定良好的定價策略



零售實體店間的資源有效配置



重新發揮旗艦店之價值



尋找和留住適合的人才

網路的生產力(對人員與存貨配

務、零售

資訊長／技
術長
包含:科技、

置決策)


創造吸引人才的工作環境



重新檢視自身 IT 能力、雲端與



診斷 2020 系統之樣貌與需求

各類資訊設備採購購買服務



供應商與合作夥伴交流平台發



更多高科技合作夥伴需求



優秀競爭者的湧出



有效與高科技合作夥伴協作



改善管理資訊及報告系統效率



資訊安全風險管理



建構 IT 及其他部門緊密的「智



強化資訊安全管理能力

慧連結」



客戶關係管理系統與業務部門

數據



揮最大價值

數據分析：時尚與奢侈品產業

結合

的新戰場

行銷長
包含:數位／



廣告與行銷預算降低



衡量並採用最新潮流與事物



吸引新顧客(特別是千禧世代)



新競爭者的挑戰

顧客／體驗




隨通路結構的轉型，創新零售



經營現有及瞄準頂端客戶

實體店網路的定位



重新思考旗艦店之定義與角色

網羅多元且合適的董事會人



培養應付破壞性潮流之能力

才，如技術專家、非常務董事



區分經營管理階層之文化與職

開拓奢侈品消費族群與創造市
場新機會



優化廣告預算與分配開支



重新檢視為品牌增值的商業夥
伴

董事長
包含:非執行
董事, 董事會



確實管理策略規劃與商業模式



監察投資計畫



品牌與商譽風險管理



企業危機管理



等


面臨危機時捍衛品牌權益之道



推行人才培育及獎勵計畫



積極建立股東忠誠度

能要求


確認其他品牌或組織合作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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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銷方式已經遇到了瓶頸；從變化預測（圖 3）可以發現，品牌商品在實體店內的銷售額
與數位消費相比，比重已經逐年降低，逐漸地被電子商務與行動等數位消費給取而代之，在
此現象下，奢侈品企業若要維持品牌地位，需要仰賴更多元的零售通路、更彈性的營運管
理、更緊密地與消費族群互動來提升多銷售平台的顧客滿意度。相較持續堅守傳統營運的品
牌，追求新興的營運模式將更能維持品牌競爭力。
圖 3 全球奢侈品通路銷售比例變化之預測

其次，奢侈品產業經營階層須能夠承擔更沉重的經營壓力。相較於中國消費力道減緩對整體
營收上產生的影響，高階經理人所面臨的壓力將普遍來自於保守的奢侈品企業本身，其經理
人依舊維持過去長久的傳統經營方法，同時也出現家族企業創辦人過度干預企業的營運，尤
其是更傾向維持品牌現狀，而忽略在數位化時代競爭對手更容易切入市場的現實。因此，奢
侈品經營高層需要更積極地展現領導力，挑戰傳統的保守風氣，才能於數位時代的商場中脫
穎而出。最後，奢侈品經營高層在面對更多元的競爭與要求多變的消費者下，需要更加強品
牌與經營的創新，尤其是在決策過程中若能夠果斷且同時考慮風險，將更能符合未來時代的
需求。另外，除了要求品牌與產品製造的創新之外，企業還需要在商業模式、銷售平台等經
營上符合規範創新，並以消費者行為與產業趨勢為主軸，才能在十年變革的下半場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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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展望
受到過去幾年強勁美元的影響，提升了以美元計價國家的消費者購買力，卻也提高新興國家
的商品進口價格而加重當地消費者的消費支出。對於世界頂尖的奢侈品企業來說，低油價反
映的利多與基本工資的提高，雖然提升了消費者整體購買能力，但低油價通常伴隨著經濟普
遍表現不佳，變相地抑制了消費者購物衝動。雖然許多新興國家的蓬勃發展給予奢侈品產業
成長機會，但受到了中國與俄羅斯經濟表現不佳的影響，全球的奢侈品產業在 2016 年的成
長力道將不如預期的強勁。

歐洲
歐元區的整體奢侈品市場已經脫離過去 2012-2014 年的泥沼而逐漸走向復甦，雖然各國家
經濟恢復力道不同，但整體奢侈品市場仍在國內外富裕消費者的需求下，緩慢而穩定的成長。
在產品表現上，入門款的品牌會受到一般消費者的關注，而近年來流行的穿戴裝置則逐漸地
吸引富裕階級的買家。

俄羅斯
受制於疲弱的經濟表現與國際制裁，奢侈品市場的表現將持續積弱不振。

英國
受惠於國外富裕旅客對奢侈品龐大的需求以及國內經濟發展逐步穩健，更多平價的奢侈品與
高端時尚品牌將持續地如預期地表現亮眼。同時，英國也是數位化發展最成熟的國家，奢侈
品品牌能夠大量的透過社群媒體、穿戴裝置與製造創新來掌握更多的消費族群。不過受到英
國脫歐公投的影響，預期將帶給英國奢侈品業一股不確定性因素。

美國
美國奢侈品市場受到中國買家消費的縮減與在強勁美元的影響下，奢侈品產業成長將會逐漸
減緩；但是美國國內的消費者支出提高以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頂級與平價的奢侈品品牌
表現依然可期，預期將持續帶領明年的奢侈品市場往成長之路邁進。

拉丁美洲
墨西哥為拉丁美洲最大的奢侈品市場，受到中產階級的快速增加與消費者對於奢侈品的渴望，
墨西哥的奢侈品表現預期樂觀。但身為拉丁美洲第二大奢侈品市場的巴西，則因為受到經濟
的不確定性因素拖累，消費者紛紛縮減開支，進而轉向較平價的奢侈品品牌如 Michael
Korse（邁可·寇斯）等，將順勢帶動其他平價的奢侈品牌的業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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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日本、印度與韓國奢侈品市場將會持續穩健的成長，尤其弱勢的日圓確實吸引了大批外國遊
客赴日本旅遊，加上日本將於 2020 年舉辦東京奧運，預期此舉將持續帶動世界各地消費人
潮前往日本市場。

中國與香港
中國與香港將持續面臨消費者支出意願降低所帶來的衝擊，另外香港與中國的政治緊繃也卻
步中國富裕階級前往香港消費的意願，無疑地進一步衝擊香港奢侈品產業表現。趨緩的經濟
將持續影響消費者對奢侈品的消費意願，也連帶衝擊奢侈品企業於兩地的投資意願，因此整
體奢侈品產業的未來表現，端看中國政府是否能將經濟體質由目前的製造導向轉向以消費者
支出為主的內需市場。

中東地區
中東地區的奢侈品市場將持續地強勁成長。受到龐大富裕的觀光階級持續湧入阿布達比與杜
拜等地，當地奢侈品百貨的成立將持續地鼓勵世界頂級奢侈品品牌前往當地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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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前 10 大奢侈品重點聚焦LV 全球領先地位
全球百大奢侈品綜合分析
在全球經濟嚴峻的挑戰下，儘管銷售成長率相較去年略為減緩，2015 年全球百大奢侈品企業平均銷售
額依然持續增長，總計年銷售額達 2,220 億美元（圖 4），唯成長幅度不如 2014 年亮眼，百大企業
營收表現也呈現明顯地兩極化現象，表現亮麗之企業呈現二位數的銷售成長率，而營收表現不佳企業則
呈現明顯的衰退，2015 年整體奢侈品銷售成長率趨緩的主因在於因金價衰退所衍生淘金熱潮的退燒，
降低消費者消費意願。從調查可以發現，全球百大企業，總計 9 間年衰退達雙位數，其中有 5 間企業
來自於中國與香港兩地，其兩地整體營收衰退達 31 億美元。唯慶幸的是，整體 2015 年平均奢侈品營
收淨利較 2014 年成長，80 家企業營收表現均優於年初財測，超過半數的企業其營收淨利表現較去年
突出，45 間企業全年營收超過 10 億美元，整體 2015 年奢侈品營收依然優於 2014 年。
圖 4 奢侈品全球 100 大企業重點聚焦

聚焦全球前十大奢侈品企業表現， 2015 年全球前十大奢侈品企業年營收淨利率優於 2014 年的
11.7%，達全年 13.2%的水平，比全球百大年營收淨利率 11.4%高出 1.8%。所有前十大企業銷售
成長率除港商周大福珠寶與 Estee Lauder （雅詩蘭黛）外均為正成長，其中有近一半的企業年銷售
淨利率高達雙位數。前三名企業依然為 LVMH（路易威登）、Richmont （歷峰）與 Estee Lauder
（雅詩蘭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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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前十大奢侈品入榜企業與去年相同（圖 5），不過營收成長表現不如預期，併購活動也無往年
活躍。前 10 大的總年銷售額達 1,062 億美元，在百大中佔了 47.9%。各家企業方面，港商周大福珠
寶奢侈品銷售成長率衰退 17%，排名跌落 3 個名次至第 7 名，除了反映金價下滑後導致掏金熱潮的退
燒外，其奢侈品年銷售成長率的衰退也大幅拖累前 10 大奢侈品牌的平均表現，奢侈品年平均銷售成長
率僅達到 2%，更是低於全球百大；若是不計入周大福珠寶的衰退，則前十大奢侈品品牌年奢侈品平均
銷售成長率將達 3.4%。
圖 5 全球奢侈品前十大企業表現

前十大奢侈品企業中有 6 間企業的奢侈品銷售成長率勝過百大平均表現，而其中 LVMH（路易威
登）、Luxottica（羅薩奧蒂卡）、Kering（開雲）與 L'Oré al Group（萊雅）的業績成長均比
2014 年亮眼。LVMH（路易威登）在 2015 年的表現相當令人驚艷，其整體營收逾全球百大營收的
10%，其奢侈品年銷售成長率高達 7%，營收淨利也高達 19.9%，位居百大奢侈品牌的領先地位。這
樣亮眼的表現主要歸功於 2013 年第 4 季成功併購 Loro Piana（諾悠翩雅）與個人品牌尼可拉斯·科
克伍德（Nicholas Kirkwood），加上核心事業的穩定成長與來自其投資 Hermes （愛馬仕）股份的
獲利。若 LVMH（路易威登）營收不計入 Hermes （愛馬仕）的投資獲利，則其銷售淨利率與
Richmont（歷峰）12.8%相同，而略遜色於去年冠軍 Swatch（斯沃琪）。至於排名第 6 與第 10 名
的 Kering（開雲）與 PVH （鵬衛齊）則在經歷公司重組之後，營收與淨利均朝向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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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奢侈品國家聚焦法國規模第一
2016 年全球奢侈品市場依然主要掌握於西方企業的手中，包含中國香港企業在內與美國、
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國總共囊括全球 90%的市場，企業家數占全球
84%。由全球奢侈品國家營收表現可以發現（圖 6），整體奢侈品產業變化最大的莫過於中
國香港企業，其奢侈品銷售成長率相較於 2014 年的 33.4%大幅衰退至負 6.8%；美國市
場同樣表現不佳，銷售成長率從 2014 年的 9.3%衰退至 0.1%；歐洲主要國家奢侈品企業
成長率均優於全球百大平均的 3.6%，其中英國表現最佳，成長率高達 11.1%。

圖 6 全球奢侈品國家營收表現

中國與香港地區
中國與香港奢侈品企業銷售成長率衰退至負 6.8%，是全世界表現最差的區域，不過在 2013 至 2015
年複合成長率卻依然高達 11.8%，2014 年整體奢侈品銷售成長率趨緩的主因在於因金價衰退所衍生
淘金熱潮的退燒，降低消費意願。百大進榜全部 8 間企業中，5 間企業奢侈品營收成長率衰退高達兩位
數，稅後淨利率達 8.9%優於 2014 年。為了因應經濟衰退，周大福策略性地調整產品組成，並以販售
高毛利產品為主來維持一定的營收淨利率。在排名方面，雖然周大福珠寶名次跌落至第 7 名，但老風
祥珠寶與周生生珠寶依然佔據百大前 25 名。去年榮獲高成長前 20 名的港商 Michael Korse（邁可·
寇斯）表現依然亮眼，其營收受惠於快速展櫃並積極提升品牌知名度，將排名提升至全球第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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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
法國企業的平均規模最大，其中以 LVMH（路易威登）、Kering （開雲）與 L'Oréal Group （萊
雅）佔據世界前十大，並貢獻了近 78%的全國奢侈品營收。LVMH（路易威登）的高營收表現
來自於 2013 年第 4 季併購 Loro Piana （諾悠翩雅） 、個人品牌 Nicholas Kirkwood （尼可拉斯·
科克伍德）的收益以及來自投資 Hermes （愛馬仕）股份的獲利。Kering（開雲）則於 2014 年初進
行公司重組，並將運動休閒品項列為其核心事業，同時併購了瑞士名錶商 Ulysse Nardin （雅典）
（2013 年名列第 86 名）與開創眼鏡相關產品的新事業群，其眼鏡相關產品年度獲利約 3.5 億歐元，
較 2014 年奢侈品年度營收成長率提高 0.3%。法國奢侈品企業在 2015 年擁有最高的平均獲利率，
其中 6 間企業的稅後淨利率高達 16.3%，優於 2014 年的 11.5%。
圖 7 奢侈品國家表現分析

義大利
義大利奢侈品企業總計有 29 間入榜（圖 7），為全球前百大奢侈品企業家數入榜最多的國家，是第 2
名美國企業家數地的兩倍。雖然數量上領先，但義大利品牌貢獻的奢侈品銷售額卻只佔全球奢侈品市場
的 17%，其主因在於義大利 29 間企業中的 24 間為家族企業，平均經營規模僅 13 億美金。在 29 家
企業中 Luxottica（羅薩奧蒂卡）、Prada（普拉達）與 Giorgio Armani（阿曼尼）就囊括了近一半
的銷售額。義大利除了仰賴富涵的文化與歷史，另外擁有眾多才華洋溢的設計師也提升了義大利奢侈品
品牌的行銷優勢。Prada （普拉達）與 Giorgio Armani（阿曼尼）另透過授權其它奢侈品公司製作其
非服裝類的產品以擴大其品牌的曝光度與視野。在高成長前 20 大名單中，義大利奢侈品企業也有 8 家
入榜，其中眼鏡品牌 Marcolin 的奢侈品銷售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70.6%，高居高成長前 20 大榜首；
義大利企業規模最大的 Valentino Fashion group （范倫鐵諾）也有近 31.7%的成長。
西班牙
西班牙奢侈品企業全球入榜家數與去年相同，其企業平均規模僅 6.88 億美元為世界最低。雖然入榜企
業的年複合成長率為全球平均的兩倍，但其稅後淨利率較去年衰退達到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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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瑞士的前三大廠商 Rolex（勞力士） 、Richmont （歷峰）與 Swatch（斯沃琪）的營收市佔率高達
整個瑞士奢侈品企業的 85.7%，其中 Richmont （歷峰）位居第 2 名， Swatch （斯沃琪）則重拾
百大第 5 名，而 Rolex （勞力士）則位居第 11 位，總計此三大企業年銷售額均超過 50 億美金；儘
管前三大企業表現突出，但整體瑞士企業其奢侈品銷售成長率僅有 3.6%，較去年的 5.4%下降
1.8%，瑞士百大進榜企業家數與去年相同。根據 2015 年 Deloitte 瑞士手錶產業調查顯示，有高達
41%的企業經理人對於未來經濟前景看待較悲觀，其主因為中國與香港旅客的減少與手錶產業的競爭
激烈。另外，因為瑞士手錶工業的發達，也吸引了不少外國奢侈品大廠紛紛併購瑞士的鐘錶公司以切入
手錶產業，其中最顯著的併購案為 2014 年法國 LVMH（路易威登）集團併購了 2013 年位居 83 名的
瑞士名表商 Ulysse Nardin（雅典）。
英國
英國入榜的 7 間奢侈品企業其平均銷售成長率達 11.1%，位居世界領先地位。雖然其中 6 間企業的奢
侈品銷售額不到 10 億美元，但英商 Burberry（博柏利）於 2015 年奢侈品銷售額甚至超過 40 億美
元，佔英國入榜企業奢侈品銷售額的 61%，Burberry （博柏利）也因此扮演了整體英國奢侈品企業
營收成長的主要推手。英國第二大的奢侈品企業 Graff Diamonds International （格拉夫珠寶）銷
售成長小幅衰退至全年 48.1%，並名列全球前 50 大奢侈品排名的 46 名。整體英國企業在資產收益
方面擁有極佳的表現，其複合式淨利達到 11.1%，優於瑞士與法國。
美國
美國總共有 14 間美國企業進榜，包括前三名的 Estee Lauder （雅詩蘭黛）、Ralph Lauren （拉
夫勞倫馬球）與 PVH （鵬衛齊）。平均美國企業規模均大於全球百大企業，平均奢侈品銷售額超過
30 億美元，佔世界百大份額 19.5%，不過在 2015 年銷售成長率僅 0.1%，較去年衰退高達
9.3%，其主因為 2014 年 PVH（鵬衛齊）的併購 Warnaco 集團所產生的高基期所影響。另外，

Estee Lauder（雅詩蘭黛）與 Ralph Lauren（拉夫勞倫馬球）成長率均低於 2014 年表現。儘管
傳統品牌表現不佳，但年輕品牌 Kate Spade& Company （凱特詩蓓）連續三年均強勁成長，並晉
升為 10 億美元俱樂部成員，其奢侈品銷售成長率高達 48.7%，使 Kate Spade& Company （凱特
詩蓓）勝過 Michael Kors（邁可·寇斯）成為最快速前 20 榜單的榜首，其銷售淨利連續三年成長至
14%。其亮眼表現則歸功於品牌海外授權與併購或合資等一系列營運策略。 Fossil （富思）與背包行
李箱企業 Tumi 也持續地維持兩位數的奢侈品年銷售成長率。反之，Elizabeth Arden （伊麗莎白雅
頓）、Coach（寇馳）、 香水經銷商 Inter Parfums 與美國頂級精品牛仔褲品牌 True Religion
Apparel 在奢侈品銷售成長率達到雙位數的衰退。雖然 Kate Spade & Company （凱特詩蓓）與
Coach （寇馳）同樣位於美國市場，但其奢侈品營收成長率顯得差距甚大之因於 Kate Spade &
Company （凱特詩蓓）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推出平價的產品，並搭配實體和電子商務通路來爭取更
多的年輕族群，反之 Coach （寇馳）在因應市場變化的腳步上就緩慢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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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奢侈品類別分析複合類奢侈品獲利亮眼
綜觀奢侈品產品類別營收表現（圖 8），2015 年服飾穿戴類 （apparel and footwear）成長緩慢，
奢侈品年複合成長僅 6.6%。此類別企業競爭激烈，總計 38 間企業於百強名單中，其中三間領頭企業
為美國 PVH（鵬衛齊）、Ralph Lauren（拉夫勞倫馬球）及 Hugo Boss（雨果博斯），總共囊括
41.8%的奢侈品年銷售額。今年新入榜的手工鞋品牌 Vicini 與 Valentino Fashion Group （范倫鐵
諾）均來自義大利，分別擁有 34.6%與 31.7%的銷售成長。
圖 8 奢侈品產品類別營收表現

另外，2015 年皮包與配件類(bags and accessories)銷售表現較去年亮眼（圖 9），其複合年成長
率達 9.3%，優於其它產品類別。百大進榜的 10 家企業中，前 3 大依序為 Kate Spade& Company
（凱特詩蓓）、Luxottica（羅薩奧蒂卡）與 Safilo group （霞飛諾集團），其年銷售額市占達
79.4%。從圖 9 可以發現，此類企業表現亮眼，年銷售成長率普遍表現優於 2014 年，近 40%的企
業進入高成長前 20 名榜單，其中表現最亮眼的依序為 Kate Spade& Company （凱特詩蓓），義大
利眼鏡商 Marcolin 與韓國商 Sungjoo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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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皮包與配件類企業年銷售表現變化

2015 年化妝品與香水類（cosmetics and fragrances）奢侈品平均銷售達到 29 億美元。總計 12
家進榜企業中，7 家企業平均年銷售額達 10 億美元，而前三名企業依序為 Estee Lauder（雅詩蘭
黛）、L'Oréal Group（萊雅）與 Shiseido（資生堂），其奢侈品年銷售額均達 50 億美

元，綜合市佔率達 67.7%。與 2014 年相比，化妝品與香水類綜合表現不盡理想（圖 10），銷
售年成長率較去年衰退 5%至全年 1.3%的水準，僅優於珠寶與手錶類。此類產品中，僅有從事香水開
發的 Euroitalia 進入高成長前 20 榜單的化妝品與香水類企業，其年複合成長率達到 15.3%。
圖 10 化妝品與香水類企業年銷售表現變化

2014 與 2015 年兩年，珠寶與手錶類 （Jewellery and watch）的表現可以說經歷波濤洶湧，從
2014 年的快速成長滑落至 2015 年的負成長，其衰退主因除了在 2014 年基期過高外，淘金熱潮的退
燒導致消費意願下滑才是主要原因。此類別的前三名分別為 Swatch （斯沃琪）、周大福珠寶與
Rolex （勞力士），總計貢獻近 40.8%的總銷售額。此類企業成長最亮眼的莫過於 Pandora（潘朵
拉）、PC Jeweller 與 Graff Diamonds（格拉夫鑽石），均進入高成長前 20 大榜單。

最後，複合式奢侈品類 （multiple luxury goods）企業擁有最大的市場規模，平均年奢侈品銷售額
達到 65 億美元，佔百大企業共 32.3%的銷售額，其中 LVMH（路易威登）、Richmont （歷峰）與
Kering（開雲）三間企業貢獻了美金 450 億。綜合企業總部分布來說，主要還是屬於歐洲企業的天
下，僅有一間總部位於亞洲的 Michael Kors （邁可·寇斯）（美國市場貢獻 75%營收）；此類別的平
均複合淨利為 15.5%，主要由 LVMH （路易威登）營收的大幅增加所貢獻。整體此類的綜合表現均優
於其它產品類別，甚至領先全球百大企業；總計 10 家企業營收均較去年增加，其中 7 間企業成長率高
達兩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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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奢侈品新進榜企業
2016 年新進榜單中（圖 11）分別有五間企業屬於服飾穿戴類、三間企業為珠寶與手錶類與一間銷售
化妝品與香水類企業。盧森堡商 L'OCCITANE （歐舒丹）首次進榜就拔得頭籌，並躍居全球百大第
37 名；中國企業東方金鈺珠寶則為今年中國唯一新進企業。
圖 11 奢侈品百大新進榜企業

| 高成長前 20 榜單凱特詩蓓搶佔第一

高成長前 20 榜單凱特詩蓓搶佔第一
分析本次高成長前二十強（Fastest 20）企業（圖 12），奢侈品銷售年複合成長率高達 24.1%，為
百大企業的四倍，比 2014 年提高 1.5%；企業總部分布以美國及義大利的奢侈品牌為主，前三名依序
為美國商 Kate Spade& Company （凱特詩蓓）、香港商 Michael Kors（邁可·寇斯）、 及義大利
手工鞋品牌 Vicini。受到全球經濟不佳影響，15 間企業無法維持去年優異的表現。整體 2013 至
2015 年銷售成長率下降了 13%，僅達 17.2%的水準。
圖 12 2013-2015 奢侈品成長快速前 20 強企業

去年榮獲高成長第一的港商 Michael Kors （邁可·寇斯），在今年被年輕品牌凱特詩蓓（Kate
Spade& Company）取而代之，其兩年銷售複合成長率達 48.7%的水準，僅次於義大利眼鏡品牌
Marcolin。第二名的 Michael Kors （邁可·寇斯）受惠於零售店面的業績快速成長，仍能維持每年
32%的年複合成長率。丹麥垂直式奢侈品企業 Pandora （潘朵拉）位居第 4 位，在百大企業中排名
第 26 名，擁有 32.5%的年複合成長率。Pandora（潘朵拉）受惠於其快速展店的政策及飾品等產品
線的營收貢獻，銷售淨利率高達 25.9%，遙遙領先其它百大奢侈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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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扮演奢侈品業重要角色
2015 年儘管受到經濟表現不佳的影響，奢侈品市場並沒有出現大於 10 億美金的併購案，唯一超過 5
億美元的併購案件為 Coach （蔻馳）併購精品鞋牌 Stuart Weitzman（圖 13）；在 2014 年的併購
案件中，也僅有 6 筆超過 1 億美元，其中令人注目的兩件超過 5 億美元的併購為巴西 Restoque
Comercio 併購巴西的奢侈品品牌 Duadaline，與中國私人投資者趙興龍併購中國上市公司東方金
鈺。
圖 13 2015 年時尚與奢侈品產業併購活動

2015 年 7 月，全球第一大香水公司 Coty 集團同意以 125 億美元買下 Procter & Gamble （寶
鹼）的香水彩妝事業群，來強化其美妝事業版圖，並透過授權來強化自家品牌於全球的影響力；義大利
製鞋 Tod’s 集團以 4.15 億歐元買下 Roger Vivier 商標與 Roger Vivier Paris 品牌的選擇權，整個併
購活動使 Tod’s 能充分將 Roger Vivier 商標規劃於集團策略中，以提升企業整體品牌價值。回顧過去
兩年的併購活動歸納出三點併購對於奢侈品產業的影響：
透過併購維持產品設計與通路的控制權
奢侈品企業近年紛紛透過併購、合資、授權及開放加盟等擴張策略，與海外合作夥伴一同進行當地品牌
強化或是建立品牌知名度來提升企業營收與淨利率。Kering （開雲）於 2015 年初成立眼鏡品牌，並
期望透過併購來強化從產品研發、設計、行銷與到出貨的整體價值鏈，因此與義大利眼鏡製造商 Safilo
（霞飛諾）集團簽署專屬產品開發契約，並提供 9 千萬歐元作為補償 Safilo （霞飛諾）集團片面中止
與 Gucci (古馳集團)、Bottega Veneta （寶緹嘉）等知名品牌的開發契約。PVH（鵬衛齊）近年的
營運策略也在強化旗下品牌 Calvin Klein（卡爾文·克雷恩）與 Tommy Hilfiger（湯米·希爾費格）在
海外市場的授權；2016 年 2 月 PVH （鵬衛齊）出資 1.72 億美元購買負責銷售中國 Tommy
Hilfiger（湯米·希爾費格）的 TH Asia 公司 55%股份來確保品牌於中國區的長期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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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數位趨勢，並將數位化整合成企業優勢
一向對數位化浪潮保持抗拒的奢侈品品牌，近年來紛紛加強投資數位化設備，來掌握千禧世代的消費
者。根據 2015 年 Deloitte 調查，64%的奢侈品零售店內銷售和數位科技有關，相比 2014 年提高了
近 15%，顯示數位科技的演進逐漸影響奢侈品營收的表現。另外，奢侈品企業也逐漸紛紛開闢電子商
務平台，並透過併購數位科技公司與電子商務企業來強化本身的產業競爭力。2014 年 1 月 Luxottica
（羅薩奧蒂卡）從 WellPoint （偉彭醫療網）旗下併購了 glasses.com，來取得領先市場的虛擬穿戴
技術，此項併購案讓 Luxottica（羅薩奧蒂卡）在美國眼睛穿戴市場上，更能吸引消費者目光。2014
年 9 月 L'Oréal Group （萊雅集團）併購美國 Sayuki 公司，取得色彩調配技術，此技術能

提供消費者依其自身膚色來調配彩妝顏色指南，並同時給予衣著搭配建議，透過此併購，
Sayuki 也可透過 L'Oréal Group （萊雅）旗下眾多品牌來提升企業的品牌知名度，達成雙
贏的局面。
私募股權尋找更多成長商機
近年來私募股權基金持續地在奢侈品產業尋找高成長潛力的品牌與企業，而另外為數眾多中小規模奢侈
品企業也希望藉由私募基金的幫助來提升品牌價值。2015 年 1 月日本私募公司 Long Reach 集團從
Baring （霸菱集團）手中以 1.7 億美金買下日本婚戒品牌 Primo Japan，此次併購則提供 Primo
Japan 進入亞洲其他市場的機會。2015 年底，英國私募基金從 Kering （開雲）手中以 1 億歐元的價
格併購義大利高端鞋類製造商 Sergio Rossi，此項併購能夠幫助 Sergio Rossi 發展品牌的曝光機
會，並有效激勵營收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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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結語
2016 年奢侈品產業將正式邁入變革十年的下半場 – 規範創新時代。奢侈品品牌在把握千禧世代的崛
起、旅遊風氣的盛行與數位化的影響等創新潮流的同時，還需要留意品牌在形象建立過程中可能產生的
聲譽風險、避免陷入因循守舊、且應注意如何有效落實法令遵循並維持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以及企業需
隨時準備可能突發的外部風險，才能幫助企業邁向品牌的永續發展。最後，面對新時代的演進，越來越
多企業也選擇透過併購來強化企業資訊的運用與消費者的溝通。我們相信在 2016 年的奢侈品產業，
唯有把握潮流與透過異業合作，才能在經濟的逆風中持續成長，併購將會持續扮演推動奢侈品市場前進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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